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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等三部门进一步加强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日从科技部获悉，科技
部、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
通知》，明确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在立项过程中要建立联
合审查机制，避免重复申报，确保科研人员有充
足时间投入研发工作。

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各类国家科技计划组
织实施的衔接协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避免重复
申报和重复资助，增强创新链整体效能，全面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强化创新质量和贡献导向，各相关单位不以

承担科研项目和经费多少作为评价科研人员的标
准，推动项目管理更加科学合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促进解决实际问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
合理界定联合审查范围，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
活力，营造潜心科研、拼搏创新的良好学术生态。

通知还作出一些具体规定，如“科研人员同
期申请和承担的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项，当年执行期满的项目（课题）不计入统计范
围”“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申请，按形式审查不
通过处理，不进入后续环节”等，坚持各类科技计
划定位，不断优化布局、加强衔接，避免重复部
署，全面提高国家科技计划资金的配置效率，提
升财政科技投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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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
华西牛肉牛新
品种发布会在
云南昆明举行。
作为我国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门化
肉牛新品种，华
西牛体形外貌
一致、生产性能
突出、遗传性能
稳定、繁殖性能

好、抗逆性强、适应面广，其日增重、屠宰率、净
肉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历经 43年育种长跑和几代专家接力，华
西牛为打破我国肉牛核心种源严重依赖进口
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将提升我国肉牛种业的国
际竞争力。

乌拉盖草原孕育的“新星”

上世纪 80年代，我国肉牛主导品种种源
严重依赖进口。“虽然我国牛品种资源丰富、存
栏量大，但产肉性能偏低，远未发挥出我国肉
牛品种和数量的优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以下简称牧医所）研究员李
俊雅告诉《中国科学报》。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肉牛产业形成较晚，一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末才开始萌芽。

牛具有世代间隔长、繁殖效率低的特点。
同时，我国肉牛生产模式复杂，育种数据收集
难度大，这些都导致了牛育种遗传进展缓慢。
这也是华西牛花费 43年才育种成功的原因。

乌拉盖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
大草原，可利用牧场 658万亩。华西牛就“诞
生”在这里。
“华西牛群体的选育工作最早可追溯到

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总农艺师刘永
明说。

1978 年，在内蒙古原科委项目支持下，
科研人员利用当地蒙古牛和部分三河牛作
母本，以乳肉兼用西门塔尔牛（来自德国和
奥地利）、利木赞牛、夏洛来牛、短角牛、三河
牛作父本，开展杂交组合筛选，旨在培育适
于高寒牧区草原放牧饲养的大型肉乳兼用
型乌拉盖肉牛新品种。

1993年，在乌拉盖当地畜牧主管部门的
主导下，当地开始引入北美肉用西门塔尔牛冻
精改良牛群，从而提高肉用性能。种群发展目

标由原来的乳肉兼用调整为肉用方向。
到 2002年，经过两个世代改良，乌拉盖牛

群整体肉用性能稳步提升，群体体质结实、肉
乳生产性能高、性成熟早、适应性强、耐粗饲、
耐寒冷，是理想的肉牛新品种培育群体。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肉牛新品种缺乏的难
题，李俊雅接过前辈育种科学家的接力棒，带
领团队对我国东北、云南、湖北、山西和新疆等
主要养牛地区进行了调查。

当他们深入乌拉盖草原，经过 20多年改
良的乌拉盖牛群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综合
考虑多方因素，最终确定内蒙古乌拉盖地区为
肉用西门塔尔牛（2018年更名为华西牛）新品
种培育基地，并将“三高两广”———高屠宰率、
高净肉率、高生长速度、适应性广、分布广作为
肉牛新品种的育种目标。

从“跟跑”到“并跑”

“最开始时，他们是来向我们学习的，学怎
么选牛、养牛。”一位 60多岁的老牧民回忆 20
年前研究团队初来时的情形说，“后来，他们又
反过来教我们怎么选牛、养牛。”在乌拉盖基地
的 20年间，李俊雅团队既是乌拉盖牧民的朋
友、学生，也是老师。他们在这里破解了一个又
一个难题。

首先，为了加快肉牛育种遗传进展，李俊
雅团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华西牛基因组选择
参考群，率先将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到肉牛育
种工作实践中。

他们最终创建了肉牛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育
种技术体系，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大幅提升了
育种效率，实现了肉牛育种核心技术从“跟跑”到
“并跑”。2007年建群至今，华西牛参考群体规
模已达 3920头。

此前，对重要经济性状进行遗传评估的
770K高密度基因芯片全部为国外进口，成本
较高。该团队自主研发了一款专门化 110K
全基因组育种芯片，降低了基因分型费用，
扩大了基因组技术的应用范围，兼顾了主要
经济性状基因组育种值评估准确度不低于
60%的要求。
育种初步成功后，李俊雅团队又迎来了推

广难题。
“在大动物育种上，组织机制是关键，我们

创新性地开展了肉牛联合育种工作。”李俊雅说。
到 2022 年，全国华西牛核心场户达 41

家，联合育种企业总数达 60余家，形成了“全
国一盘棋”的联合育种模式。

哪类算力更适合建在西部
郑纬民

有统计显示，算力规模前 20 的国家，有
17个是全球排名前 20的经济体。可见，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与算力规模密切相关。有人说
“得算力者得未来”，这话虽有些绝对，但不可
否认，我们已进入算力时代。

当前科学发现的四个范式———实验验证、
理论研究、计算科学、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计
算处理中，第三和第四范式都与算力密切相关。
但是，这两种范式背后的算力不尽相同。

一般认为，算力可分为三大类：高性能计
算的算力（HPC 算力或超算）、人工智能计算
的算力（AI算力或智算）、数据中心的算力（通
用算力）。在回答“哪类算力更适合建在西部”
这个问题之前，需要了解这些算力的特点以
及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国内超算“花样”太多

超算是“国之重器”，它们被制造出来应
对世界上最富有挑战性的计算问题。我国超
算发展很快，曾经有 3台超级计算机占据世
界最快超算 500强榜单的榜首。可以说，过去
十年，我国在顶尖超算系统的研制和部署数
量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我国超算应用也有很大进步。过去十年，
我国科学家依托国内顶尖超算系统，多次入
围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国际最高奖“戈登
贝尔奖”，并在 2016年首次摘奖。此后，2017
年、2021年再次获奖（2020年的戈登贝尔奖
由中美科学家联合团队摘得，这支 8人团队
中有 7张中国面孔）。

但超算的问题在哪儿？如何高效地将世
界领先的计算能力转化为解决尖端科学与工
程难题的能力，依然是挑战———这不是中国
超算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目前许多大型超算的建构选择异构路线更加
大了这一鸿沟。

怎么办？超算基础软件是提升转换能力
的关键之一。然而，超算软件所面临的环境并

不好。
目前，我国超算平台架构多样，应用移植

和调优工作量大。国产超算的三类机器———
神威、天河、曙光，都做得很好，但它们分属不
同架构。一个超算软件要从一台机器移植到
其他机器上非常难，移植成本也很高。

比如，社区大气模式 CAM5在“神威·太
湖之光”上的移植和优化成本在 10 人年以
上，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高分辨率海洋模
式 LICOM3在某超算上的移植和优化成本也
要 6~10人年。

这背后的问题在于，我国超算“花样”太
多、种类太多。美国超算发展之初，也是百花
齐放，但现在基本上是 CPU+GPU的异构高
性能计算机。我们也要想办法，比如建立一个
编译优化平台，平台提供统一并行编程模型，
程序员可以在这个模型和平台上编程、优化，
降低开发复杂度的同时还可以跨平台高效运
行。此外，国产超算平台支持复杂应用全流程
计算的能力也亟待提高。

智算：面临“卡脖子”风险

2020年 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将 AI
纳入“新基建”范围。此后AI算力成为热门。AI
计算机发展很快，国内也在建设很多智算中心。
智算大概有三类应用：图像检测和视频

检索、博弈决策、自然语言处理。其中前两类
应用在国民经济和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发挥
巨大作用，但我认为它们都不需要太大的计
算机。不过现在国内已有 20个城市投建了 AI
计算中心，规模很大、价格不菲。它们如果被
用来做自然语言处理还可以，但前两类应用
并不需要。

自然语言处理类应用有 4种：基于模型
的语言翻译、人机交互、文本生成摘要、关键
词创作。目前，AI正快速向大模型方向发展，
因为参数数量增长很快，大概每 3~4月就需
要机器算力翻倍。

我国 AI产业快速发展，预计我国 2025
年 AI产业规模将超过 4500亿元，带动产业
规模超 1.6万亿。但要注意的是，我国 AI企业
却面临巨大“卡脖子”风险。2021年我国 AI服
务器芯片总出货量 100万片，但国产芯片出货
量只有 5万片，95%依赖进口。此外，AI算法和
深度学习框架，几乎 90%以上由他国开发。中国
99.5%的在校理工科大学生学习的是国外的 AI
技术，学习自主 AI技术的仅占 0.5%。

目前，三类算力———HPC、智能计算机、
数据中心是分开的。我希望“HPC+AI+大数
据”能够融合。过去，HPC程序从头到尾基本上
是解方程这类“普通玩法”，但如今HPC面临的
应用问题在中间可能会有AI计算需求。预计未
来三五年后，计算机会把 HPC、AI、大数据计
算融合在一起。

短临天气预报就是一个 FABS（融合 AI、
大数据、科学计算）场景案例。它需要大数据
处理，又需要将 HPC、AI融合在一起。目前的
处理相对麻烦，预处理需要一台机器，做高性
能计算也需要一台机器，后处理还需要一台
机器，因此融合是未来方向。

“东数西算”：并网和调度是两大难题

“东数西算”的出发点是把东部的数据流
动到西部存储和计算。东部产生的数据比较
多，希望机器也在东部存储、计算，但计算机
不能全在东部，这不利于“碳达峰”“碳中和”。
西部有土地资源和清洁能源，所以要把存储
器建在西部。

8月 10日，观众参观 3D打印
结合传统工艺仿制的错金银云纹
犀尊。

当日，“片羽重辉———国家博
物馆文保成果展”在北京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业界先声”
“巧技天工”“斐然成章”“敏行致
远”“观往知来”五个部分，系统梳
理了国家博物馆一百余年来在文
物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果，展示了文保理念与技术的发
展与进步，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特点
与突出成就。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科学家揭秘亚晶格尺度下晶体—非晶杂化结构

本报讯（记者赵路）通过创造杂化结构集合
晶态与非晶态的各自优势一直是材料科学家追
求的理想目标。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HP-
STAR）研究员吕旭杰团队，采用压力调控，首次
在单一材料亚晶格尺度上观察到晶体—非晶杂
化态。相关研究 8月 9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根据原子排列是否存在长程周期性，固体一
般可分为晶态和非晶态。原子之间不同的排列方
式及其相互作用使晶态、非晶态材料展现出不同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晶态和非晶态材料各具优
势，如何获得晶体—非晶杂化材料以集成这两种
状态的结构和性质特点是理解其内在相互作用
机制的关键，也是新材料设计开发的重要方向。
“晶体和非晶结构在宏观、介观尺度上的复

合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而更微观尺度的杂
化结构将具有更本征的特性，尽管面临较大挑战，

但依然亟待我们去探索发现。”吕旭杰说，“为此，
我们提出一种策略调节晶体的化学键层级，这将
使基于不同亚晶格的杂化结构设计成为可能。”

基于该设计思路，研究团队选择了具有强化
学键层级结构的化合物 Cu12Sb4S13，利用压力调
节键合层次，得到了由自填充的无定形 Cu基亚
晶格“内脏”和坚固的晶体框架组成的有序—无
序嵌套结构。
“通过晶体结构和化学键合分析，我们发

现 Sb 阳离子的孤对电子起到了重要作用。孤
对电子的强静电斥力将部分铜原子从平衡位
置推离，从而产生无序的亚晶格，而其余的晶
体框架保持不变。”该研究第一作者、HPSTAR
卜克军解释道。这也是首次在单一材料的亚晶
格尺度上观察到晶体—非晶杂化态，该材料兼
具低热导率和金属导电率，实现了两种相互竞

争的物理性能的协同改善。
相关论文信息：

亚晶格尺度下有序—无序嵌套结构的形成。
研究团队供图

华西牛群体。 牧医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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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王
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薛天
教授、鲍进特任研究员
团队在探索光感知促进
脑发育的神经机制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8 月 8
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于《细胞》。

哺乳动物的视觉感
知起始于视网膜。哺乳动
物视网膜中主要存在三
类感光细胞：视杆细胞、
视锥细胞和视网膜自感
光神经节细胞。不同于介
导视觉图像编码的经典
成像视觉感光细胞（视杆
细胞和视锥细胞），视网
膜自感光神经节细胞通
过其基因 Opn4 编码的
感光蛋白视黑素从而特
异性感知蓝光波段的光，
并主要介导非成像视觉
功能，如昼夜节律光调
节、瞳孔光反射和光调控
情绪等。

在发育过程中，视网膜自感光神经节细胞
是最早具有感光功能的视网膜感光细胞，这暗
示它可能是介导光促进幼年大脑发育最关键

的感光细胞。
研究人员通过敲除编码视网膜自感光神

经节细胞感光蛋白的基因 Opn4，发现缺失视
网膜自感光神经节细胞感光能力的新生鼠在
出生后发育早期，其多个感觉皮层和海马椎体
神经元的自发微小兴奋性突触后电流频率显
著降低，且形态学显示椎体神经元的树突棘数
量也显著减少；而在出生后即完全避光暗饲养
的实验中，对照组与缺失该细胞感光能力的新
生鼠皮层和海马的突触功能与数量没有显著
差异。这一结果提示视网膜自感光神经节细胞
是介导小鼠早期光感受促进脑高级认知区域
突触发生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为探究发育早期光促进脑突触发育对成
年后高级脑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训
练小鼠学习不同频率的声音刺激与奖励 /惩
罚的相关性，发现幼年期视网膜自感光神经节
细胞光感受的缺失，会导致小鼠成年后的学习
速度显著下降，而这种成年后学习能力的缺陷
可以被幼年时人为激活视网膜自感光神经节
细胞或视上核的催产素神经元所挽救。

该研究发现了发育早期视觉（光）感知促
进大脑高级认知区域神经元突触协同发育的
感光、神经环路和分子机制，并揭示了发育早
期光感知对成年脑高级认知能力的影响，提示
公共卫生研究应关注新生儿日常的光环境，进
一步探索光环境对新生儿大脑发育的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http://weibo.com/kexue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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