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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双机身飞机世界上最大的双机身飞机““同温层发同温层发
射射””（（StratolaunchStratolaunch））日前在美国加利福尼日前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下线亚下线。。““同温层发射同温层发射””是微软联合创始人是微软联合创始人
保罗保罗··艾伦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艾伦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创始人伊隆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共同建造的一架全球马斯克共同建造的一架全球
最大飞机最大飞机，，计划用于在空中发射火箭计划用于在空中发射火箭。。

““同温层发射同温层发射””采用双机身设计采用双机身设计，，翼展翼展
达达 117117 米米，，长长 7272..55 米米，，安装有安装有 66 台发动机台发动机，，
两边机身之间可搭载重达两边机身之间可搭载重达 275275 吨的火箭吨的火箭，，
当飞机升至当飞机升至 11..11 万米高空后万米高空后，，火箭便会分火箭便会分
离及点火离及点火，，把卫星送上太空轨道把卫星送上太空轨道。。飞机在飞机在
下线之后将进行包括燃油系统在内的地下线之后将进行包括燃油系统在内的地
面测试面测试，，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该飞机将于那么该飞机将于
20192019年进行首次示范性发射年进行首次示范性发射。。

点评点评

在空中发射火箭有诸多优势在空中发射火箭有诸多优势，，其可以其可以

忽略地面不利天气带来的干扰忽略地面不利天气带来的干扰，，还可以节还可以节

省燃料省燃料，，因为空中发射无需从零开始加因为空中发射无需从零开始加

速速。。这架超大型的飞机的诞生有望使空这架超大型的飞机的诞生有望使空

中发射运载卫星火箭成为可能中发射运载卫星火箭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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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驱动不足、农业科技人才缺乏等问题凸显——

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动力何处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科技部日前发布消息，要做好提升农
业科技园区建设水平工作,到 2020 年，拟
建设 30 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
300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3000 个省级科
技园区。

近年来，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已成
国际共识。古老的“种田+养猪”早已不能
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田＋厂房”
也不是农业科技园区的内涵。努力建设农
业科技园区体系，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
的重大战略部署。

多位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采访的专家表示，建设布局合理、特色鲜
明、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全国农业科技园
区体系，要有效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
将其建设成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阵
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的试验田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示范区，形成可复制的新
模式。

农科园区长啥样

从 1997 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我国第一
个国家级农高区杨凌农高区，到 2016 年黄
河三角洲农高区正式成立，经过 20 年探
索，我国农高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前，全国涉农高新技术企业约 6800 家，
营业收入约 1.36 万亿元。各地对创建国家
级农高区积极性都很高。据科技部农村司
负责人透露，湖北荆州、重庆荣昌等地已被
列为考察对象。

既然发展如火如荼，为什么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还要强调提升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水平？这是因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与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数据显
示，全国涉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为
8.6%，涉农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为
5.4%，国内大部分涉农企业研发投入不足
1%。目前，在 146 家国家级高新区中仅有
2家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目前已有的两家国家级农高区都位
于我国主要的农业生态区，代表性很强。”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研究院专家沈源告
诉记者，陕西杨凌主要是干旱半干旱地区，
仅起步阶段，在不足 4 平方公里的地方，就
聚集了农林水等 70 个学科近 6000 名科教
人员，被誉为中国“农科城”；黄河三角洲主
要是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治理示范区，这也
是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拥
有 800多万亩未利用土地。

农业科技园区体系不能仅靠国家级农
高区。目前，经科技部批准的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试点）有 246 个，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 1000 多个，地市级有 4000 多家。农业
部有 283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还有 14
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 19 个台湾
农民创业园。

在山东高青（省级）农业科技园，黑牛
是这座农业科技园的“主角”。科技园设计
了黑牛养殖区、综合服务区、新农村社区等
17个片区，形成了从饲料加工、养殖繁育到
有机肥生产、有机种植为一体的完整的黑
牛产业链。这条产业链上有 21 家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直接联结了 2862 户农民，带
动全省黑牛产业发展。

“如今，山东全省 120 个涉农县（市、
区）实现了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的全覆
盖。”山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王守宝
说，全省还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19 个，

数量居全国首位。建设梯次发展的农业科
技园区体系，山东已走在全国前列。

农业部科教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类
农业科技园区虽然名称不同、级别各异，但
都要按照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特色鲜明的
要求，在探索农业经营新机制、发展现代农
业方面走在前列，在建立新型农业科研平
台、促进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作出示
范，在科技金融结合等体制机制创新方面
先行先试。

发展瓶颈在哪里

记者采访发现，如今各类农业科技园
区、产业园区、示范园区很多，如果不能有
效协调，就会产生资源争夺问题或功能定
位模糊问题。在实际发展中，也出现了这
样的情况：一些农业科技园区只是科研院
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区而没有下游产业；而
一些则只有初级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高
新技术的注入。

现阶段，我国的一般农业科技园区对
升级成为农高区具有强烈的愿望，但我国
农高区评判标准仍以工业类高新区的评判
标准为准，这不利于农业科技园区的功能
定位。沈源说，鉴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差异，建设农高区就要
降低满足高新区评价标准的经济指标，而
且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更多的发展问
题，所以农高区要建立自身评判标准以及
评价体系。

“当前许多地方对农业科技园区的考
核很严也很频繁，甚至每个月考核一次。
这是按生产管理方式来管理科技园区，不
利于培育创新驱动能力。”国家发改委宏
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所研究员姜长云认
为，对农高区来说，重要的不是立竿见影
地弄出一大批企业，而是优先注意产业生
态建设，要尊重农高区发展规律。如果农
高区批准后很快就塞满了企业，甚至变成
本省农业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区，对外省

农业高新企业没有吸引力或者只是解决一
些 涉 农 企 业 用 地 问 题 ， 就 不 能 说 是 成
功的。

事实上，杨凌示范区在近 20 年的发展
历程中取得了重大成绩，也面临着农业科
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缓慢、产业化
转化速度较低、农业科研工作机制不活、引
领产业能力薄弱等问题。总体看，目前我
国农业科技园区普遍存在产业科技创新驱
动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的质量和效益还相对较弱。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研究院专家张
明表示，部分创建国家高新区的园区，虽名
为农业高新区，但是园区的主要来源为装
备制造、建材等非农产业；区内的大多数农
业企业，均存在生产规模小、税收贡献小、
成长性差等问题；就全国范围内的农业高
新区而言，也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
技术产业。

创新活力咋激发

“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不单是科技部
门或农业部门的事情，也不是单纯的科研，
一定要用市场机制激发创新要素活力。”有
关专家表示，要从产业支撑、创新主体和政
策扶持三方面发力。

尽管产业模式各有不同，但农业科技
产业园都要做足产业文章。中国农村技术
开发中心地方处处长杨经学认为，当前，我
国农产品普遍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农业
科技园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竞争力
问题，要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

从今年开始，山东将启动实施农业科
技园区产业提升工程，聚集农业创新要
素，重点支持海洋生物、特色果业、苗木花
卉等主导产业，形成产值过百亿园区产业
集群；江苏则着力推动园区产业融合，一些
园区推动二三产业融入农业，一些园区整
合各种农业科技力量，为入园主体、周边农
户提供服务。

“建设农高区尤其要走产业融合发展
道路，既包括一二三产融合，也包括产城融
合。”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王济民说，
要以产城镇村融合为基本路径，以“农业
强、农民富、农村美”为目标，把农业科技园
区作为农业科技“双创”的综合试验田，为
区外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经验。

人才问题是农业科技园区长远发展要
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农业科技园区的
关键是完善高效协同的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培育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创新主
体，壮大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必不可少。

“这几年，受大环境影响，园区黑牛产
业发展遇到了一点问题。”在山东高青农业
科技园，新天地牧业负责人王富国说，走出
困境需要科技创新。“眼下，科技园的一项
重要工作是协助企业建设国家级技术创新
中心、国家大宗商品肉牛交易中心。入园
企业最急迫的是吸引高精尖科研人才。”园
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吴继刚说。

王济民提醒说，有两类人才需要特别
重视，一是科技经纪人，为科技成果与农业
发展对接、农业科技专家与新型农业主体
对接搭建桥梁；二是科技型企业家，他们在
促 进 科 技 创 新 向 产 业 创 新 转 化 方 面 有
专长。

适当的政策扶持是园区发展的另一个
关键点。为打破瓶颈，山东将在省级以上
农高区推行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普惠制奖
励补贴政策，补助经费最高 1000 万元，引
导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强化科技投
入；对自主研发具有核心知识产权高新技
术产品的企业，鼓励按照研究开发费用
20%的比例给予支持。

姜长云认为，农业科技园区在发展之
初，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是必要的，但如果
长期不注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总是想
着让政府多给资金支持，甚至经营了很多
年后，离开政府的支持就不能活，这样的园
区恐怕很难说是成功的。要形成鼓励探
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培育创新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日前，中国科学院举办了“中国科学院

第十三届公众科学日”，分布在全国的百余

个研究所再次开门迎客。原本被认为透着

“高冷范儿”的研究所和科研人员们，让“高

大上”的科学知识变得特别“接地气”。参

与其中的人们突然发现，科学不一定是枯

燥乏味的，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不一定要

死记硬背，也可以寓教于乐。

开门迎客的中国科学院里上演的“科

普秀”引发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关注科

学、热爱科学，这恰恰说明，“接地气”的科

普才是受用的科普。

近年来，创新创业不断掀起热潮，而

科普与创新息息相关。科普“接地气”，

普通民众就会对科学知识感兴趣，创新土

壤会更加扎实；科普如果高高在上，本来

就让人觉得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就失去了

它的吸引力，科学的种子无法播种萌芽，

高素质的创新大军自然难以建立。更何

况，眼下我国科普领域的供需存在着不匹

配的情况，套用经济学术语，就是处于买

方市场，“用户”主导。科普的“用户”是普

通的你我他，我们需要“接地气”、听得懂的

科普。那么，谁该扛起让科普“接地气”的

大旗？

首先，科技创新由专业从事科研的科

学家承担，与之同等重要的科学普及也应

当由专业人才来做。科学家的工作除了完

成学术成果，还要让科学走进普通人的生

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人人都成为科学

家，而是让科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只是在我国，由于科普并没有被纳入考核

体系，对科学家来说，做科普似乎有些费力

不讨好，有时间还不如去出席会议、评评职

称。加之，科学家有专业背景，却未必掌握

科普技能，有时候容易出现“科而不普”的

情况。要想做好“接地气”的科普，这些都

是必须突破的瓶颈。

其次，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科普在我国并非没有受众，传统

科学媒体上刊发的原创科普文章多次引发

关注就很能说明问题。只不过，随着时间

越来越碎片化，人们更愿意通过新媒体了

解科学，而新媒体让科普更富活力、更贴近

生活。比如，“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微信公

众号推送内容涉及物理学、数学、生物等多

个领域，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普通人也能

读懂，建立后吸粉无数。

再次，教育体系也要做好科普。说到

科普，人们印象最深的书应该就是《十万个

为什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很多问题

都可以从这本简单有趣的“宝典”中找到答

案。对教育体系来说，要加大对科普教育

的重视和投入，把青少年科普教育摆上应

有的位置。

当然，科普更是每一个人的事。各地

政府、民间科普机构等都要加入进来，尝试

科普旅行、科普直播等新鲜好玩的形式，使

科普既有趣又有料。

“ 接 地 气 ”的 科 普 更 受 用
牛 瑾

科学不一定是枯燥乏味的，它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不一定要死记硬背，也可以寓教于

乐。科普“接地气”，普通民众就会对科学知识感兴趣，创新土壤会更加扎实；科普如果故弄玄

虚、高高在上，就失去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只能让科学失去它应有的吸引力，科学的种子无

法播种萌芽，高素质的创新大军自然难以建立。

上图 江苏淮安市通过引进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等方式，开发建设“科研+

生产+加工+观光”模式的农业科技示范

园区。图为淮安市澳吉尔绿博园工作人

员在管护立体栽培的蔬菜。

周海军摄（新华社发）

法国“种”下电子树

法国中部城市讷韦尔日前法国中部城市讷韦尔日前““种种””下欧下欧
洲首棵电子树洲首棵电子树，，其外形充满未来感其外形充满未来感，，巨大巨大
方形太阳能方形太阳能““叶片叶片””可将阳光转化成电力可将阳光转化成电力，，
供行人为手机充电供行人为手机充电、、上网或乘凉上网或乘凉。。电子树电子树
由以色列由以色列 Sol-logicSol-logic 公司研发公司研发，，灵感来自灵感来自
以 色 列 沙 漠 和 非 洲 草 原 上 的 阿 拉 伯 胶以 色 列 沙 漠 和 非 洲 草 原 上 的 阿 拉 伯 胶
树树。。电子树不仅提供饮用水电子树不仅提供饮用水，，以及供电予以及供电予
街灯照明街灯照明，，还提供免费还提供免费 WiFiWiFi，，树下设有座树下设有座
位位、、USBUSB 充电插位充电插位、、LEDLED 屏幕屏幕、、喷泉喷泉，，以及以及
供宠物使用的水槽供宠物使用的水槽。。

电子树原型电子树原型 20142014 年于以色列揭幕年于以色列揭幕，，
可运作模型第二年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气可运作模型第二年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上发表候变化大会上发表，，随后随后““移植移植””至讷韦至讷韦
尔尔，，之后以色列之后以色列、、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加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加
州等地约州等地约 1010个城市也设立了电子树个城市也设立了电子树。。

点评点评

近年来近年来，，太阳能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太阳能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

大大，，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快，，成本显著成本显著

降低降低，，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领域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领域。。

对太阳能的利用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对太阳能的利用形式也在不断创新，，电子电子

树便是其中的一种树便是其中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