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未来可期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未来可期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未来可期

2018年11月21日
■编辑：马玉娟2 综合新闻 ■电话：（0971）6337013

科普时评

我省创新优惠政策培训班在西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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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等科学家获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

本报讯（记者 黄土）11
月 18日，由省体育局、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海东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 2018 年青海省冬
季冰雪体育旅游活动暨第四
届青海省全民健身冰雪运动
会启动仪式在海东市乐都区
瞿昙国际滑雪场举行。我省
各地滑雪爱好者相聚于此体
验冰雪运动的乐趣。自此，一
系列冬季体育旅游“大餐”将
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

冰雪活动。
蓝天、暖阳、白雪……虽

然青海高原的冬天气温较低，
但是依然挡不住群众滑雪的
热情。滑雪板、滑雪服、护膝、
帽子……当日，不少市民自带
装备，已然成为滑雪运动的忠
实爱好者。从高处俯冲下来，
一个帅气的侧刹溅起无数雪
花瞬间定格为一张张精彩的
画面，赞叹声、欢笑声不绝于

耳。
据悉，为推动我省冰雪运

动和冰雪产业的发展，打造高
原冰雪体育旅游季，我省把握

“冬奥”冰雪运动发展的黄金
增长期，从竞技运动、全民健
身、冰雪产业、品牌赛事四个
层面一起发力，着力推进“全
民健身+竞技体育”。从 2018
年 11 月起到 2019 年 3 月，我
省将开展 100余项旅游活动，
其中，体育旅游项目 30项，冰

雪休闲健身大赛、冰雪运动
会、岗什卡登山大会、迎新年
冬季青海湖徒步、第五届全国
大众冰雪季青海各城市启动
仪式等活动将在我省各地相
继举行。这些体育旅游项目
将充分释放冰雪运动的巨大
空间与潜力，将“冷资源”变成

“热产业”，将“白雪”换成“白
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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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农科所
获悉，柴达木枸杞日前成
功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
认产品名单，成为全国 35
个中欧地标互认农产品
之一。

海西州是我国第二
大枸杞种植基地。据海
西州农牧局的统计，目前
海西州有机枸杞种植面
积达 10 万余亩，是我国
有机枸杞种植面积最大
的区域。该地区每年经
欧盟认证的有机枸杞出
口额也位列中国首位。

据介绍，中欧地理标
志合作与保护协定是根
据产品知名度、出口情
况、经济效益、质量技术
要求等原则对拟纳入协
议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协商，中欧双方根据各自
立法将对方的地理标志
名称清单对外公示。同
时，这些产品还将享受与
欧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同样的专门保护。

海西州农科所工作
人员表示，此次柴达木枸
杞成功入选中欧地标互认
农产品意味着柴达木枸杞
产品销往欧盟各成员国将
受到法律保护，更大程度
提高产品国际知名度，为
枸杞产业发展注入品牌核
心竞争力，对加快产业的
升级发展与全球化步伐具
有重大意义。 据中新社

本报讯
（通 讯 员 史
绍 俊）为 进
一步提升玉
树市囊谦县
整体的乳制
品 加 工 技
术 ，帮 助 囊
谦县解决乳
制品加工技
术 缺 乏 问
题，近日，省
牧科院在畜
牧兽医科学
院畜牧所乳
制品加工实
验室举办了

“ 乳 制 品 加
工技术提升培训班”，对来自
囊谦县着晓乡优永村沙青种
植养殖合作社、囊谦县卡麻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9 个专业合作社的 10 名乳制
品加工技术员进行了乳制品
加工技术专业培训。

省牧科院畜牧所动物产
品研究室的冶成君、胡勇等
乳制品加工研究专家围绕乳
源健康卫生的重要性、乳制
品加工环境卫生的重要性、
乳巴士杀菌的要求、酸奶发
酵火候的技术、奶酪拉丝的
原理、加工冰淇淋要点、加工
奶皮的要点、延长产品保质
期的措施以及酸奶、芝士、奶
皮、冰淇淋产品的加工试制
等内容进行了授课讲解，并
细心指导，学员们纷表示通
过培训受益匪浅。

11 月 18 日，2018 年未来科学
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国大饭店
举行。李家洋、袁隆平、张启发、马
大为、冯小明、周其林、林本坚7位
科学家获颁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

“生命科学奖”授予李家洋、袁
隆平、张启发三位科学家。他们在
推动水稻产量可持续增长的“命
题”下相得益彰，获得了重大成
就。他们的原创性工作对中国在
基础科学领域以及国计民生的巨
大影响博得国际科学界的公认。

三位科学家在致辞中均表示，

对于未来科学大奖能关注到农业
领域，尤其水稻这个细分领域非常
感动，这是科学界对这些年中国水
稻研究的一个认同。

“物质科学奖”授予马大为、冯
小明、周其林三位科学家。他们在
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反应方面做出
创造性贡献，他们为合成有机分
子，特别是药物分子提供了新途
径。马大为的马氏胺化反应，周其
林的周氏手性螺环配体及催化剂，
冯小明的冯氏手性双氮氧配体及
催化剂在国际上学术界和工业界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马大为教授在获奖感言中感

谢未来科学大奖营造了尊重科学、
热爱科学的社会氛围，也通过国际
评审提升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
果在国际的认可度。冯小明教授
认为，未来科学大奖提供了一个平
台，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科学家的工
作，让科学家更好的展示自己的成
果。周其林教授认为，如今社会为
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和条
件，自身也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可
以更好地去做科学研究。周其林

教授承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未来将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科学接
班人。

林本坚博士获得了今年的“数
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林本坚博士
突破性创新所开拓的浸润式微影
系统方法，持续扩展纳米级集成电
路制造，将摩尔定律延伸多代。

林本坚博士在感谢致辞中认
为取得能被认可的成绩有四个要
素：首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其次
要有好奇心，还要有好的创意，最
后是要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在

致辞中，林本坚博士对比了自己求
学时代和今天科研环境的差别，认
为如今青年科学家在研究上有了
更好的条件，但是也相应有更大的
责任，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
好，也把未来科学大奖推向世界，
变成世界上的大奖。

未来科学大奖寄托着科学的
理想和希望，每一位科学人、每一
位获得科学大奖的科学家，都在用
荣誉诉说同一个信念，推进科学精
神。

据央广网

为什么办不出属于中国自己的
一流科技期刊？对于中国科技界来
说是个“大问题”。它是隐痛、是焦
点、是不甘，更是期待。

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科技期刊问题
再次被提上了议程。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的意见》，并强调，科技期刊传承
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
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
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
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
领域期刊。

这让关注此事的人们对中国科
技期刊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主要
载体，对科研成果具有记录、传播、交
流的功能，是积聚前沿、尖端科技信
息与文献资源的主要平台。科技期
刊的发展，对于服务创新型国家建
设，维护国家科技信息安全，提高科
研人员在国际同行中的学术影响力，

提升科技文化国际交流的话语权以
及推动中国科技出版产业转型升级，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已经
具备了办好科技期刊的基本条件。
过去，大家的普遍认知是我们没钱、
没人才、没足够多的拿得出手的成
果，所以一流期刊办不起来。但现在
这些已经有了变化——这些年，我国
科研投入稳定增加，科研成果水平不
断提高，科技论文数量日益增多。可
以说，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举国上下
也达成了共识，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
改革形成好的体制机制，把办好一流
科技期刊的好想法落到实处，真正把
科技期刊做大做强。

目标有了，如何实现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项“大任务”。正因为如此，
在《意见》的相关消息发布以后，就有
不少专家公开表示，期待看到《意见》
全文，想知道“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
期刊为目标”的具体标准和细则。但
有几条是办好中国科技期刊绕不开

的路径，那就是吸引优质稿源，挖掘
中国本土的特色原创研究；在科学家
们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文期刊发展的
背景下，加强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和价
值观引导，完善评价体系；对优秀中
文期刊进行财政和基金支持的同时，
加强期刊自身办刊能力，提升质量和
服务，培育更多办刊人才。

科技期刊是一个国家赢得科技
话语权的重要工具。现有经验表明，
科技期刊办好了，必定能推动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应用，并由此
推动科技进步。办好中国科技期刊，
承载着一代代科学家和办刊人的厚
望，在推动科技发展、传播中华科技
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过去，我们一味追求在国外发论
文，大量优秀的创新性科研成果用英
语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如今，时代已
经变迁，如何重拾自信，传播中华文
化，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是我们这代人
必须交出的答卷。

据《科技日报》

近年来，互助土
族自治县农业技术
中心积极培育下寨
65 并引进马铃薯品
种青薯 9 号，马铃薯
脱毒率93%~95%，亩
产 1.8~2 吨，推广面
积 20 多万亩，马铃
薯成为该县农民的

“致富薯”。
图为互助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培
育 的 下 寨 65 组 培
苗。
本报记者 范旭光摄

本报讯（记者 范旭光）为深
入落实《青海省贯彻<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实施方案》，切
实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营造
政策环境，11 月 20 日，由省科技
厅、省税务局主办，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青海省 2018
年度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等创新优惠政策主题培训班
在西宁举行，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企业、重点培育企业代表
等600余人参加了培训班。

省科技厅副厅长许淳在开班
仪式上说，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
壮大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发展
的第一要务。近年来，我省不断
出台鼓励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希
望我省企业能够将各项优惠政策
落到实处，应享尽享，切切实实受
益，从而让企业做大做强。

本次培训邀请了省内理论水
平高、实战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
授课，内容涵盖《青海省深化科技

领域放管服改革 20 条（暂行）》政
策解读、科技税收奖励政策解读、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最新
政策解读、企业研发费归集及相
关财务账务处理，创新券政策解
读及申领流程操作等。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
对规范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的执行，企业和科研院所
用好用足国家科技和财税优惠政
策，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研究
开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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