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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与发展
■王军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
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
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
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重要的
民生产业。生物医药不仅在重大疾病的治疗中不
断取得革命性突破，而且在防控新突发传染病、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力
发展生物医药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点，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背景下，生物医药的发展预示着一个革命性时代
的到来。

新冠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传染病大流
行，给人类社会各方面带来重大影响。生物医药在
诊断试剂、疫苗、抗疫药物等方面为疫情防控提供
了关键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撑，同时也开启了未来
突发传染病疫苗和药物研发的新格局。

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发挥举国体制优势，
部署了多条新冠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并全力推进，

相继研发成功多种新冠疫苗，并且已有 3种疫苗进
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我们实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
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承
诺。中国已向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超过 22 亿剂疫苗，确保了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面对未来突发传染病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
通过对新冠疫情背景下生物医药研发和应用的分
析，提出新的历史背景下生物医药发展的战略规
划和路线图，推动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提升应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同时，我们要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在世界生物医药大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和国际化，推动更多
的中国生物医药产品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坚持人民
至上、以人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现
代化。对于生物医药这一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旨就是保障
公众对于高质量生物医药产品的可获得性和可负
担性，最大程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生物医药发展
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实现“健康中国 2030”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最后指出，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我们要以巨大的担当精神面对日益严峻、
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把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无限热情，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无穷动力。积极做好本职工作，推动实施中国
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占领生物医药国际标准
制高点，提升我国原创新药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成
功率，与广大科技战线工作者一道，为实现我国由
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笼目超导体中发现
“高压”引发的新“竞争”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陈仙辉院士团队吴涛教授等人利用高压下
的核磁共振谱学技术，在笼目超导体铯钒碲中
观察到一种由压力诱导的新型电荷有序态，并
发现该电荷有序态与超导态在压力下呈现出
一种类似高温超导体的竞争相图。相关成果
11 月 24 日发表于《自然》。

非常规超导体研究发现，超导态与竞争电
子态之间总是存在错综复杂的竞争现象，并且
它们还可以相互交织，形成新奇的超导态。探
索超导态与竞争电子态之间复杂的衍生现象
及其物理机制，是当前超导研究领域的关键问
题之一。

笼目超导体是一种新型超导材料，由于其
特殊的几何结构以及非局域的电子关联作用，
已展现出诸多奇异的物理性质，被认为是一种
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新型量子材料。在前期
研究中，陈仙辉团队发现，在压力下，笼目超导体
中超导态与电荷密度波态存在反常的竞争行为，
表明可能存在尚未被发现的竞争电子序。

吴涛多年致力于利用核磁共振谱学技术
研究高温超导体中的竞争电子序，并在中国
科大建立了具有综合极端条件（强磁场、极低

温和超高压）的核磁共振实验平台。此次工作
中，吴涛等人开展了压力下笼目超导体铯钒
碲的核磁共振研究。结果表明，当静水压高于
约合 0.6 万个大气压时，体系的超导电性被剧
烈压制，与此同时衍生出一种新的电荷密度
波态，类似于此前在高温铜氧化物超导体中
发现的一种竞争电子序 - 电荷条纹序。当压
力增加至约合 2 万个大气压以上时，新的电
荷密度波态被完全压制，超导转变温度同时
提升至最高值。

上述结果表明，新的电荷有序态与超导态
存在强烈的竞争，是一种新的竞争电子序。此
外，研究团队还观察到笼目超导体中电子关联
效应导致的电荷涨落现象，以及压力下可能的
非常规超导电性。

此外，吴涛指出：“从电子 - 电子之间关联
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虽然笼目超导体具有较
弱的关联相互作用，但却观察到类似高温超导
体的竞争电子序，这表明笼目超导体中可能具
有一种新的电子 - 电子关联效应，具体物理
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

相关论文信息：

新方法“打败”甘薯小象甲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周飞）近日，中

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侯兴亮团队联合广东
海洋大学副教授朱宏波，在甘薯抗虫遗传基础
解析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相关研究以封面论文
形式发表于《自然 -植物》。
“该研究不仅首次克隆了甘薯害虫的天然

抗性基因，还揭示了天然抗虫物质的调控机
理，为甘薯小象甲田间防治提供了新方向和新
思路。”论文通讯作者侯兴亮对《中国科学报》
表示。

甘薯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作物，而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甘薯生产、消费和出口国。但全世界
都没有很好的方案解决甘薯病虫害问题。其中
甘薯小象甲对亚洲和非洲薯区影响严重，防范
不当易导致绝收。发掘甘薯自身的抗虫基因资
源，开展抗性分子机制研究，促进抗虫技术开
发和抗性品种选育，是解决甘薯小象甲虫害问
题最为经济环保且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侯兴亮团队与朱宏波合作，历经 3年田间筛
选，找到了两份珍贵的甘薯小象甲高抗种质。

研究团队利用抗感种质构建 F1 遗传群
体，建立了稳定的甘薯小象甲抗虫可控评价体
系，定位并克隆了两个甘薯小象甲抗性关键基
因 和 。同时，研究人员利用甘
薯自身快速增生能力，配合根癌农杆菌定向注
射手段，开发了一种高效稳定的新型甘薯遗传
转化方法。大量的甘薯遗传材料证明了

和 均正向调控甘薯小象甲抗性。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甘薯对甘薯小象甲

的抵抗，依赖一种名为奎尼酸的代谢物及其衍
生物。奎尼酸对人没有毒性，但是会明显抑制
甘薯小象甲胰蛋白酶的活性，通俗地说就是甘
薯小象甲吃了含有这种物质的甘薯后不舒服，

所以它们就不吃了。”侯兴亮说。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副研究

员刘旭表示，该研究对推进高产优质多抗的甘
薯分子育种、促进特色高值生态农业关键技术
研发和成果转化、带动甘薯产业的良性发展和
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植物》封面。 研究团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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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
近日，中国气象局批准新建
一批部级重点实验室，旨在贯
彻落实《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 年）》，完善中国
气象局重点开放实验室布局，
构建气象战略科技力量。

中国气象局重点开放实
验室是开展气象前沿科学研
究、行业或区域共性关键技
术研发及集成、科技成果转
化、高水平学术交流，会聚和
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具备先
进科研装备的重要科技创新
平台，是气象科技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气象
领域孕育重大原始创新、解
决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科学
技术问题的重要力量。

此次批准新建的 9 个实
验室分别为中国气象局地球
系统数值预报重点开放实验
室、中国气象局城市气象重
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
雷达气象重点开放实验室、
中国气象局龙卷风重点开放

实验室、中国气象局气候资
源经济转化重点开放实验室、
中国气象局水文气象重点开
放实验室、中国气象局航空气
象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气象
局海峡灾害天气重点开放实
验室、中国气象局流域强降水
重点开放实验室。实验室学科
方向包括数值预报、灾害性天
气、应用气象、气候变化等科研
业务急需领域。

另外，雷电等 6 个实验室
被列入培育类实验室，经过 1
年至 2 年的建设，经评估合格
后再纳入中国气象局重点开
放实验室序列。

2021 年，中国气象局出
台《中国气象局重点开放实
验室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
了实验室的运行管理；组织
开展实验室评估，推动实验
室改革发展。截至目前，中国
气象局重点开放实验室已达
25 个，基本涵盖气象科研业
务主要领域，为气象科技创
新提供了支撑。

“贡嘎”！

中国碳收支有了自己的评估系统
姻本报记者韩扬眉 通讯员刘晓倩

11月 23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气候变化
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科考分队宣布，他们成功
研发了完全自主的“贡嘎”（GONGGA）大气碳
反演系统（以下简称“贡嘎”系统）。这是“全球
碳计划”2022年全球碳收支报告首轮脱颖而出
的大气反演系统。

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科学家在全球碳收
支评估中的角色，由数据贡献者向大气反演领
域引领者转变。

专家表示，“贡嘎”系统作为首个获得“全
球碳计划”认证的我国完全自主的碳收支综合
评估系统，扭转了我们对全球及中国碳收支评
估依赖国外反演系统的局面，增强了我国在碳
收支评估和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

用自己的模型说清“碳收支”

“全球碳循环有两个关键科学问题：一是
碳汇分布在哪儿，二是碳汇如何发生。”中科院
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
所）研究员朴世龙指出，准确回答这两大问题，
有助于理解全球碳循环过程和机制，更有助于
制定碳补偿和减缓政策。

基于这一背景，2001年，国际地圈 -生物
圈计划、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和世界
气候研究计划联合发起了“全球碳计划”，旨在对
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全球收支进行评
估，以期解决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问题。

自 2007年起，“全球碳计划”开始发布全球
碳收支年度报告。项目组将国际上各研究团队提
交的反演结果与全球 40多个基准站点观测的大
气二氧化碳年增长率进行对比，并用基于洲际飞
机的高空独立观测加以验证，达到精度要求后方
可入选全球碳收支年度报告。其成果是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第六次评估报
告以及国际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

朴世龙介绍，传统全球陆地碳汇估算方法以

野外调查为主，探测量少，难以捕捉到碳汇年际
连续变化，更重要的是，缺乏“unhealthy（不健康）”
生态系统碳源汇的监测。20世纪 90年代中期，科
学家研发了更为先进的“大气碳反演系统”。
“贡嘎”系统研发骨干、青藏所研究员田向

军介绍，大气碳反演系统是基于大气传输模式
模拟、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观测以及二氧化碳排
放清单估算自然碳汇的重要手段，能够实时估
算全球和区域尺度陆地与海洋碳通量大小、评
估全球碳收支。
“我们早期利用国外的模型估算我国生态

系统碳汇量。几年前，美国模型估算碳汇量结
果比英国模型估算结果减少了 50%左右，误差
非常大。”朴世龙说，我国科学家过去在“全球
碳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基础数据的贡献
者，尚未拥有自主研发的碳收支评估模式，因
而限制了在全球碳收支报告以及气候政策制
定中的话语权。
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支持下，朴世龙带领

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科考分队开始
研发自主大气碳反演系统，期望用我们自己的数
据、方法和模型，说清楚我们自己的碳收支。
“我们不仅要做全球尺度的二氧化碳源汇

评估，而且希望通过更高精度观测数据了解青
藏高原碳源汇，为我国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依
据，提高国际影响力。”朴世龙说。

自主系统“牛”在哪儿

“取名为‘贡嘎’，就是为了与青藏高原科
考更为贴近。”田向军说。
“贡嘎”系统在“天河”超级计算机上部署

运行并得出数据，经“全球碳计划”独立评估验
证，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观测的大气
二氧化碳增长率相比，其反演结果和观测之间
的均方根误差最小。

与国际其他反演系统相比，“贡嘎”系统有

三大优势和特点。
田向军表示，首先，“贡嘎”系统所采用的

NLS-4DVar是本年度全球碳收支评估所有大
气碳反演系统中唯一兼具集合与四维变分方
法优势的系统。其次，系统设计了独创性双通
道优化框架，实现二氧化碳通量与浓度误差的
有效分离、联合同化，确保系统的反演精度。再
次，系统可灵活转化为国产碳卫星验证平台，
贯通碳卫星设计、发射与应用的全流程技术链
条，可实现碳卫星载荷指标与“贡嘎”系统反演
精度的有效联动。
“贡嘎”系统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充分认

可。11月 11日，“全球碳计划”发布了《全球碳
收支 2022》报告，中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的
大气碳反演系统贡献了陆地和海洋碳汇的全
球分布数据。其中，“贡嘎”系统成为首轮入选
的 4个先进国际系统之一。
“全球碳计划”执行主席 Josep Canadell指

出，“贡嘎”系统为本年度碳收支计算作出了重
要贡献。

此外，科考队还利用“贡嘎”系统，提出了优
化、经济布设观测站点的思路，为建立温室气
体综合观测平台以实现青藏高原碳收支准确
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未来，“贡嘎”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田向
军介绍，团队将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支持下，
基于“贡嘎”系统兼容性设计，构建全球 - 全
国 -高原“贡嘎”多要素（二氧化碳和甲烷）反
演体系，包括构建区域“贡嘎”系统、聚焦青藏
高原碳汇评估，同时利用区域“贡嘎”系统开展
全国自然碳汇综合评估，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全球碳收支评估，增强中国系统与中国数据的
国际影响力。

2023年，“贡嘎”系统将第一次在全球碳收
支盘点中发出“中国声音”，为我国进行“碳中
和”核算和国际气候履约谈判提供有力的科学
工具与数据。

11月 2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16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在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下
线。这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
径最大、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风电机组，标志着
我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在高端装备制造能
力上实现重要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次下线的海上风电机组由中国三峡集
团、金风科技联合研发。单机容量 16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叶轮直径 252米，叶轮扫风面积约 5
万平方米，相当于 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轮
毂高度达 146米，相当于一座 50层大楼的高
度。在额定工况下，单台机组每转动一圈可发
电 34.2千瓦时。根据多年平均发电量设计值，
单台机组每年可输出超过 6600万千瓦时的清
洁电能，能够满足 3.6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
活用电，可节约标煤约 2.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约 5.4万吨。

图为下线的 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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