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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创新
见证科研成果井喷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
建军说，2017年中国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
术创新成果呈“爆发趋势”。

2017年，中国科学家拿出了一个个世
界级成果：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
计算机原型在中国诞生， 未来量子计算将打
上“中国智造”标签，为超越传统计算能力奠
定基础。

“复兴号”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
在京沪之间， 跑赢了日本新干线、 法国
TGV，中国成为全球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
快的国家。

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飞，打破了波音
和空客公司对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垄断格
局，中国民航插上飞向更远的“翅膀”。

美国《科学》杂志3月在封面报告，中
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成功合成4条人工
设计的酿酒酵母染色体，完成酿酒酵母染
色体合成的四分之一工作。

上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中国仅承担了1%的
测序。20多年间， 中国科学家对生命密码从

“读”转为“写”，继美国后全球第二个具备了
真核基因组设计与构建能力，其速度令世界
惊叹。

这一年，中国埃博拉疫苗获批准，可燃冰
开采，“海水稻”最高亩产量达620.95公斤……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有助于人类应对灾难性疾病、 探索未来能源
和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等世界性难题。

过去5年，中国将科研创新放在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厚积薄发的中国正逐渐成为
全球创新的一个引领者。梅建军认为，这种
爆发的趋势， 跟中国政府对科技的鼓励政
策、 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互联网创新的活
跃、 年青一代科研人员迅速成长以及与国
际科技界紧密合作息息相关。

持续投入
奏响新时代创新曲

世界科技版图上中国力量崛起， 离不
开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持续投入， 对基础研

究、人才资源以及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
著名生物学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

身讲席教授颜宁告诉新华社记者， 中国科
研近年来快速发展， 其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是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和优秀的人才支撑。

中国科研投入平均每年以两位数增
长， 超过经济增速。2016年中国研发支出
达1.5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

“神威·太湖之光”连续“霸榜”全球超级
计算机500强，202台的上榜总数， 使中国成
为拥有高性能超算最多的国家。 这背后是中
国投入的超算研发经费占了全球20%。

中国政府还出台系列政策吸引海外学
子回国创新创业， 很多归国科学家已成为
相关领域领军人才， 并带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团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世
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专利申
请总量已为全球第一，增量
占全球总增量的98%。

“中国的科研创新已开始
进入收获期，” 牛津大学技术
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
晓岚对记者说：“在过去5年尤

其近两三年，科研创新是中国发展的亮点，长
期的研发投入和高端人才引进开始显现成
果。”

中国贡献
助力前沿领域探索

“蛟龙”深潜马里亚纳海沟，“悟空”翱翔太
空捕捉暗物质踪影，2017年中国科研人员为探
索科学的最前沿未知领域也做出新贡献。

2015年科学家首次探测到引力波，开
启了天文发现的又一个新时代。 今年10
月，多国科学家宣布，人类首次“看到”了双
中子星引力波事件。 这个开创性的重大发
现，中国团队贡献了重要力量。

引力波事件发生时，全世界仅有4台X
射线和伽马射线望远镜成功监测到爆发天
区，中国的“慧眼”望远镜是其中之一；中国
架设在昆仑站的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
也与全球约70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一道，
在预期坐标内“看到”了引力波。

此外，位于贵州的世界最大、最灵敏的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首次发现脉
冲星，实现中国科研又一个零的突破。欧洲
航天局局长韦尔纳说：“中国空间科学项目
处在科学发现的最前沿。”

12月18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其评
选的2017年全球十大科学人物，中国“墨
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
伟入选。该杂志说，潘建伟帮助中国走在了
长距离超安全量子通信的最前沿。

这一年，“墨子号” 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
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中国和奥地利科学家完
成了史上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视频通话。
国际量子物理学泰斗、 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安
东·蔡林格评价说，中国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
的成就“定会让爱因斯坦感到惊讶”。

美国《福布斯》杂志指出，过去西方研发
前沿技术时中国只是旁观者，然而在人工智能
等当前最热门的科技创新领域，正发生根本转
变。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不再是简单地追
赶，而是在某些方面正发挥引领作用。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基思·伯尼特
说：“许多最具创新性的项目都依赖与中国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从实验室到生产
车间，与中国的合作让我们大开眼界。”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 � � � 8月10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用1年时间提前实现了既定2年完成的科学
目标， 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
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

图为在乌鲁木齐南山观测站，“墨子号” 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过境，科研人员在做实验（合成照片，6月
15日摄）。

� � � �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原型诞生，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列车服役，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
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诸多领域的世界级科研成果涌现……2017年，中国亮出的科研创新成绩单让世界瞩目，新
时代的创新曲正在奏响———

� � � �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科学”号科考船投入应用为代表，我国
快速挺入“国际深海俱乐部”。一批批海洋科考的“神工
巧匠”前赴后继、齐心勠力，驾驭着各式国产“神器”，将
一幕幕深海“神奇”呈现在世人面前。

图为“科学”号在南海执行科考任务（7月27日
摄）。

中国成就闪亮科研“世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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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多国科学家宣布，人类首次“看到”了双
中子星引力波事件。 这个开创性的重大发
现，中国团队贡献了重要力量。

引力波事件发生时，全世界仅有4台X
射线和伽马射线望远镜成功监测到爆发天
区，中国的“慧眼”望远镜是其中之一；中国
架设在昆仑站的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
也与全球约70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一道，
在预期坐标内“看到”了引力波。

此外，位于贵州的世界最大、最灵敏的
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首次发现脉
冲星，实现中国科研又一个零的突破。欧洲
航天局局长韦尔纳说：“中国空间科学项目
处在科学发现的最前沿。”

12月18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其评
选的2017年全球十大科学人物，中国“墨
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
伟入选。该杂志说，潘建伟帮助中国走在了
长距离超安全量子通信的最前沿。

这一年，“墨子号” 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
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中国和奥地利科学家完
成了史上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视频通话。
国际量子物理学泰斗、 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安
东·蔡林格评价说，中国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
的成就“定会让爱因斯坦感到惊讶”。

美国《福布斯》杂志指出，过去西方研发
前沿技术时中国只是旁观者，然而在人工智能
等当前最热门的科技创新领域，正发生根本转
变。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不再是简单地追
赶，而是在某些方面正发挥引领作用。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基思·伯尼特
说：“许多最具创新性的项目都依赖与中国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从实验室到生产
车间，与中国的合作让我们大开眼界。”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重视创新
见证科研成果井喷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
建军说，2017年中国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
术创新成果呈“爆发趋势”。

2017年，中国科学家拿出了一个个世
界级成果：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
计算机原型在中国诞生， 未来量子计算将打
上“中国智造”标签，为超越传统计算能力奠
定基础。

“复兴号”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
在京沪之间， 跑赢了日本新干线、 法国
TGV，中国成为全球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
快的国家。

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飞，打破了波音
和空客公司对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垄断格
局，中国民航插上飞向更远的“翅膀”。

美国《科学》杂志3月在封面报告，中
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质成功合成4条人工
设计的酿酒酵母染色体，完成酿酒酵母染
色体合成的四分之一工作。

上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中国仅承担了1%的
测序。20多年间， 中国科学家对生命密码从

“读”转为“写”，继美国后全球第二个具备了
真核基因组设计与构建能力，其速度令世界
惊叹。

这一年，中国埃博拉疫苗获批准，可燃冰
开采，“海水稻”最高亩产量达620.95公斤……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有助于人类应对灾难性疾病、 探索未来能源
和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等世界性难题。

过去5年，中国将科研创新放在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厚积薄发的中国正逐渐成为
全球创新的一个引领者。梅建军认为，这种
爆发的趋势， 跟中国政府对科技的鼓励政
策、 对民营经济的支持、 互联网创新的活
跃、 年青一代科研人员迅速成长以及与国
际科技界紧密合作息息相关。

持续投入
奏响新时代创新曲

世界科技版图上中国力量崛起， 离不
开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持续投入， 对基础研

究、人才资源以及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
著名生物学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

身讲席教授颜宁告诉新华社记者， 中国科
研近年来快速发展， 其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是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和优秀的人才支撑。

中国科研投入平均每年以两位数增
长， 超过经济增速。2016年中国研发支出
达1.5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

“神威·太湖之光”连续“霸榜”全球超级
计算机500强，202台的上榜总数， 使中国成
为拥有高性能超算最多的国家。 这背后是中
国投入的超算研发经费占了全球20%。

中国政府还出台系列政策吸引海外学
子回国创新创业， 很多归国科学家已成为
相关领域领军人才， 并带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团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世
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专利申
请总量已为全球第一，增量
占全球总增量的98%。

“中国的科研创新已开始
进入收获期，” 牛津大学技术
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
晓岚对记者说：“在过去5年尤

其近两三年，科研创新是中国发展的亮点，长
期的研发投入和高端人才引进开始显现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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