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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二氧化碳（CO2）是植物光合作用的
重要原料，二氧化碳浓度越高，植物的
生长是否就越快？有最新研究结果显
示，在全球范围内植被的二氧化碳的

“施肥效应”有下降趋势。12 月 11 日，
南京大学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和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张永光教授、居为
民教授和陈镜明院士团队的相关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未来全球变暖的速率及陆地生态系
统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是《科学》杂志列出
的未来25年需要解决的125个重大科学
问题之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持续上升。以夏
威夷冒纳罗亚观测站的数据来说，上世纪
80 年 代 大 气 中 二 氧 化 碳 的 浓 度 在
340ppm左右，而在2020年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浓度最高已经达到417ppm。
植被对于气候有负反馈作用。二

氧化碳浓度的不断增加，在通过温室效
应导致全球变暖的同时，也提高了植被

的光合作用速率（即 CO2施肥效应），增
加了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二氧化
碳的能力，从而减缓全球变暖的速率。
研究表明，大气 CO2施肥效应是造成近
几十年来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显著
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变绿的主
要驱动因子之一。

南京大学的这项研究，基于团队多
年的不断积淀，将植被遥感与全球变化
生态学研究相结合，首次对近 40 年全
球 CO2 施肥效应的时空变化格局进行
了定量化评估。

张永光介绍，该研究首先基于系列
卫 星 传 感 器 的 观 测 数 据 ，得 到 了
1982~2015 年全球新型植被指数数
据，了解全球植被光合作用的变化情
况，利用植被 CO2施肥效应的检测—归

因模型，揭示了近 40 年全球植被 CO2

施肥效应的时空变化特征。
研究发现，全球植被CO2施肥效应在

大部分地区近40年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
2001—2015年的全球植被CO2施肥效应
比1982—1996年显著降低。全球超过
60%的陆地区域CO2 施肥效应呈现下降
的趋势，欧洲、西伯利亚、南美洲和非洲大
部以及澳大利亚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在少
部分地区CO2 施肥效应存在着上升的趋
势，例如东南亚部分地区和澳大利亚东部
地区。“在我们中国，CO2的施肥效应则比较
稳定，下降趋势不明显。”张永光说，CO2施
肥效应的下降，主要是从全球尺度来说，在
部分地区具体的时空变化及原因是进一步
研究的方向。

该研究揭示了全球 CO2 施肥效应

时空变化的相关原因。团队利用欧洲
地区超过 3 万余条森林叶片关键养分

（氮和磷）浓度观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欧洲植被叶片氮和磷浓度有显著
的下降趋势。“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上
升，植被不断增长，但作为植物重要的
营养成分的氮和磷浓度在下降，这可能
是施肥效应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尺度定量化评估 CO2 施肥
效应，并分析其时空变化格局，有助于
准确评估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
力以及其变化趋势，对降低未来气候变
化预测的不确定性十分重要。

此项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江苏省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等项目的支持，并在相关数据获取和
验证方面得到了国内外合作实验室的
大力支持。论文第一作者为王松寒副
研究员，张永光教授为通讯作者，居为
民教授和陈镜明院士为主要共同作者。

本报记者 杨频萍
供图 视觉中国

南京大学一项研究登上《科学》杂志

二氧化碳浓度越高，植物生长越快？

总指数由水平指数和发展指数合成，反映城市创新综合实力；水平指数采
用当年年度数据计算，反映城市创新水平；发展指数采用当年增量数据计算，反
映城市增长态势。

京沪深领跑，
宁苏锡位列二、三梯队

创新总指数反映了城市创新综合实
力，由水平指数和发展指数合成。根据
2019 年创新总指数排名，“万亿俱乐
部”17个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
南京、杭州、武汉、广州、苏州、成都、长
沙、郑州、无锡、青岛、天津、重庆、宁波、
佛山。跟 2018 年排名比较，上海、南
京、武汉、长沙、郑州的位次均有提升；北
京、广州、成都和天津的位次与上年相
同；深圳、杭州、苏州、无锡、青岛、重庆、
宁波和佛山的位次有所下降。

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区域创
新研究中心主任韩子睿认为，近年来，我
国创新要素呈现加速向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汇聚的明显趋势，17 个“万亿俱乐部”
城市中，北京、深圳和上海分别为京津
冀、粤港澳和长三角三大国际性城市群
中心，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宁波同属
长三角城市群，广州和佛山属于粤港澳
城市群，其他 7 个城市均为所在区域的
中心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创新投入强
度大、创新要素资源活跃、创新生态氛围
浓厚等高能级创新型城市特征。

整体看来，17 个城市中，北京创新
综合实力居首，创新能力水平和创新发
展速度均保持第一位。上海和深圳创新
综合实力较强，创新能力水平相差不大，
上海创新发展速度稳定；2019 年，深圳
受外部环境影响，创新发展速度略有减
慢。南京、长沙、郑州创新能力水平和创
新发展速度增长较快。杭州、广州、武
汉、成都创新能力水平和创新发展速度
基本保持稳定。其他7个城市创新能力
水平和创新发展速度增长不够明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布局建设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中心
城市及省会城市的区域创新首位度将进
一步增强。”韩子睿说。

根据 2019 年“万亿俱乐部”城市创
新水平指数得分，《报告》将 17 个城市
划分为领先型、先进型、追赶型三个梯
队。这三个梯队的梯次结构较为明显。

领先型城市有北京、深圳和上海。
这3个城市都是我国布局建设的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区域创新战略布
局的中心城市，引领带动全国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与上年相比，这3个城市的
水平指数排名没有变化，领先地位稳定。

先进型城市有杭州、广州、南京、苏
州、武汉、成都和长沙。其中，广州、南京
和成都水平指数排名均较上年前进1个
位次，杭州、武汉水平指数排名保持与上
年相同位次，苏州和长沙水平指数排名
略有下降。

其他7个城市为追赶型城市。这些
城市有的是直辖市、有的是计划单列市、
有的是重要经济城市，创新能力各有优
势、创新生态各具特色，都处于积极推进、
加速追赶的上升阶段。其中，郑州水平指
数排名较上年提升2个位次，无锡、天津、
青岛、宁波和佛山水平指数保持与上年相
同位次，重庆水平指数排名略有下降。

创新资源加速集聚，
数字经济增长活跃

《报告》显示，2017-2019年，“万亿
俱乐部”城市创新投入、产出和成效增长
明显，创新环境不断完善、创新开放合作
持续增强。

“我省‘万亿俱乐部’城市在创新资
源、创新绩效、创新生态等一级指标指数
排名中表现亮眼。”韩子睿说，其中，南京
创新资源指数排名第3位，苏州、南京、无
锡创新绩效指数分列第5、6、7位，苏州、
南京创新生态指数排名第4、第6位。

这从部分二级指标中也可以得到佐
证：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上，无锡、苏
州、南京仅次于深圳，位列前四，在“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入选人数”“高新技术企业
数”“入选世界 500 强企业数”“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的比重”“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PCT 专利申请量”
等指标上，南京、苏州排名靠前。

南京、苏州、无锡均位于苏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且都是国家创新型试点
城市。南京新一代信息技术，无锡物联
网、超级计算，苏州纳米技术及材料应
用、医疗器械⋯⋯近年来，苏南自创区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产品创新水平位
居国际前列，创新型园区争先进位，创新
型产业持续涌现，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创新资源最为密集、创新活动最为活
跃、创新成果最为丰硕的区域之一。

《报告》还显示，2017-2019年，“万
亿俱乐部”城市创新产业增长迅速，服务
业特别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高技术服
务业增长越来越迅速，对城市创新推动
作用越来越大。北京高技术服务业营业
收入占服务业总收入两年增长近 13 个
百分点，杭州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占
浙江省的80%以上。

《报告》认为，未来5G、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为“万亿
俱乐部”城市竞争力提升注入磅礴动力。

不断优化政策环境，
持续深化开放合作

发展指数反映了城市的增长态势。
根据 2019 年 17 个“万亿俱乐部”城市
创新发展指数得分，北京依然居首位，继
续保持强劲增长；南京的发展指数从
2018 年的第 6 位跃升至第 2 位，呈现出
迅猛的发展态势；郑州的发展指数位居
第 7 位、较上年提升 9 个位次，是位次进
步最大的城市。

这与近年来17个城市均“大手笔”支
持创新驱动发展，始终将创新摆在城市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密不可分。以南京为
例，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
聚焦创新名城建设，出台三个“市委一号
文件”，配套发布34个实施细则和55个
工作方案，形成了聚力支持创新的“政策
链”“组合拳”，创新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以
重量级举措充分激活了创新潜能。

近三年“万亿俱乐部”城市的减税降
费金额规模也增长较快。例如北京市，
2018 年落实减税降费金额 400 多亿
元，2019 年顶格落实减税降费近 1800
亿元，增长了整整 4 倍多；上海 2019 年
落实减税降费 2200 亿元，同样是上年
的近 4 倍。其他如广州、杭州等城市
2019 年落实减税降费金额超 1000 亿
元，创新政策环境不断完善。各城市政
府落实减税降费的举措，减轻了企业的
负担，有效调动了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城
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万亿俱乐部’城市集聚国内外创新
资源、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等进展成

效，与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国
际科技合作有重要联系。”韩子睿表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万亿俱乐部”
城市中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创新指
数较高的城市，创新开放程度也较高。
这些城市在实际利用外资、高技术产品
出口、PCT 专利申请及举办国际性会议
等各项指标方面表现较好。江苏 3 个

“万亿俱乐部”城市，在创新产业、创新开
放等指标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大国
际科技合作力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将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创新竞争力。

本报记者 蔡姝雯
供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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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万亿俱乐部城市创新指数报告 2020》。《报告》选取 2019

年度中国大陆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的 17 个城市，构建“万亿俱乐部城市创新指数指标体

系”，从创新资源、创新产业、创新绩效、创新开放、创新生态等五个方面，采集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指标数据，综合评价每个城市的创新总指数、水平指数和发展指数。

17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中，我省南京、苏州、无锡的创新总指数分列第4位、第8位和第12位，在创新资源、创新

绩效、创新生态等具体指标上表现亮眼。《科技周刊》记者邀请《报告》编制组专家对此进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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