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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英三国古生物学者在 1 亿
年前的白垩纪缅甸琥珀中，发现了迄
今最早的动物精子，将相关化石纪录
时间提前了约5000万年。

动物最早的精子什么样？看起来
小不点的家伙，为何拥有巨型精子？发
现精子化石有什么意义？

日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一场特殊的发布会，揭开了1亿
年前介形虫有性生殖行为的奥秘。《科
技周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

(以下Q为《科技周刊》记者，A为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贺
博士）

Q：什么是介形虫，化石是如何发
现的？

A：介形虫是一种具有双瓣壳的水生
微型甲壳类动物，大小通常1毫米左右。

2017 年，我们获得一块来自缅甸
的琥珀化石，透明的琥珀中夹杂着一

些黑色的小点。经过协商，我们把这
枚琥珀化石带回所里通过显微镜观察
发现，这些黑色的小点就是介形虫。
通过显微 CT，我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
一幕：这些白垩纪的介形虫，拥有巨型
精子，长度达到 200 微米，也就是 0.2
毫米，是它身长的 1/3。要知道，人类
的精子长度只有20微米而已。更重要
的是，这些精子刷新了动物界最早精
子的纪录，此前是在南极发现的 5000
万年前环节动物的精子化石。

Q：有性生殖行为最早是何时形成的？
A：有性生殖行为 1 亿年前就已存

在。科学家知道数亿年前介形虫就已
存在，却不知它们如何生活繁衍。这
枚化石给出了答案，我和国外团队一
同研究后认为，在 1 亿年前，介形虫在
进行有性生殖时，雄性通过钩状抱握
器抓住雌性并将半阴茎伸入雌性个体
内。交配过程中，雄性通过曾克氏器

（精子泵）将巨型精子送入雌性体内。
这种包含巨型精子的复杂生殖行为提
高了介形虫交配的成功率。而这种持
续上亿年不变的有性生殖行为，为演
化停滞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实例。

与现代介形虫有性生殖相关的生
殖器官（如抱握器、曾克氏器等）至少在
白垩纪中期就已形成，其形态特征在 1
亿年间没有发生改变，同时也进一步表
明介形虫的这种利用巨型精子进行有
性生殖的行为在1亿年前就已存在。

Q：研究介形虫化石有什么用？
A：介形虫化石不仅具有重要的生

物地层学意义，在油气勘探中是不可或
缺的化石门类之一，而且在古环境重建
和生物演化研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在地质古生物学研究中，介形虫与
孢粉、有孔虫、放射虫等都被称为微体
化石，它们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到。

微体化石堪称寻找地球资源的

“金钥匙”，科学家通过研究微体化石
就能解决勘探和寻找能源的地层问
题。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页岩气都和
古生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动植物大
量死亡之后经过地层学的埋藏最后才
能形成能源。

当钻到地下 7000 米取岩芯时，成
本非常高，样品也很少，大的生物化石
很难找到，只能靠这些细小的微体化
石才能在岩芯中找到能源留下的蛛丝
马迹。微体化石在地层中数量很大，
因此具有较强的指示作用，可以帮助
科学家确定地层年代，寻找石油、天然
气等矿产资源。 本报记者 张 宣

1 亿年前动物怎么“造娃”？好奇心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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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农业大学洪晓月教授团
队培育出稳定携带沃尔巴克氏体的褐飞
虱新种群。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细菌，
可导致褐飞虱后代不育，从而实现防治
水稻虫害的目的。

“长期以来，防控稻飞虱主要依赖
喷洒杀虫剂等化学手段，不利于水稻绿
色安全生产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洪晓
月说，团队应用昆虫胚胎显微注射技
术，成功将沃尔巴克氏体注入褐飞虱虫
卵内，既能令其后代不育，又能阻断病
毒的传播，一箭双雕。

“沃尔巴克氏体在昆虫纲内具有广
泛易感性，应用前景大。”洪晓月告诉记
者，近年来广州等地就在实验用携带沃
尔巴克氏体的蚊子防治登革热、寨卡等
虫媒传染病，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建
议，考虑到褐飞虱发源于中南半岛一
带，今后可以在我国云南、广西等地释
放带菌新种群，靠前防控。 王 拓

南农大培育出

新型稻飞虱种群

潮科技

近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
业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太阳电池中
国最高效率”，南京邮电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辛颢教授课题组“IAM团队”的
铜锌锡硫硒薄膜太阳能电池登榜。

随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
益严重，开发新能源迫在眉睫。太阳能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具有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等优点。在众多太阳能电池中，
铜锌锡硫硒薄膜电池作为第三代太阳
能电池，其吸光层材料组成元素地壳丰
度高，低毒性，理论效率高，是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绿色光伏材料。

“铜锌锡硫硒具备组分元素储量丰
富、毒害低、光吸收系数大和带隙可调节
等优点，理论转化效率高达32.2%。”辛
颢教授告诉记者，2013年Mitzi等人利
用非真空肼溶液法率先创造了12.6%
的世界效率纪录，2019年Kim 等人通
过真空溅射法也同样制备出了12.62%
的铜锌锡硫硒器件。铜锌锡硫硒太阳能
电池世界效率经过6年发展依然停留在
12.6%，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铜锌锡硫原料成本只有硅的八分
之一、铜铟镓硒的五分之一，这也是它
的一大优势，相较于条件苛刻的真空溅
射法，我们选用了更易操作的溶液法，
同时也符合绿色发展理念。”辛颢教授
结合自身优势，通过控制溶液中的化合
反应来控制前驱膜的性质，进而调控铜
锌锡硫硒吸光层的光电性质及光伏性
能，将DMSO溶液法制备的铜锌锡硫硒
电池性质由最初的4.3%逐步提高到目
前的12.4%。本次入选中国最高效率
的铜锌锡硫硒电池为 2018 年完成并
经世界权威机构认证，能量转换效率为
11.56%，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们实验室最新刷新的转换效
率是活性面积效率 13.6%，而且首次
将电池的开路电压损失降低到了300
毫伏以下。五年做了近万个小电池块
了。”目前，辛颢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成
果在多个国际知名期刊发表，申请多
项中国发明专利并已授权。

本报记者 葛灵丹
本报通讯员 张 前

南邮团队创造

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宇宙浩如烟海，茫茫无际，类似
地球的行星可以说是以万亿计。仅
在太阳系，就有金星和火星两颗星球
和地球一样同样位于宜居带，但令人
惊奇的是，只有地球诞生了生命，并
且进化出了人类。

天文学家告诉《科技周刊》记者，
地球成为太阳系唯一有生命的星球，
原因在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恰巧
的大气、水和磁场环境，使我们成为
浩渺宇宙的幸运儿。

金星和火星为什么不宜居？

“宜居带”也叫“可居住区域”。
对于任何动物、植物以至于微生物来
说，都会有一个最合适其生存的地
带。在太阳系，这个地带位于金星、
地球、火星这三颗行星之间。

如何理解太阳系宜居带？江苏
省天文学会科技传播专家刘慧根解
释，把恒星比喻成一个发光发热的物
体——火堆，人如果靠得太近就会被
灼伤，靠得太远就会感觉到寒冷，靠
得适中才会感觉舒适。太阳系内的
其他六大行星，要么太近，要么太远，
比如水星距离太阳最近，白天表面温
度达到 427 摄氏度，再如木星和土星
距离太阳太远，表面温度都在零下
100摄氏度，生命无法生存。

“合适的温度下才可能存在液态
水，从人类发射探测器获得的结果来
看，金星和火星表面上都曾经存在过
液态水，因此一般认为太阳系宜居带
为金星到火星的范围。”刘慧根说，宜
居带的必要条件离不开液态水，而地
球 表 面 大 部 分 被 海 洋 覆 盖（达 到
71%），从地球经验来看，液态水（海
洋）是生命的摇篮，行星上只要发现
液态水的痕迹，就有可能孕育过生
命，因此一个大胆的猜测是：金星和
火星存在过液态水的痕迹，有可能曾
经出现过生命。

20世纪初，曾有人认为火星和金
星是人类生活的可能之地。但随着
人类探测技术的发展，这个可能被否
定。金星的大气中96%为二氧化碳，
虽然不是离太阳最近，但由于其温室

效应，表面温度可达 480 摄氏度，空
气中经常落下毁灭性的硫酸雨，特大
风暴比地球上的 12 级台风还要猛烈
数倍。至于火星，在这颗红色的行星
上生活就像住在两倍于珠穆朗玛峰
的高度上。火星的大气压力只有地
球的 1%；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温度都
在0摄氏度以下。

“虽然同样位于宜居带，但是金
星和火星的温度、大气、水环境使人
类无法生存，只有地球进化出生命的
绿洲。”刘慧根介绍，首先地球拥有合
适的大气。众所周知，从人类宜居的
角度来看，大气中的氧气必不可少。

“金星同样拥有大气，但是金星中大
气都是还原性气体，几乎没有氧气。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认为，地球
产生的低级生命主要是细菌，大多应
该是厌氧细菌，在它们生存的过程中
会排出氧气到地球大气中，再如植物
的光合作用，它们可以吸入二氧化碳
排出氧气。不要小看这些排出的氧
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足够改造行星
的大气，进而为人类这样的智能生命
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总之，炙热、气
态的行星表面都难以驻留生命，而地
球的表面出现了合适的大气，还有磁
场、适宜的温度、液态水等各种因素
的保障，为生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栖
息场所。

月球和地球的位置相同，但
“命运”不一

数据统计，近百年来，人类发射
的火星探测器数量要高于金星，人类
更青睐于火星的缘由是什么？刘慧
根说，“一开始科学家对金星和火星
都发射过探测器，但金星表面环境太
过恶劣，发射成功率非常低。比较而
言，科学家更倾向于去探测环境没那
么恶劣的火星，到目前也发射了不少
成功的火星探测器，中国的天问一号
也在旅途中。”

地球和月球同样距离太阳相同
的位置，为何月球上没有诞生生命？
刘慧根解释，月球本身没有大气，导
致太阳光照面和昼夜的温差非常大，

生命很难存活。即使月球曾有过大
气，由于缺乏磁场保护和月球的低重
力，大气很难维持。月球没有大气，
缺乏液态水，也就没有孕育生命的温
床，加上月球常年遭受陨石的撞击，
在其表面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陨
石坑，陨石的坠落带来不稳定的生存
环境，因此月球是不太“宜居”的。

有说法认为，金星是曾经的地
球，火星是未来的地球。对此，刘慧
根表示，地球的早期环境确实和现在
的金星类似，地球刚开始形成的时
候，由于遭遇很多天体的碰撞，地球
表面温度会比现在高得多，到处是岩
浆的海洋。“小行星和彗星等天体的
撞击导致了地球地壳破裂，高温让水
合物中的水分彻底蒸发成水汽进入
了大气，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大
量水汽充斥天空，地面则是连续不断
的火山喷发和小行星撞击，这样的地
球简直就是末日，地面温度高达数百
度，和现在的金星类似。”

出现“火星是未来的地球”这种
说法在于火星或许曾经存在磁场，但
是由于各种原因，火星内部活动减
弱，无法维持火星磁场，如今磁场已
经基本消失，人们担心地球会重蹈火
星的覆辙，丢掉保护地球的磁场。“火
星内核早已冷却，无法支持全球的偶
极磁场，因此从数十亿年前开始，太
阳风就在不断剥离火星的大气，直到
现在火星仅有稀薄的大气层，成分以
二氧化碳为主。”刘慧根说，磁场能抵
抗外来的高能粒子辐射，阻挡紫外
线，防止水的流失。磁场消失后，火
星的大气变得非常稀薄，火星也就不
再宜居，假如数十亿年后地球内核冷
却磁场消失，或许也会变得像火星一
样失去大气，我们也就失去了保护生
命的重要屏障。

木星曾是地球宜居的保护神

从太阳系九大行星的位置来看，
离地球不远的位置上还有一颗木星，
虽然不在宜居带，但是木星也为地球
宜居创造了条件。“木星虽然不宜居，
但是太阳系演化的早期，它帮助清空

了内太阳系大量的小天体，让地球轨
道附近变得相对空旷，大大降低了小
天体撞击地球的概率。”刘慧根说，大
家都知道恐龙的灭绝大概率是因为
一颗小行星的撞击，小天体的碰撞对
地球上的生命有潜在威胁。

当然，遭受小天体的撞击也不是
一无是处，有部分假说认为地球生命
来源于小天体撞击地球。“有一种可
能是小天体上携带氨基酸、蛋白质甚
至微生物，这些生命体恰巧遇到地球
合适的环境，并逐渐繁衍。”还有一种
假设认为，小天体撞击地球后引起火
山爆发等地质运动，把地球内部的一
些磷、氮元素释放出来，这些元素对
于生命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刘慧根认为，木星的存在是一把
双刃剑。“太阳系形成的早期，木星确
实帮助地球清空了很多小天体，给地
球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目前
来看，即地球产生生命之后，太阳系
的小天体也会受到木星的扰动，靠近
地球轨道，对地球产生威胁。木星和
地球宜居性的关系也是暧昧不清，让
科学家感觉又爱又恨。”

畅想未来，或许数亿年后地球不
再适合人类居住，同样位于宜居带的
金星和火星是否成为下一个选择？
刘慧根说，移居火星和金星在科幻作
品中很常见，但是要改造金星和火星
的大气需要的能量和时间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可能需要好几十代人的努力。但
是人类只要有愿景有期望，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行星改造也是有可能
的。还需要很多技术突破和资金支
撑，需要全球人民团结协作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不过人类不用过于担心地球的
命运，地球目前仍位于宜居带，只要
不发生小天体撞击地球等小概率偶
然性事件，地球的生命周期至少还有
50 亿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
类或许能够突破现有科技，实现星际
旅行和移居。

本报记者 张 宣
视觉中国供图

金星是曾经金星是曾经的地球的地球，，
火星是未来火星是未来的地球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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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
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顾
正龙、凌晨，联系电话：025-52680832、025-52680916，电子邮件：
lingche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苏州运达钢材有

限公司等51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9月30日，该资产
包债权总额为57,980.73万元,本金为22,356.6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
务人主要分布在苏州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
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李雨
琪、张晓东，联系电话：025-52680861、025-52680923，电子邮件：li-
yuqi@cinda.com.cn、zhangxiaodo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涟水中山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3S33208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581804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05月20日
住 所：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金城北路东侧红日大道北

侧龙源国际A-1幢101-105室
邮 政 编 码：223000
电 话：0517-83914474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19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批准
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顺达支行

机 构 编码：B0001S332100020
机 构 地 址：江苏省扬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顺达路138号恒通顺达
生活广场一楼

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10月16日
许可证流水号：00575727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