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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11 月 9 日，著名城市河流污染
综合治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
祖信加盟南京大学，担任苏州校区
环境与健康学科平台特聘教授。当
天，她带来了题为“中国水污染防治
成效、问题与挑战”的学术报告。

据介绍，20 多年来，徐祖信领
衔并参与了多个国家和省部级重大
科技项目，攻克了发展中国家河流
污染治理、雨天黑臭治理核心技术，
以及无需额外能量提高复杂河网自
净容量等国际性难题。

报告开始，徐祖信自谦地表示，
研究几十年来自己只发了上百篇论
文。“我做的研究从来不是为了发论
文，对我而言，只有解决工程问题，
让研究做到最终应用，才能找到研
究的兴趣和爱好。”她说自己是用一
名工科院校老师的思维，看中国水
污染防治的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
战。“我和团队研究所贯穿的指导思
想是‘化繁为简’，如何用最小的经
济代价、最简单的流程去解决中国
面临的问题。”

徐祖信表示，近五年来，中国水
污染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团队曾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向全世
界推荐中国水污染治理经验。经验
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长江保护修
复顺利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初见成
效，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农村垃
圾收集处置取得明显成效，工业水
污染防治力度进一步加大，“比如江
苏从‘壮士断腕’到自觉‘腾笼换
鸟’，关闭了数万家污染严重的企
业。”地下水污染和船舶污染防治工
作开始起步，生态环境管理能力不
断提升，环境执法力度也明显加大。

但从全国来看，生态环境保护形
势依然相当严峻，环境压力居高不
下，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
量，一些河流湖泊污染严重，新兴污
染源也日益增多。不少问题还有待
解决，水污染是其中突出的问题，徐
祖信说，一方面城市污水管网混接错
接，导致南方雨天河道黑臭。“根据生
态环境部统计，今年9月，地级以上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
以内，到 2030 年总体消除黑臭水
体，治理压力很大。而城市排水管网
完善与修复是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重
点，迫切需要新技术和新产品。”

另一方面，市政污泥处置不够
规范，其中 52.9%填埋，但很多城
市已经无地可埋，污泥资源化处置
路径不通畅，这既是突出的问题，
也展现了环境污染治理未来很大
的技术需求和市场空间。此外，农
村污水处理率比较低，我们国家有
9 亿农民，53 万个行政村，260 万
个自然村，每年产生的污水有 100
亿吨，农村的河道污染甚至比城市
还严重。工业污染超标排放也时
有发生。“河道水质的改善，会涉及
到技术、管理、日常调度的方方面
面，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大家做出
巨大的努力。”

“做环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
众健康。”徐祖信表示，担任南京大
学苏州校区环境与健康平台的特聘
教授，她感到非常高兴。未来，徐祖
信将全面负责平台的组建和运行。
平台将服务于“健康中国”的国家战
略，紧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点，以苏州校区全新体制
机制为支撑，通过科研平台的重组、
高水平人才队伍的组建，促进多学
科交叉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学科高地。

杨频萍

服务“健康中国”

徐祖信院士加盟南大

中药具有独特的临床优
势和特点，但同时其“传承不
足，创新不够，作用发挥不充
分”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临
床。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获奖者、江苏康缘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研究员肖
伟以中药制药学为方向，深
耕中药新药创制、制药工程
技术，并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肖
伟就提出，将中医药理论与
现代科技结合，通过系统辨
识中药药效、阐释其整合的
调节机制、明确其临床特色

与优势，研发、制造中西医学均认同的
创新中药，并在上市后持续开展临床
再评价，证明其临床价值。去年，由中
国药科大学与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的科研成果“银杏二萜内酯
强效应组合物的发明及制备关键技术
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肖伟是第一完成人。

长期以来，银杏叶中的二萜内酯
类被公认是强效的天然血小板活化因
子受体拮抗剂，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已在全球范围开展了深入研究和
新药研发，但一直未有银杏二萜内酯
类药物研发上市。肖伟带领康缘药业
等单位科研人员组成的项目组，历时
20 余 年 ，研 发 上 市 了 第 一 个 基 于
PAFR 靶点的新药——银杏二萜内酯
葡胺注射液。该项目为缺血性脑卒中
治疗提供了同时具有抗血小板和神经
保护作用、且出血风险低的创新药物。

中药现代化是国际化的基础，肖
伟认为，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中药
和中药产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是我们
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药
品只有符合“安全、有效、质量均一”这
三点，才能在全球得到认同。他以正
在开展国际化研究的桂枝茯苓胶囊为
例介绍，团队建立了一套高效的中药
功效成分发现和机制研究的方法体
系，进而建立了基于功效成分的全过
程工艺和质量控制体系，解决了中成
药质量“控什么、控多少、怎么控”的关
键科学难题，保障了中成药质量均一
和疗效稳定，实现了中成药科学内涵
的提升。

“今年，我们将继续坚持创新驱
动，布局储备不同研究阶段的新产
品。”肖伟表示，当前，康缘正大力度突
破中药智能制造关键瓶颈，设计建成
我国第一个中药智能生产工厂，推动
中药工业向中国制造 2025 转型升
级。据悉，整个中药智能化固体制剂
工厂围绕中药胶囊剂、片剂、颗粒剂、
软胶囊等剂型的工艺、质量、产能需求
进行设计，结合新型节能高效自动化
装备，开展中药提取精制生产全过程
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并实现产业化，将
有效推动国内中药制药由传统制药向
智能制药迈进。

本报记者 王 拓 杨频萍 王梦然

江苏四位科技专家捧得“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

工程科技，用创新改变世界

肖

伟

：推动中药制药现代化

被誉为“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的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8 日在北京颁奖，40 位科学家和 1 个团队荣获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江苏有四
位科学家获此殊荣。“光华工程科技奖”由中国工程院发起，每两年颁发一次。今年，全国范围内共产生了 296 名有效候选人，核动力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彭士禄获得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新增设的光华工程科技特别贡献奖颁发给了为抗疫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另有
39 位专家因在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而荣膺光华工程科技奖。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走近江苏
四位工程领域的科技专家，了解工程科学背后的故事。

如何把生机还给土壤？
如何让农民能像施用化肥那
样容易地施用有机（类）肥料，
让农村富有而文明？这是第
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
者、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科学学院教授沈其荣钻研了
40多年的事——将传统的农
家肥资源研发成商品有机肥，
让农民能够像施用化肥那样
方便地施用有机肥，这一方面
能有效抑制土壤酸化和调控
土壤微生物区系，另一方面能
大量消纳农业废弃物，消除农
村环境污染隐患。

“关键的科学问题就是解开土壤生
命的密码。”对由他提出和其团队实施
的“调控土壤微生物区系”新思路，沈其
荣做了这样的生动解释，“我们研发的
这种肥料，一方面让土壤中现有的好的
微生物生长得更快，另外一方面想办法
引进土壤中缺乏的其他好的微生物，既
给它们‘启动费’‘住房’，还给它们解决

‘老婆工作、孩子上学’问题（相伴微生
物），让它们进入土壤后能够如鱼得水，
全身心地投入培肥土壤的工作。”

1992 年，沈其荣的“优质有机肥
堆制过程中的生物化学特征研究”项目
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选中，有机肥研
究领域进入国家视野。当时作为面上
项目，20万经费已然不少，但是对于规
模化的“堆肥”需要，还是颇为紧张。3
年的国家基金项目，沈其荣获得了不同
原料堆肥的菌种，这个实验室也成了中
国有机肥产业发展最起初的发源地。

有机肥只能培肥土壤，对当季作
物的增产效果不明显。沈其荣又开始
思考如何研制更好的产品，提高农民
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这时候，正赶
上国家对农业科技的大规模投入，他
带领团队在科技部和农业部的专项资
助下，建立了生物有机肥制造新工艺，
筛选出对作物生长具有显著作用的细
菌，并建立了生物肥的新的发酵工艺，
使得新型有机肥里含有更多对农作物
生长有益的“益生菌”，让庄稼长得快、
长得好，还不生病。这个成果荣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其实在我们‘土肥’（土壤有机肥
料研究）人眼里，没有真正的‘废物’，什
么都想拿来变废为宝。”从这个愿望和
思路出发，近几年，沈其荣的团队又在
利用病死畜禽酸解获得的氨基酸和作
物秸秆研制木霉全元生物有机肥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如今，木霉固体菌种
制造技术和秸秆快速腐熟堆肥技术的
突破已经为木霉全元生物有机肥产业
发展做好了技术储备，20多家大型企
业在转化相关技术，利用农作物秸秆、
芦蒿秆、中药渣、树枝落叶等原料快速
制造腐熟堆肥的大规模产业化景象，在
南京八卦洲等地推广开来。可以预见，
未来的美丽乡村，没有废弃物、土壤酸
化被止住、土壤肥力持续提高、农产品
又香又甜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

沈其荣

：解开土壤生命的密码

2016 年 12 月 18 日上
午，云南景洪水电站迎来了第
一艘社会船舶，沿景洪水电站
升船机下游引航道缓缓驶入
升船机承船厢，上行后与上游
水位成功对接，随后船只解缆
驶出承船厢向上游思茅港驶
去。整个提升过程用时仅17
分钟，客船如同坐“电梯”般被
提升了60多米。这项魔术一
样的技术“水力驱动式新型升
船机”，背后凝结了第十三届
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者、水利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

工胡亚安历时15年的不懈努力。
这是中国水电百年来第一项完全

自主的原创性整体技术，在升船机建设
史也是世界首创，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升
船机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中断12年的
全长350公里的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因
此恢复了全程通航。

相比普通载人电梯，载船“电梯”
更为复杂艰巨。过去的电动升船机使
用的是国外的理念和技术，因此，从工
程设计、建设到运行，每一项都是从无
到有，胡亚安从 2001 年开始科研攻
关，突破了水力驱动式这种全新的升
船机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创新的征程险阻且漫长，2002年
9月到2003年6月，三峡工程永久船
闸进入最后调试攻坚阶段，还是青年的
胡亚安驻守在三峡工地，是三峡北线船
闸水力学问题现场调试负责人。他每
天生活在大坝底下90米深的空间里，
大半年来，他每天只能徒手攀梯，上上
下下。吃饭都是从上面拴条绳子，吊下
来。白天做完了试验大家休息了，胡亚
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要把白天做的
实验资料分析整理出来，写出简报，为
第二天调试试验提出建议。通过1年
多现场工作，船闸调试中存在的多项关
键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比如，闸门开
启时，因水流惯性作用形成的反向水头
造成船舶断缆情况，以及船闸阀门操作
方式等，为三峡船闸2003年6月18日
试通航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三峡升船机试通航实验中，为
了等待客船进行过升船机性能实验，
胡亚安带领团队连续工作 36 小时。
超负荷的工作没有压垮他，时常长达
数月的封闭式工作也没有让他感到枯
燥，“看到科研指标的每一点进步，看
到目标的步步接近，那是什么奖励、什
么享受都无法比拟的。”

专注内河水运工程领域30多年，
胡亚安攻破了一项项世界级科技难
题。他攻克了高水头船闸水力安全与
能力提升重大技术难题；发展了升船机
水动力学基本理论，突破了制约升船机
发展的技术瓶颈；攻克了世界首创、中
国原创的水力驱动式升船机等一系列
核心技术，成果在长江三峡等60多座
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大型工程中得到成
功应用，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胡亚安

：为内河水运铸大国重器

“小时候对温饱的渴望
已经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
以自己所学之长，为人类温
饱和健康努力工作，是我一
名学农人的使命。”第十三
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者、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
院教授周明国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
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麦赤霉
病害席卷长江中下游和淮
河流域，导致小麦产量产
生重大损失。时隔 40 多
年，周明国依然对当时小
麦赤霉病对产量和人的健

康危害记忆犹新。1977 年恢复高考
他报考了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
学）植物保护学专业，毕业留校后，他
就开始了病害防控和杀菌剂研究。

周明国带领团队研究发现，引起
小麦赤霉病的一种叫做“禾谷镰刀菌”
的微小生物，不仅可以引起小麦赤霉
病，导致严重减产，而且还在麦粒里产
生毒素，导致食用的人畜中毒。他们
通过多年研究终于摸清了这些病原菌
的群体发展和流行规律，掌握了致病
机理，研发和推广应用了以杀菌剂进
行防治的主要方法。

周明国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引起
水稻恶苗病、水果和蔬菜灰霉病、菌核
病的病菌也和引起赤霉病的镰刀菌一
样，特别容易变异，对常用的多种杀菌
剂产生抗药性。更多的真菌毒素，威胁
食品安全。他们在搞清楚病菌产生抗药
性和增加毒素污染的遗传变异机制以
后，建立了早期预警技术体系，并研发
了“浸种灵”“戊福”“氰烯菌酯”等10多
种防治抗药性病害的新技术，有效控制
了水稻恶苗病等重大病害的流行危害。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
研发了许多高效、安全的杀菌剂。然
而，镰刀菌病害却时常威胁着粮食生
产安全和食品安全。

“研发专门对付镰刀菌的‘新武器’，
解除植物病原镰刀菌对粮食生产和食品
安全的威胁”是周明国团队的重点研究
内容。他们研究发现了镰刀菌不同于其
他病菌的遗传进化，找到了多菌灵等杀
菌剂对镰刀菌效果差的原因，与江苏农
药研究所合作创制了只对稻、麦镰刀菌
病害有效，对其他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特
别安全的新武器“氰烯菌酯”。

瞄准科学发展趋势，周明国团队
又开始了靶向杀菌剂研究。在他的带
领下，该团队的张峰教授等最近在世
界上首次解析了植物病原真菌肌球蛋
白、微管蛋白等重要药靶蛋白的三维
结构，探明了杀菌剂选择性的遗传基
础及其分化规律，发现了杀菌剂可以
攻击靶标蛋白或靶标基因的致命“软
肋”，获得了药剂攻击的关键位点技术
参数，制定了突破靶向杀菌剂发展技
术障碍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在新一
代颠覆性的靶向农药发展中有所作
为。”周明国说。

周明国

：用科技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

清算公告
太仓摩讯伺服电机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成立清算组，并

于 2017 年 1 月 3 日于登记机关备案，现因清算组成员变动，股东决定
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重新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顾仙 联系电话：18651105855
地址：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富达工业区

太仓摩讯伺服电机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7日

遗失 唐文娟身份证，证件号：320211198103134185，声明作废。
遗失 苏兴达货8366，船检登记号2010F2103551，内河船舶、生活污
水污染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华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在紫金农商行新庄支行预留财务
专用章，个人名章（汤守明），声明作废。
遗失 匡立想，赣榆渔（2018）H.D.13182号船舶证书，声明作废。

公告启事

《群众》（思想理论版）每月 5 日出版，《群众》（决策资讯版）
每月 20 日出版，代号 28-18，定价 7.50 元，全国各地邮局（所）
均可订阅。本刊地址：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4 号楼 邮编：
210004 网站：www.qun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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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04 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赵建军
06 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葛坤斌
08 着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级 /吴福象
10 把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作为谋划工作的新坐标 /王 里
12 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奋力先行 /宋勤波
14 聚力建好改革开放“新试验田” /尹哲强
16 抢抓中日韩经济小循环发展机遇 /钱文华
群众要论
18 深刻把握文化“四个重要”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胡 竹
20 在学好“四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蒋宏宾
22 夺取抗疫斗争伟大胜利的“硬核密码” /周学军
全面小康追梦之路
24 决胜新时代“淮海战役” /江苏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27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岛城实践”

/镇江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29 赣榆：筑梦圆梦在全面小康的大道上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31“四美八有”展现泗阳高水平全面小康

/宿迁市委宣传部调研组

经济纵横
33 更大力度推动服务贸易走在全国前列 /李宏亮 宣 烨

35 创新举措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孙建江

科教人才
37 为建设科技强国汇聚江苏力量 /王 秦

39 架起科技人才服务地方发展的桥梁 /尤玉军

41 办好人民满意的民办教育 /卢丽明

文化广角
43 开启智慧广电建设新航程 /缪志红

45 传递时代强音 谱写为民初心 /史骥涛

47 铸就全国文明乡镇的金字招牌 /夏立新

学思践悟
49 提升谋划之力 锤炼落实之功 /周 毅

51 高质量发展卫生健康事业 /方中友

53 积极践行新时代“四千四万”精神 /朱良平

社会建设
55 深化“梳网清格”创新基层治理 /王巧全
57 基层善治彰显美丽古都时代活力 /杨 晨
时代法治
59 把准时代脉搏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高 莉
党建创新
61 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村级样本

/丁和平 王树华 程俊杰
63 抓早抓实锻造年轻生力军 /赵炳起
64 回顾抗疫实践 感悟精神力量 /王庆良 徐可君
生态文明
66 打造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的“苏皖模式” /卢紫毅
68 深化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吕美晔
群言
70“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 /王礼金 怀莉娟
72 勇担当是一种责任 /高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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