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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及庆玲 通讯员 胡红波

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教授郭泽宇团队
通过制备石墨烯微管的工艺为规模化生
产直径可调的石墨烯微管提供了可能
性，在实验室实现了将二维的石墨烯通
过简单的方法转变为一维的管状结构，
这种直径可调的石墨烯微管在生物医
学、药物载体、农业化肥、生物质光合作
用等方面都具有潜在的应用。

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国栋团队深入内
蒙古荒漠草原进行了为期 10 年的野外定
位观测试验，揭示了增温和氮素添加对
荒漠草原植物群落时间稳定性的影响。

内蒙古草业与草原研究院草原生态
系统保护与恢复科研团队揭示了典型草
原生态系统中植物、土壤和微生物在长
期放牧后响应的耦合机制。该研究发现
围封恢复下土壤细菌和真菌的响应策略
及其重要生态功能，不仅是对现有理论
的验证、完善和发展，也进一步从地下生
物的角度完善了植被退化机理及其恢复
途径的实际意义。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基础研究则

处于科研前端，是科技发展的基石。近
年来，我区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基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兴蒙”行
动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

完善机制优化结构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
布了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
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我区 22 个单位
的 294 个 项 目 获 得 资 助 ，资 助 资 金
10243.1 万元。国家项目的引导与支持，
为我区“十四五”基础研究发展开了一个
好头，对提升区域基础研究水平和竞争
力具有重要作用。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基础
研究工作。2018 年，自治区政府印发了

《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
见》，从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
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
研究合作开放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
制和环境五个方面确定 16 项重点任务。
2020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科技兴蒙”行动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将支持重大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作为加强科技创新供给的重要举措，在“科
技兴蒙”行动中予以重点推进。

为 加 大 对 基 础 研 究 的 持 续 稳 定 支
持，我区出台《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更好地发
挥对我区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
用。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从 2019
年的每年 2600 万元增加到每年 6000 万
元是原来的 2.3 倍，立项数由 2016 年的
510 项增加到 2021 年的 832 项，增幅为
63.13%，资助强度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自治区科技厅同时与内蒙古工业大学等
12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联合基金，
累计资助项目 821 项，撬动依托单位直接
投入资金 2159 万元。

经过持续努力，自治区基础研究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2021 年，自治区科技
厅对 2016、2017 年度已结题和 2018 年
度提前结题的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成果产出情况进行分析统计，结果显
示，971 个项目共发表高水平论文 3865
篇，出版专著 156 部，授权专利 440 件，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53 项，培养博士
后 7 人、博士 85 人、硕士 1910 人，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借助国家和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的支持，我区科研人员在草
食家畜干细胞、电解水制氢、石墨烯、介
电储能、益生菌、医疗健康等基础研究领
域取得了一大批国内外领先的基础研究
成果。其中，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
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李喜和团
队牵头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教授刘
澎涛团队联合在国际期刊《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刊发了牛新型干细胞最新研
究成果，该研究首次不依赖外源基因的
牛多能性拓展新型干细胞的诱导关键技
术及其生物学特性，是草食家畜干细胞
研究的里程碑科技成果；内蒙古农业大
学教授张和平团队在微生物学领域权威
学术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了题为《益
生菌通过维持肠道菌群稳态缓解远航船
员焦虑压力》，研究成果为维护远航船员
肠道微生态健康和缓解船员航海期间精
神焦虑提供了一种有效解决方案，并为
益生菌个性化选择提供了新的视野。

今年 6 月，我区正式加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第一轮
联合基金计划实施五年，自治区每年投
入 3000 万元，基金委每年投入 1000 万
元。该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导向作用，强化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
围绕区域发展中的紧迫重大需求，吸引
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开展攻关，
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协同创新。

加强科技平台建设
助基础研究抢占“技”高点

加强科技平台建设，为促进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
入，每年给予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不低于
1000 万元经费支持，支撑我区高质量发

展的“原动力”不断增强。同时，我区出
台了《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建设与
运行管理办法（试行）》，通过“以评促
建”、动态管理等方式，不断提高重点实
验室建设质量，推动重点实验室布局优
化和良性发展。截至目前，我区共建成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3 家，自治区级重点实
验室 148家，积极推进乳品、蒙医药 2家实
验室创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
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技术基础和重
要手段。

早在 1999 年，自治区科技厅和财政
厅成立了自治区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管理
办公室，建立了“内蒙古科学仪器协作
共用网”，实现 10 家网员单位 31 台（套）
仪器设备共享，开启了全区科学仪器资
源共享工作。

2018 年，初步建成“内蒙古大型科研
仪器与设施开放共享服务网络管理平
台”，为用户和大型仪器机组的直接对接
提供了机会和条件。2018 年，内蒙古首
次利用 6.5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改善研发
机构科研条件，其中 2.38 亿元用于我区
部分重点实验室仪器的购置，使实施科
研 条 件 得 到 了 一 定 改 善 ，为 我 区 基 础
科学研究水平奠定了基础。截至 2020
年底，“自治区大型科研仪器与设施开
放共享服务网络管理平台”已录入网员
单 位 45 家 ，仪 器 设 备 1382 台（套），设
备原值 10 亿多元，涵盖 59 个应用领域，
为我区高校、科研机构承担实施的国家
和自治区重大科研项目提供了研发条
件平台。

深化改革砥砺前行
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要加
强应用基础研究，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
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
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只有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让科研
人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心无旁骛、潜心向学，创新成果才有可
能竞相泉涌。

近两年，自治区科技厅出台赋予科
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试点工作方案、科技成果评价工作

方案、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实施意见、
农牧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深化科研
管理改革，优化项目形成机制，探索项目
定向委托、稳定支持机制，下放项目管理
权限，修订科技计划项目、重点实验室、
自然基金项目等管理办法，赋予项目承
担单位和负责人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
和调整权。完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全
面实现网上申报和管理，切实减轻科研
人员负担。

2020 年自治区科技厅在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中，试点经费“包干制”，赋予科研
人员更大自主权。今年自治区科技厅将
对基础研究项目全面实施“包干制”，彻
底为科研人员放权松绑减负，让科技创
新跑出加速度。

“杰青”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
院草原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宁介绍，在她
主持基础调查专项中，课题任务的实际
需求应以调查采集为主，因此对差旅费
的需求较高，但项目要求差旅费比例不
超过 25%，就燃料动力一项，像我们课题
不会产生，然而，在项目中该项就占去了
总经费的 6%，造成了课题参加单位不愿
分摊这笔费用的现象，这就给项目的执
行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作为经费试点
项目，“包干制”就是在科研项目总预算
不变的前提下，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包干
使 用支配，即项目经费用途包干，真正
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将深
入实施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工程，不断加
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以基础研究引领
应用基础研究，以应用基础研究倒逼基
础研究，重点解决一批“卡脖子”技术等
重大基础科学难题；进一步改革自治区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体制机制，支持
开展“自主选题、自由探索”的基础和应
用基础研究；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和大型仪器开放共
享，促进科技基础设施高效配置和有效
利用；强化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能力建设，
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
发展。

当前，产业转型调整不断加快，以新
技 术 突 破 为 基 础 的 产 业 变 革 蓄 势 待
发。我区将持续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基
础研究，让创新活力奔涌，越来越多的青
年科技人才踏浪而来，挺起我区高质量
发展的脊梁。

●近日，我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
玻璃固化设施在四川广元正式投运。标志
着我国已实现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
破，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
璃固化技术的国家行列，对我国核工业安
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近日，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
站示范工程 1 号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
态，机组正式开启带核功率运行。中国华
能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临界是反应堆带
核功率运行的起点，相当于发动机点火。
这是该示范工程继今年完成双堆冷试、双
堆热试、首次装料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向着年内并网发电目标迈进。

●近日，2021 年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
公布获奖名单，该奖旨在奖励在中国取得
杰出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新闻发布会上，
主办方公布了三个奖项的得主以及相应成
果：袁国勇、裴伟士获得“生命科学奖”；张
杰获得“物质科学奖”；施敏获得“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奖”。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徐洁杰教授科
研团队在一项纳入众多胃癌患者的大样
本、多中心的研究中发现了胃癌免疫逃逸
的“爪牙”——肿瘤组织内的“CD73 蛋白”，
可作为胃癌患者生存时间与治疗敏感性的
重要预测因子，对指导胃癌的个体化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和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研究小组
开发出一种从受污染的水中提取锂的方
法。该方法会简化从盐水中提取锂的过
程，降低锂电池的成本，为电动汽车、电子
产品和其他各种设备提供动力。相关论文
刊登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挪威一项研究显示，越来越多北极
熊为繁衍下去，不得不近亲繁殖，进一步加
剧灭绝风险。这项研究还显示，由于浮冰
越来越少，北极熊难以捕食海豹，不得不改
变饮食习惯，改吃鸟或鸟蛋，甚至自相残
杀。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报道，
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血液测试方
法，通过测量新冠病毒感染者血液中针对
死亡血细胞（包括其自身 DNA）释放的分
子的抗体水平，来帮助预测哪些感染者可
能患重病，并需要使用呼吸机。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要闻一览

农民收储万寿菊。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认真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总方针，坚持绿色兴农兴牧，积极发展黑木耳、万寿菊、沙果等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用科学技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韩冷 摄

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人员在操作智能镜子。近日，2021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共有 468 家企业参展，汇聚了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
众多知名企业，一批“黑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新华社发

数博会上的“黑科技”

●本报 9 月 13 日讯 （记者 及庆玲）
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自治区“十四
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将全
面推进创新型内蒙古建设，以“科技兴蒙”行
动为统领，积极构建富有特色、具有优势的
区域创新体系，有力支撑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围绕创新
基础实力大幅增强、创新支撑作用更加凸
显、创新体系协同高效、创新生态明显改善
提出四个方面的发展目标。

● 本 报 9 月 13 日 讯 （见 习 记 者
张劲）近日，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成立暨

“科技兴蒙”项目签约活动在鄂尔多斯市举
行。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主要从事碳
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与
服务，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为企业提
供科技中介服务，为鄂尔多斯市转型发展
提供技术支持，是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
企业孵化、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
创新平台。

●本报 9 月 13 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通辽市重点实验室”授牌仪式暨

“通辽市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工作交流会
在通辽市举行。通辽市玉米育种重点实验
室、通辽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重点实验
室、通辽市动物疾病检验检疫蓝博动检实
验室等 10 家实验室被认定为“通辽市重点
实验室”，涉及农作物、动检、有色金属冶
炼、绿色能源等方面，通过“以评促建”、动
态管理等方式，不断提高重点实验室建设
质量。

●本报 9 月 13 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自
治区基层蒙医药特色技术名单，阿拉善盟

“外用蒙药‘森德日-5’味散贴敷疗法技
术”、特色器械“银帽针加热仪”、蒙医药物

“朝热拉乎”疗法、蒙医传统“小儿巴日乎疗
法”、治疗小儿腹泻专方“小儿石蔻散”方药
五项蒙医药特色技术被列入推广目录。

区内动态

我区从多点着手我区从多点着手
重点解决“卡脖子”技术等重大基础科学难题

蒙草种业中心

。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哈达教授在做实验。
胡红波 摄

内蒙古稀土材料化学与物理重点实验室的实验仪器。
胡红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