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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编程语言大佬
收获今年图灵奖

2021年4月1日《自然》杂志封面

激光冷却技术使用光子减慢原子的运动，40
年前一经演示便改变了原子物理学的面貌。在本
期《自然》中，ALPHA（反氢激光物理装置）团队
成功将激光冷却用于反物质，推动该技术进入全
新的领域。研究人员使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反
质子减速器，用磁场捕获了反氢原子，随后又用小
心调谐的有特定用途的紫外激光脉冲对这些反氢
原子进行辐射。这个过程能减慢一些原子的速
度，使它们降温，减小了在反原子中测量到的一个
原子跃迁的宽度。研究人员相信该技术能降低对
反物质基本特性的研究难度，包括对其引力行为
的研究。

（来源：Nature Portfolio 公众号；封面图
片：Niels Madsen/ALPHA/Swansea Univ）

对反氢原子
进行激光冷却

计算机界最负盛名的奖项——图灵奖于3月
31日出炉。国际计算机协会官网宣布将此奖项
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名誉教授Alfred
Vaino Aho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名誉教授
Jeffrey David Ullman，以表彰他们在编程语言
实现领域基础算法和理论方面的成就。

除了对编程语言实现本身的贡献以外，这两
位教授还将此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编纂成教材，
深刻影响了数代计算机科学家以及程序员。

图灵奖通常被称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奖金为100万美元，由谷歌公司提供财政支持。
该奖项以英国数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的名字命
名，他曾研究了计算的数学基础和极限问题。

计算机软件是现代社会人类与科技互动的驱动
器。不论是在手机、汽车还是网络公司内部的大型服
务器上，世界上的每一个程序都是人类使用高级语言
编写，之后再翻译成低级语言以供计算机运行的。这
种将高级语言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识别的低级语言
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Aho和Ullman。

Aho于1995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是贝尔实验室负责
计算科学研究的副总裁，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Ullman于1979年加入斯坦福大学。在那之前
他曾于1969年至197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
于1966年至1969年担任贝尔实验室的技术人员。

1967年，两位计算机科学家在贝尔实验室开
始了他们的合作。几十年间，Aho和Ullman奠
定了编程语言理论、编程语言实现及算法设计和
分析的基础，他们通过技术创新和影响甚广的教
材为编程语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两位教授早
期在算法设计和分析技术方面的合作为这一时期
出现的计算机科学核心理论提供了关键思路。

世界计算机协会主席科西斯解释说：“计算机
编程的实践和日益先进的软件系统开发几乎支撑
了过去50年中社会上所有的技术变革。虽然无数
研究人员和实践者为这些技术做出了贡献，但
Aho和Ullman的工作尤其具有影响力，他们帮助
我们理解了算法的理论基础，并为编译器（com-
plier）和编程语言设计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
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Aho和Ullman一
直是这一领域的思想领袖，他们的工作指导着一
代又一代的程序员和研究人员，直到今天。”

谷歌高级研究员、谷歌人工智能高级副总裁
迪恩补充道：“Aho和Ullman在算法、形式语言
理论、编译器和数据库方面确立了基本概念，这些
概念对当今编程和软件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他们还向人们展示了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是
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Aho和Ullman为计算机
科学引入了关键的技术性概念，包括必不可少的特
定算法等。在计算机科学教育方面，他们的教材一
直是培养学生、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的黄金标准。”

图灵奖对获奖者要求极高，评奖程序极严，一
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只有极少数年
度有两名在同一方向上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获
奖。从1966年至2019年共有73名科学家获此
殊荣。截至目前，获此殊荣的华人学者仅有1位，
即2000年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来源：学术头条）

动态

近日，我省正式启动2021年度省科技创新券申领兑付。自去年下半
年试点实施以来，全省共有233家创新券服务机构成功入库，1200余项
服务产品上架，1600余家企业注册申领，兑付金额突破1200万元。试点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嫁接中小企业与“沉睡”科技资源，撬动企业创新，身担重任的科技创
新券自带“创新基因”。我省科技创新券有何新特点？在探索和实操过程
中，如何打通“沟沟坎坎”，让小小创新券“四两拨千斤”，真正串起政府、高
校院所、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科技周刊》记者对话多方参与者。

□ 本报记者 杨频萍

日前，从国际标准化组织水回用技术委员
会工业水回用分技术委员会传来消息，南京大
学环境学院院长任洪强院士团队主导研制的
国际标准 ISO 23043《Evaluation meth-
ods for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
ment reuse processes》(工业废水处理与回
用技术评价方法)正式发布。

这是我国主导研制的首个工业水回用领
域综合评价方法类国际标准。该标准于2017
年11月成功立项，历经40个月与各国专家的
研讨、修改与完善，于2021年3月正式发布。

目前世界性水危机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工业水回用作为
缓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新一
轮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工业废水不但排放量大，而且污染浓度
高，治理难度大。”团队成员耿金菊教授介绍，
此次发布国际标准针对工业废水处理回用这
个细分领域，就在今年1月，国家十部委联合
发布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
见》也指出，积极推动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

目前工业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还缺乏统一
的评价方法，导致各国在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
合作、工程建设及运行中无章可循，极大阻碍

了工业水处理领域的技术创新升级和国际贸
易往来。

“比如目前我国一些环保企业已经走出
去，深度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水
处理工程中，但由于缺乏工业水回用技术评价
方法的标准，面临不少困惑。”耿金菊表示，该
标准规定了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的评价
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程序和方法，构建了
技术、经济、环境、资源四个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工业水处理与回用技术，“我们在制定标准的
时候，技术、经济因素考虑得多一点，而一
些外国的专家考虑到环境因素，
包括对周围社区教育、居民就
业率的影响，兼顾各方面
的普适性的因素，才取

得了共识。统一标准，将助力我国环保企业
‘走出去’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贡献。”

“有了工业水处理的国际标准后，业界都
能认识到这个领域有哪些先进的新兴技术，哪
些技术则相对过时，未来将逐步淘汰。”耿金菊
表示，这有利于工业水处理和回用技术的标准
化和创新升级，将倒逼一些企业在工程项目上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先进技术，“只有实现工
业水处理技术的革新升级，才能获得市场准入

资格，为我国水环境与水生
态建设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支撑。”
记者了

解到，2016
年，国际

标准化组织水回用委员会成立了工业水回用
分委员会(ISO/TC282/SC4)，秘书处及国内技
术对口单位分别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宜兴
环保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南京大学联合国
内工业水处理优势企业和科研院所先后主导
研制并发布了工业废水分类等5项国际标
准和3项宣讲/预研标准提案：《用于非饮用
水回用的生物过滤工艺导则》《发酵类制药废
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导则》《纺织印染工业废水
处理回用技术导则》，另有已立项在研标准提
案ISO/AWI 4789《火电厂废水处理与回用
导则》。

“工业水回用国际技术转移案例”入选
2020年度江苏省技术转移联盟“十大技术转
移优秀案例”。标准成果应用于加拿大、墨西
哥、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等41个国家，以及
我国21省化工、制药、印染及其园区等287项
工程，有力推动了国内外工业水回用工程科技
和产业标准化发展。

此次“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方法
标准”的发布，为各国工业企业或相关部门在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的建设、运行、升级
改造、实施评估等全生命周期提供了标准化的
指导，展现了我国在工业水处理与回用领域的
技术实力，提高了我国在工业水处理领域的
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供图：视觉中国

南大任洪强院士主导研制南大任洪强院士主导研制

我国首个工业水处理国际标准发布

前沿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张宣

网购科技服务，“下单”即可用券

日前，南京长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研
发人员正马不停蹄地在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
心，使用热分析系统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仪进行3批样品的检测。研发人员告
诉记者，公司从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云
平台购买了南大这些科研仪器的共享服务，
网上直接下单，还使用了科技创新券，当即节
省了25%的费用。“对于我们药企来说，在药
品的研发前期，需要在不计其数的化合物中
反复筛选试错，同一批样品可能需要多次使
用仪器反复检测才能最终符合条件，研发投
入非常大。科技创新券的使用，减轻了我们
的资金压力，据说项目完成后，地方联动部门
还会再补贴25%的费用。”

“企业在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云平
台向我们申请了仪器共享服务后，支付了总
费用的75%，我们及时向企业开具发票后向
云平台提交了25%费用的兑付申请，云平台
迅速审核兑付，最终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了
这笔款项的兑付。”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去年8月，江苏省科技厅、财政厅联合印
发《江苏省科技创新券试点方案》，正式启动
全省科技创新券试点工作。“省科技创新券主
要通过省级财政资金后补助的方式，对企业
购买科技服务给予相应补助。”江苏省科技资
源统筹服务中心副主任尤琛辉说。

与此前我省个别市县探索的创新券有所
不同，此次科技创新券由省市联动发放，即省
级补助资金采用“企业申领、机构兑付”模式，
企业在线购买服务时可以使用创新券“实时
抵扣”费用，即刻为企业降低25%的研发成
本，每家企业每年领取省创新券的额度不超
过10万元，额度当年有效，可分多次使用；参
与省创新券的设区市、县(市)及省级以上高
新区等联动地区，则提供不低于1:1的联动
资助，由联动地区直接补助给企业，由此，总
补助比例达到50%，企业成本减少了一半。
这种发放模式在全国尚属首创。

此外，省科技创新券另一大创新，是充分
运用“互联网+”手段，依托江苏省科技资源统
筹服务云平台设计开发了创新券管理系统，将
创新券的供需双方和使用场景迁移至网络，并
为他们提供在线检索、预约、交易等全程服
务。“云平台上既有买家也有卖家，能够清晰看

到他们之间的交易脉络。”尤琛辉说。
这种“电商服务”模式，打通了省市科技

创新市场，形成了全省联动。今年，为更好融
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云平台还面向
沪浙皖三地的优质服务机构试点开放。“我们希
望在更大范围集聚更加优质的资源，让更多企
业受惠。”尤琛辉说，今年联动地区已增加至53
个，同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取消了上年度销售
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的限制，所有科技型中小
企业均可享受创新券政策红利。

“作为省创新券联动地区，我们今年的目标
是实现15个高新园区的全覆盖，目前已经上门
推广一半以上。”南京市科技局成果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落实机构应进尽进、企业应享尽享，并做
好财政资金的匹配，资助比例与省里统一。

盘活科技资源，搭建交流平台

小小创新券可当“真金白银”用，充分激发
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同样享受到科
技创新券红利的，还有南京斯泰尔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使用创新券，我们获得了经常要用到
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热分析系统、核磁共振仪
以及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的仪器共享服务，
这不但减轻了我们这种初创企业的经济压力，
解决了我们缺乏大型检测仪器的困难，还提
供了一个我们能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科
技资源创新平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科技创新来说，包括科学仪器在内
的各种科技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省
高校院所众多，大型科研仪器数量仅次于北
京和上海，以往受限于封闭管理、分散布局，
有些设备的使用效率不高，存在闲置浪费、重
复购置等情况。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特别是
科技型初创企业，由于早期资金实力有限，难

以自行购买研发创新所必需的先进仪器设
备，创新能力的发挥受到了限制。

省科技创新券启动申领兑付后，南京大
学现代分析中心积极加入云平台，拿出最好
的科技资源，为有技术需求的创新型企业提
供“一站式”科技服务，并成为首家成功兑付
创新券的服务机构。“南大提供了物质表面形
貌测定、物质成分分析及结构鉴定、物质元素
含量检测等多项科学仪器共享服务。”该中心
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些服务实质是以开放共
享为手段优化了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有效提
升了科技资源的质量和效率，起到真正盘活
科技创新资源的作用，最终将科技资源数量
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能力优势。

近年来，全省统筹科技资源，加速推进科
研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进一步
提升科学仪器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科技创新
和社会发展服务。“我们试点实施科技创新券，
也是为了引导企业使用大型科学仪器，来进一
步加大大仪的开放共享力度。”尤琛辉说。

而为了引导全省各类科研机构协助中小
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
购置科研设施与仪器的使用效率，到了年底，
还将对参与省创新券政策服务的省内优秀服
务机构，依据其年度进展涉及创新券服务实
际规模和服务给予最高不超过5％的奖励，
同一法人单位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50万元。

此外，在尤琛辉看来，省科技创新券的实
施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企业和科
研服务机构提供对接交流的平台。科技服务
不是“一锤子”买卖，用好科技创新券，将政
府、高校院所、企业和创业者连接在一起，可
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提高科技资源
支撑企业创新的效率。

打通“沟沟坎坎”，
让创新券“含金量”更高

任何新机制、新模式的探索，都并非一帆
风顺。在科技创新券实操过程中，也遇到了
一些“沟沟坎坎”。

比如在高校财务系统中，按照税法高校
必须开具全额发票，但由于科技创新券的补
助比例，高校一开始只能拿到75%的服务资
金，开具全额发票存在一定障碍。为此，省统
筹中心深入高校调研，并专门组织编制《江苏
省科技创新券服务相关方各环节会计核算方
法参考》，在部分高校已顺利实施，但据了解
仍然有部分高校心存顾虑，参与度不够高。
而在需求侧企业端，如果科技创新券对接的
不是公司老总本人，也很难推进。

尤琛辉认为，科技服务关键在人，应想方
设法调动人的积极性，除了需畅通职称晋升
渠道，对一线服务人员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
激励。比如实验技术人员目前在单位内部属
于辅助岗位，受重视程度不高，各类科技计划
项目相对难以覆盖，但其在整个科技创新过
程中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应该保障实验技
术人员的收入。“科技改革30条中也明确提
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收入可纳入服务
人员的绩效服务收入，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目前我们正在和省人社厅联合商议。”

“在实操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联动地区没
有做足财政预算，当省里下达补助后，各个市各
个省级高新区没有提前安排预算导致无法兑
付。”南京市科技局成果处相关负责人建议，加强
省市区联动性，设置自下而上的合作协同管理体
系。同时，要高度重视财政性资金安全。“截至目
前未发生过一起资金骗取的案例，但为了规
避风险隐患，在资金安全保障上要加强监管。”

此外，对于申领兑付流程，一些企业和服
务机构反映，同一家企业同一批次的样品可
能同时要申请好几项仪器共享服务，但目前
的云平台的操作是企业申请一项服务后，要等
到平台审核通过使用创新券后才能继续申请
下一项服务，建议云平台可以开发出批量申请
的功能、在审核前增加修改内容的功能等。

尤琛辉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云平台功能、
提高审核效率，推动服务机构入库、企业入库
和创新券申领兑付，实现常年受理、定期审
核。其中，企业入库基本实现实时审核，对抗
击疫情相关服务开通审核兑付“绿色通道”，
为机构和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供图供图：：受访者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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