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02年上海市委、市政府
启动黄浦江两岸地区开放，历经
十多年发展，黄浦江两岸正从工
业、仓储、码头等生产性区域逐步
转变为以公共空间为主的市民江
岸。根据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上海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
城市，以及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
人文之城、生态之城，黄浦江两岸
的小陆家嘴、外滩、前滩、徐汇滨
江、北外滩、杨浦滨江等地区将成
为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
区。根据黄浦江两岸地区发展“十
三五”规划，浦江两岸的发展目标
是要成为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经
济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四个中
心”建设功能的集聚区、优秀文化
的荟萃区和生态文明的示范区，
成为示范引领整个城市发展，实
现生活、生产、生态空间高度统一
的世界一流滨水区域和城市的文

化集聚轴、生态景观轴、运动休闲
轴、产业发展轴。据悉，到 2017年
底，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到徐
浦大桥共 45 公里公共空间将基
本实现贯通开放。

园桥将成为上海东岸景观标志

记者日前从景观、水利、桥梁
专业团队均参与了本次滨江贯通
工程总体设计建设任务的上海市
政总院获悉，此次贯通工程中，西
岸滨水贯通工程总计 24公里，市
政总院参与了杨浦区、黄浦区、徐
汇区合计21.8公里的滨水岸线改
造，占总岸线长度的 90%。其中，
景观专业工作主要集中于黄浦
区段，规划了黄浦区 8.3 公里岸
线的贯通布局，深化了其中南外
滩段 2.2 公里的岸线实施，并设
计了杨浦区 4.5公里岸线的整体
绿化方案。

（下转03版）

在人脑禁区擎起一盏生命探照灯在人脑禁区擎起一盏生命探照灯
—— 记上海青年科技英才、复旦大学药学院李聪教授

2017年2月17日，上海大学迎来有史以来单项技术转
让金额最高且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世界500强企业——新
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1800
万元人民币获得了上大材料学院钟云波教授团队研发的

“高强高导铜合金制备技术”有关专利所有权；同时与上大
联合成立了“高性能铜合金开发及应用”联合实验室，前3
年出资不低于600万元。

这笔价值 2400万元的科技成果合同背后，既有科研
人员10多年潜心科技创新的心血和科技企业慧眼识珠的
智慧，更离不开上大技术转移中心在其中发挥的牵线搭桥
与沟通梳理作用，以及上大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体制上
的突破。实践证明，“纸变钱”的道路，虽然艰险，却并非不
可贯通。

攻关第三代高铁接触线

接触线是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网中直接影响运行安全
的最关键装备之一，接触线的材料必须具备高导电性、快
速散热，以及高抗拉强度的特性。国内普遍采用铜镁合金
接触线，且其中不少还是从德国和日本等地进口。

与铜镁合金相比，铜铬锆合金不仅兼备高强度和高导
电性的特征，还具有更高的散热性，能够显著降低电力消
耗——每万公里可节约电力约3亿度。然而，由于铬、锆元
素的物理化学属性，以及合金的物化特征，使得铜铬锆合
金的熔炼和成型难度极高，一直被看作是铜合金加工领域
的世界级难题。国际上最先进的非真空熔炼连铸技术只掌
握在日本等极少数公司手里，且基本都表示不合作、不转
让、不外销。

钟云波领导的研究团队，10多年前就专注于铜铬锆
合金材料及制备工艺领域。在国家 863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市科委重点攻关项目等科研资金的支持
下，钟云波团队创新运用有色合金冶炼与加工、钢铁精炼
与连铸、电磁冶金及材料电磁加工领域的交叉科学知识，
先后开发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非真空熔炼连铸技术、成
分稳定控制技术、合金熔体洁净化技术等，获授权发明专
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近20项。

通过这一连串技术突破，钟云波团队在实验室里制备
出表面光滑、内部致密无裂纹、成分均匀的全等轴铜铬锆

棒线材，在尺寸上甚至超过现有铜镁、铜锡合金接触线母
材。棒线材经过变形强化和时效处理后获得的铜铬锆合金
线材，其导电性和抗拉强度都要显著优于日本同类产品性
能指标。

缩小科企之间理念差距

如同那些耳熟能详的“打破国际垄断”“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的科技成果一样，钟云波团队已经走出了从无到有
的第一步：高性能材料做出来了、专利授权了、论文也发表
了，接下来，是不是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让企业拿技术去生
产了呢？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钟云波团队在研发铜铬
锆合金制备技术之初，就瞄准了产业化的最终目标。他们
主动与企业交流，探寻技术变成生产线的可能性。行业内
的不少企业当然明白该技术的先进程度，也了解中国高铁
市场的巨大潜力。然而，当科研人员询问企业究竟肯花费
多少真金白银为技术“埋单”时，得到的报价却只有区区几
十万元，高一点的也就几百万元。这让科研人员难以接受，
也感到不可思议：难道高校的科研成果如此不值钱吗？但
企业的理由也很充分：这技术在实验室里的确不错，但是
能不能适应大规模生产呢？

“出现这样的分歧很正常。”上大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施
利毅教授说。高校与企业是不同的社会组织，两者功能构
架、运作模式、评判标准不一样，这使得两者在看待同一个
科技成果时，难免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如何让两个语境
下的高校与企业能用一种声音对话？这就需要一个平台进
行对接，让两者在不断改变各自的理念、调整自身定位和
需求的过程中，逐渐靠拢，找到共同语言。上大技术转移中
心就是充当了这样一个平台。

中心于2013年开始筹建，以科技服务、产学研合作、实
施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是学校成果转化工作的职能部门。
中心有关人员与钟云波团队保持密切接触，共同谋划铜铬
锆合金成果的产业化之路，并由一个专门的项目经理跟踪
项目进展，对技术的创新点进行细致分析，对成果的价值进
行评估。中心在向企业推介的同时，及时将企业的需求反馈
给科研团队，以进行技术优化。每隔一两个月，中心还会举
行专门的碰头会，对项目进行讨论。“为了铜铬锆合金这一
项目，我们开了不下10次碰头会。”施利毅笑言。

频繁的沟通，就是为了缩小科研团队与企业的理念差
距。对于科研团队，中心的做法是让高校老师认识到发明
与转化的不同需求，并建议老师组建与研发团队不同的科
技成果转化团队。“研发团队的项目负责人要技术创新，转
化团队的负责人则要思想创新。

（下转03版）

用“ 共 同 语 言 ”思 维

一个技术转让项目的价格从几十万元飙升至
2400万元，读上海大学单项技术转让金额最大项目的
背后故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其中，用“共同语言”思
维，就十分耐人寻味。

对一项高精尖的科研成果，有企业最初的报价仅几
十万元。“难道高校的科研成果如此不值钱吗？”“这技术
在实验室里的确不错，但是能不能适应大规模生产呢？”
两个问号，前一个来自高校，后一个来自企业，反映了对
高校科研成果的不同价值判断；而不同价值判断的产生，
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校与企业之间缺少“共同语言”。

如何让高校与企业拥有“共同语言”？上大的实践探

索是创建技术转移中心平台，让高校与企业到同一个
平台上来对话、沟通，在对话、沟通的基础上激发“共
同语言”，在“共同语言”的前提下进行有效对接。

当然，要让高校与企业拥有“共同语言”，绝非一
日之功。上大技术转移中心委派专门的项目经理跟踪项
目进展，在向企业推介的同时，及时将企业的需求反馈给
科研团队。就这样，在经历了长达3年的磨合之后，高校与
企业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如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
中的一个大课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上大的探索实践
富有示范意义。

□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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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丽昕）市科技系
统纪念建党 96周年主题报告会前天
下午举行，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并讲
话。他强调，科技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
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科技
创新主力军作用，把全系统的力量和
智慧汇聚到科创中心建设上来，把中
央和市委对科创中心建设的要求部署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体现为实实在
在的成效。

尹弘指出，深入学习贯彻市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重点要深刻把握党代
会主题、过去 5年的成就、今后 5年的
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未来 5年，我们
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上海的要求，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
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
气，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建设。

尹弘强调，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中央战略决策的
要求，是上海城市发展到现阶段的必
然选择。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充分发挥上海的基础优势，在完
善顶层设计、健全推进机制，狠抓体制
机制创新突破，集聚用好各类人才，推
进重大科技前瞻布局，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可
喜的进展。下一步，要牢牢抓住张江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着力推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人才政策创新突
破，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科技系统
要紧紧围绕科技前瞻布局、吸引集聚
人才、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进一
步发挥科创中心建设主力军作用。

在互动交流环节，尹弘回答了与会人员关于张江科学城规划、科创人
才政策落地、科创文化氛围营造、青年科技人才创业等问题。会前，尹弘与
部分中青年科学家代表座谈，听取大家对科创中心建设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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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
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座，就新一轮世界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发展态势进
行专题学习。李克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面对渗透各方、扑面而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浪潮，我们必须站高、看远、想深、谋实，增强紧迫
感，以积极作为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开创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未来。抢抓机遇，必须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主攻方向，努力追赶
或站上世界科技前沿。面向人工智能、量子科学、
基因编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在突破
核心技术、拿出原创性成果上下功夫，在更多领
域实现由“跟跑”变为“并跑”，有的甚至可争取

“领跑”。

李克强要求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主动作为追求新知

避免在科技革命中落伍成为科盲

转让价格何以从几十万升到2400万
—— 上海大学单项技术转让金额最大项目的背后故事

尹
弘
：
充
分
发
挥
科
创
主
力
军
作
用

科
技
系
统
纪
念
建
党96

周
年
主
题
报
告
会
举
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0008
邮发代号：3—29

总第3840期 今日八版
网络版网址：http://www.duob.cn/

2017年6月 日日 星期三28

医疗实践证明，很多疾病与大脑病变有关，比如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症、脑卒中、各种脑部肿瘤等。但由于医学影像学科学领域的
发展滞后，我们几乎很难在这些疾病发病早期能够提前探知；而我们

在治疗这些疾病时，因为血脑屏障的阻碍，疗效往往令人失望。
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李聪正在这个领域孜孜探寻，并不断取得

突破。他的科研团队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研究团队合作，今年年
初在材料学顶尖杂志《先进材料》发表了一项用于脑肿瘤手术导航的
新型探针，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这种新型探针如同一盏生命的
探照灯，可以让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清晰地看到脑部肿瘤边缘，辅助
医生精准地切除肿瘤而避免伤害临近的正常脑组织。李聪也因此获
得了本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称号。

“孩子在花季陨落让我很痛心”

在武汉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的李聪，2004年在香港大学获
博士学位。2005起，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放射科学系分
子影像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2009年，他来到了复旦大学药学院。

“当时选择研究方向时，我本能地选择了中枢神经系统分子影像
研究领域。中国正在迈向老龄化社会，心脑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高发
病。”李聪告诉记者，“但近年来，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过大，年轻人得
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也开始上升。也可能是电子产品使用过多、神经
系统还未发育完全的缘故，6—16岁的儿童得恶性肿瘤脑部胶质瘤的
比例近年来不断攀升，发病率已经超过了白血病，很多孩子在花季陨
落，这让我很痛心！”

（下转03版）
通向科技创新中心·科技人物

本报记者 吴苡婷

在过去近 4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每一种生物
的演化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基因支配着生命的基本
构造，记载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
通过基因，人们可以了解到人类过去的历史与生物进
化的法则。上周末，中科院院士、进化遗传学家金力做
客上海科普大讲坛，告诉你“我从哪里来”。

“将遗传学应用于人类历史研究，追根溯源，我们
得到了超乎想象的答案：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相同
的起源，在漫长的历史中各自迁徙分化，又欣然相遇、
互容。在座各位的关系其实很近。”金力表示，关于人
类起源的问题，科学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非洲
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前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
洲。“多地区起源说”顾名思义，认为人类起源于世界
上多个地区，包括非洲、欧洲、亚洲。这些地区的直立
人都连续进化，并相互杂交，产生了现在的各个人种。

金力表示，“非洲起源说”目前占据上风，因为分子
遗传学研究表明，如今世界上各个人种、各个民族的基
因都可以追溯到起源于非洲的现代人。他解释说，生物
体的基因突变是常态，会不断发生；而且突变速率基本
恒定，所以能通过突变数计算分化时间。根据这一理
论，美国科学家检测了全球各地200人的母系遗传物
质——线粒体DNA，结果发现，他们在基因上分化的
时间是14.3万年前。这与非洲起源说吻合，因为14.3万
年前，正处于现代人在非洲生活的时期。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金力说：“有人
会说，金院士你这个问题问的不严谨，应该是问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我
可以告诉你当然是先有蛋，不过这个蛋不是鸡蛋，而是指具有卵壳、卵膜、
卵黄等结构的脊椎动物所产的卵。”

他认为，根据进化遗传学理论，应该是先有蛋，然后有鸡，再有鸡蛋。
金力解释说，基因突变可分为两种：生殖细胞突变和体细胞突变，前者可
遗传，后者不可遗传。从生物进化史的视角推断：鸡的一个祖先某天生出
了一枚蛋，这枚蛋发生了可遗传的生殖细胞突变，孵化出的不再是鸡的祖
先，而是鸡。“所以是先有蛋，后有鸡。”

是
先
有
鸡
还
是
先
有
鸡
蛋
？

专
家
：
都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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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先
有
蛋

本报记者 王毅俊

普陀区“携手同心，万里同行”反邪教巡展暨墨韵飘香书法笔会展示活动日前在万
里街道社区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万里街道办事处、普陀区书法家协会、普陀区反
邪教协会共同举办。普陀区 10个街镇的反邪教工作者、志愿者和社区群众参加了活
动。活动中，多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了20余幅书法作品。这种将优秀传统文化
与反邪教宣传相结合的形式，引来观众的称赞。 杨浦东/文 王湧/图

未来 5 年，我们要

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要

求，始终保持锐意创新

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

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不

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建设。

本报记者 耿挺

本报记者 陈怡

浦江两岸45公里公共空间年底贯通
成为生活生产生态高度统一的世界一流滨水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