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天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获悉，明天上
午，中国第8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将乘坐“雪龙”号
科学考察船从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起航，
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

对北冰洋航行实际情况作评估

此次考察将以“雪龙”号为平台，开展北极航
道综合调查、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水文、海洋化
学、海洋地质、海洋微塑料和海洋垃圾等污染物
调查等考察工作，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北欧海、
北极西北航道和北极高纬度海区等重点海域开
展业务化调查；希望对一般船只夏季在北冰洋航
行的实际情况作出评估，为我国未来更好地认
识、探索、利用北极和北极航道打下基础。考察队
由 96名队员组成，总航程预计为 1.9万余海里，
共83天，计划于10月10日返回上海港。

北极航道主要分东北、中央和西北三条。据
了解，其中，东北航道的试航和商业运行都已比

较成熟，西北航道从北美经过加拿大北极海域，
出白令海到东亚，大大缩短了从国内到北美的航
程。但是北极西北航道的开冰期比较短，不像东
北航道开冰期接近3个月，其海冰情况相对比东
北航道更恶劣。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雪龙”号船
长、中国第8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副领队沈权告诉
记者，西北航道北路从以往的海冰情况看，能通
行的时间非常短，南线能通行的时间长一点，但
是情况比较复杂。因此，这次“雪龙”号穿越北极
西北航道选择走的是中路。西北航道眼下还处于
冰冻期，考察队计划 7月底 8月初那里的海冰融
化后，从东北航道绕过去。

首次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任务

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第8次北
极科学考察队领队、首席科学家徐韧介绍，此次
考察主要有五大亮点：一是我国首次实现的环北
极考察。往年因为没有试航北极西北航道，实际
上都只是对北冰洋的考察。

（下转03版）

日前，上海科技馆主办的“上海科普大讲坛”首次
走进东方艺术中心，在主题为“当李白遇见火星”的讲
座上，两位科学“大咖”观点发生碰撞，激起听众的无
限好奇；而正在东艺演出话剧《李白》的表演艺术家濮
存昕则带来自己的观点。

“红色的火星有蓝色的梦。”欧阳自远院士在讲座
中谈到，红色的火星，在神话中长久以来被误解为战
争、爆裂的代名词；而科学探测则证明，它是一个温顺
甚至濒临死亡的星球。

之前风靡一时的火星人和火星脸，欧阳自远对此
解释说，其实只是因为探测仪器的分辨率不高而导
致，并不能证明火星上有生命人种的存在。但中国科
学家两年前研究了最“新鲜”的一块火星陨石中的碳
颗粒，证明这一碳颗粒是有机物质，这意味着火星很
有可能曾经存在过生命。

欧阳自远在讲坛上分享了人类将火星改造成第
2个栖息地的前景与未来。他说：“火星很多地方与地
球相似，许多科学家认为，地球和火星将成为人类社
会持续发展的姐妹共同体。”

他表示，科学家们已多次召开“改造火星”研讨
会，提出了改造愿景、科学步骤和实施方案：要将火星
再造成一个“地球”，第一步，提高火星表面的温度；第
二步，增加火星大气的浓度，改变大气组分；第三步，
建立火星表面的生态环境；第四步，建立火星农牧业，
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第五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要
建设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相关的工业设施。等这些都具
备了，就可以开始建设人类的生活基础设施，实施火
星旅游或移民了。

江晓原教授则给“火星移民计划”的狂热爱好者们
泼了一盆冷水。他从生命支持系统、航天器的运载能

力，以及最致命的火星大气问题阐述火星移民计划存在的非可行性。
现场，外星人话题同样引发了嘉宾分歧。欧阳自远认为，如果在其他

星球的确存在比人类文明领先的外星人，值得我们去探寻，因为观察他
们，可以了解人类的发展方向。而江晓原持反对意见：“招惹外星人未必是
件好事。大家有否想过他们在地球上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果他们比人类
强大，地球会否被他们控制？”

对于这样的科学“争论”，台下观众大呼过瘾。一位听众表示，科学争
论不是坏事，只会激发人们的探索欲。

64岁的濮存昕时隔 20多年再演话剧《李白》时，想不到居然有人问
他：“李白是不是外星人？”他笑道：“李白没有望远镜，他就喜欢月亮，他也
没见过火星。正因人类对于宇宙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从古到今，人类对于
未知的想象图景才这样绚烂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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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滩滨江实现最快网速全覆盖
部署4个信息亭、3根智能融合杆用于最快WIFI实施

02版

不断优化医疗配置 推进分级诊疗建设
“中山医院-闵行”“龙华医院-闵行”医疗联合体签约

03版

6月起，《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鼓
励高校院所建立面向企业的技术服务网络
和协同创新平台，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
合建立研究开发平台、转化服务机构，支持
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和研究开发平台的建设
与发展，共同推动解决企业需求与技术成
果对接难、转化难、产业化难的问题。如今，
科研院所和高校在成果转化上“各显神
通”，其中，迈科技与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化工院”）的“捆绑”创新模
式成绩喜人。

资源“捆绑”共育企业“婴儿”

2016年11月，迈科技与化工院共建的
合资平台――上海联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成为国内首家大型科研院所采
用市场化机制运作的技术转移机构。半年
来，平台已服务企业近 50家，其中签约 24
项，参与运作技术项目产业化落地10余项。

化工院是一家集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
性化工研究开发、工程应用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是化工行业知名的科研院所，与
迈科技在“坚持科研发展与产业服务相结
合，支持新型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升
级”的理念上保持高度一致。合资平台作为
项目运营方获取横向课题，享有资源整合
力量与利益分配权，通过市场化手段的运
作，激励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帮助化工
院获得增值收益。

在对接成功的项目中，高效节能换热
管项目唤醒了沉睡 2年的技术；并通过迈
科技对接3家意向企业，经过比较竞争，最
终产业化落地。目前，新技术已在企业成功
应用，换热效率提高8—10倍。

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说：“这
是一个典型的科研‘航母’跟提供智力服务
的初创企业的合作，也是《上海市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落实的成功案例。
迈科技充分利用化工院的技术资源与研发
力量，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实现企业的
转型升级。化工院像‘育婴室’，合作企业是

‘婴儿’，而迈科技则是‘奶源’。”

“合伙”盘活双方各自优势

迈科技自 2015年正式成立起，就通过
线上开放式平台对接线下企业实行一站式
技术服务的一体化模式。其业务覆盖103个
城市的4万余家企业，长期致力于服务企业
转型升级和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他们散布
在世界各地，如“毛细血管”渗透进乡镇、企业等离需求最近的地方。

作为一家高度互联网化和市场化的技术对接平台，迈科技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寻求技术需求促进化工院的项目推进与资源整合，实
现了化工院技术与合作企业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了一条技术成果转
移转化的新模式。通过技术“捆绑”，深度介入转化工程，为技术需方
和供方提供全过程的系统服务，包括技术和市场调研评估、市场应用
效果论证、传统行业技术创新服务等。 （下转03版）

上周，顶着 38℃的高温，临港浦江园迎来了一大批上
海生物医药领域的优秀创业企业。这些企业是从 2017年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各个区县比赛中杀出重围的
佼佼者，他们正在这里参加 2017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
海选拔赛。

作为上海最具有原始创新含量、也最有可能在全球竞
争中脱颖而出的高科技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不仅拥有国内
首屈一指的基础科研力量作为产业创新的策源地，更在全
市形成了从实验室到产品的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这使
得如今的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能够迅速吸纳原始创新成果，
在争夺国际前沿领域的竞争中不落下风。

在大赛上，已经算是“传统”的新药研制、医疗设备开
发、基因检测、干细胞等创业项目比比皆是。更令人关注的
是，目前仍然属于新锐前沿的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也已经
成为不少创业企业的主战场。虽然“魏则西事件”一度带来

负面影响，但在创业者眼中，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蓝海。

三爪连接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
上海近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15年的

新公司，它带来的参赛项目名称显得冗长而专业——一种
可治疗B细胞相关肿瘤的含T细胞共刺激信号的三特异性
抗体药物TT19临床前研究。

“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设计了一种抗体，它有 3个爪
子，其中1个爪子可以抓住肿瘤细胞、另外2个爪子可以抓
住T细胞。这样一来，人体免疫细胞T细胞就会被激活，识
别并杀死肿瘤细胞。”近岸生物CTO孙磊说。

一般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只有 2个爪子，分别用来抓
住肿瘤细胞和 T细胞。孙磊介绍说，肿瘤细胞是由于不能
被T细胞精准识别而逃过一劫，“3个爪子就是三特异性，
其好处是能够大大增强T细胞的精准识别能力。”

事实上，TT19更像是肿瘤疫苗。目前，它的主要作用对

象是来源于B细胞的肿瘤，如白血癌、骨髓癌。“我们在抗体
药物上设计了特异性爪子，使得药物作用于特定的肿瘤。”
孙磊表示，今后如果能够通过更换抗体药物上的爪子，来
适应不用种类的肿瘤，就有望打造一个三特异性肿瘤疫苗
平台，现在正在实验室证明这一途径的可行性。据悉，三特
异性技术已经获得了国内专利，并正在申请国际专利。

在国际上，肿瘤疫苗的研究和药物应用近几年才取得了
较大的进展。2010年4月，美国FDA批准了首个以DC为主要
效应细胞的自体细胞免疫治疗药物 sipuleucel-T，其适应症
为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治疗，而
其他绝大多数肿瘤疫苗研究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我认为，上海应该利用现有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医
药产业优势，发挥人才、政策聚集的特色，推动肿瘤免疫治
疗产业的成型。”孙磊说，公司在张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创
新创业氛围，还获得了创新行动计划、上海创新资金等政
策的支持，今后将坚定技术致胜的发展路线。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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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上海，集开放、包容与进取为
一身，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一流创新创业人才
纷至沓来。目前，申城常住外国人逾 17万人，其
中不少是“自带行李”来沪打拼的海外创客。专家
表示，上海之所以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创
客，可能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基础：一是独特的
区位优势；二是完整的产业链、充裕的人才和智

力储备、便利的基础设施、宜居宜业的生活工作
环境，这为提高创业的成功概率提供了可能；三
是有效融合中西的海派思维、海派文化。做事讲
规矩、“基本可以不托关系”的营商环境。下一步，
吸引汇聚国际一流创新创业人才，上海应当把握
机会优势、制度优势和环境优势，进一步在海外
人才引进政策上求突破。

集开放包容进取于一身，常住外国人逾17万人

上海，海外一流创新创业人才的淘金热土

肿瘤免疫成生物医药创业蓝海
—— 2017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选拔赛见闻之一

日常生活中，我们出行、旅游通常都会用到GPS导航定位功能，用
起来很方便。若一座城市关闭GPS，也就没了时间和位置信息，交通将
会混乱，物流无法配送，飞机无法航行……智慧城市也就不再智慧；对
于国土安全、太空权益、海洋战略等国家权益更无从保障。“因此，我们
这支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就是要建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
系统，为祖国的尊严导航。国家利益在哪里，我们的保障就到哪里！”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说。

2009年，我国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工作正式启动，上海微
小卫星工程中心作为卫星系统总体单位，组建了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
队。2015年3月30日，研制团队成功发射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
正式拉开了北斗系统从区域运行向全球拓展实施的大幕。时隔不足1

年，研制团队承担的第2颗卫星——我国第5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于
2016年2月1日成功发射，全面验证了北斗全球系统卫星技术状态。

实现大面积技术创新
首发星研制过程中，研制团队 3年无休，将创新的理念融入到研

制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大胆探索卫星设计思想、管理形式的变革，按
照功能链划分的新方法开展设计。这不仅显著降低了卫星的重量和发

射成本、增强了卫星工作的可靠性，还打破了卫星使用新技术比例不
超过 30%的不成文规定，在这颗卫星上采用新技术的比例达到了
70%，并大量使用国产化器部件，带动了相关领域科研和产业的发展。

“苗条”“优美”是不少卫星专家看到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
之后的评价。相比前 16颗星 3吨的“体重”，848公斤的新星完全当得
起“苗条”之称。这意味着火箭承载同样的重量，以前只能发射 1颗北
斗卫星，而现在可以发送 3颗卫星上天。林宝军总是对团队成员说：

“要用做艺术品一般的追求，去研制卫星。” （下转03版）

为了千家万户能用上自己的北斗为了千家万户能用上自己的北斗
—— 记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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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耿挺

近日，民革上海市科技系统支部委员会与民盟上海市科技系统委员会联合组织党
派成员到上海石墨烯功能型平台和常州江南石墨烯研究院考察调研，了解石墨烯新材
料行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图为考察组在上海石墨烯功能型平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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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 1日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
下简称《中医药法》）正式实
施。这部历经33年讨论才最
终获得通过的法案，意味着中医
药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在来临。

中医药源远流长，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从哲学意义上
讲，中医药强调人和自然的和
谐，强调辨证论治，这些理念至
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从实践意
义上讲，中医与西医比较也有自
身的优势，如追求机体平衡、重
在身体调节、讲究复方治疗等。
但长期来，中医药不断被边缘化
的同时，国内外一些舆论对中医
药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中医药的振兴，需要中医药
业界的共同努力。如中医的疗

效，需要新的临床证据，也
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
这就有待相关科研人员的
不断努力。中医药的振兴，

还需要法制的有力保障。为此，
有许多专家为中医药立法而奔
走呼号。《中医药法》的正式实
施，圆了几代中医药人的夙愿。

《中医药法》的正式实施，把
中医药的发展纳入了法治的轨
道；同时，强调保护和规范并重，
强调中医从业者的自律，强调政
府的监管。《中医药法》规定，经
典名方的采用可以实施备案制，
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就可减去临
床评价的环节，这可以说是为中
医药发展开了绿色通道。

中医药发展的黄金时期正
在来临，让我们热情期待。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期待中医药发展的黄金时期
□柯文

科 海
观 澜

本报记者 王毅俊

本报记者 戴丽昕

多项科学前沿研究有望推进多项科学前沿研究有望推进
我国首次环北极考察将强化北冰洋酸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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