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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自 9 月 25

日 16 点 22 分
起袁 北京大兴国
际 机 场 正 式 通
航遥 北京大兴机
场民航部分投资
达 1167 亿元袁带
动交通等市政配
套 投 资 达 3000
多亿元袁 总投资
达到了 4500 亿袁
将与北京首都机
场共同打造世界
首座拥有双国际
枢纽的城市袁为
京津冀区域协调
发 展 提 供 新 动
力遥 李民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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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48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在举国上下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任务一线再传捷报遥 9
月 23 日 5 时 10 分袁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渊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冤袁
以野一箭双星冶方式成功发射第四十七尧四十八颗
北斗导航卫星遥

两颗卫星均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袁 是目前
在建的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遥 经过 3 个
多小时的飞行后袁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袁后续将
进行在轨测试袁适时入网提供服务遥 吕青青

遥感监测显示

九寨沟景区出现壮丽新景观
自 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

后袁九寨沟景区关闭并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遥 如
今两年已过袁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通过多
源遥感监测袁结合实地科学考察袁发现经过两年的
自我修复袁九寨沟景区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风采袁
且受地震的影响袁产生了更加壮丽的新景观袁但灾
后的旅游活动袁 仍需防范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遥 范付新

如果全球变暖以目前的速度继
续袁全世界的珊瑚礁到 2070 年可能
会全部消失浴 英国叶自然曳杂志 18 日
刊发数名科学家撰写的评论文章袁
敦促全人类采取一种新的更大胆的
方式袁 解决导致珊瑚礁生态系统退
化问题袁 从而在更大层面上让人们
的环境和生活受益遥

目前的珊瑚礁保护方式屡屡失
败遥 这些方式倾向于关注当地的生
物多样性袁 或是尝试将特定珊瑚礁
或地区恢复到某种理想化的 野先前

状态 冶遥 在全球最大的珊瑚礁系
统要要要大堡礁袁 半数珊瑚的死亡都
集中在 2016 年和 2017 年遥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珊瑚礁研
究卓越中心科学家建议袁 政策制定
者应在大堡礁 42.5 万平方公里的流
域内袁用可再生能源代替煤电袁发展
陆基水产养殖袁 恢复或修复陆地植
被和湿地遥 这些行动将能野减少全球
排放袁提高碳捕获袁防止农业径流流
向沿海珊瑚礁袁 改善人类生活和食
品安全冶遥 张梦然

从野银河冶到野天河冶

中国速度持续升级引领潮流
每 1 秒钟袁 识别火车上 2800 多个零部件袁并

能判断出是否有裂缝等故障曰
每 12 分钟袁准确预报每平方公里内 6 小时的

天气情况袁哪怕只隔着一座桥袁也能算出野东边日
出西边雨冶曰

每 3 个小时袁 完成 500 人规模的全基因组信
息关联性分析袁 而以前用传统计算机需要耗费 1
年时间曰

每 6 天袁 利用超级计算机模拟仿真研制一架
大飞机袁 而做全机风洞试验过去需耗费两年时间
噎噎

在野银河冶野天河冶超算之乡湖南长沙袁超级计
算机应用的野速度冶野精度冶和野深度冶袁几乎每隔一
段时间袁就会刷新纪录遥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演进及广泛应用袁野计
算力就是生产力冶早已成为全球发展共识遥 作为计
算力的载体袁计算机野无所不在尧无时不在尧无所不
及冶袁逐步成为新型基础设施袁为全球科技和经济
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遥

现代人脑海中的计算机袁 早已超越单纯计算
的范畴袁成为野人脑的无限延伸冶遥 今天袁以 E 级计
算尧智能计算尧类脑计算尧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
型计算涌现袁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
关键切入点遥

国家超算济南中心主任张云泉等专家学者认
为袁新型计算将野引爆冶数字经济袁成为新经济发展
的关键驱动力遥

新型计算是指融合计算尧存储尧网络尧控制等
技术袁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袁实现人尧机尧物的
互联互通尧信息共享和智能应用遥 其技术发展方向
大致分为两类院 一类是对现有技术和架构的不断
优化升级袁如 E 级超算尧云计算尧大数据计算尧深度
学习尧人机物三元融合计算等曰另一类是对传统计
算技术和架构的颠覆性创新袁如超导量子计算尧类
脑计算尧光子计算尧新型变革性器件等遥

专家认为袁全社会信息化尧智能化水平不断提
升袁人工智能尧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应用快速发展袁
海量的数据处理对计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遥 新型
计算要以应用为导向袁突破大数据关键技术袁特别
是加快高性能计算尧大数据计算系统等研发袁提升
数据分析处理和知识发现能力袁用计算力野赋能冶
数字经济袁助推数字经济全面加速发展遥当前袁中国
计算机事业发展迅速袁很多领域在技术研发或产业
化上袁达到甚至超越了同期国外水平遥 邹太平

阴赵竹青

2070 年地球所有珊瑚礁或将消失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
主题袁 它必须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
全过程尧全方位袁才能显露其强大的
生命力和推动力遥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袁每一次飞跃发展的背后袁是经济
的腾飞袁是科技的日新月异袁更体现
了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给国家尧社
会注入的强大推动力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 科研和经
济联系不紧密问题袁 是多年来的一
大痼疾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袁科研和
经济始终是野两张皮冶袁科技创新效
率就很难有一个大的提高遥 科技创
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袁而
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遥 促进科
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始终是科技体制
改革最鲜明的战略取向袁 是贯穿改
革全过程的一条红线遥 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袁 加速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关
系从野面向尧依靠尧服务冶到野融合尧支

撑尧引领冶的历史性转变遥
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面向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袁 有力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为实现野美丽中
国冶野健康中国冶野平安中国冶 等提供
科技支撑遥 无论是高铁技术的日新
月异尧还是北斗系统的稳扎稳打袁无
论是航空航天技术的一路高歌尧还
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袁 这些
重大科技成果全面融入尧 主动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袁 为我国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遥

着力破解成果转移转化难题袁
创新性地提出科技成果使用权尧处置
权尧收益权野三权改革冶遥 科技成果转
化形成了修订法律尧制定配套政策到
部署具体行动的野三部曲冶袁形成了中
国特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遥
高校尧院所尧企业致力于打造以企业
为主体尧市场为导向尧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袁 构建起企业尧高
等院校尧科研机构尧行业协会等多方

共同参与的机制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
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袁让实验室
里的最新成果走出象牙塔袁让一篇篇
含金量十足的论文不再束之高阁袁并
让科技成果以最高效的方式推动经
济向纵深发展遥

着力打通渠道尧构建环境袁开拓
性地建立了先进的科技创新服务体
系袁培育技术市场袁为科技创新及其
成果转化应用提供有利条件遥 有了
这套科技服务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的保障支撑袁 我国在新技
术开发尧新动能培育尧新业态发展袁
以及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方面事半功
倍遥

面向经济主战场袁 推动科技创
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袁 是对
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遵循
的必然选择袁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袁要
继续探索成果转化和协同创新机
制袁加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袁真正
实现科技引领尧创新驱动遥

科技经济融合
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