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责任编辑：王梦然

版 式：牛旭丽

星期三 2020年12月

17

江苏
先锋

多棱镜

探

索

\

苏

创

\ 星

光

第

期

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解决气象“三大科学问题”

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ENSO）与
海温的预测、延伸期天气预报以及年
际-年代际气候预测，是气候系统预测
基础科学中心要解决的三个关键科学
问题。中心未来将成为全球气候预测
的重要“智库”之一。

“暴雨、高温热浪、暴雪冰冻等极端
天气，致灾性强，对城市生产生活，农村
农业养殖都带来巨大影响，气候预警预
测的目标就是让预报尽量‘跑’在灾害
前。”王会军以今年江淮的梅雨为例谈
道，如果我们能提前 1～2 个月预测到
梅雨发生的区域、雨量以及持续的时
长，政府部门就有充分的时间做防洪预
案，更有利于防灾减灾工作的推进，此
外，类似华北会不会继续干旱、夏季黄
河会不会断流等问题，都亟需气候预测
系统发挥“消息树”的作用。

在短期天气预报和长期气候预测
相对完善的情况下，10～30 天的延伸
期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例如骤旱，即
如闪电般的干旱，它发生的时间范围界
定在15-60天之内，它最显著的特征是
发展迅速，由于突发性强、强度大，骤旱
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农业生产以及生活
用水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例如2012
年美国中部的骤旱就曾造成数十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2013 年中国长江中下
游骤旱不仅导致多省市农作物受灾数千
公顷，连饮用水供给都出现困难。

王会军介绍，科学中心要解决的第
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延伸期预报”——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超强台风、
特大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呈增加趋势，开展
10~30 天延伸期预报技术方法研究，
突破目前 2 周的中期天气预报时效上
限，对气象研究来说已是大势所趋，且
迫在眉睫。

此外，面向更长期的气候“年代际
预测”研究也将被提上日程。王会军表
示，这类预报直指下个10年，对区域性
规划、生态建设来说意义重大，例如如
果预测到 10 年后华北的干旱缓解，年
降水量哪怕从 100 毫升增加到 150 毫
升，那么西北的生态建设就会面临大的
转折，区域规划与现在的应完全不同。

“年代际预测作为全球气象共性的科学

难题，各个国家都没有现成的方案，但
无论从科学创新还是国家需要上来说，
都非常重要。”王会军说。

推动长三角气象一体化联动

气候系统预测基础科学中心为何
落地江苏？王会军表示，一方面，源于
江苏坐拥南信大等高校，在大气科学方
面的学科优势；另一方面，江苏作为典
型的“东亚季风气候区”，气候类型多
元、影响气象的因素也多，预报面临的
复杂性、挑战性突出，亟需开展前沿性
的气象研究。

今年江淮梅雨对江苏各地造成巨
大影响，王会军的团队在今年 3 月前
后，预报出梅雨季多雨，方向上准确，基
本摸清江苏梅雨“脾性”。但他坦言，在
梅雨持续时间、强度，多雨空间范围上
的预报，还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针对梅雨预报，我们已构建了一
套数学物理模型，还加入了统计学、机
器学习等新方法，但在科学基础方面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王会军表示，尤
其对经济发达地区，气象保障更为重
要，一旦遭受气象灾害，这些地区会因
为人口密集、经济目标明显，而受到重
创。中心将为推进长三角生态、气象
一体化联动机制、构建应急减灾体系
提供科技支撑。

想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除了气象
学的知识外，专家还需要把物理学、化
学、地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甚至人类
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糅杂在一起，共
同着手分析研究。王会军介绍，中心将
由5个团队组成，除了王会军本人负责

一支团队，南京信息大学、中山大学各
组 2 支团队，相互协作，集中攻克中心
三大科学挑战。

“大家可能感觉到，现在的天气预
报越来越准了，这背后的原理其实正是
气象预报预测的模型越来越准，我的团
队主要是研究地球大系统里面陆地和
大气是怎么相互作用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山大学教授、项目骨干成员戴
永久院士所带领的团队研究的是利用
超级计算机，用极其复杂的数学物理模
式、数值来描述地球陆地表面的物理、
化学、生物、水文等的所有过程。

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气象专家杨崧
在采访中谈道，东亚是全球最难预报的
区域之一，气候类型多样，夏季风系统
有梅雨雨带，雨带向北走，到中高纬，还
会受到青藏高原、干旱半干旱区的影
响，甚至北极的变化，都会影响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天气气候。“中心将利用新
的理论、方法，推进对东亚地块的多尺
度预测。”杨崧表示，团队已考虑把人类
活动等现实因素放进预测模型中，争取
得到更精准的结果。

精细化预报服务靠不得、等不来

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气象科研处
于“并跑”阶段，当前，全球共有9个世界
气象中心，其中1个就在中国。王会军
介绍，全球各国的基本气象观测数据，
必须公开、共享，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
各个区域中心，可以直接分发给全球，
然而更精细化的气象数据，国际上需要
通过一定的合作方式，才能互通。

不过，各地气候特点不同、历史数

据资料又是各自掌握，所以气象创新
“自强自立”非常重要，不能依靠别人的
数据，不能等待别人的技术，必须加强
自主创新。

杨崧特别提到，我国气象特点鲜
明——季风气候显著，雨热同期，气候
复杂多样，加上青藏高原特殊的气候、
水文及土壤发育，形成了典型的生态系
统，是响应全球气候变化最为复杂、最
为敏感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作为除两
极地区之外的地球“第三极”，加剧了我
国气象、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我们的水文和生态系统、地理格
局和美国、欧洲都不一样，这些气候预
测难题，如果我们自己不解决，没人能
替我们解决。”王会军表示，科学中心
一方面将攻克技术瓶颈，解决我国气
候预测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将为解决
全球气候预测共性问题，提供我们的
方案和方法。例如，中心将建立更精
细的滑坡泥石流动力预报、污染指标
预报预测系统，争取为更多领域、更多
区域的业务预报预测提供科技支撑。

“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心力争达到在
季风系统动力学和气候预测领域的国
际领先水平，成为气候预测研究领域
的国际顶级研究团队，为我国减灾防
灾、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
供重要科学支撑。”

据悉，气候系统预测基础科学中心
形成的科研成果、预报方法和预测系
统，将在成熟时投入到国家气候中心，
进行业务化应用，服务整个国家的气
候预测业务。

本报记者 王梦然 杨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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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气候比 6000 年前要冷，比 2 万年前的冰河期要暖和。”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会军曾饶有

兴致地谈起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气候变化有高度的复杂性，预测未来气

候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2 月 10 日，由王会军牵头、联合中山大学共同申请，直接资助经费

6000 万元的气候系统预测基础科学中心在南信大揭牌，这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定位最高的科学基金项目，也是首个落地江苏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首个落地江苏的基础科学中心做什么？王会军以及专家团队接受了本刊采访。

气候系统预测基础科学中心落地江苏，

牵头人中科院院士王会军接受专访——

服务国家，气象自主创新迎来“大气象”

江苏
院士

有机氟化物在医药工业和农药研究
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据悉，目前已上
市的药物中，20%以上都是含氟有机化
合物。作为基础研究，南京工业大学先
进化学制造研究院冯超教授带领课题组
一直致力于发展新的高效构建含氟有机
骨架的合成方法。与此同时，突破传统
合成化学反应模式，利用可见光活化惰
性底物，在有机氟化学及可见光氧化还
原催化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系统创新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隔山打牛”虽然是一种神话，但是
却在冯超及其团队的研究中成为了现
实。“在化学反应中，我们利用光照，通过
活化分子的一端，使得分子当中较为惰
性的另一端发生化学反应。”基于此策
略，冯超带领团队开发了一系列新方法。

一年前，团队开发出三元环结构开
环新策略，为β-胺基酮类化合物的构建
提供了一种新路径。“太阳光一照，三元
环结构能够实现选择性开环，以及后续
的官能化反应。以简单烯烃为起始原
料，通过连续环丙烷化—胺氧化，就能够
实现β-胺基酮类化合物的快速制备，而
且该反应可以放大到克级规模。”冯超介
绍道，鉴于该反应底物范围广、实用性
强，因此其有望在新药先导化合物的发
现中得到更多应用。此外，课题组开发
的氟烯丙基化反应和基团转移自由基加
成等策略，通过光照实现了传统加热反
应模式无法实现的转化，并大大提高了
反应效率，且更加契合绿色化学及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和要求。

相对于冯超开发的新的反应策略，
他自身也以其敢拼、敢想、敢为的研究风
格和人格魅力影响着课题组和其他师
生。2016 年，80 后冯超作为高层次人
才被引进到南京工业大学的时候，他的
研究方向还是碳氢活化反应，“虽然都
属于有机化学，但是跟现在做的光化学
和氟化学差别不小。”冯超希望自己工
作后开辟一个新方向和领地，“我想做
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原创性甚至开创
性的成果价值更高，也更有意义。”几年
下来，冯超的课题组从只有 4 名学生，
发展到近 30 人的团队，团队的科研也
屡结硕果，细细翻阅，全是高水平成
果。2017 年，入职第二年冯超就入选
江苏省“特聘教授”，并相继承担江苏省
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基础研究需要走向更广的‘舞台’，
从而发挥它更大的价值。”这些年，冯超
在做原创性高水平基础研究的同时，还
不断加强与企业合作，他希望发现社会
生产中更多需要攻克的问题，更希望基
础研究的成果能够在产业化应用中发挥
出更大的功效。百公斤级中试研究、与
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成立氟化学应用
技术研究所，冯超对自己热爱并坚持的
事业的投入，也渐渐地影响和感染了周
围的年轻教师。“当下，很多年轻教师单
纯以发文章为目标，但冯老师一直鼓励
我们要做一些对国民经济、对社会发展
真正产生促进作用的事，这就需要不断
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在课题组另一位老
师朱川的眼中，冯超对高质量创新的执
着让他印象深刻并深受感染。

冯超也常常教导课题组里的师生，
创造性的科研离不开深入关注和深度思
考，既要关注研究领域中的发展现状，也
要“钻”进一个点，不断地进行深挖，这样
才能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冯超清晰地记得，2016年启用不久
的学科楼里，深夜亮着的灯屈指可数。
如今，五层楼的学科楼常常灯火通明，与
此同时，一批从事化学研究的科研工作
者和学生们本身也渐渐被“点亮”。

本报记者 王梦然 通讯员 朱 琳

冯超：创新远程活化反应，
他自身也产生一种“化学反应”

她一袭长发，一副黑框眼镜，面带
微笑、目光坚定，“学术范”十足。本科
毕业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
立大学，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7 项科研课题，已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7
篇，刚刚30岁出头的沈薇，一直是大家
心目中的“学霸”。

2016 年，沈薇学成回国来到江苏
科技大学，适逢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工
程。两年后，她就凭借过硬的科研实力
顺利晋升为教授。“遇上好政策，有相应
业绩可以直接走海外绿色通道评教
授。”她告诉记者，入校以后，学校的自
然指数排名逐渐上升，而这个排名主要
看发表的自然指数的期刊，“这当中，我
和唐盛老师课题组一起，大概贡献了三
分之一的分数。”

沈薇的科研方向是疾病相关的生
物标志物检测，这是一个十分热门的领
域。在新加坡读博时，沈薇就参与过热
带地区流行的登革热等疾病的核酸检
测。“此外还有肿瘤相关的核酸分析检
测，可用于疾病的早筛早诊。”她说，未
来的突破点可能在于“治未病”，也就是
通过早期核酸标志物的灵敏准确检测，
预判大概率会发生的病症，从而可进行
早期预防或干预。

除了在学术期刊上有所斩获，研究
能不能更实用一些？对于而立之年的
沈薇而言，以前基础研究方面的研究文
章多一些，她特别想多做做应用方面的
事情，“要不然就仅限在实验室的话，总
觉得没有太多成就感。”

从基础研究的“学霸”到技术应用

的“达人”，沈薇实现了华丽变身。疫
情发生后，沈薇与从事全自动化的检
测技术的团队合作，着手探索核酸高
通量检测，搭建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
系统平台。

“疫情暴发初期的一大难点就是检
测速度跟不上，再加上外来输入风险，
如果按照一人一份的试剂盒，工作强度
和压力很大。我想做的就是把检测的
速度提上去。”沈薇说，这一技术刚获得
了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目
前已经和企业联合启动申报项目，准备
落地。

在大家的眼中，沈薇是个对于学术
“吹毛求疵”的人，一篇文章和学生来回
改个七八遍都是正常的，包括文字、格
式、标点这些非常细致和繁琐的工作。

“我觉得做科研就要有毅力，如果没有
办法坚持，那肯定是不行的，就算你再
聪明也不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所
带的研究生，沈薇要求特别严格，首先
就要吃得了苦，“周一到周五理论上都
要在实验室，周末自由安排，虽然不需
要打卡，但是要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该
完成的任务要完成，不然的话，你就只
能牺牲周末的时间去做。”

“现在科研领域也越来越年轻化，
90后的国家级人才、教授等越来越多，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作出了不少贡
献。”沈薇坦言，希望青年科研人员的工
作压力能被减轻一些，“这样能沉心静
气做一些突破性、开拓性的工作，同时
也能兼顾工作和生活。”

本报记者 王 拓

基础研究“学霸”到技术应用“达人”

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国有土
地上住宅房屋征收安置办法》（宁政规字
[2015]11号）文件、《南京市国有土地上住
宅房屋征收安置办法实施细则》（宁建规
字[2015]1 号）文件，现将符合条件的 4 户
名单公示如下，以示监督。秦淮区住房保
障中心监督投诉电话：025-84623326；
秦 淮 区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产 局 投 诉 电 话 ：
025-52270284。

秦淮区申请征收安置房
（产权共有）名单公示

序号

1

2

3

4

姓名

刘慧

祁伟伟

刘建强

祁飞

征收地点

范家塘254号

范家塘48-1号

范家塘254号

范家塘48-1号

明城墙遗址公园二期及增补项目共涉及未登记房屋
140户，为确定房屋相关权利人，本部门已穷尽各种方式
去搜集调查证明材料，包括登报、询问街道办事处、居委会

及附近居民、审核声明公证等。截至2020年12月9日，未登
记房屋第七批有5户提供了声明公证，现就有关申请人姓名、
房屋住址及公证书编号进行公示，公示明细表如下：

关于明城墙遗址公园二期项目(含增补)未登记房屋申请人声明公证的公示(第七批)

上述申请人在声明公证中均声明为相应房屋的
实际权利人，如对公示中有关申请人系相应房屋实
际权利人的声明有异议，请于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0 日将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交至御道街 58 号明
御大厦 12 楼（联系人：陈旭 电话：84556920），或本

人至上述地址现场当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者，
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南京市秦淮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2020年12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申请人

黎黎

陈美霞

陈美霞、黎荣刚

王宝东、刘来兄、胡锦威、张茂花、江长生、胡四宝

陈磊、徐雄飞、潘飞、陈康玉、李恩辉、胡四宝、黎荣刚

房屋地址

御道街115号临-28

御道街115号临-30

御道街115号临-29

御道街115号临-10-1

御道街115号临-10-2

公证书编号

（2020）苏宁钟山证字第15550号

（2020）苏宁钟山证字第15551号

（2020）苏宁钟山证字第15552号

（2020）苏宁钟山证字第16021号

（2020）苏宁钟山证字第16020号

公告启事
声 明

民 生 保 险 江 苏 分 公 司 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刊发于《新华日
报》T8 版封底的“民生保险推出
鑫喜连鸿年金保险”一文中“保险
期间 5 年（可 3、5 年交）”，更正为

“ 保 险 期 间 15 年（可 3、5 年
交）”。特此声明。

遗失 龚善森海洋渔业职务船员
证 书 ，三 级 轮 机 长 ，编 号 ：
320626197510256479，有 效 期
至2023-7-11，声明作废。
遗失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3010015427102， 账 号
4301010009100504382），声 明
作废。

1.项目编号:2020-JHDHBN-F1003
2.项目名称:奔牛副食品采购及配送服务
3.计划供货期:壹年
4.预算及最高限价:1600万元
5.本项目公告于2020年12月16日在军队采购网
(https://www. plap. cn)和《新华日报》发布
6.本项目报名时间及招标文件发售时间:
2020年12月16日至12月23日
(08:00-11:00,14:30-17:30)
(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7.招标文件发售地点:江苏省常州市
8.投标人资格要求及报名时需提供资料:详见

网站内容
联系人:孙助理
电话0519-88040017,18068553337

2020年12月16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