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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1月
10日，2019重庆英才大会·城乡融
合发展报告会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围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
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主题
展开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
究员张晓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叶兴
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
授李后强，重庆工商大学原副校长、
教授廖元和，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研究员张波，西南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王志章等6位专家作主旨
演讲，重庆市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
院士潘复生致辞，重庆社会科学院
党组书记、院长、教授唐青阳主持报
告会。

张晓山认为，我国城乡融合发
展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而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则是平
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环节。
围绕这一逻辑关系，他进一步地阐
述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个体之间
的关系。

叶兴庆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是党
中央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节点
作出的战略抉择，要通过促进城乡产
业合理分工、耦合互动，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平等交换，城乡公共服务互
联互通、无缝对接，城乡生态共建共

享、命运与共等，从多个维度发力进
而促进城乡深度融合。

李后强认为，城乡融合要把握好
道路交通、金融投资、文化教育、医疗
卫生、开放合作、生态环境等关键内
容，注重用政策、法规实现身份平等
和机会平等，综合协调好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的作用，建议从生态标度、
形态标度、业态标度、文态标度、人态
标度等5个维度评估，进而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

廖元和说，重庆城乡一体化融合
发展应包括互联互通工程、城乡产业
发展、市场环境、生态环境、社会保障
等5个方面的一体化，大数据平台、
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科研与教育工
程都是推动重庆城乡一体化融合发
展的战略举措。

张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剖析了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互动关系，介
绍了重庆市在探索推动城乡统筹发
展取得的四大亮点。他建议，切实守
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尽快转变“三
农”工作思维，着力健全“人、地、钱”
城乡要素配置机制，加快壮大四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王志章说，当前西部地区城乡融
合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要做好相
关顶层设计，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加
速培育城乡融合的主体，提升中小城
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促进城
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快推进城乡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等，走好城乡融合之
路。

城乡融合发展报告会举行

推动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1月 10日，作为2019重庆英
才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两江新区生物
医药专场推介洽谈会在悦来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如何实现生物医药产
业弯道超车？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频
频提及4个关键词:资本、人才、产业
配套、成果转化。

推介会上，国家特聘专家、重庆
大学药学院院长贺耘带来了对超级
细菌的威胁与抗菌新药研发的思考；
加 州 大 学 圣 地 亚 哥 分 校 Igorf.
Tsigelny教授谈到了用于生物研究
的超级计算机机器学习；国家特聘专
家、重庆两江药物研发中心研发总
监、拨云制药总经理倪劲松分享了眼
科新药的现状和研发思路；美国
Savior Bioscience公司总经理李
小明则带来了治疗哮喘及关节炎的
药物发现案例研究。

在案例分享中，大家一致认为，
对于新药开发来说，资本和人才都
非常重要。“重庆如果看准这个发展
方向的话，一定要有决心，钱一定要
有，然后引进人才。”李小明说，要想
在国际生物医药产业中取得话语权，
必须要开发出原创性、创新性的生物
制药，而这其中，加大资金投入不可
避免。

要想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人才支
撑是关键。参会专家纷纷高度评价
重庆通过英才大会等平台来引进人
才的路径。“通过引进人才，重庆及两

江新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聚集全球
的顶尖思维和技术，加速生物医药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弯道超
车。”李小明说。

医药行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
高回报的特点，政府在不在“频道”很
重要。如何做好产业配套服务？两
江新区招商集团副总裁李光表示，基
础设施平台的搭建，认证、检测和评
价机构很重要。目前，两江新区已搭
建了“三中心一平台”，包括中关村医
学转化中心、重庆医疗器械质量检验
中心等，有礼嘉智慧城、数字经济产
业园、两江协同创新区这3个创新平
台，以及国别产业园等国际合作平
台。此外，李光也表示，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为企业提供先行先试的应用
场景、打造产业生态圈等也很重要。

在中关村医学工程转化(重庆)
中心主任、重庆两江新区生物医药创
新服务联盟理事长李建伟看来，要想
弯道超车，成果转化也十分重要。

“我们要加速成果的转化，而且
要细分、做专做深。在转化环节有5
个端，第一个是成果端，细分当中的
成果端不是面面俱到，一定要细分
考虑。第二个是产业端，转化和研
发要与应用相结合，和产业端相结
合。第三个，从早期到晚期，都需要
资金端的支持。第四个是环境打造
生态体系的政策端。第五是服务端，
尤其第三方的专业服务平台。”李建
伟表示。

重庆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弯道超车——

这 4 个 关 键 词 很 重 要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本报讯 “涪陵页岩气田的成功
开发，给国内油气相关行业提供了宝
贵经验。”11月10日，在非常规能源
勘探开发新进展技术咨询交流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玉柱表示，重庆页
岩气的勘探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作
为中国的页岩气大气田，涪陵页岩气
田发现最早，页岩气探明储量最大，年
产量近70亿立方米，相关技术也是国
内最领先的，且重庆地区的页岩气未
来开发潜力还很大。

康玉柱指出，重庆地区页岩气生
气的地质层位多达9个，而且具有多
套页岩气成藏组合，因此产气的层位
也很多，资源禀赋是比较好的。目前，
涪陵页岩气田在钻井、测井、压裂、改
造等方面，已形成自主技术、装备和方

法，不但实现了完全国产化，还形成了
适应中国本地特色的页岩气开发体系
和理念，为下一步中国页岩气的战略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康玉柱说，页岩气与常规油气有
一个区别，其单井产量递减率比较高，
未来页岩气要形成可持续开发模式，
需要注意把握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
选区要选准，要真正选到“甜点”（页岩
气藏勘探区域里商业开采率比较高的
地方）上。其次钻井工艺要创新，要钻
得更快，花的时间更短，而且必须保证
质量。再次，储层改造及压裂技术要

创新。最后，采气的速度是关键，这个
涉及到油嘴的大小、压力的控制等多
方面，需要不断深化认识。

康玉柱强调，中国页岩气的勘探开
发技术基本已形成整体技术系列，页岩
气事业大有可为。但同时也要认识到，
页岩气的构造条件、地质条件、成长条
件以及地表条件都比较复杂，也比不
上那些禀赋很好的国家。正因如此，
未来页岩气的相关创新还必须进一步
加强，特别是要加强设备研发创新。
只有这样，才能为全国实现成熟的页
岩气商业化开发提供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玉柱：

页岩气可持续开发要关注几大问题

康玉柱

本报讯 11月10日，法兰西科学
院院士、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教
授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以“发展数学之

美”为题作了专场学术报告，畅谈了数
学的奇妙世界和对知识与真理的理解。

“语言是一切的开始。”洛朗·拉福
格称，语言的力量展现在各个领域。
而语言在数学中的作用是多样的，它
可以用于下定义，让表述更加清楚更
加精确；可以用于表达，让描述更加直
接简明和准确；可用于讲故事，让数学
书籍或论文的线性结构更明晰等。因
此，对于广大青年学生来说，学习、研
究好数学问题，首先要学好语言。

洛朗·拉福格表示，数学的历史悠

久，是一门重要的集合性学科，具有社
会性，并非孤立的。首先，它是文学的
一部分，数学具有理性思维与有序性，
它让一个故事特别是小说的呈现更有
顺序，同时提供了一个看待事物、事件
的全新视角。

其次，数学与历史、哲学、物理、生
物等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哲
学观点对一个数学新知识、新思维具
有很大的推动力。

洛朗·拉福格说，给数学下一个准
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数学的魅力

正在其中。“数学中的文字犹如游记一
样，仿佛数学家在游览一处景观并描
述他的所见。”他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
自己对数学美感的理解。

洛朗·拉福格表示，世界是理性的
存在，而真理是无限的，一所大学存在
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创造新知识，更
在于探寻真理、追求真理。身为大学
生，应该用一分为二的、全面的观点来
看待知识，不仅要关注独特性与多样
性，更应重视其全面性与深度性。
（本组稿件由记者白麟、李珩、韩毅采写）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洛朗·拉福格：

数学之美在于难以准确定义

本报讯 11月 10日，石学敏院
士专场学术报告会在大渡口钢城大厦
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
敏做了题为《醒脑开窍针刺法的临床
应用和基础研究》的报告。同日，国医

大师石学敏院士传承工作室落户重钢
总医院，其在中医针灸及脑病中医综
合治疗方面的临床成果将全面引入重
钢总医院康复医学科·中医科。

石学敏创制的“醒脑开窍针法”真
正介入了中风急救，改写了中风的中
医治疗史。

“在以前，中医药很少参与中风急
性期的治疗，多在缓解期助力改善偏
瘫、语言不利等后遗症。”石学敏说，醒
脑开窍针法做到了救急康复同步进
行，其阻止脑细胞死亡速度基本上比
药物吸收过程快。

石学敏认为，中医的传统精髓不

能丢，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地看病，个人
的经验和科学规律还是有差别的。也
就是说，疗效确定才能得到认可，治疗
规范化才能易于推广。

追求规范化就有可能损失中医的
灵活性，而很多人把后者看作中医辨
证论治的精髓，这一矛盾一直是中医
界极具困惑又备受争议的问题。石学
敏说，中医也许有两条路，一条按照传
统的方向发展，另一条就是中医的现
代化，在中医精华和现代科学之间找
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能够按照标
准化、规范化的方向推广发展，把经验
变为科学，50、100年后，中医将大放

光彩。
“我本身热爱中医，也反对中医西

化。但是我希望中医的手法是确定的、
规范的，中医的疗效是可重复的。对于
醒脑开窍针法，大科学家用是这种手
法，住院医生用也是这种疗效，不仅中
医可以用，西医也可以推广，并且有同
样的疗效。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我
的学生也会用，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
中医在世时名气大震、是这个地区的
福分，他过世了，（病人）就再得不到高
水平的治疗，就是这个地区巨大的损
失。我们也不赞成僵化，醒脑开窍针
法也有配穴和加减应用。”石学敏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

把经验变为科学让中医发扬光大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彭 瑜
实习生 胡莉雯）11月10日，农业
科技专家助力脱贫攻坚技术路演
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
黄桃翠称，最新培育成功的特高含
油量油菜新品种“庆油 8号”含油
量高达51.54%，实现了“两碗菜籽
榨一碗油”，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关
注。

“庆油系列”特高含油量油菜品
种，由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与重庆中一
种业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目前培育
成功5个“庆油”品种通过了国家审
定或登记，均在优质高产的基础上实
现了特高含油量的跨越。其中“庆油
3号”含油量达到49.96%，创造了我
国冬油菜区含油量的最高纪录；最新
培育成功的“庆油8号”含油量高达
51.54%，继续领跑全国。

黄桃翠介绍，“庆油8号”是重
庆市农科院选育的具有完全的知

识产权特高含油量、高产、优质品
种，2019年通过国家登记，适宜区
域为整个长江流域冬油菜区。重
庆市现行推广的主要油菜品种含
油量在 35%-42%之间，“3碗菜籽
可榨出1碗油”，而“庆油8号”经国
家含油量检测为 51.54%，实现了

“两碗菜籽可榨出一碗油”的目标，
成为目前我国冬油菜区审定或登
记含油量最高的油菜品种，刷新中
国冬油菜含油量的最高纪录。她认
为，“庆油8号”的推广能有效弥补由
于种植面积的萎缩而带来的负面
影响。

西南大学副教授张龚炜、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
更瑞、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
Muhammad Habibur Rahman等
农业科技专家先后就农业实用新技
术、新装备、先进生产模式等进行路
演推介，推进农业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

这个油菜新品种
实现“两碗菜籽榨一碗油”

本报讯 11月 10日，在非常规
能源勘探开发新进展技术咨询交流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表示，目前
涪陵页岩气田在勘探开发方面已应用
了一些环保和绿色技术，希望重庆未
来能够在页岩气地质环境保护方面发
挥更大的示范作用。

李廷栋说，随着技术与理念的不
断发展，如今完全可以做到在不破坏
或少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实现矿产资
源的开发利用。而即使造成了一些破
坏，也能够及时恢复。“在这方面，国内
外都有很多好的案例。”

李廷栋表示，无论在世界哪一个
地方，页岩气的开发都必然会带来一
些环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勘探开发单位必须加大投入，进行绿
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这涉及到
水、土、植被、地质环境等多个层面，
可能需要运用到物理、化学、生物等
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技术，甚至要创新
路子、创造新方法，最终是要实现页
岩气开发过程中的零污染。作为全
国最大的页岩气田所在地，重庆也自

然承担了这方面的使命，需要在相关
研究和应用上做出成绩，为国内乃至
世界非常规油气开发提供经验和示
范。

李廷栋指出，目前与页岩气勘探
开发相关的高效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修复还需进一步攻关，建议重庆加大
页岩气开发污染治理及配套装备、矿
山生态保护技术、工程地质评价技术
等方面的攻关，并形成相关的技术规
范和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

希望重庆在页岩气地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示范作用

本报讯 “重庆是温泉之都，在低
温地热利用方面有很多成果，希望今
后能扩大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用地热

资源造福重庆人民。”11月10日，在
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新进展技术咨询
交流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表示。

目前，重庆围绕地热温泉资源，主
要是发展旅游、康疗、度假等行业。作
为地热勘查等领域的专家，多吉希望
重庆未来能够将地热的利用范围，扩大
到种植业、养殖业等方面。比如罗非鱼
这一类喜温鱼类，就可以使用地热来
养殖。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通
过地热温泉搞养殖业，发展得很好。

“重庆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泡温泉

的人不多，但这些地热资源通过热交换
技术，可以为制冷设备、设施提供能源，
从而起到制冷效果。”多吉说，地热还可
以用来为住宅和公共建筑等供暖。

目前中国北方正推动清洁供暖，
西安、天津等城市已经开始采用地热
供暖，相关产业和技术发展得很快，而
南方地区冬季供暖的需求也开始显
现。在多吉看来，利用一些浅层的低
温地热能，或者水力型的地热能来实
施冬天供暖，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方
向。他指出，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很好

的节能效果，有研究显示用1度电驱
动地热能来供暖，能够起到替代3度
电的供暖效果。

多吉认为，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地
热资源都是中低温的，在中低温的地
热利用技术水平上，跟国际先进水平
没有什么差别；而在温度超过150℃
以上高温地热资源领域，国内勘查、开
发、利用的手段和技术水平与国际先
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希望各界共
同努力，尽快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让地
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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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2019重庆英才大会的重点活动之一，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新进展技术咨询交
流会在南岸区重庆泛嘉控股有限公司举行。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玉柱、中国科学院院士李
廷栋、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围绕页岩气开发及地热资源利用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新进展技术咨询交流会举行

多名院士共议页岩气及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