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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达 15.8件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在会上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圆满完
成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十三五”规划确定
的主要目标任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知识产权质量效益快速提升。

据介绍，截至 2020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件。有效注册商标
量达到 3017.3万件，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有效量达
到 44223件。累计注册区域品牌集体商标与证明商
标 192件、地理标志商标 6085件，认定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2391件，地理标志产品产值超过 1万亿元。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总金额达到 7095亿元，比“十二五”期间翻了
一番。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由 2015年的 231.1

亿美元提升到 2019年的 409.8亿美元，年均增长
15.4%。2019年，我国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全
球第一；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 11.5万亿元，
同比增长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在会议上表
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适应新发展阶
段的必然要求，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
撑，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一环。

根据会议部署，2021年，我国将启动实施知识
产权强国战略和“十四五”规划，完善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全面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大力提高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实施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统筹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合作和竞争，着力提高管理和服务能力
水平。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
澜沧江在这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形成了
风景壮丽的昂赛大峡谷。

峡谷两边层峦叠嶂，丹霞地貌奇美无比。
头顶蓝天白云，冬日的昂赛乡在严寒中显得
一片静谧。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守着大山放牧。从

来没想到过，家乡的好风景会给大家带来好
前景。”白玛文扎说。

白玛文扎是昂赛乡年都村牧民。往日与
牛羊打交道的他，如今放下牧鞭，成了当地小
有名气的向导。

澜沧江滋养下的一草一木，孕育出一方
野生动物的天堂。雪豹、金钱豹、兔狲、喜马拉
雅旱獭、白唇鹿、藏狐等多种高原野生动物生
活在这里。

昂赛乡是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 ”。这里也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第一个开展生态体验特许
经营活动的试点。

白玛文扎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特
许经营活动的受益者，通过带领访客到峡谷
游览、观测野生动物活动，一年下来收入还让
他满意。
“我是生态管护员，我们家 2019年成为

自然体验接待家庭，加上生态管护员的 2.16
万元收入，一年总收入近 15 万元，生活有了
很大改善。”白玛文扎说。

成为向导之前，白玛文扎家的收入只有畜
牧这一个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

在过去，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生产
方式单一，年都村牧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是
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贫困村之一。

2019年，纳入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昂赛
乡迎来了机遇。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自
然保护机构合作，决定推行昂赛大峡谷自然
体验特许经营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当地政府在年都村开
展多轮集中培训，由生态专家给牧民们教授
野生动物知识、野外注意事项等知识和技能，
掌握了生态知识的牧民可以接待来自国内外
的小规模预约生态访客。

访客需签订协议遵守一系列生态保护行为
准则，实地游览壮美的峡谷风光、探寻野生动物
的足迹，感受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魅力，年都

村牧民通过提供食宿和向导服务获得收益。
“2019年，我们特许经营总营业额是 60

余万元，其中 45%归接待家庭所有，45%归村
集体经济，用于社区发展，资助建档立卡贫困
户，10%作为雪豹发展的保护基金。”昂赛乡党
委副书记才旺多杰说，收入增加以后，群众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端连着绿水青山，一端连着金山银山，
牧民们的日子过得舒心而踏实。

特许经营实施以来，一些牧民主动跟随
生态专家学习掌握了不少知识，被聘为生态
管护员。他们逐步学会查看周边动物脚印和
粪便，在笔记本上标记野生动物出现的点位
和活动路线，为生态保护出力。

通过政府实施的创造性举措，当地群众
享受生态反哺“红利”，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
在当地已不再是一对矛盾体。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内原住居民以
藏族为主，千百年来他们以从事传统畜牧业
为生。如今，像白玛文扎一样依靠特许经营等
方式获益的牧民越来越多，他们有了更多元
化的收入，成为国家公园的守望者。

昂赛乡干部群众保护生态的意识和积极性
空前高涨，整治环境、保护动物、巡山护山等，逐
渐变成了牧民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活动。

守护绿色、依靠绿色、追梦绿色。“国家公
园的建设，是我们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好
机遇。”白玛文扎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对人
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
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经过 8
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近 1亿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

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专栏，
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脱贫攻坚的生动

实践和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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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接受一个记者采访，问题是：为什么
现在没有像上个世纪初那种如相对论、量子力
学类的重大理论涌现呢？

基础研究是发展完备了，还是陷入了一种
发展瓶颈？如果不是发展完备了，那么这种放缓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也是笔者最近五年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借此契机，不妨谈点个人看法。

基础理论的发展是否已经陷入停滞状态了？
这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提起但又常被误解的

话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
基于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笔者认为，以物

理学为代表的基础研究仍然处在发展与进步
中，只不过这些进步不是颠覆性的进步，而是延
续性的进步。

物理学的整体发展阶段仍处于常规科学时
期，换言之，现有的物理学范式仍处于生命的壮
年期，并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常与危机。这一阶段
它的使命就是利用现有范式去解决更多难题，
而不是颠覆旧范式，那个时代还没有到来。

梳理科学史的线索，可以清晰地发现从牛
顿范式的建立（1687）到爱因斯坦范式的建立
（1905）人类足足等了 218年。这期间有无数科
学家在牛顿范式下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杰出的
成就，但是没有哪个人的声望可以超越牛顿。牛
顿范式只是到了 19世纪末才真正遇到挑战（物
理学天空出现两朵乌云）。

现代物理学范式从创立到现在也不过 100
多年的时间，远没有到理论生命的枯萎期。利用
这个范式，人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取得了无
数伟大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该范式还没有遇到
有分量的反常与危机。

因此，现代物理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
没有达到所谓的瓶颈阶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物理理论发展看起
来放慢了脚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认知错觉的
原因有两个。

其一，每一次科学革命过后，新范式带来的
科学研究空间都以指数级别扩大，如同天文学
从太阳系扩展到银河系后面临的情况。研究领
域扩大有两个证据。

1.成果的指数级增长。根据美国科学计量学
家普赖斯的观点，近代以来，科技文献按指数规
模增长（后期增长率变小）。

如果把文献数量的大幅增加与学术空间的
扩大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即每
一次科学革命过后，其学术空间的增长也是按
照指数增长的。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 20世纪初物理
学革命之后所释放的学术空间范围，相比于牛顿
革命时代的学术空间范围是指数级别的增长。不
妨看看 20世纪初物理学的研究范围，和今天相比
是非常狭窄的，那时的物理学研究基本集中在原
子核物理与统计热力学等少数领域。

当下按照最新的《国标学科分类》（GB/T
13745—2008）来看，物理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
16个二级学科、108个三级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物理学的研究空间
与 100年前相比扩大了几十倍，换言之，在当代
物理学范式下仍有很多领域亟须深耕，物理学
理论的世界远没有到无事可做甚至可以马放南
山的阶段。由于这些研究都是在现有范式内的
工作，所以很难出现颠覆性理论。

2. 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
长。根据摩尔定律，每隔
12~18个月，计算机的处理性
能就会翻一番，而价格不
变。

简言之，当下人类的计
算能力每两年翻一番，即便
如此，仍有很多科学问题亟
待解决。这同样间接证明物
理学的研究空间极其巨大，
在如此强大算力的加持下，
仍然有无数的工作尚未开
展就是明证。

其二，科学家人数增长
的优势被巨大的研究空间
分流了，导致重大成果出现
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提高。

现代物理学家的数量
比牛顿以来至 20 世纪中叶
所有物理学家的数量总和
还要多。为什么这么多人仍
没有取得具有革命意义的
颠覆性重大理论突破呢？

不是现代物理学家不聪
明，而是因为现代物理学领域
呈现出高度的专业细分现象，
导致庞大数量的物理学家被
众多细分的研究领域所分流，
从而导致研究能力与强度被
稀释。

这些细分的领域几乎都
是全新的领域，仍处于现代物
理学范式之下，起步较晚，导
致研究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新
范式的边界，就如同水手在茫
茫大海上航行，走了很久仍没
有看到陆地，然后就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还在前进。同理，从
直观上我们感觉当下物理学
的进展放缓了，其实它仍在快
速进步中，放缓只是人类认知
错觉造成的误判结果而已。

关于基础研究与人才集聚的问题，人们经常拿
一张著名照片来说事，即 1927年 10月第五次索尔
维会议的合影，照片里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
克、玻尔、玻恩、薛定谔等几十位物理学“大咖”齐
聚。为什么那个时期能够产生如此多的科学“大
咖”，而今天却很少见了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时态错置问题。
上个世纪 20年代正是现代物理学革命建立新

范式时期。在新范式确立的初期，整个物理学空间
在新范式的探照灯下到处都是未开垦的学术荒地，
机会多多。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恰好那个时期，
这些最聪明的大脑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块未开垦之
地，而且领域高度趋同，没有产生智力分流现象，结
果形成了研究能力与智慧的高度聚焦，从而产生了
众多丰硕的成果。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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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通报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1 月 21 日 ,科技部

网站以“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
制”名义，就网络反映的多位院士专家相关论
文涉嫌造假问题发布调查处理结果。相关通
报内容如下。

针对网络反映的南开大学曹雪涛院士、
中科院裴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耿美玉
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饶毅教授、武汉大学
李红良教授等的相关论文涉嫌造假问题，在
21 个部门参加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框
架下，科技部会同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中科
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分工负
责、协同配合的联合工作机制，组建高层次
复核专家组，依据《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
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严肃开展调查处
理。在单位调查、部门审核的基础上，复核专
家组赴实地检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
辩，集体讨论形成复核结论，最后联合工作
机制审议形成处理意见。调查处理结果通报
如下。

一、对曹雪涛院士论文的调查结论及处
理意见

对网络质疑曹雪涛院士的 63篇论文，经
调查未发现有造假、剽窃和抄袭，但发现较

多论文存在图片误用，反映实验室管理不严
谨。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决定取消曹雪涛
院士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 1 年，取消
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
格 1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 1年，责成其对
被质疑的论文回应质疑并进行勘误，对存在
的问题作出深刻检查，在工程院相应学部通
报批评。

二、对李红良教授论文的调查结论及处
理意见

对网络质疑李红良教授的 21篇论文，经
调查未发现有造假，但发现较多论文存在图
片误用，反映实验数据处理不严谨。经联合工
作机制审议，决定取消李红良教授申报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资格 2年，取消作为财政资金
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 2年，取消招
收研究生资格 2年，责成其对存在的问题作
出深刻检查。

三、对耿美玉研究员论文的调查结论及
处理意见

对网络质疑耿美玉研究员的 5 篇论文，
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但发现论文存在少量
图片误用。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决定对其进
行批评教育和科研诚信提醒谈话。

四、对裴钢院士论文的调查结论
对网络质疑裴钢院士的 1篇论文，经调

查未发现有造假。
五、对饶毅教授论文的调查结论
对网络质疑饶毅教授用于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的 2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
本次调查发现相关科研人员在数据管

理、实验室管理、团队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
和不足，暴露出对科研作风学风建设重视不
够、要求不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
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
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
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科研人员要继承老
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优良传
统，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
的科技创新重任，珍惜学术声誉，严守科研
诚信，保持优良作风学风，攻坚克难、勇攀高
峰，为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
大贡献。从事科学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医
院、企业等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完善成果
管理、数据汇交、论文发表等管理制度，加强
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教育培训，严格监督管
理，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对学术不端问
题严肃处理。

1月 22日，京哈高铁 G902次列车驶出哈尔滨西站。
当日，北京至哈尔滨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哈尔滨至北京的高速动

车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6小时 32分压缩至 4小时 52分。
京哈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南起北京市朝阳区，终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全长 1198公里，设
计时速 350公里。京哈高铁全线分三期、三段建设，其中沈阳至哈尔滨段
已于 2012年 12月 1日开通运营，沈阳至承德段已于 2018年 12月 29
日开通运营。承德至北京段于 2021年 1月 22日正式通车，京哈高铁实
现全线贯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解开癌细胞“能量工厂”的百年难题

本报讯 1921年，德国医生奥托·瓦尔堡观
察到癌细胞以一种奇怪的低效方式从葡萄糖
中获取能量：癌细胞不用氧气“燃烧”葡萄糖，
而是像酵母一样进行发酵。这种不依赖氧的过
程发生得很快，但葡萄糖中的大部分能量没有
被利用。该发现被称为“瓦氏效应”。2021年是
这项基本发现的第一百年。

多年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解释
“瓦氏效应”，比如，癌细胞的“能量工厂”———
线粒体存在缺陷，因此不能控制葡萄糖的“燃
烧”。但是，这些猜测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基于大量基因和生物化学实验，免疫学
家 Ming Li领导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的
研究团队将其归结为瓦氏新陈代谢和强大的
酶（PI3激酶）在细胞中活动之间的联系。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
“PI3激酶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分子，其功

能就像细胞代谢的总指挥。”Li说，“大多数耗
能的细胞事件，包括细胞分裂，只有当 PI3激
酶发出信号时才会发生。”

随着细胞向瓦氏代谢转移，PI3激酶的活
性增加，进而增强了细胞分裂的“决心”。这类
似于总司令的“扩音器”。

这一发现修正了生物化学家对新陈代谢
是细胞信号传递的次要环节的普遍认知。他
们还认为，靶向代谢可能是阻止癌细胞生长
的有效方法。

该团队研究了免疫细胞的瓦氏代谢。当
免疫细胞被警告存在感染时，T 细胞从典型
的需氧代谢形式转变为瓦氏代谢，其数量的
不断增加，增强了抵抗感染的机制。

控制此转变的关键“开关”是一种被称为乳
酸脱氢酶 A（LDHA）的酶，该酶是响应 PI3激酶
信号传导而成的。由于这种转换，葡萄糖仅保持
部分分解，并且细胞的胞质溶胶中会迅速产生
称为 ATP的细胞能量。相反，当细胞使用氧“燃

烧”葡萄糖时，部分分解的分子到达线粒体，并在
那里进一步分解，从而延迟生成 ATP。

团队发现，在小鼠体内，缺乏 LDHA的 T
细胞不能维持 PI3激酶的活性，因此不能有效
抵抗感染。这意味着这种代谢酶控制着细胞
的信号活动。

与其他激酶一样，PI3 激酶依赖 ATP 发
挥作用。由于 ATP是瓦氏代谢的净产物，因
此在瓦氏代谢和 PI3激酶活性之间建立了一
个正反馈回路，确保 PI3激酶的持续活性，从
而确保了细胞分裂。

至于为什么激活的免疫细胞会优先采用这
种代谢方式，Li怀疑这与细胞需要快速产生
ATP来加速细胞分裂和对抗感染的机制有关。

Li表示，PI3激酶是癌症中最活跃的信号
途径之一。与免疫细胞一样，癌细胞可能利用瓦
氏代谢来维持这种信号通路的活性，从而确保
其持续生长和分裂。研究结果表明阻断 LDHA
活性也许能够抑制癌细胞生长。 （王方）

论文相关信息：

探秘澜沧江源头的“绿”之路
■新华社记者李占轶

http://weibo.com/kexue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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