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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管控变为过程管控，提升了运载火箭的可靠性

用APP给火箭“体检”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景泰蓝技艺大赛

展示非遗风采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重庆设立专项资金

精准引导科研机构投入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景泰蓝是一门曾经活跃在宫
廷深处的皇家技艺，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法独
特，造型典雅、色彩艳丽，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2018 首届中国·大厂
景泰蓝技艺大赛在河北省大厂回
族自治县举办，这是景泰蓝行业
第一次全国性专业赛事，旨在进
一步弘扬和传播景泰蓝艺术文
化，加快景泰蓝产业优化发展，实
现“做高产业、做精工艺、做大品
牌、做强文化”的发展目标。来自
全国的 30组 57名能工巧匠同台
竞技，展现了精湛的制作工艺。

在技艺大赛的比赛现场，经
济日报记者看到，每名参赛者领
到一个8寸的铜胎盘子和现场开
封的图纸，经过准备便开始制
作。参赛者先进行掐丝，将整条
紫铜丝用工具掐成一段段，再将

铜丝压扁，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
花纹黏贴在胎上。经过几道工序
之后，第二天进行“点蓝”，再经过
烧制、磨光、镀金，一步步将景泰
蓝的华美展现出来。经过4天的
精心制作和评选，来自大厂的王
洪宇、吕彦儒获得技艺大赛特
等奖，徐国伟、刘芳制作的《景
泰蓝毛笔架》作品获得 2018 中
国·大厂“景泰蓝生活”创意作品
大赛金奖。

来自宁夏的虎冰年仅12岁，
是这次大赛中年龄最小的参赛
者。他告诉记者，看到景泰蓝作品
上精致的图案非常喜欢，希望能够
将景泰蓝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据了解，除了全面展示景泰
蓝的制作技艺，此次大赛鼓励参
赛者将传统的景泰蓝与现代的工
艺设计相结合，探索传统设计和
现代工艺的无限可能。

在首届中国·大厂景泰蓝技艺大赛上，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京东

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技师们正在对景泰蓝工艺品“点蓝”。 周明阳摄

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机
器人与信息自动化研究所赵新教
授团队研发的“面向生命科学的
原位显微分析与操作仪”日前入
选“2018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
进展”。去年，该系统“操刀”完成
克隆实验，成功繁育出世界首批
由机器人操作的13头克隆猪。

体细胞克隆是改良生物品种
的经典方法之一。然而，极低的
成功率阻碍着体细胞克隆技术的
发展。“作为最复杂的微操作之
一，体细胞克隆技术急需实现机
器人化。通过机器人化体细胞核
移植操作，提高后续细胞培养成
功率，进而提高整个体细胞克隆
技术的成功率，是我们面临的真
正挑战。”赵新说。

针对这些问题，南开大学团
队展开科研攻关，历时10余年研
制出面向生命科学的原位显微分
析与操作仪。据了解，该仪器具
有可视化、微创化、定点化、定量

化功能，集检测分析与操作于一
体，它将操作者从繁重的手工细
胞操作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机器
人化的细胞核移植流程，解决了
克隆技术广泛应用的瓶颈问题。
与传统的“手工操作”克隆技术相
比，机器人自动化“操刀”用力更
小、精度更高、对细胞伤害更小，
将标志克隆成功的囊胚率从手动
操作的10%提高到21%。

为让这项技术“开花结果”，
南开大学团队与天津市畜牧兽医
研究所合作，将 510 个重构胚移
植到 6 头代孕母猪体内，其中 2
头怀孕。2017 年 4 月，世界首批
由机器人操作的 13 头克隆猪在
天津诞生。这批小猪生产性能优
良，留种率达到69%，远高于自繁
育种猪 35%左右的留种率，极大
地降低了优良品种的繁育成本，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这项机器人育种技术已实
现产业化应用。

南开大学科研攻关取得突破

克隆技术“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牛 瑾

为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重庆持续深化科研项目、科
技经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今年利用财政科技发展资金
设立科研机构绩效激励引导专项
资金，分为研发投入激励资金和
市场服务激励资金两个类别，采
取后补助的方式，精准引导科研
机构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科技研
发的质量和效率，加速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根据重庆市出台的科研机构
绩效激励引导专项实施细则，研
发投入激励资金主要激励科研机
构加大研发（R&D）经费支出，引
导科研机构通过优化经费支出结
构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市场服务
激励资金主要激励科研机构加强
市场服务，引导科研机构开展符
合产业发展方向、满足市场需求
的科技创新、产品开发、成果转化

和科技服务。
研发投入激励的额度根据年

度R&D经费统计认定结果，分类
测算、叠加计算，总额不超过300
万元。重庆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首次纳入全国科技统计调
查范围的单位按年度 R&D 经费
支出认定额2%计算，其他单位按
年度R&D经费支出新增额5%计
算，最高200万元；统计单位统计
调 查 年 度 R&D 经 费 支 出 超 过
5000 万元的，按当年 R&D 经费
支 出 额 0.5% 计 算 ，最 高 100
万元。

重庆日前拿出 2397.5 万元，
对 75 家市属科研机构进行专项
激励。据悉，重庆引导专项资金
激励补助每年集中组织实施一
批，获得引导专项资助的科研机
构应将资金用于组织实施科研项
目和改善科研条件，其中实施科
研项目的资金比例不低于80%。

近日，我国成功发射微厘空间一
号试验卫星的消息引起业界关注。将
这颗卫星成功送入轨道的火箭是由中
国航天三江集团研制的快舟一号甲固
体运载火箭。这枚火箭具有可靠性
高、入轨精度高、准备周期短、发射成
本低等特点，是我国发展商业航天产
业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该火箭研制过程中，技术人员
运用一款小小的 APP 就能给火箭做

“体检”，它如同火箭设计师派驻在工
厂的24小时跟产人，对火箭零部组件
生产的每一个重要步骤进行精准的多
媒体监督记录，将火箭质量管控由结
果管控变为过程管控，大大提升了运
载火箭的可靠性。

目前，三江集团正在研制快舟十
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它的起飞质量 78

吨，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 1500 千
克。它的发动机直径 2.2 米，采用先
进的复合材料壳体。这个壳体使用碳
纤维缠绕而成，在每一层缠绕完成后，
工人都用安装了质量管控 APP 的平
板电脑进行拍照，并按照设定好的流
程，将关键参数全部录入质量管控
APP。如此，设计师在“千里之外”就
可以随时掌握火箭壳体的生产情况。

质量管控 APP 中的信息是多媒
体形式的，可以核查火箭生产的所有
重要环节，就像使用彩超检查人体器
官一样方便。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发动
机室副主任陈文杰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通过质量管控 APP，实现了对火
箭生产过程的管控，“这代表了航天领
域核心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方向”。

在军民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将航

天质量管理标准有效传导至民营企
业是一个难题。民营企业的优势在
于机制较为灵活，但如果处理不好质
量问题，会带来很大风险。质量管控
APP 把航天管理的要求细化和固定
下来，参与零部组件生产的民营企业
必须严格按照质量管控 APP 设定的
步骤和流程操作。“这样一来，航天管
理的文化、理念和技术标准就能很好
地传承给民营企业。”中国航天三江集
团质量处副处长曹晨说。

比如，在壳体的生产上，工人需要
将碳纤维缠绕的角度、宽度等关键信
息“一个也不能少”地输入质量管控
APP，任何一个环节未完成全部信息
的输入，都无法进入下一个环节。有
了这个24小时“跟产人”，设计师们不
必再到“千里之外”的一线跟产，可以

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主业上面。“这个
APP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生
产全过程可复查，对于我们改进工艺
也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和方式方法。”一
家民营企业生产技术负责人说。

目前，开发这款功能强大APP程
序的核心成员正在思考如何更加完善
质量管控 APP。他们发现了一些有
待改进的地方，如质量管控的深度和
广度不够，数据的传输存在短板……

“最终的想法是把数据变成信息，
把信息变成知识，为后续研制工作提
供支撑。”中国航天三江集团信息技术
中心副主任韩红波说。目前，这款质
量管控 APP 已应用于我国新一代超
大直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上。随
着它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将为火箭
研制提供重要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上，众多年轻创业高手云
集。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北京理工大
学的“中云智车——未来商用无人车
行业定义者”项目获得冠军；厦门大学
的“罗化新材料：全球激光荧光陶瓷的
领航者”项目、北京邮电大学的“人工
智能影视制作——聚力维度”项目获
得亚军；浙江大学的“邦巍科技——全
球高性能结构材料领跑者”项目、北京
理工大学的“枭龙科技AR智能眼镜”
项目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Fl-
exCap”项目获得季军。

单个项目带动就业成千上万

在赛场上，经常会见到有选手陈
述发挥不理想，出了赛场就抱着同伴
大哭。但是，不要小瞧这些年轻人。
他们可能是全世界平均年龄最小的一
群企业高管——以“90后”为主，本科
在读的总经理、CEO比比皆是。

“今年共有265万名大学生、64万
个团队参赛，参赛学生数量超过过去
三届总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
范海林说，“近5年，有265万大学生实
现创业。其中，2017年首次登记注册的
大学生创业者达64.5万人，比2013年
增长 80%，大学毕业生创业率达 3%，
超过发达国家1.6%水平近1倍”。

以“90 后”为主的创新创业生力
军已全面发力，正在奋力跑出中国创
新加速度。跟着他们一起奔跑的，既
有同龄人，也有大叔大婶、大爷大妈。
一个创业项目，往往能带动成千上万
人就业。

“我们跑了200多家豆腐作坊，才
摸索出前店后厂的锅香豆腐。它既有
北豆腐的香气，也有南豆腐的细腻，并
且从产到销只要2小时。”壹明唐现做
豆腐创始人闫朝恒自豪地对经济日报
记者说，“消费者既抱怨我们的豆腐卖
得贵，可又忍不住总想买，复购率超过
90%。目前，我们已经发展出 657 家
加盟店，拉动了5700多人就业”。

而西安交通大学的“金刚模”项
目，不仅把模具产品的使用寿命大幅
提升，还有效避免了模具产品在生产
和使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这项技术
在曾经衰败的中国模具城——临沂市
推广，成功让 31 家企业复工生产，带
动3500名工人实现了再就业，预计增
加产值近10亿元。

还有全国首个培育出冰草种子的
天英合作社，其冰草销量占全国的
30%以上，带动 5200 多人就业；专注

农村扶贫的小康农民讲习所，运营了
7家自营农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万
余人，让10万农户感受到农业科技带
来的增收红利……这些学生创业项
目，已经成为拉动当地就业的明星项
目，帮助万千家庭解决了就业问题。

多个项目着眼乡村振兴

如果七八年前问起甘肃小伙黄俊
科，毕业了想做什么，他会回答留在大
城市。可是，2013年从天津商业大学
毕业后，他却选择了回到甘肃老家，一
头扎进沙漠里开发黑枸杞全产业链。

比赛现场，黄俊科拿出一个杯子，
倒入矿泉水，放入几粒黑枸杞，仅用了
两秒钟，黑枸杞开始释放出紫色，很快
就把这杯水染成了漂亮的透明紫色。
记者尝了一下，还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小时候，我家附近长满了这样的
野果，我们叫紫果。老人说有毒，我经
常把它按破了做墨水。”黄俊科在天津
上大学之后，才知道这就是黑枸杞，花
青素含量是蓝莓的3倍。他就动了心
思，想对黑枸杞做一些深加工。他和
专家团队用时一年半，才实现了黑枸
杞干果的花青素稳定，并掌握了黑枸
杞保鲜技术，让这种沙漠里的果子可
以像蓝莓一样鲜着吃。

黄俊科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注册
了“漠兰杞”商标，并让农民承包土地
照料，一亩地一年大概能赚 2000 多
元。采摘时，他们还单独开工资——
200元到 400 元一天，村里好多 70多
岁的老人都来干活。今年，他们的新
工厂就要投产了，预计将带动更多乡
亲致富。

今年的大赛上，像黄俊科这样的
项目有个单独的赛道，叫“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都是扎根农村、造福农民的
项目。其中，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桃醉
井冈”团队在黄桃种植技术、营销策划
等环节大力支持合作社，帮助神山村

20 户贫困户脱贫；常州大学“贵在植
染”团队在贵州省三都县种植蓝草
858 亩，实现了 143 户贫困户脱贫，户
均年增收 9600 元；山东农业大学“一
世花开：优质月季切花助力精准扶贫”
带动 6 省 10 个贫困镇的农民人均年
收入由1000元增至2.5万元……

赛场之外，一年来，教育部组织在
福建古田、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山
东沂蒙山、河北西柏坡、安徽小岗村、
宁夏闽宁镇7地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与当地需求全国对接活动，累
计有 2238 所高校的 70 万名大学生、
14万个创新创业项目参与活动，对接
农户 24.9 万户、企业 6109 家，签订合
作协议 4200 余项，产生经济效益近
40亿元。

高校成果直接对接市场

“90 后”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
可不是只做个小手工艺品，开个小买
卖。对他们来说，诺贝尔奖、《自

然》《科学》 等核心期刊论文、国际
发明专利，都是寻常。

他们中有炽云科技，是俄罗斯总
统普京最新座驾挡风玻璃投影技术的
开发团队；有斯诺普利，把诺贝尔医
学奖转化为中国首个肺动脉高压药；
还有极蜂，打破了国外声码器垄断，
预计能为中国数码对讲机行业节省
34 亿元专利费用……从 58 进 5 的比
赛开始，每个参赛项目都能让人眼前
一亮。

就连初创组也不乏高手。常州碳
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石墨烯微片
功能化技术与国产水性树脂阻尼材料
工艺结合，研发出能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的石墨烯环保车用阻尼材料。“产
品拥有授权发明专利7项，而价格仅
为国外同类产品的二分之一。”公司
法人黄昱臻说，截至今年8月，公司
累计销售产品 985 吨，应用于 10 多
万辆汽车，累计销售收入突破 1500
万元，年增长率超过 278%。“一汽
集团旗下车型将于 2019 年全线使用
我们的产品。”黄昱臻说。

这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
项目，吊足了投资人的胃口。本届大
赛邀请了800多位投资人和企业家为
大学生提供投融资服务和创新创业指
导，很多投资人还直接担任了评委。
在58进5的比赛现场，100位评委的
打分也是给出分数和投资意向两个选
项，很多项目都拿到了四五十个投资
意向。

“虽然很多好项目参赛前就拿过
投资了，但还有机会。第二届时，
ofo 也只拿了季军。大家可以抱着寻
宝的心态继续关注。”中国高校创新
创业孵化器联盟秘书长陈静告诉记
者，她已经连续 3 届参加大赛评选，
上一届投了一个项目，本届也有意向
项目正在洽谈，“这一届项目有质的飞
跃，大赛已经成为企业发现创新人才、
高校输出科研成果的重要途径”。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手云集

在这里，寻找下一个创业明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什么活动能让贝克汉姆、刘德华、易建联、唐嫣一齐发来祝贺视频？10月14日，当

这4位名人一齐发出祝福，比赛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大家亲眼看到来自北京

邮电大学的聚力维度团队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了这4位明星的动态视频。在第四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赛场上，曾经走出过ofo这样的创业明星。如

今，投资人希望在这片赛场寻找到下一个创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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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参赛选

手黄俊科通过研发实现了黑枸杞干果

的花青素稳定，图为他现场冲泡黑枸

杞。 佘 颖摄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观众正在观看各校参展项目介绍。 佘 颖摄

参赛选手在向观众展示机械手

臂。 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