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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基于我国第一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
学实验卫星中国碳卫星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观测数
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
人员利用先进的碳通量计算系统，获取了中国碳卫
星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结
果，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监测
能力，是国际上继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具备该技
术的国家。

●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利用高精
度的显微CT扫描技术，对距今约1亿年至6600万年
的白垩纪晚期的一枚龟胚胎化石进行系统研究发现，
这枚龟蛋是一类已经灭绝的南雄龟科成员——南阳
豫龟所产。在龟鳖类当中，这是首次根据胚胎将龟蛋
和具体的成体属种联系起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自6月1日在天津、
成都、苏州三地启动驾驶证电子化试点以来，已有
195万余名群众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式样
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驾驶人
可登录“交管12123”APP个人账号领取。据悉，公安
部将在2022年全国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

●日前，“阿拉善荒漠肉苁蓉药食同源创新产业
化平台建设”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旨在通过对阿拉
善荒漠肉苁蓉药食同源前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荒
漠肉苁蓉采收、收购、加工、储存等环节标准化管理，
建立健全肉苁蓉食品安全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和荒漠
肉苁蓉药食同源—创新产业平台，实现学术、研发、
产业化相结合。

●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目
前，美国全境内仍有104处大规模山火在燃烧，分布
在12个州。其中，加州新燃起的“卡多尔”山火迅速
蔓延。美国林火专家表示，极度干旱是山火得以快
速扩张的重要原因，而全球气候变化是严重旱情的
重要原因。

●瑞士格劳宾登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宣
布，他们借助数据分析、可视化和模拟能力中心
（DAViS）的一台计算机，历时108天，将著名数学常
数圆周率 π计算到小数点后62.8万亿位，创下该常
数迄今最精确值记录。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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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及庆玲 张劲

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农
牧业生产更是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和显
著成效。如何立足优势产业，走出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靠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内
蒙古要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推
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牢记总书记嘱托，自治区深入实施
“科技兴蒙”行动，布局建设高水平创新
平台载体，组织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坚持
开放合作搞创新，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
改革，用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是题中之意。
在“天赋河套”巴彦淖尔市，一个主

题为“河套灌区生态农牧业”的国家级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正在紧锣密鼓地
创建中。从2019年开始，自治区科技厅
会同巴彦淖尔市政府，按照《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工作指引》要求，
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集成、转化，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为
目标，以硬质小麦和肉羊为主导产业，全
力打造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投入专项资金1亿元支持农高区补短板、
强弱项，目前已经报请国务院批复。

像这样，针对自治区农牧业大而不
强的实际，自治区科技厅重点在农牧业
优势突出的地区、领域，布局高水平创新
平台载体，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在“中国
乳都”呼和浩特，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乳业
发展需求，投入引导资金9600万元，推
动呼和浩特市政府依托内蒙古乳业技术
研究院、联合国内产学研各方力量，创建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在通辽市、乌
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赤峰市相继启动
建设玉米、肉牛、马铃薯、草业种业、设施
蔬菜等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每个中心
支持经费1000万元。依托中国农科院
草原研究所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内蒙古
草业与草原研究院”，以市场化运行机制
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认定
备案“星创天地”193家，成功孵化企业
400多家，创业服务团队人数2700多人。

如今，内蒙古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57%。为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水
平，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实施农牧业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

“科学研究的重点是核心技术、关键
技术的突破，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呼分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振华说。
2020年，呼分院联合内蒙古华德牧

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组成产学研紧密结
合的研究团队，针对我区草牧业生产产
业链中存在的天然草原牧草自繁能力下
降、肥力低下、乡土草种收获难、供给不
足和柠条灌木定期平茬复壮延长植株寿
命等问题，开始“草原生态恢复与生产力
提升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研究项目，并
获得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目前，研究团队重点突破气吸式割前
梳脱、复壮促生施肥、多品种牧草种子混
播、高效切碎、物料成捆等关键技术，研制
禾本科豆科牧草种子专用收获机、草原施
肥切根复壮机、退化草原免耕多品种混补
播施肥机和柠条灌木收割粉碎打捆一体
机，通过试验测试优化改进，为草原生态
恢复与生产力提升提供关键设备。

“过去的机器易堵塞、破碎率低，草
捆含土量大，打捆效率低，这新机器不仅
速度快，秸秆收拾得也干净，省时省力效
果好！”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村民李栓柱说
道。

今年4月，课题组深入青藏高原开展
退化草原免耕多品种混补播施肥机试验
示范和培训服务，与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兰州大学教授共同配合在四川省阿坝州
若尔盖县麦溪乡黑土滩、青海省海南州
贵南县西格日村退化草地进行试验示范
和培训服务。补播实验示范近1700亩，
培训当地牧民百余人。

这是自治区科技厅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的一个生动实例。自治区科技厅
重点聚焦玉米、马铃薯、肉羊、肉牛、奶牛
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在良种繁育、绿
色种养、农畜产品加工等方面，系统谋
划、重点部署一批技术攻关项目，两年来
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27项、关键技术
攻关计划项目198项，共计支持经费3.7
亿元，占相应科技计划支出的35%以上，

一批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破，集成了玉
米“两改一增二保”绿色生产技术体系，
育成适宜内蒙古地区种植的早熟、中早
熟和中晚熟、鲜食和加工用马铃薯优异
新品种8个，首次开展了家畜航天育种试
验，建立了首个用于牛蛋白组功能研究
的抗体平台。

科技，开放合作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6月18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兴安盟试验基地在兴安盟正
式揭牌成立。这是继2018年袁隆平院士
在这里设立院士工作站后，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
创新中心与兴安盟合作的新平台、新起
点、新阶段。2018年以来，在袁隆平院士
的大力支持下，兴安盟科右中旗已建成耐
盐碱水稻基地达6000多亩，2020年，耐
盐碱水稻亩产量达到533.95公斤，为黑龙
江、吉林、新疆等省区的耐盐碱水稻种植
研究提供了借鉴。

自治区“科技兴蒙”行动启动实施以
来，自治区不仅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
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油莎豆
防风固沙等项目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
持，还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联合开展
科研项目50余项，有力地推动了区内外
高水平创新团队，为内蒙古农牧业发展
提供智力支撑。

此外，自治区政府连续举办两届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推介科技成果
500余项。推进建设自治区科技大市场，
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营、功能齐备的技
术市场运营模式，为科技成果供需双方
提供全方位支持。

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全
区上下聚焦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
革，让内蒙古大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
机与活力。

“以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方式，重
点围绕自治区11个百亿元以上农牧业产
业集群，引导高校院所推动组建相应科
技特派员产业服务团，开展下基层服务
行动……”翻开自治区科技厅新近印发
的《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助力乡村
振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3
年）》，服务是主旋律。

自治区科技厅不断深化科技领域
“放管服”改革，以良好的创新生态为农
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服务。制定

“科技创新30条”政策，提出8方面96项
措施，印发任务分工方案，推动各项优惠
政策逐一落实。与农牧业厅建立“1+1”
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精准布局
重点攻关任务。

开展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突出知识价值在收
入分配中的导向作用，落实企业研发加
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技术交易后
补助，一批企业和科技成果所有者从中
受益，调动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
新主体积极性。

引导建设74家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全区科技特派员共4000多人，累计推广
新技术 1000余项，服务贫困村 3000多
个，实现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服务贫困
村全覆盖。

深入实施“三区”人才计划科技人员
专项计划，全区每年选派“三区”科技人
员800多名，累计服务种养殖合作社等机
构500多个，引进新品种500多种。

农牧业发展是小康之基、发展之本、
稳定之要。“作为科技管理部门将深入探
索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提升创新治
理能力。下一步，我们将以典型应用场
景为切入点，重点推进科研成果与应用
场景高效互动衔接。”在7月19日召开的
全区科技创新服务农牧林草产业高质量
发展对接座谈会上，自治区科技厅厅长
孙俊青表示，一要实现点上突破。针对
典型应用场景，组织布局科研项目，开展
适应性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以点的突
破，带动科研成果在类似的应用场景中
扩大推广。二要实现链上发力。围绕产
业发展创新需求，以产业链为应用场景，
全链条布局创新链，系统推进应用研究、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统筹布局项目、平
台、人才等创新要素，以科技创新提升产
业竞争力。三要实现面上布局。将县域
全域作为应用场景，结合创新型县（市）
建设、牧区现代化试点，一体化布局各类
创新要素，通过金融助力，发挥市场化机
制的作用，点、链、面协同发力，推动地方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及庆玲 张劲

“饲草高效栽培技术选择优良饲草品
种，通过水肥一体化、顶凌播种、适时收获、
机械化作业等技术集成，示范区饲草产量
较地方栽培技术增产50%以上，其中饲用
燕麦复种、饲用谷子高产栽培技术的青干
草产量达到每亩1吨以上；放牧用混播人工
草地建植技术、生态修复人工草地建植技
术等生态修复饲草生态化栽培技术由牧草
品种选择搭配、保护性播种、经纬播种、水肥
一体化管理等技术优化集成。其中放牧用
人工草地建成后第二年开始可以适度放牧

利用，减去了收获的人工、机械费用，从而显
著增加经济效益，可以用于限时放牧，解决
部分家畜的饲草料来源。饲草高效生态化
栽培技术实现了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双
赢，为区域饲草产业提供科技支撑，应用前
景广阔。”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牧草栽培研究团队负责人白春利说。

近日，记者从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牧草栽培研究团队处获悉，团队
研究的饲草高效生态化栽培技术成果转化
良好，为区域饲草产业提供了科技支撑。

2010年，团队开始研究这个项目，主要
包括适用于农牧交错区、退耕地、畜牧业养
殖核心区的高效饲草栽培技术和适用于牧

区的生态修复饲草生态化栽培技术。其中，
高效饲草栽培技术包括饲用燕麦复种技术、
饲用谷子高效栽培技术、饲用燕麦和草木樨
混播栽培技术以及青贮玉米节水栽培技术
等；生态修复饲草生态化栽培技术包括草木
樨旱作栽培技术、放牧用混播人工草地建植
技术以及生态修复人工草地建植技术。

白春利介绍，这项研究以保障生态安
全和促进农牧民增收为目标，针对人工种
草存在的品种选择、技术缺乏、人工牧草
与天然牧草营养搭配不合理等问题，选择
适宜的优良牧草品种，并对牧草栽培技术
和机械化作业技术进行优化组装。综合
考虑经济、政策、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通

过技术集成、创新和成果展示，建立人工草
地建植科技支撑技术服务体系，保障生态
安全，提高饲草地生产力。

牧草栽培团队在区域牧草产业开展了
部分示范工作，得到有关政府、经营主体的
认可。目前，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包
头市达茂旗、锡林浩特市西乌旗等地累计示
范牧草栽培面积 10000余亩，平均增产
30%—50%，平均每亩增效300元—600元。

我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任务重、难点
多，需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牧草栽培团队将运用科学技术解决牧草
产业存在的难点，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饲草增产增效有了新办法

流言：
“90后姑娘熬夜10年长出老年斑”的热搜新闻，除了让

我们认识到老年斑的存在，更是让很多长期熬夜的人再一
次陷入对健康状况的担忧。熬夜不仅伤脸还伤身。

要回答“如何解决熬夜的问题”这个提问，就相当
于已经默认了“熬夜”是个问题，并需要被解决。但是，

“熬夜”真的不健康吗？如果必须晚睡熬夜怎么办？

真相解读：
我们所说的“熬夜”，其实是个相对概念，之所以出

现这个概念，是由于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都与社会普遍
认可接受的模式相一致。换句话说，由于现阶段人们将

“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设定为社交、工作时间，其余
的为非工作时间，比如晚上六点之后至次日早上七点
或八点之前为休息时间，且这一设定已经被大多数人
认可和接受，才有了我们所说的“作息时间和规律”。

由于社交活动大多数限定的是工作开始的时间
（即“作”的时间），而真正“息”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
也因此，对于习惯晚“息”者，我们称之为“夜猫子”，其
行为我们称之为“熬夜”。

“熬夜”不是问题的“元凶”。之所以我们普遍认
为熬夜对身体不好，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是需要遵循
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时间起床工作。而在保证个体睡
眠时间充足的前提下，晚睡势必造成晚起，这个问题
在不需要早起的休息日对我们的生活不会造成什么
困扰。主要的矛盾体现在工作日——晚睡又要按时
起床，就相当于人为造成了睡眠不足，长期这样作息，
就会出现相应的睡眠问题。

后续是否能保证足够长的睡眠时间与是否“熬夜”
无关，而与是否需要按时“作”有关（即是否需要按时起
床上班），换句话说，如果是在不需要像大多数上班族
一样定点上班或参与社交活动的情况下，像是某些完
全自由职业者，且也不需要考虑按照其他人的工作时
间进行社交活动，完全可以遵从自己的作息时间规律
生活，比如长期保持凌晨2点睡早上10点起。这样的
作息规律从个体水平上讲，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
是，如果“熬”到太晚，甚至昼夜颠倒，就可能对身体健
康造成影响，比如说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力降低等。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做到“晚睡晚起，可以天天睡
到自然醒”，即满足了个体的睡眠需求，就不算熬夜。
但前提是可以长期保持这个作息规律，生活不受外界
影响，否则，这种作息时间对身体健康就会造成影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熬夜伤身”。（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只要晚睡
就一定不健康吗？

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家商场内打卡“漫步星奇遇太空
展”。据了解，太空展设有360度投影+裸眼3D+立体声环绕+40部太空影片、超人气玩转
时空转换仓、科普互动基地等内容，让孩子们在学习航天科普知识的同时，感受太空和宇
宙的魅力，丰富暑期生活。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打卡太空展

“小小讲解员”进行“一对一”学习培训。近日，阿拉善盟科技馆第八届
“小小讲解员”培训活动圆满结业，29名学员经过科普展品知识介绍、讲解技
巧与礼仪规范等方面的培训，成为合格的“小小讲解员”。 郑嘉和 摄

小小讲解员

破解难题 厚植优势

科技创新助推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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