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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包头市获评全国首批中小企业
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试点城市

近日，包头市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评为全国首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工程试点城市，全国共评选出 20 个试点城市，
包头市是全自治区唯一入选的城市。

近年来，包头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全面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创新要素不断向企业聚集，企
业创新创造能力不断增强。1-10 月份全市专利
申请量达到了 2167 件，其中中小企业达到 866
件，占全市专利申请量的 40%。全市专利授权量
1300 件，其中中小企业达到 585 件，占全市专利
授权量的 45%。全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自
治区总量的四分之一。包头市科技局每年在中
小企业开展专利下基层活动，覆盖企业近百家，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每
年实施专利转化项目近百项。 （王慧武）

“沙漠土壤化”技术
在阿盟中试初获成功

经过 1 年的试验，乌兰布和“沙漠土壤化”生
态恢复试验示范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区内一次性
实现“沙变土”，当年实现植被全覆盖。据测算，
项目区土壤化沙子性质接近土壤，保水保肥、节
水效果显著，植物生长旺盛，产量喜人。这意味
着，“沙漠土壤化”技术中试初获成功。

“沙漠土壤化”是由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教
授研究团队，从力学角度研究沙漠生态恢复理论
与技术的成果。是采用力学方法使沙子同时获
得土壤力学属性和生态属性，进而成为植物生长
载体的一种快速沙漠生态恢复技术。该技术具
有环保无污染、施工简单快捷、快速改变沙子属
性等特点。

2016 年 3 月，“沙漠土壤化”技术入驻黄河左
岸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
阿拉善荒漠治理科技孵化园孵化。孵化园为该
项目提供 25 亩沙地进行“沙变土”种植试验。试
验地“土质”发生明显变化，成活了包括农作物、
草类（含牧草和荒漠草）、乔灌木、瓜果蔬菜、中草
药等共 70 多种植物，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推进“沙漠土壤化”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和
产业化推广，为沙漠综合治理和沙产业健康发展
提供可靠支撑，2017 年 1 月以来，重庆交通大学
课题组成立了相关企业，乌兰布和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与该企业合作，正式启动实施乌兰布和

“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试验示范研究基地建设
项目。

下一步，项目组将在阿拉善盟乌兰布和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更广区域内开展试验和技术推
广，并开展沙漠土壤化后经济作物种植的针对
性、适宜性研究，同时结合沙漠生态恢复涵养试
验，适当向沙漠化牧场延伸，组织开展生态恢复
稳定性和生态承载能力研究。为改变传统的治
沙模式提供更为高效、科学，更有价值的理论和
技术支撑。

“沙漠土壤化”技术的推广和实施，有利于减
少乌兰布和沙漠向黄河输沙量，推进乌兰布和沙
漠综合治理，对于阿拉善盟全面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遏制阿拉善三大沙漠“握手”态势，推动沙
区群众脱贫致富，实现沙产业高新技术新突破具
有重要意义。 （甘霖）

□林小春

让外星人爱好者们失望了。初步观测结果
显示，最近闯入太阳系的首个“星际访客”，不是
一些人所认为的外星飞船。

今年 10 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人员首次
观测到一个瘦长外形、看上去像一根“太空雪茄”
的 不 速 之 客 闯 入 太 阳 系 ，并 将 它 命 名 为 Ou-
muamua，在夏威夷语中意为“远方的信使”。

天文学家们分析认为这应该是一颗星际小
行星，但由于它形状奇特，一些人因此认为有必
要探测它是否发出可能显露外星智慧生命存在
迹象的无线电信号。

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等推出的
搜寻外星生命项目“突破聆听”认为，雪茄形是最
适合星际飞船的架构。该项目利用位于美国西
弗吉尼亚的绿岸望远镜对这个“星际访客”进行
了第一次观测。

对观测结果进行初步分析后，“突破聆听”项
目发表声明说，尽管整个分析尚未完成，但没有
发现任何来自智慧生命的信号。

“突破聆听”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写道：“雪茄不
错，但未发现三足（外星）人，至少现在还没有。”

“突破聆听”是由俄罗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
纳全额出资，由霍金等人2年前启动的大规模外星
智慧生命的搜索行动，旨在发现外星生命的迹象。

此前研究表明，Oumuamua 大致来自天琴
座北部明亮恒星织女星的方向，是一颗致密小行
星，主要由岩石组成，可能也含有金属，但不含水
或冰。而它表面的红色可能由数亿年的宇宙射
线辐射导致。

Oumuamua 是人类首次观测到的来自太
阳系外的“访客”，每小时 31.5 万公里的飞行速度
意味着太阳的引力也无法束缚它。目前，它距离
地球约 3 亿公里，正朝着远离太阳系的飞马座方
向前进。

太阳系首个“星际访客”
不是外星飞船

□张淼 张家伟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
子计算机原型诞生，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
号”高铁列车服役，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
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诸多领域
的世界级科研成果涌现⋯⋯2017 年，中国亮
出的科研创新成绩单让世界瞩目，新时代的
创新交响曲正在奏响。

在这个新时代，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白
春礼所说，中国科学家已从自然科学前沿重
大发现和理论的学习者、继承者、围观者，逐
渐走向舞台中央。

重视创新见证科研成果井喷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
军说，2017 年中国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创
新成果呈“爆发趋势”。

2017 年，中国科学家拿出了一个个世界
级成果：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
子计算机原型在中国诞生，未来量子计算将
打上“中国智造”标签，为超越传统计算能力
奠定基础。

“复兴号”高铁以 350 公里的时速飞驰
在京沪之间，跑赢了日本新干线、法国 TGV，
中国成为全球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
家。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飞，打破了波音
和空客公司对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垄断格局，

中国民航插上飞向更远的“翅膀”。
美国《科学》杂志 3 月在封面报告，中国

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成功合成 4 条人工设计
的酿酒酵母染色体，完成酿酒酵母染色体合
成的四分之一工作。

上世纪 90 年代，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中国仅承担了 1％
的测序。20 多年间，中国科学家对生命密码
从“读”转为“写”，继美国后全球第二个具备
了真核基因组设计与构建能力，其速度令世
界惊叹。

这一年，中国埃博拉疫苗获批准，可燃
冰开采，“海水稻”最高亩产量达 620.95 公斤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达到世界顶尖
水平，有助于人类应对灾难性疾病、探索未
来能源和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等世界性难题。

过去 5 年，中国将科研创新放在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厚积薄发的中国正逐渐成为全
球创新的一个引领者。梅建军认为，这种爆
发的趋势，跟中国政府对科技的鼓励政策、
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互联网创新的活跃、年
青一代科研人员迅速成长以及与国际科技
界紧密合作息息相关。

持续投入奏响新时代创新曲

世界科技版图上中国力量崛起，离不开
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持续投入，对基础研究、
人才资源以及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

著名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
讲席教授颜宁表示，中国科研近年来快速发
展，其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有足够的经费保

障和优秀的人才支撑。
中国科研投入平均每年以 2 位数增长，

超过经济增速。2016 年中国研发支出达
1.54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的 2.1％。

“神威·太湖之光”连续“霸榜”全球超级
计算机 500 强，202 台的上榜总数，使中国成
为拥有高性能超算最多的国家。这背后是
中国投入的超算研发经费占了全球的 20％。

中国政府还出台系列政策吸引海外学
子回国创新创业，很多归国科学家已成为相
关领域领军人才，并带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团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世界知
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专利申请总量
已为全球第一，增量占全球总增量的 98％。

“中国的科研创新已开始进入收获期，”
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
晓岚说：“在过去 5 年尤其近两三年，科研创
新是中国发展的亮点，长期的研发投入和高
端人才引进开始显现成果。”

中国贡献助力前沿领域探索

“蛟龙”深潜马里亚纳海沟，“悟空”翱翔
太空捕捉暗物质踪影，2017 年中国科研人员
为探索科学的最前沿未知领域也做出新贡
献。

2015 年科学家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开启
了天文发现的又一个新时代。今年 10 月，多
国科学家宣布，人类首次“看到”了双中子星
引力波事件。这个开创性的重大发现，中国
团队贡献了重要力量。

引力波事件发生时，全世界仅有 4 台 X
射线和伽马射线望远镜成功监测到爆发天
区，中国的“慧眼”望远镜是其中之一；中国
架设在昆仑站的南极巡天望远镜 AST3－2
也与全球约 70 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一道，在
预期坐标内“看到”了引力波。

此外，位于贵州的世界最大、最灵敏的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首次发现脉
冲星，实现中国科研又一个零的突破。欧洲
航天局局长韦尔纳说：“中国空间科学项目
处在科学发现的最前沿。”

12 月 18 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其评
选的 2017 年全球十大科学人物，中国“墨子
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入
选。该杂志说，潘建伟帮助中国走在了长距
离超安全量子通信的最前沿。

这一年，“墨子号”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
双向量子纠缠分发，中国和奥地利科学家完
成 了 史 上 首 次 洲 际 量 子 保 密 通 信 视 频 通
话。国际量子物理学泰斗、奥地利科学院院
长安东·蔡林格评价说，中国在量子保密通
信领域的成就“定会让爱因斯坦感到惊讶”。

美国《福布斯》杂志指出，过去西方研发
前沿技术时中国只是旁观者，然而在人工智
能等当前最热门的科技创新领域，正发生根
本转变。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不再是简
单地追赶，而是在某些方面正发挥引领作
用。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基思·伯尼特
说：“许多最具创新性的项目都依赖与中国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从实验室到生产车
间，与中国的合作让我们大开眼界。”

短波

关注

中国成就夺目科研“世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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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蒙古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万件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7 年初数据统

计，2016 年内蒙古知识产权创造取得新进
展，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 1 万件大关，达到
10672 件，同比增长 20.23%。全区共授权专
利 5846 件，同比增长 5.87%。

二 . 世界在役最大火力发电厂最新机组
通过试运行

3 月 1 日，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五期工程 10 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至此，该公司五期扩建工
程 2 台国产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全部投
入商业运行，总装机达到 672 万千瓦，成为世
界在役最大火力发电厂。其中，包括 8 台 60
万千瓦机组、2 台 66 万千瓦机组、2 台 30 万
千瓦机组。

三 . 内蒙古西部（包头—鄂尔多斯）被确
定为首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4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
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开发银行等五部门联
合下发《关于支持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
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通知》，将
内蒙古西部（包头—鄂尔多斯）确定为国家
首批 12 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下一

步，示范区将在产业、创新、土地、投资等方
面享受国家政策支持，其中在创新政策方
面，国家将支持示范区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高水平创新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建设。

四 . 首届内蒙古国际荒漠化防治科技创
新高峰论坛在阿拉善开幕

6 月 16 日，首届内蒙古国际荒漠化防治
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在阿拉善盟开幕。论坛
以“荒漠化防治、产业驱动、科技创新、绿色
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内蒙古时关于建设祖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的嘱托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
创新，总结展示荒漠化防治领域的创新成
果，共商荒漠化防治与产业化创新发展大
计。

五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科技创新规
划》发布

7 月 6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规划》围绕建设创新型内蒙
古，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
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从现

代农牧业、现代工业、生态安全、科技惠民与
公共安全、现代科技服务业 5 个方面部署了
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主要任务；从加强基础
研究，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培育壮大新型研
发机构，巩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高等
院校创新服务功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与基地创新发展，开展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大力拓展创业孵化服务链条，促进区域
创新协调发展，深化科技对外开放、广泛开
展科技合作，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
知识产权、标准、质量和品牌战略，提高科技
投入水平等 13 个方面提出系统的保障措施。

六 .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开幕
7 月 29 日，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

在内蒙古库布其沙漠隆重开幕，主题为“绿
色‘一带一路’：共享沙漠经济”。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发来贺信。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
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第六届库布其国
际沙漠论坛是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一次重要会议。论坛期间，与会嘉
宾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等荒漠化严重
地区防沙治沙合作、生态科技创新、绿色金
融、消除贫困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七 .内蒙古找矿成功率超世界平均水平
8 月份，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公布

了自治区设立地质勘查基金以来地质勘查
工作取得的成果。随着找矿科技手段的不
断创新，内蒙古区域地质调查、地球物理调
查、地球化学调查、卫星遥感地质解译实现
了自治区国土可工作面积的全覆盖。目前，
新发现找矿线索 1373 处，完成地质矿产综
合研究项目 36 项。截至 2016 年年底，内蒙
古新发现金、银、铜、铅锌、钼、钨、铀、铁、钛
等大型及以上规模矿床 29 处、中型矿床 88
处、小型矿床 494 处，找矿成功率达 7.12%，
远远超出世界 2%—4%的平均找矿成功率。

八 . 我区 50 项高新技术成果亮相第十
九届高交会

11 月 16 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拉开帷幕。由我区 12
个盟市 48 家单位组成的内蒙古代表团携 50
项高新技术成果精彩亮相，内容涵盖稀土、
化工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大数
据等优势特色领域，部分项目在国内领先甚
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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