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泸县 6.0级地震与汶川地震机制类似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如楠）据中国地震

台网测定，2021年 9 月 16 日 4时 33 分，四
川泸州市泸县（北纬 29.20度，东经 105.34
度）发生 6.0级地震。

记者从四川省地震局获悉，截至 16日
16时，共记录到余震 37 次，其中最大余震
为 4时 55分泸县 2.8级地震。
“这次泸县地震属于中等强度地震，以

震动破坏为主，引起房屋墙壁部分倒塌，导
致少量人身伤亡、生产安全事故等直接灾
害，如对酒厂酒窖的破坏等。其诱发的地质
灾害相对较轻。”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
防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徐锡伟告诉《中国
科学报》。

据了解，此次地震位于川东南地区，属

于南北地震带中南段，距离最近的断层是华
蓥山断裂带，距离约 4公里。
“此次震中处于华蓥山断裂带上，地表

可见中生代褶皱构造，震源机制解显示该地
震为逆冲型破裂，即一侧地壳冲到另一侧地
壳上面，使地壳缩短，性质上与汶川地震的
机制类似。”徐锡伟说。

华蓥山断裂带长约 460公里，是四川盆
地内规模最大的断裂带，也是地震构造意义
最为重要的一条断裂带。据统计，1900年以
来，华蓥山断裂带及附近共发生 5级以上地
震 6次，最大的为此次泸县 6.0级地震。震
中附近历史地震序列类型以主余型地震序
列为主，中国地震台网初步分析认为，原震
区近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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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9 月 16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
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
础设施。去年 7月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开通服务以来，北斗系统在全球一半以
上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
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强调，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
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
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
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当日在湖南
省长沙市开幕，主题为“北斗服务世界，应用
赋能未来”。

侯建国主持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9 月 14 日，中国
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在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主
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
会暨 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贺
信精神，并在空天院调研。中科院党组成员、
秘书长汪克强参加座谈并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空天院汇报了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贺信精神的有关情况，可持续发展大
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汇报了中心筹建工作进
展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侯建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高度重视，对以科技创新和大
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为
中心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上来，把中心建设好发展好，
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
供有力科技支撑。

侯建国强调，承办中心建设是中科院作
为“国家队”“国家人”、心系“国家事”肩扛
“国家责”的重要体现，要发挥建制化、体系
化优势，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中心要按照“充分体
现国家意志、有效满足国家需求、代表国家
最高水平”的标准，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向，找
准目标定位、加强统筹协同、整合优势力量、

推进贯彻落实，加快布局大数据技术支撑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体系，
产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在新形势下发挥
好中心在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桥梁纽带
和引领示范作用。

与会代表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
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一定要提高站位、加倍努力，把中
心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技术
创新中心和高端科技智库，努力产出世界领
先水平的重大成果，助力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座谈会前，侯建国一行调研了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听取总体建设情况
介绍，了解数据共享、在线分析和卫星运控各
子系统工作进展，与科研人员亲切交流，要求
进一步深入挖掘大数据应用潜力，规范知识
产权和数据安全工作，在支撑可持续发展、
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侯建国还与空天院领导班子成员进行
座谈，听取了空天院关于科研进展、人才队
伍建设、成果转化和党建等方面进展情况汇
报。他强调，空天院干部职工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
神，进一步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改革
发展，加快实现从“物理整合”到产生“化学反
应”。要大力加强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探索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培养的有效途
径。要切实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为
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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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将自己
的重要成果和代表作发表在国内优秀期刊
上。借着这缕春风，在我国创办的英文科技期
刊的数量和影响力也有了显著增长。未来，中
国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之路该怎么走？

9月 1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
术前沿论坛”10周年回顾活动暨“新时代的
科技出版”论坛在北京举行。专家们在论坛
上深入讨论了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发展的
现状、问题和对策。

机遇期来临

在此次论坛主题报告中，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周忠和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中
国 SCI期刊发表的中国作者的论文比例呈
下降趋势。“对科技出版业来说，这不是一个
好现象。”他强调，“我们必须要加快发展自
己的科技期刊。”

科技期刊是科技创新成果交流传播的
重要载体、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园地，
也是争夺国际科技创新话语权和知识产权
的主要平台。

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
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今年 5月，中宣
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
繁荣发展的意见》。

与会专家相信，当前，中国的科技出版
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朱作言看来，必须不断了解
和研讨最新的科技出版发展趋势，与时俱进
地调整自身发展策略，不断丰富和优化出版
技术手段，才能跟上新时代国际科技出版的
步伐，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中文期刊，不应放弃

作为科研人，你愿意将研究成果投给中
文科技期刊、用中文发表吗？

周忠和曾做过统计，截至 2018 年，在
全球约 2.45 万种 Scopus 数据库收录期刊
上发表的 1129.45 万篇论文中，用英语发
表的论文最多，占 93.42%，中文论文数量
排第二位，占 2.93%。

在专家们看来，一个国家科技交流使用
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科技发展会有影
响。“比如，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国
家，其科技发展具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中国
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梅宏举例说。

面对国际科技交流中英语占绝对优势
地位的现实，梅宏认为，有必要着力推动中
文成为国际科技交流语言之一。要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成为科技强国是前提之一，而作
为科技强国，中文也应该成为国际科技交流
语言之一。

那么，中文科技期刊如何突围？
“好的科学成果用什么文字发表不重

要，中文科技期刊不应被放弃。”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袁亚湘表示。

在周忠和看来，现阶段中英文科技期刊

应承载不同功能。“英语
统治科技期刊和论文的
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改
变，面向在国际学术交
流中增强影响力应当
以发展英文科技期刊
为‘主打’，中文科技期
刊将会在科学传播、科
学教育、科学政策、科
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等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
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包信和提出，用人工智
能技术把中文论文自动
翻译成英文，有望解决
科技交流这一本质问
题。他在论坛上介绍，由
科大讯飞和《中国科学》
杂志社合作开发的中英
文互译工具已经在 Sci-
Engine平台试运行。

撤稿，不怕！

科研诚信是发展中
国科技期刊绕不开的问
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教授朱邦芬曾用
两个“史无前例”来形容
中国科研诚信的现状：
涉及面之广和问题严重
程度史无前例、受到广
泛关注史无前例。

在此次论坛主题报
告中，朱邦芬说，在对一
些涉嫌学术不端的案件
调查处理中，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往往牵头组织
小同行认真调查研究，
最终得出明确结论。而
我国的“顶级调查”参与
的行政机关多、级别高，
参与的专家职称高，然而小同行少，调查研
究的认真程度远远不及国外同行，更无科技
期刊的参与。“中国科技期刊要成为世界一
流，必须要有能力、有意愿去处理科研诚信
问题。”他强调。

许多专家也观察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
象，中国期刊撤稿很少。专家们认为，这并不
表示论文没有问题，反映出的真实情况是大
家认为“撤稿让期刊不光彩”。同时，期刊编
辑部处理学术不端也面临能力不足的困难。

对此，出版界已经意识到，建立鉴定学
术不端行为的工作规范势在必行。“希望能
够在行业内形成达成共识的指导意见，同时
积累大量案例以便指导期刊的实践工作。”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肖宏提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中国科技期
刊既要紧跟国际出版趋势，学习国际先进出
版方式，更要立足新时代的中国国情，充分
利用我国在体制和政策上的特色与优势，以
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热情服务于我国科技
工作者和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学家解开“中国客星”身世之谜

本报讯 近日，一项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
快报》的研究解开了关于一颗公元 1181年在中国
发现的超新星起源的秘密。

该研究指出，银河系恒星帕克星周围有一个
暗淡的、快速膨胀的星云，科学家将其称为 Pa30。
它的轮廓、位置和年龄与历史上发现的这颗超新
星相符。

在过去的千年间（从 1006年开始），银河系中
只发现了 5 颗明亮的超新星，其中就包括公元
1181 年在中国上空发现的超新星———“中国客
星”（中国古代将天空中新出现的星统称为“客
星”，主要指新星、超新星和彗星等）。

这颗超新星最初是在 12世纪由中国和日本天
文学家观察并记录到的。在他们的记录中，这颗星星
和土星一样明亮，并在 6个月内一直可见。这些天文
学家甚至记录了该星在天空中的大致位置。

但是，在其他 4颗超新星（包括著名的蟹状星
云）被现代科学逐渐揭秘时，天文学家却连这颗
“中国客星”的爆炸残余物都没发现。

这个自 12世纪就困扰科学家的谜团，近日终
于被中国、英国、西班牙、匈牙利和法国天文学家
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解开。

在这项新研究中，天文学家发现 Pa30星云正
以每秒 1100公里以上的极端速度膨胀（以这种速
度从地球到月球只需 5分钟）。他们利用这个速度
计算得出该星云的年龄约为 1000年，这与公元
1181年发现的超新星相吻合。
“历史记录中‘中国客星’处在两个中国星

座———传舍和华盖之间。而帕克星恰好也在这个
位置。这意味着其年龄和位置都与‘中国客星’相

吻合。”论文作者之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天体物
理学教授 Albert Zijlstra解释说。

Pa30和帕克星之前被认为是两颗白矮星合并
的结果。这类事件被认为会导致一种罕见且相对微
弱的超新星———“Iax型超新星”（一种微型超新星）。
“只有大约 10%的超新星属于 Iax型超新星，

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还不太多。但是，SN1181（中国
客星）微弱且衰退缓慢的事实，符合这类超新星的特
征。”Zijlstra补充道，“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残余恒
星和星云进行详细研究的 Iax型超新星。”（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神舟十二号即将返程
天舟三号静待发射

本报讯（记者甘晓）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获悉，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
2021年 9月 16日 8时 56分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成功实施分离。同时，据中国航天报微博消息，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 9月 17日回到祖国怀抱。

截至目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已在空间
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 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
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分
离前，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
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
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在离开空间站组
合体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向地面科技
人员和关心支持航天事业的人们表达感谢和敬意。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撤离后，于 9月 16日 13
时 38 分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径向交会试
验，成功验证了径向交会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
务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

同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四运载
火箭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
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
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
飞行任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 6月 17日 9时
22分成功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当天 18点 48
分，三位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三个月

期间，航天员先后于 7月 4日、8月 20日两次出舱
完成既定任务。

9月 16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塔架。 新华社发（陈昊杰摄）

韩正出席 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并发表致辞
新华社北京 9月 1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16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 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并发表致辞。

韩正指出，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蓬勃发展，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有
关技术加速融合，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
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
生产国和消费国，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
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产销量连续
六年位居全球第一，关键零部件技术水平居于世界
前列，形成了上下游有效贯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韩正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加速发展
新阶段，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技术、市场等诸
多挑战。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
体作用，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燃料电池技
术瓶颈，加快车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要坚持跨界融合，协同构建新型产业生
态，推动网联化、智能化与电动化技术齐头并进，
加快汽车产业与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
料、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要
坚持市场主导，完善产业管理和支持政策，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新能源汽

车消费，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要坚持开
放合作，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机制，深入
推进政策协同、技术创新等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
业链和价值链体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海口
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本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由中国科协、海南
省人民政府、科技部及有关部门单位共同主办，主
题为“全面推进市场化、加速跨产业融合、携手实
现碳中和”，来自 15个国家及地区的 1000多位代
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