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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拓 张宣
葛灵丹 谢诗涵 王甜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让创新高原之上竖起更多高峰

“十三五”以来，我省创新型省份建设取
得明显进展。国家技术预测调查显示，我国
15.1%的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我省在纳米科
技、超级计算、生物医药、物联网等领域的关
键核心技术和重大产品创新水平位居国际前
列。

“我省科教事业已经站在了高原之上，
但在大科学装置、‘卡脖子’技术乃至基础科
学的一些问题上还有提升和努力的空间。”
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建国建议，我
省要突破一批影响全局的战略性科技问题，
争取在高原上出现更多的高峰，将着力点放
在“卡脖子”技术、前沿科技领域。此外，王
建国表示“双碳”目标给科研和建筑行业带
来了新的思考与研究方向，“建筑业也面临
重大转型，倒逼我们攻克新的课题，要用绿
色技术让建筑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要做
到从低碳、减碳到近零碳、零碳，最后还要做

‘碳汇银行’。”
全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围绕国

家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岗位，坚持问题导
向。“作为一名水利水运科技工作者，我将始终
以‘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十年磨一剑’的韧
劲，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水
运体系贡献自己力量。”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代表、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南京水利科学
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亚安建议，江苏要充分
发挥内河水运优势和潜力，重点围绕智慧港
口、智能航运、绿色航道为代表的水运“新基
建”，建设联网畅通的内河航道网，加快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自主可控，为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提供有力支撑。

“江苏通过提升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效能，
让科创力量聚焦最有基础、最有优势和最需
突破的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
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刘韵洁表示，紫金山实
验室作为江苏重点建设的科技平台，从成立
之初就按照自立自强的理念，面向未来网络
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技
攻关，大网级网络操作系统、大规模确定性广
域网络、毫米波芯片、B5G/6G、“拟态防御”安
全理论和网络内生安全试验场等成果均实现
自主可控，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我省应继续
以提升科技能力为抓手，解决网络关键基础
设施受制于人的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以科技
自立自强支撑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赵淳生表示，要重视基础研究工作，让基础
研究成为推动科技发展的深厚积淀。“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积聚竞争优势。引导科研工作
者、相关企业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卡脖子’难

题上，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开展研究工
作，最大限度地释放创新潜力。”他建议要瞄准
时代科技前沿，标定发展航向，始终与前沿科
技“同频共振”。

打好人才“硬核王牌”
激活科技发展“强劲引擎”

推进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
通过育才、引才、惜才、爱才、聚才，努力造就
一批顶尖科技人才及科研团队，江苏正在做
出积极探索。省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聚集高端人才
资源的“强磁场”。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有
29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项目正加快培育建
设，并已集聚各类人才超3000人，与300多
个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了战略创
新合作。

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中国科学院
院士、南京大学教授沈树忠表示，江苏是人才
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尤其目前两院院士的总数
为全国省份最多，毫无疑问江苏是我国科技力
量的“领头羊”。他提出，希望江苏能够发挥优
势，保持科研定力，更加重视长远性、基础性研
究，继续给科研工作加大投入，营造宽松的研
究氛围，让江苏科研工作者安心工作，面向国
际学术前沿、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取得更大、更
深远的进步。

在刚刚公布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中，江苏
再度名列前茅，彰显了江苏作为科教强省的雄
厚实力和地位。“面向新形势下的高质量发展
要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艰巨任务，寄望我省顺
势而为，敢为人先，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高
质量发展历程中再创辉煌，做出新发展理念下
的傲人业绩，让科教发展更好地助力‘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教授王会军表示。

“我省应从大局出发，培育与发挥好在江
苏工作的战略科学家与领军人才的作用。”中
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教授顾晓松表示，江
苏的科技创新活动，要放在国家统筹发展与
安全、创新与转型的大局中来审视。江苏可
以设立“战略科学家培育计划”，坚持以创新
引领、以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导向，加大资助力度，并连续持续地择优
资助。

他建议，江苏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
制高点，培育一批世界顶级知名科学家与国家战
略科学家，培育一批颇具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与世界品牌产品企业，建设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创新示范基地，着力打造全球高层次人才
集聚中心，全球科学交流与大科学计划合作中
心，实现重大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围
绕产业创新强化协同创新，构建全流程的产业创
新链，以此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
展。“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从事‘揭榜挂帅’、联合
攻关、前瞻性高起点、聚焦国际前沿的领军人才
作用。使江苏的人才工作，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高校企业强强联手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
江苏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发挥我省科教优
势和产业优势，依托和整合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力量，加快建设
以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引领、以3大省实验室
为基础、以10家省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为骨
干、以N家工程技术创新平台为桥梁的“1＋
3＋10＋N”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推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江苏高校林立，人才荟萃，实力雄厚，江
苏现代化企业在芯片、通讯、新材料、新能源
等领域颇具特色。“充分发挥江苏省科教与产
业优势，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企业化的
有机结合，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全省科技与产
业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都
有为表示，应不断加强对高校、研究所的投
入，鼓励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探索研究成果
转化为产品并进入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加强
国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实现创新型的经济
发展模式。

高校、科研院所是创新的源头。“未来，江
苏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制造业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和健康医学中心。为实现这一
目标，江苏要建设3到5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高等学府。”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
柴之芳表示，要集全省之力，使这批高校达到
世界一流水平。以这批高校为核心，加强新
理学、新工学和新医学研究，成为我省科技创
新中心。“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是建设中能
多粒子超导医学研究加速器，这对我省生物
医学的发展以及人民健康，具有重大意义；也
是国际上第一台具有放射诊疗、核药物研发、
航天医学、功能材料及抗辐照芯片能力的加
速器。”

药物攸关国家安全，生物医药产业是我
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省要紧跟新
药研发的前沿领域，进一步突破如药物新靶
点的发现、细胞药物的开发和转化、mRNA
递药系统的研发等生物医药领域的‘卡脖
子’问题，加强对医药领域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的扶持力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科
大学教授王广基表示，要提高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成效，统筹规划省内生物医药园区建
设，为江苏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赛
道超车”加装“助推器”，为全方位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
生力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邮电大学教
授黄维认为，我省应大力发挥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作用，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
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引
导创新型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展开技
术合作与交流互动，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跨
界流动，使企业在智能时代实现颠覆性技术
跃迁发展。

开创农林业现代化新局面
为生态文明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林业现代化。江苏
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强省，肩负“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要锚定率先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迈出更加坚
实的步伐。

江苏省现有耕地6870万亩，人均占有耕
地0.86亩，如何提高这些耕地质量，在利用
中保护好这些耕地，这是一个能否确保江苏
省食物供给的重大问题。中国工程院新增
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提出，我省
农业生产目前面临的最大肥料问题是如何
克服化学氮肥过量施用和施肥不平衡的问
题。“单一过量施用化学氮肥，导致土壤酸化
和土壤肥力退化、肥料损失严重而污染环
境、不可避免地大量使用农药；而单一施用
有机肥料，导致当季产量不高，农民不高兴、
也不愿意；这两条途径都不是解决农业生产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办法。”他提出，今后
肥料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是无机（复合）肥一
统天下，而应该是有机无机生物全元复混肥
料逐步替代无机复合肥料，只有这样才能使
当季作物产量不减、农产品品质提高、生态
环境得到保护。

“我国农业正在进入绿水青山背景下的
高质量、高品位农业时代，其前提要有无污染
和高肥力的土壤。”沈其荣表示，发展有机
（类）肥料产业不仅为作物优质高产和提高土
壤肥力提供新的肥料产品，减施化学肥料,还
能有效消纳农业废弃物，减少环境污染负
荷。这是兼顾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双重目的
的有效途径。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哪里？中国工
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程表示，大田作
物的现代化生产就是个关键。“我们全体农业
科研工作者应当充分发扬‘钉钉子’的精神，齐
心合力打好其中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适
应规模化生产需求的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
农业技术创新集成与推广，把我国培育的大批
作物良种仍有1/4-1/3的增产潜力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名林业科技工作者，最紧迫的
就是要结合林业院校的职责使命，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强化科技创新、让农林业插上科
技的翅膀的重要要求落到实处。”中国工程
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曹福亮表示，从
当前江苏林业科技创新的迫切需要来看，要
切实围绕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双碳”目标、
种业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林业高
质量发展主题，围绕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主线，开展创新性工作。

“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他建议，通过感知
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手段，形成林业立体感
知、管理协同高效、生态价值凸显、服务内外
一体的智慧林业发展新模式，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科技支撑。

两院院士寄语省党代会：

创新跃创新跃升新境界升新境界

1.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
都有为

充分发挥江苏科教与产业优势，
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企业化的
有机结合，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全省科
技与产业发展。

2.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赵淳生

不断创造更多创新成果，推动成
果落地，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书写科
技自立自强答卷。

3.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
柴之芳

以高校为核心，加强新理学、新工
学和新医学研究，打造我省科技创新
中心。

4.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黄维

大力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
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
的主体。

5.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王会军

让科教发展更好地助力“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

6.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中国
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沈树忠

希望未来江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的“领头羊”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寄语
（按当选年份排序）

1.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
兼首席科学家刘韵洁

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坚持科
技自立自强。

2.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王广基

紧跟新药研发的前沿领域，助推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3.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中国
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

希望江苏科技事业在高原上再生
高峰。

4.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曹福亮

围绕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主线，开展创新性工作。

5.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教授
顾晓松

主动适应新时代，以创新引领，助
推高质量发展。

6.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中国
工程院新增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
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亚安

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
现代化水运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7.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沈其荣

提高江苏耕地质量，在利用中保
护好这些耕地，兼顾农业生产和环境
保护。

中国工程院院士寄语
（按当选年份排序）

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于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于1111月月2424日至日至2727日召开日召开。。回望过去五年回望过去五年，，我省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我省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

居全国前列居全国前列，，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各类大战大考中都交出了傲人答卷在各类大战大考中都交出了傲人答卷。。迈入迈入““十四五十四五””，，我省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优我省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优

势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科技创新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确保科技创新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科技周刊科技周刊》》记者邀请党代表中的院士和其他江苏院士记者邀请党代表中的院士和其他江苏院士，，畅谈畅谈

我省未来五年如何在科技事业的高原上我省未来五年如何在科技事业的高原上，，进一步提升自立自强新境界进一步提升自立自强新境界，，勇攀科技新高峰勇攀科技新高峰。。

◀◀ 部分院士手书部分院士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