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左丹

700公斤， 800公斤， 900公
斤……自1996年以来，由袁隆平院
士领衔的科研团队，一次又一次创
造了水稻大面积亩产的世界纪录。

你可知道，超级稻研究最先是
由日本人提出的。 1981年，日本率
先启动水稻超高产育种。 紧接着，
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启动“超
级稻”育种计划，但都因指标高、难
度大和受技术路线限制， 进展不
大。 超级稻，由此成为了国内外农
业专家们梦寐以求、力图攻克的世
界难题。

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
启动， 其中杂交稻的产量指标是：
第一期 (1996-2000年 )700公斤/
亩；第二期(2001-2005年)800公斤
/亩。

这一年，袁隆平66岁。 此时，他
已是荣誉等身， 被国际同行誉为

“杂交水稻之父”，获得了国家特等
发明奖和多项国际大奖。

这就是“杂交水稻之父”的肺
腑之言———

“有些人功成名就之后，就保
住那个荣誉， 如果再往前走啊，就
生怕失败； 或者说功成名就了，年
纪也大了，用不着再去拼命了。 对

我来说，我没有那样的思想。 我始
终不满足，不断追求，希望水稻产
量进一步提高。 因为从技术上讲，
水稻产量潜力还很大，还可以大幅
度提高其产量，应该说这是我面前
的科学技术高峰吧。 就像奥林匹克
运动体育竞技不断突破世界纪录
一样，攀登科技高峰对科技工作者
有着永远的诱惑力， 不断超越，包
括超越自己。 ”

“同时，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
者的责任。 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
需求还在增长， 国家需要粮食，世
界需要粮食。 ”

2000年，历经5年艰苦攻关，超
级杂交稻第一期攻关目标大面积
亩产700公斤如期实现，2004年第
二期攻关目标大面积亩产800公斤
实现，2012年第三期攻关目标大面
积亩产900公斤实现！

袁隆平， 这位中国农业科学
家， 再次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和尊
敬。

今年8月15日， 是袁隆平院士
农历生日。 当天，这位83岁的农业
科学家，兴奋地对外界宣布：“第四
期超级稻攻关目前进展顺利，实现
第四期目标即大面积亩产1000公
斤。 如果成功的话，又是一个世界
级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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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 长沙能一跃成为全
国的“工程机械之都”，就是企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空前激发和
释放。 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
能、 铁建重工等创新型企业快速成
长，它们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搭
建了一系列产学研相结合创新平
台，各类创新成果喜讯不断，在每年
度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 这4家
企业多为领奖主角。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三一集团
就制定了“一高双核”的创新战略目
标：即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核心部件
自主研制， 打造高品质的产品。
1999年三一成功研制出37米臂架
泵车后， 相继取得48米、56米、66
米、72米、86米的研发突破，一直保
持着国际同行最高纪录。 三一集
团科技带头人易小刚带来一班人
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混凝土泵车
超长臂架技术与应用”， 获得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到目
前为止， 三一集团专利申请累计已
达4140余件， 授权总数累计2457
件， 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中排名第
一。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既
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也是我国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一方
面，政府对企业的重大科研课题，进
行专项资金引导。另一方面，通过对
高科技企业减免税费等办法， 大力
鼓励企业自主投入。 近年来， 我省
和长株潭相继推出一系列新举措，
突出了科技奖励重点奖励自主创
新的政策导向， 引导创新要素向企

业聚集、 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创
新平台。

在省科技厅成果处， 记者了解
到，近3年，我省共新增各类科技成
果2585项。登记的科技成果中，来源
于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的成果平均占
52.8% ， 应 用 技 术 成 果 平 均 占
94.03%，基础理论成果和软科学成
果占5.97%。 企业真正成为了科技
成果产出主体， 企业科技成果平均
占 52.01% ， 高 等 学 校 平 均 占
24.51%。 而长株潭地区产出科技成
果平均占76.68%。

省奖励办主任谭立刚告诉记
者，企业创新，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知
识产权这个“命根子”。近年来，全省
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都申请了很多
专利， 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大
大增强。他举例说，日本丰田汽车发
动机技术，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后，20
年内别人仿造都是侵权。

在今年7月19日举行的“自主创
新长株潭现象”座谈会上，来自南车
株机的冯江华、湘潭电机的王林、中
联重科的付玲、 三一重工的周翔等
企业科研一线的技术专家呼吁，要
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主体
地位，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科技
投入、研发组织的主体；支持企业独
立或联合高校院所建立工程中心、
重点实验室， 为技术研发和创新提
供服务。 任何一家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 就要高
度重视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更新换代自主研发的产品，只
有这样，企业才有发展后劲，才能永
葆生机和活力。

本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刘祖铭

重大创新成果是反映一个国
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 近
年来，在长株潭地区接连诞生了一
批世界级成果，让全球的目光一次
次聚焦这里。 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是
什么? 提高创新能力的着力点在哪
里？ 8月16日，省科协主席黄伯云
院士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们从事科研工作，最重要
的不是获得一个什么奖，而是要把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满足国家
的重大需求，服务于社会经济。 这
就是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是强大的
创新动力。 ”黄伯云说，面向国家战
略需求集中力量开展攻关，这就要
求我们科技工作者积极投入。 欧洲

“空客”通过集中跨国的科技力量，
实现了与美国“波音”的并驾齐驱。
上世纪冷战时期，美国实施的“阿
波罗登月计划”， 极大推进了空间
技术的进步，催生了一批航空航天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执掌中南大学十载的黄伯
云院士，对高校的重大作用有着特
别的认识。 他说：“国家的需求是我
们始终不能忘记的使命。 国家的重
大问题不去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
不去满足，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就
失去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没有承
担起国家赋予大学的责任。 ”

黄伯云领衔攻关的“高性能炭
/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解
决了国家急需的高性能航空制动
用材，为我国航空航天战略安全提
供了保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
著。该项目因此获得2004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一等奖，当时该奖项已空
缺了6年。

“研究炭/炭航空制动材料，就
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国家的一个重大
需求：我们有很多飞机，但是我们自
己拿不出刹车材料来，都必须进口，
受制于人。 在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
候，很多同志认为不应该选择，因为
它的难度很大，但是我们决定要做，
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我们必须要

攻下这个难题。 所以，我们在最难的
时候，硬是咬咬牙顶住了，历经20年
才有最后的成功。 目前，我们正在建
设一个航空工业园， 这是一个具有
世界一流水平的航空机轮与刹车系
统世界制造基地。 这就是我们做的
科学研究，要满足国家的需要，造福
人民大众，服务于新兴产业。 ”黄伯
云说。

如何提高创新能力？ 黄伯云说
出了他的思考。“核心技术是技术
含量最高的，也是国家最难得到却
又最需要的。 核心技术用钱买不
来， 有的甚至连样品都不让看，只
能靠自己创新。 如果科技人员都绕
开走，国家就会处于被动。 现在，我
们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做大’了，但
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做强’。 我国科
技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到２０２０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使我国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要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是
我们自主创新最要给力的地方。 ”

“好成果一定是能用的成果。 科
技工作者还要付出更辛勤的努力，把
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黄伯
云提出，高校还应积极探索和实践科
技与经济结合，不断提升高校创新能
力，不断推动产学研结合，让更多的
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大众。

面向国计民生
———“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成因探秘·成果篇

视点

本报记者 赵成新

重大成果提升发展实力，改善百姓生活，焕发创造活力。 近5年来，全省共取得各类科技成果4634项，115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获国家奖励数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5位。 其中7成以上成果出自长株潭地区。

盘点科技成果，探寻高水平成果产出的脉络和规律，我们不能不惊叹长株潭地区科技创新在全国自主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分量。

故事

超级稻3次刷新世界纪录

专访

以满足国家需求为己任
———访省科协主席黄伯云院士

8月中旬，记者在省科技厅采访，
听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这几年我
省的槟榔产业发展很快，几个槟榔企
业的老板就找到科技厅的领导，想将
槟榔产业申报为科技进步奖，以争取
国家支持。 当然， 给予他们的回答是
否定的。 这个领导说， 并不是所有形
成产业、有效益的项目，就可以申报科
技进步奖。获得科技成果奖励的项目，
要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项目要有自主
知识产权，要面向国家需求和民生需
要；二是运用这一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方法，形成产业化开发，带来规模效
益。 槟榔产业，缺乏创新，也谈不上自
主知识产权，就是有产业规模，也难登
科技创新的大雅之堂。

而我省的“天河一号”、“天河二
号”超级计算机，大面积亩产900公斤
以上的超级杂交稻，国内首台激光烧
结3D打印机，世界最长臂架混凝土泵
车，世界最大功率的六轴电力机车等
等，这些都是我省“耀人眼”的世界级
自主创新成果，都是面向国计民生，这
些成果也都是从长株潭地区研发出
来并走向世界的。

长株潭地区之所以能够涌现这
么多世界级的自主创新成果，就是有
一批高层次科研团队，他们站在科技
兴国、科技强国的高度，面向国家的战
略需求和民生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
原始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勇攀科
技高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科研成
果。

粮食，是国家的战略物资，事关国
计民生。 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袁隆
平院士可谓毕生乐此不疲潜心研究，
他带领他的团队，从发明杂交水稻，到
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技术，先后实现了
一期又一期的攻关目标！

中国高铁机车牵引系统，是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1月25日发表的
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及两项中国高科技
产品中的一项， 该技术能如此引以为
傲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就是得益于
我们不断坚持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

为了打破少数跨国公司对铁路核
心技术的垄断， 中国南车株洲所以科
技报国为己任，累计投入30多亿元的
资金，耗费了三代科技专家的心血，特
别是以刘友梅和丁荣军领衔的科技团
队，薪火相传，接力创新，建立适合国
情的大功率牵引传动系统技术模式，
创建了技术和产品平台并形成了产
业。

奥巴马提及另一项中国高科技产
品， 就是为众人所熟知的世界上最快
的“天河一号”巨型计算机。也许，他要
再次感叹了。 今年6月中旬，由国防科
大研制的“天河二号” 超级计算机系
统，以峰值计算速度每秒5.49亿亿次、
持续计算速度每秒3.39亿亿次双精度
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 成为全球最快
超级计算机。 继“天河一号”曾以每秒
4.7千万亿次的峰值速度，再次刷新了
世界纪录。

翻看我省近5年长株潭地区荣获
国家科技奖励情况目录， 记者不难发
现， 获奖项目除了重大国家战略需求
外，就是涉及粮油、生猪、蔬菜、环保、
医药等民生领域的项目。对此，国防科
大科研部唐乾刚、 省化工研究院龚小
波、 中南大学科研部吴厚平等专家认
为， 任何一项科技成果都要以市场为
导向，坚持自主创新，必须经过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工业化试验，到批量化
生产、 产业化开发这一科技链的发展
和运用。科学技术上的拿来主义，不是
自主创新，也不能打破国外的垄断。把
自主创新上升到国家层面和民生领
域，科技成果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规律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民生
需要，始终不渝坚持原始创新

专家观点：拿来主义，不是自主创新，把创新上升到国家
层面，科技成果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规律二：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搭建研发平台促进成果转化

专家观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越注重自主创新
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后劲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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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华署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 正在进行3D打印。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黄伯云院士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短评
创新需要坚守

创新不能急功近利，需要长时间的坚守，有时需要几代人百
折不挠的执着奋斗。

坚守，是一种马拉松式的赛跑。 任何一项科技创新成果，尤
其是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成果，研发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需要锲
而不舍的精神、 心无旁骛的斗志， 精彩往往在跑道的最后一公
里。 科研专家为了一个项目，或十年磨一剑，或毕生为之奋斗，有
的还一代接着一代干，坚守坚持，接力创新。 袁隆平院士毕生的
精力就是从事杂交水稻的高产研究， 中国南车株洲所耗费了三
代科技专家的心血，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达到了科
技的巅峰。

坚守，需要一种情怀，需要一种造福国家、造福人类的情怀。
当科研人员、技术团队把关切的目光投向百姓，投向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大民生问题，他们就会获得一种不息的科学生命，一种
不竭的精神动力，一种不止的奋斗追求。 袁隆平院士从安江农校
那块小试验田出发，怀揣着让人类摆脱饥饿威胁的梦想，艰难跋
涉，勇往向前。 黄伯云、刘友梅、丁荣军、廖湘科及其团队以打破
国外的技术垄断和攀登新的科学高峰为己任，知难而行，不断研
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为国家和民族赢得尊严和荣
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就是坚守的魅力。

赵成新

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稻果实累累，丰收在望。（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4月9日，海南省三亚市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南繁基地，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右)和袁隆平院士(左)在试验
田里察看超级杂交稻生长情况。（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