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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量子科技近年来
成为世界各科技强国投入巨资抢占的高
地。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科学院的远见
卓识和提前布局之下，中国科学家已然走
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列，成为被国际同行追
赶的目标。

2014 年，中科院启动实施“率先行动”
计划，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的量子信
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成为首批
成立的卓越中心之一，承担起“尖刀连”的作
用。3 年后，卓越中心又正式“升级”为创新
研究院，凝聚了更多国家科技力量协同创
新，承担起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历史使命。

如今，经过多年积累，量子信息与量子

科技创新研究院摸索出一套规范且高效的
协同创新组织架构和运行管理模式，在不到
3 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目前，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量
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呼之欲出。在这一
轮量子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中科院量子信
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正乘着改革的
东风，奋勇前进、继续领跑。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智者先行 不可估量

7 月 10 日起，全国铁路实施了新的运行图，
更多高铁动车组奔跑在华夏大地上。

中国高铁这张“中国名片”愈发亮眼。未来，
中国高铁又将如何发展？日前，记者走近中国最
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中国中车。

既快又稳的“看家本领”

在京沪高铁上，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
飞速掠过。如今，从北京出发，乘高铁半日内可
到达全国 54 个城市。京津、沪宁、杭甬、广珠、长
吉、昌九、沪杭等高铁沿线，早上坐 30 分钟高铁
异地上班，下午再坐高铁下班回家买菜做饭，成
为现实。

每小时 350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高铁最高
运营速度。如此高速下实现高稳定性，是中国高
铁的“看家本领”。

网络热传的一段视频，证明中国高铁列车
运行之稳：京沪高铁上，列车时速指向 300 公

里，一位乘客将一枚硬币竖立在列车窗台上，竟
然做到 8 分钟不倒！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化龙介
绍，纵向稳定性、横向稳定性、垂向稳定性是衡
量高铁运行稳定性的 3 个指标，中国高铁列车
这 3 个指标都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目前，中车研制的系列高速动车组已经
投入运营 11 年，列车的安全性、可靠性等得
到了充分验证。世界上通用的安全标准是高
速动车组每运行百万公里故障不多于 2 件，
中国动车组实现了平均故障率低于每百万公
里 0.43 件。

刘化龙介绍，中国高速动车组采用了减振
性良好的高速转向架，车厢内振动小。车内采用
舒适的软座椅，车窗大、采光好、视野开阔。全自
动恒温空调系统能够为旅客提供适宜的车内温
度、湿度和清新空气。车厢内设有轮椅存放区、
婴儿护理桌、残障人卫生间等，可以满足不同旅
客的需要。

创造第一的“钢铁巨龙”

走进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生产车间，一列列
崭新的高速动车组如同巨龙般整齐排列，蓄势
待发。这里聚集着中国高铁的多个第一 ———

我国首列时速 200~25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
列时速 30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设计时速 380
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复兴号”动车组……

刘化龙说，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高
铁发展速度快、建设规模大、运输能力强，整
体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领域世界领
先。目前，中国是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
在建规模最大、运营动车组最多、商业运营速
度最高的国家。

安全可靠———经过多年的运营实践，中国
高铁形成了集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综合检测、
防灾减灾、应急救援为一体的安全风险管理体
系，确保了高速列车的安全运行。

节能环保———“复兴号”动车组以时速 350

公里运行时，人均百公里能耗仅为 3.64 度电，
相当于客运飞机的 1/4、小轿车的 1/6，凸显了
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运量大、能耗低、排放少、污
染小的优势。

运力强大———中国投入运营的高速动车组
有 8 辆和 16 辆固定编组，还有 17 辆临时编组，
使高速铁路拥有强大的旅客运输能力。中国高
铁采用高密度、公交化的开行方式，极大方便了
旅客出行。2008 年以来，中国高铁累计运送旅
客已超过 100 亿人次。

2018 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1 万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2.9 万公里，占世界高
铁总量 60%以上。

为世界高铁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今年 6 月中旬，中国中车下属的中车唐山
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意大利现
代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

中国中车副总裁王军说，这个全球性的研
发中心以中车唐山公司控股的意大利蓝色工
程技术公司为依托，旨在进一步推动两国在
交通领域的技术合作，为当地提供创新交通运
输解决方案，同时为其他国家提供交通领域技
术服务。

（下转第 2版）

高铁是怎样“炼成”的
———走近中国中车
姻新华社记者樊曦齐中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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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丁佳）7 月 9 日，
中国科学院“联动创新”系列论坛在
山东滕州举办了首届中科院新材料
产业发展论坛。论坛围绕中科院提
出的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链
联动”的发展布局，邀请新材料领域
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基金公司
的专家学者以及公司骨干，聚焦新
材料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分析产业的前沿理念和先进技术，
共同探讨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创
新方向。

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指出，化
工新材料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
性、先导性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支撑我国从石油化工大
国向强国跨越所需的重要关键领
域。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凝聚起推
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广泛共识，促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全面
渗透、综合集成和深度融合，为新材
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在本次论坛上，由中国科学院
控股有限公司与枣庄市、滕州市共
同发起的新材料产业基金正式揭
牌。国科控股总经理索继栓介绍，该

基金首期规模为 5 亿元，是国科控
股与地方政府为服务科技创新、助
力新材料产业成果转化设立的专项
基金。

7 月 9 日下午，中科院新材料
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以下简称
中科院新材料联盟）召开了年度理
事会。据介绍，中科院新材料联盟由
中科院体系 11 家相关研究所和 5
家科技型新材料企业发起成立，目
前理事单位共 23 家。联盟通过“联
盟 + 平台 + 基金”和 1 支专业化成
果转化运营团队的“3+1”运作模式，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深度融
合，打造协同创新体系，促进中科院
新材料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助
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我国新材料
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

“中科院拥有十几家材料相关
的科研院所，每年会产生大量的新
材料技术成果，但科技与产业‘两张
皮’的问题仍亟待解决。”中科院新材
料联盟理事长、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
公司董事长郑月明说，中科院新材料
联盟就是为破解这一难题成立的，1
年多来联盟工作取得了较好进展，为
构建完整、高效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
化机制作出了积极探索。

首届中科院新材料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国科控股等发起设立新材料产业基金

本报讯（记者黄辛）7 月 11 日，我国第一艘自主
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号在上海
顺利交付，这标志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
能力取得了新的突破。

据悉，“雪龙 2”号交付后，将正式加入我国极地
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设备调试等工作。今年下半
年，它还将和“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共同执行我
国第 36 次南极考察任务。

“雪龙 2”号建造工程由自然资源部所属的中国
极地研究中心组织实施。“雪龙 2”号是我国第一艘
中外联合设计、自主建造的专业极地科考破冰船，它
将我国极地科考的窗口期从原先的四五个月拓宽至
七八个月。

“雪龙 2”号船长 122.5 米，型宽 22.32 米，设计吃
水 7.85 米，设计排水量 13996 吨，续航力 2 万海里，
自持力 60 天，能以 2~3 节的航速在冰厚 1.5 米 + 雪
厚 0.2 米的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

除了确保单台主机经济航速达到 12 节，“雪龙

2”号的最大航速还一举突破了 18 节，在双向航行、
原地回转、迅速紧急停船外，“雪龙 2”号还能在海上
平移。另外，它能在 15 节的航速下，以不到 200 米的
直径、小于 20 度的拐角迅速掉头———与它身量相当
的普通船只，可能需要绕一个直径 600 米的圈，总耗
时是“雪龙 2”号的两倍。

“雪龙 2”号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满足无限航
区要求，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该船融合了国际新
一代考察船的技术、功能需求和绿色环保理念，采
用国际先进的船艏船艉双向破冰船型设计，具备
全回转电力推进功能和冲撞破冰能力，可实现极
区原地 360°自由转动，并突破极区 20 米当年冰
冰脊。

据专家介绍，“雪龙 2”号装备有国际先进的海
洋调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和
自洽，可在极地冰区海洋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
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学考察，将成为我国开展极地
海洋环境调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静）大脑每天接收的来自
客观世界的感觉信息纷繁复杂，大脑对这些刺激
进行分类后，人们才有感知判断。那么大脑是如何
开展这项工作的呢？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宁
龙团队揭示了其中的奥秘，解析了大脑对感觉信
息进行范畴化的皮层神经元群体运算机制。相关
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神经元》。

大脑每天接收海量的来自客观世界的感觉信
息，能够形成的概念和采取的行动却数目有限，为
形成有意义的认知来指导行为，大脑需要对这些
信息进行高效的组织管理，其中最基本的过程就
是范畴化———简言之，就是分类。

神经科学家本世纪初开启了信息分类和感知
觉范畴化神经机制研究的新领域，但以往研究侧
重神经运算的结果，对于感觉信息怎样被转化为
离散的类别信息这一神经运算过程，并没有明确
答案。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小鼠中建立了一个基
于听觉的分类抉择行为范式，结合活体双光子成
像技术，解析了对感觉信息进行范畴化的皮层神
经元群体运算机制。

徐宁龙介绍，听到声音，经过训练的小鼠大脑
中的一类神经元表现出对声音类别的特异性反
应，将不同频率的纯音归类到“高音”或“低音”范
畴。在高低音临界点的分类中，小鼠会“纠结”。这
时大脑中的另一类神经元，表现出对类别边界频
率声音的“选择性反应”，协助小鼠进行判断和分
类。如果小鼠没有被要求完成分类任务，这类神经
元选择性反应则“难觅踪迹”。

研究表明，在听觉皮层中存在范畴抉择相关
的单细胞反应，听觉皮层神经元的信息编码会根
据任务需要发生动态变化，这种神经编码的动态
变化在群体水平上有利于把连续的感觉信息转化
为与任务相关的分类信息。

该成果对感觉皮层在认知过程中的信息处理
机制提出了新的理解和预期，或有助于启发人工
智能算法设计的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听觉皮层编码听觉
认知新机制获揭示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海拔 4000 米的夏季牧场上，一
群无角的牦牛在安静地吃草。

“这就是我们团队培育的阿什旦牦牛。”人称“牦牛妈
妈”的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以下简称兰州
牧药所）研究员阎萍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继大通牦牛
之后，兰州牧药所和大通种牛场培育的第二个我国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牦牛新品种，也是第一个适合舍饲化的
专用牦牛品种。

“阿什旦”是大通种牛场里海拔 4380 米的一座雪山；
同时，在某些地区的藏语里，“阿什旦”和“无角”这个词的
发音近似。无角牦牛因此得名。

追求：优良性状“无角”

青藏高原每年有长达 7 个月的枯草期，放养的牦牛
在这时候掉膘严重，影响出栏，牦牛肉也会季节性断供，
影响牧民收入，而发展圈养舍饲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

“随着饲养方式的多元化，放牧加补饲、舍饲逐步发
展，有角牦牛在规模化和集约化饲养中暴露出了相互伤
害、不易采食、破坏圈舍、损坏设施等弊端。”阎萍说，牦牛
产业尚有许多需求未被满足。

兰州牧药所研究员梁春年告诉记者，不仅仅在发情期
容易发生决斗，普通牦牛平时也喜好争斗。他曾经做过调
查，1/3 的圈养牦牛在打斗中发生过肋骨骨折。

其实在青藏高原，有不足 10%的牦牛天生无角，而且
这种无角性状来源于显性基因。只是在漫长的牧民人工
选择过程中，为了让牦牛能抵抗高原上的野兽袭击，无角
这一性状逐渐被淘汰了。

阎萍意识到，如果整个牦牛群都没有角，即使它们互
相争斗也不会给彼此造成太大的伤害。

于是，1995 年，阎萍的团队决定培育没有角的牦牛。
实际上，无角是各国育种家追求的家畜优良性状之

一，如驰名中外的安格斯牛和美国的无角短角牛等，没有
牛角意味着少占地，可以增加饲养密度，便于进行舍饲。

（下转第 2版）

本报讯（见习记者卜叶）7 月 10
日 -11 日，“第十届创新中国论坛·
大健康产业修文峰会”在贵州修文
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
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唐守正等创新
中国智库专家参加论坛并发表主
题演讲，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家明、国家公众
营养改善项目指导委员会主任于
小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
员钟彩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宣传中心主任孔令占等专家也结
合大健康产业发展与修文实际发
表了看法。

目前，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如
火如荼，但也存在链条不长、关联度
不高、产品不多等问题。与会专家表
示，在强调发展速度的同时，更要从
全局着眼，注重发展质量，积极将绿
色健康食品、高水平医疗服务融入
发展中，完善大健康产业的理念体
系、教育体系、产业体系、服务体系
建设，创新发展模式，形成一批具有
示范性、引领性、带动性的企业。

据介绍，修文县也是发展大健
康产业的一员，按照“一轴两翼多
园”的空间布局，该县重点打造医
药产业、养心养生和康体医疗三大
产业。2017 年修文县被列为贵州

省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示范县，
2018 年修文县有大健康产业链相
关企业 100 家，产业园区聚集医药
企业 25 家。

值得一提的是，修文县森林覆
盖面积达 97%，具有发展“森林康
养”的天然发展优势。唐守正表示，
森林康养在大健康产业中占有重要
位置。已有研究证明森林富含的负
氧离子等能够促进人类健康，为促进
人与自然融合，城市建设应尽量接近
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在发展的同时
也要注重生态保护，向公众普及健康
知识和理念，不断提高森林质量。

本届论坛由创新中国智库、中国
科学报社、中共修文县委、修文县人
民政府主办。“创新中国智库”由中
国科学报社发起，成立于 2014 年，
以两院院士为核心资源，联合自然
科学、工程科技以及人文社科领域
权威专家组成综合性咨询服务机
构，旨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先后为多个地方政府及其管理部
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大健康产业调研、创新中国智
库调研基地授牌仪式等活动也同
期举行。来自医疗健康领域的院
士、专家、媒体、企业代表约 400 余
人参会。

第十届创新中国论坛举行
关注大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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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倪思洁）7 月
11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与广西
壮族自治区举行科技合作座谈
会，双方就推进科技协同创新
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总 结合 作 经 验 ，共 商 合 作 大
计。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侯建国，广西壮族自治
区主席陈武出席座谈会及签约
仪式。

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张亚平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
席 费志 荣 分 别代 表 双 方 签 署

《中国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

座谈会上，陈武表示，在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广
西 经济 社 会 发展 亟 需科 技 创
新。广西和中科院有着良好的
合作基础，希望中科院能面向
广西重大科技需求，进一步发
挥科技创新优势，支持广西产
业转型发展，助力广西打造面
向东盟的区域创新中心，助推
中国—东盟创新平台建设，推
动科技成果在广西转移转化。

侯建国表示，中科院一直
高度重视与广西的科技合作，
近年来，面向广西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需求，院区双方进一
步加强了合作，采取了联合部
署甘蔗产业科技专项等务实举
措，成效显著。在新的起点上，
中科院将与广西通力合作，共
同建设创新平台与创新基地；
联合开展产业关键技术攻关；
继续深化人才交流与培养，提
供重大决策咨询；共同推动与
东盟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共同
参与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

在双方领导的见证下，院
区有关单位还签署了 《共同设
立“中科院—广西联合科技服
务网络计划（STS）专项”合作协
议》《关于共建地球大数据东盟
区 域平 台 及 服务 合 作框 架 协
议》等 5 份合作协议。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党 委 常
委、常务副主席秦如培，自治
区、中科院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座谈会及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