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上海市科协的指导下，上海市业余科技学
院与云南省科协、新疆喀什地区科技局、西藏日喀则科技
局对接，找准需求，发挥科协自身人才和组织网络优势。学
院与云南省科协和西藏自治区科协联合联动，采用“来沪
培训”和“送教上门”的形式，举办了一系列培训活动，参训
学员达到 1000多人，拓展了贫困地区科协系统干部、专业
技术人员、科普工作者、医务科技工作者、当地居民的视
野。近日，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被评为“2018年全国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先进团队”。

送教上门：足迹遍布滇疆藏
2017年，学院组织动员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助教，沪

滇合作赴云南省举办“薛永祺院士报告会”“上海市特级校
长程华报告会”“教育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大理州优秀
中小学校长暨科教组织人员培训班”，让当地 800多位科
技工作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

2018年7月，学院组织中科院精密仪器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等专家赴迪庆州香格里拉
市、维西县两地开展了“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科普边疆行
活动，开设《颈腰椎退行性变的防治》《新时代的科学诠释

与传播》《科学传播创造科普影响力》等专题讲座和互动交
流，250多位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学习，活动深受贫困地区人
员的欢迎。今年上半年学院还组织了“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科普边疆行活动，开展义诊、咨询、巡讲、交流等活动。

以科技支撑助推精准脱贫为目标，紧紧围绕医疗扶贫
和科学传播主线，通过“送教上门”的形式，上海科技专家
足迹遍布边疆，也将科技氛围带到了边疆。

来沪培训：加强科普服务有效供给
2018年，在上海市科协和西藏自治区科协的高度重视

和共同努力下，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承办“沪藏合作”上海
市科协助力西藏自治区科协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培训班。培
训为期 10天，围绕互联网时代下科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新挑战，开设了新媒体时代下的科普创新、国外协
会运用情报服务创新的做法、舞台艺术诠释科学原理等课
程；并紧密结合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和科协工作的最新动
态，安排了上海科技馆等极具科技特色的上海科普场馆现
场教学，活动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
性。同时，举办专题研讨会，与会人员交流分享了基层科协
工作在创新发展方面的探索和成功经验。此次培训班是上
海市科协与西藏自治区科协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翻开
了助力西藏自治区科协科技干部培训的新篇章。

在市科协的工作部署下，学院还积极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科技厅、喀什地区科技局沟通联系，紧扣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聚焦科技管理创新与科技维稳
主题，为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伊犁等 13个地州
市科技兴新办公室及各地州市科技干部举办“创新驱动发
展与科技维稳”来沪培训班。培训在内容挖掘、模式拓展和
力度强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除开设《现代智能机器人发
展的思考》《新安全威胁下的战略稳定之道》《可持续发展
的设施农业技术创新》等课程外，还安排了上海市科协、上
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电信信息生活体验馆等极具科技特色
的上海科普场馆和上海市高科技园区、企业的现场教学，
既有专题讲授、案例探讨，又有参观考察、体验互动；既有
学员之间的研讨交流，又有学员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交流，
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学院发挥上海市科协的资源优势，在来沪培训工作中
开通学员微信交流群，配备培训指南、学员证、课程讲义等
资料，培训指南中包含培训安排表、上海简介、温馨提示及
培训须知、交通出行图等内容，让学员时刻感受到魔都上
海的创新脉搏和科技氛围。学院严谨的管理、专家的配备、
课程的设置、服务的保障获得了参加学员的一致好评。

通过人员来沪培训，切实提升新形势下边疆地区科技
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用科技搭建起了上海和边
疆的沟通桥梁。

本报见习记者 刘禹

本报记者 耿挺

位于细胞膜上的G蛋白偶联受体是联通
外界与细胞内部的一把把信号之“锁”。谁能摸
清“锁”的样子，谁就有机会为这把“锁”配上一
把专用的“钥匙”。因此，G蛋白偶联受体是迄
今为止研究最多、也是最为重要的药物靶点。

4月 12日的《科学》杂志刊登长文宣布，
以中国科学家主导的 4支科研团队联手，解
析了 1型人源甲状旁腺激素受体与Gs蛋白
复合物的三维结构，揭示了其长效激活状态
下的分子动力学机制。

甲状旁腺激素受体是一种在骨细胞和肾
脏细胞中出现较多的B类G蛋白偶联受体，
与体内钙磷代谢关系密切，因此被公认为是
骨质疏松症治疗靶点。随着其三维结构的解
析完成，将对创制治疗骨质疏松症、甲状旁腺
功能减退症和恶病质等疾病的小分子新药奠
定坚实的基础。

完成该项研究的这 4 支科研团队分别
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徐华强团队
和王明伟团队、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张岩团
队，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Jean-Pierre
Vilardaga团队。徐华强课题组的赵丽华副研
究员和博士研究生马山山、浙江大学沈丹丹
博士和美国匹兹堡大学 Ieva Sutkeviciute 博
士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科研曾经历过最为艰难的时刻，甚至到
了放弃的边缘。但我们选择了坚持不懈、勇往
直前，才有了今天的成果。”王明伟在新闻发
布会上充满激情地说，“宁可在领跑的道路上
粉身碎骨地惨烈失败，也不愿意在惬意的跟
跑道路上不战而胜。”

治疗骨质疏松症的重要靶点
藏在甲状腺内的甲状旁腺形如蚕豆，是

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早在近100年前，研
究人员就已经发现，用牛的甲状腺提取物，可
以改变狗在甲状旁腺切除后出现的痉挛症
状，并使得狗的血钙水平升高。由甲状旁腺分
泌的甲状旁腺激素，随后被确定为调节血钙
水平的关键因子，对维持机体离子稳态和骨
骼健全至关重要。

科学家发现，甲状旁腺激素主要针对骨细胞和肾脏细胞发挥作
用。这是因为在这两类细胞上，富含一个能与甲状旁腺激素特异性
结合的B类G蛋白偶联受体——甲状旁腺激素受体。当甲状旁腺激
素与受体结合之后，就会激活下游信号通路，调节血钙和磷酸盐的
浓度。有趣的是，这种调节是双向的：一方面，信号被激活之后，细胞
会吸收血钙；另一方面，信号被长时间激活之后，细胞又会向外释放
钙离子。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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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日发布的“科改
25条”提出了多项突破性政
策，其中一项就是：不但要
激励科研人员，还要让技术
转移服务人才“名利双收”。技术
转移服务人才，是指在高校、科
研院所及技术转移机构从事技
术转移服务的专业人士。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 2018
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实现成
果转化的 2766家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中，已设立专门技术转移
机构的仅占 9.5%。科技成果转
化专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严
重缺乏，正成为成果转化的主要
障碍之一。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
要原因有二：一是在提到对转化
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
时，绝大部分细则没有考虑到对
技术转移服务人才的奖励；二是
上海申请领军人才有9个通道，
却没有一个通道是适合技术转
移服务人才的。技术转移服务人

才事实上处于一种“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尴尬
境况中。

“科改25条”提出，可在
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提取不
低于 10%的比例，用于高校、科
研院所技术转移专业机构能力
建设和人员奖励；同时，设立技
术转移专业岗位，为技术转移服
务人才提供晋升通道。上述“新
政”的推出，都突破了我国在技
术转移服务人才培养和使用方
面的体制机制瓶颈。

据报道，“新政”一经推出，
沪上高校闻风而动，进一步完善
技术转移体系举措迅速落地。如
上海大学很快修订文件，成为沪
上首个给予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团队现金奖励的高校。“新政”效
应犹如和煦的春风，让技术经理
人队伍建设披上了盎然的绿意，
而绿意盎然终将营造出成果转
化的蓬勃春天。

技术经理人的春天
□柯文

科 海
观 澜

本版责任编辑 耿挺

汽车检验新国家标准“五一”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陈怡）日前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今年5月1日起，全国将实施两项新的国家标
准——《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
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和《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人们
生活中与车有关的事情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有车
市民首先会遇到的是车辆环保年检的要求与过
去不一样了，变化主要体现在车辆外观检验中增
加了污染控制装置的完好性检查、部分车辆增加
了OBD检查、柴油车辆增加了NOx排放检验等。

市生态环境局提醒市民，鉴于五一实施新国
标后，部分年检站尚未完成新国标检验能力升级，
市民若需要在五一后验车，建议提前致电年检站
询问是否可以正常验车，或留意官方发布的具备
新国标检验能力的年检站，以免耽误时间。

据悉，对于家用小轿车，新标准主要增加了
环保检验项目（污染控制装置的完好性和OBD检
查），采用了全国统一的排放限值；如果是不满10
年车龄的，检验方法由原来的双怠速法变为简易
瞬态工况法。

新闻热线：63306807-8019 E-mail：newskjb@duob.cn主管：中共上海市科技工作委员会 主办：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出版：上海科技报社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
授陈芬儿被称为“教授发明家”。他打破了
国外垄断，研发了多项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原料药合成技术，在精细化工制药
技术领域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大大降
低了多种常用药物的生产和销售价格。

分秒必争工作
陈芬儿的日常作息表是这样的：每天

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有时检查完实验室，就
直接睡在了办公室。早上七八点起床，又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说：“科研工作中，40
岁以前是兴趣，40岁以后是责任。我们目
前掌握的知识都是经过一代代人的积累和
传承，我们要进步、要做得更好，这是一种
责任。现在国家支持创新，对科技工作非常
支持，如此好的科研机会和机遇不能浪费，
应该好好珍惜，好好做事。”

在这样的工作效率中，一系列颠覆性
的科技成果在陈芬儿的手中诞生！d-生物
素是蛋白质和脂肪中间代谢中的一个重要
辅酶，它具有抗衰老性，在维持人和动物正
常生长发育，保护皮肤、羽毛和骨髓健康等
方面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此前近50多年
的时间，d-生物素的合成技术一直被瑞士
罗氏公司所垄断。自2001年起，陈芬儿团队
历经10年，确立了更便捷巧妙、更高效低廉
的d-生物素全合成新路线。在国内投产后，
使得该药物的生产成本从每公斤 1.5万元
降到每公斤 0.25万元，从而使我国从进口
国转变为出口国，主导了国际主要市场，打
破了罗氏公司的垄断局面。罗氏公司为了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先后提出以10万美元
月薪聘请陈芬儿加盟，并在欧洲为他建立
实验室等条件，这些都被陈芬儿一一拒绝。
陈芬儿说：“实验室只能建在中国，建在上
海，建在复旦大学。”2004年，罗氏公司出资
3600万元，在复旦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这项技术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陈
芬儿因此被授予 2005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专利金奖、何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一系列高含金量大奖。16年过去
了，至今这项技术仍在全球领先。

从不考虑名利
陈芬儿认为，科学家要有高尚的品德，要有对国家的热爱和对自

己岗位的热爱，讲贡献，讲奉献。如果一个人贪于享受，不踏踏实实，
不可能在科技领域中作出大的贡献。他说，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就应
该在学校里好好教书育人，在实验室里认真开发颠覆性技术，经济利
益要放在第二位，社会效益要放在首位。他现在取得一些成绩，让更
多的病患享受到价格低廉的优质药物，自己内心觉得非常幸福，他在
完成作为科学家的历史使命。

现在国家强调科研人员要开发颠覆性技术，只有颠覆性技术才
能引起工业革命，带来低成本生产和全新的优质产品。陈芬儿说，虽
然过去只是埋头做，并没有考虑很多，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科研经
历，深切地感受到颠覆性技术的巨大效应，很多连带产业被淘汰和关
闭。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水平发展迅猛，让陈芬儿颇感自豪的是，通过
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在合成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近年来，陈芬儿又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是
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每年全球有 1000多万人死于这类疾
病，我国去年因这种疾病死亡人数是225万。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主
要表现为胆固醇高，这是一种代谢障碍引起的疾病。胆固醇高就会引
发动脉硬化，血管没有弹性，就会引起高血压，血管非常容易破裂。他
汀类药物对这种疾病疗效最好，国外效果最好的瑞舒伐他汀和阿托
伐他汀两种药物，制造成本很高，售价也很高。陈芬儿说，降低他汀类
药物的生产成本是实验室肩负的使命。通过 16年的研究，终于开发
出了成本降低8倍的生产技术。2016年8月，他受聘为江西博雅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抚州）首席科学家，设立院士工作站。该产品即将
在博雅欣和投产，有望在3年内实现产值50亿元。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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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科技精英”奋进30年

用科技搭建边疆和上海的沟通桥梁
—— 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科技助力精准扶贫侧记

打造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新模式打造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戴丽昕）记者昨天从上海研发

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获悉，去年开始筹建的长三
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经进入试运行阶段，只
要登录网址 http：//www.csjpt.cn/就可以足不出户纵
览长三角科技资源信息并预约使用。

为解决跨区域的科技资源共享使用问题，长三
角平台还探索性地提出了“4+1+N+X”的跨区域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运营模式，即由苏浙沪皖4家建设
单位共同认可的1家市场化运营机构，作为长三角
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和运营的责任主
体，通过市场化手段吸纳N家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
中介机构，为长三角区域X家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跨
区域的科技服务的创新运营模式。

这一模式在创建伊始就让企业尝到了“甜头”。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是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
务平台的牵头与共建单位，去年12月，研发平台苏
州分中心接到了一家苏州当地企业的技术支持求
助电话，原来是这家企业有芯片技术调试的需求。
长三角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通过需求与系统数
据的对比，很快从数据库中找到一台上海微技术工
业研究院拥有的价值2000多万元的传感器测试设
备，这也是长三角地区第一台对外提供共享服务的
大型进口传感器测试设备，每月可以完成500万套
芯片的技术调试。长三角平台上的科技中介机构也
积极响应需求，协助苏州敏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到了该项目负责人——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
院工程信息部总监杨永超。

在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的技术指导和设备
支撑下，苏州敏芯公司彻底突破了产能瓶颈，进入
发展的快车道，现已成为小米品牌智能无线传感
器的合作伙伴。同时，双方还在集成电路领域的
技术研发、晶圆流片、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了全

方位的技术对接合作，2018 年服务费用达到 100
万元以上，通过产研合作共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
MEMS 传感器行业的快速发展。杨永超说：“实验
室里所有对外提供的服务，在上海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和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上的市场
化服务机构里都能找到。我们的客户 70%以上来
自长三角地区，并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长三
角平台的建设将推动我们实验室更好地服务长三
角企业。”

据悉，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平台已整合了长
三角区域内 30 万元以上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
26733台（套），总价值超过307亿元人民币，以及大
科学装置和设施23个。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仪器设
备已为长三角区域企业用户提供了大量跨区域服
务。以上海为例，服务长三角地区的用户占外省市
用户量的 50%以上。近两年来，上海共有 124家服
务机构的 1913台/套大型仪器为苏浙沪皖三省一
市的 29186 家企业提供了共享服务，完成样品约
439万件，服务费用达到了14.02亿元。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副主任赵
燕表示：“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以‘上海科
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建设为基础，以纳入国家科
技创新资源区域网络节点为目标，整合了长三角区
域大科学装置、仪器设备、国家级实验室、工程中
心、高新园区、服务机构、科研人才、科技政策等科
技创新资源，建立了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数据池，
为推动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工作奠定了基础。长三角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按照‘4+1+N+X’的模式
打造组织运营模式，不断地引入类似牵翼、科学指
南针、易科学、文新这样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探索
出跨区域科技资源共享与科技服务的长效合作与
协同发展模式。” （相关报道详见04版）

2019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全球150多家参展商、超过30
架飞机参展，包括活塞式飞机、大型洲际公务飞机和直升机等机型，其中部分机型是
首次来到中国公开展示。图为展览现场 杨浦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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