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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闻 要闻

“我国科技百年发展史”
主题展
重庆科技馆开展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由市
科协主办、重庆科技馆承办的“峥嵘百年 科技兴
国——我国科技百年发展史”主题展在科技馆 A
区一楼序厅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技史
为线索，展示党对科技的全面领导和方向指引，以
及在党的领导下红色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科技事业取得的各项伟大壮举。展览分为序章、
“开天辟地，科技曙光”
“建国新生，科技自强”
“改
革开放，科技春天”
“世纪更迭，科技强国”
、尾厅六
大主题展区，展示了
“中国高铁”
“奋斗者号”
“嫦娥
五号”
“中国天眼 FAST”
“歼 20”等我国先进的科
技成果，体现了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伴随中国
科技发展的光辉历程，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开启了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征程。

中国科学家“超灵敏量子技术”
为搜寻暗物质提供先进手段
据新华社合肥电 （记者 徐海涛）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彭新华教授研究组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开发
出一种新型超灵敏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并用于暗
物质的实验直接搜寻，实验结果比先前国际最好
水平提升至少 5 个数量级。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物理学》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中科大彭新华教授研究组利用气态氙和铷原
子混合蒸气室，发明了具有超高灵敏度的新型核
自旋量子测量技术，研究人员进一步设计出自旋
放大器，放大暗物质产生的赝磁场，大大提高了暗
物质的搜寻灵敏度，并完成了 feV-peV 低能区
暗物质的实验直接搜寻，实验结果比先前国际最
好水平提升至少 5 个数量级。

青藏高原柳属高山灌木线
80年间爬升59.3米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张泉）科学家研究
发现，1939 年至 2010 年期间，气候变暖导致青
藏高原柳属高山灌木更新速率加快，柳属高山灌
木线显著爬升，最大爬升幅度为 59.3 米。该研究
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系统格局与
过程团队联合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共
同开展，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生态地
理学》发表。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的资助。

（上接 01 版）
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就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
的领导落实到群团工作各方面各环节，确保所联系群
众听党话、跟党走；就要坚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每前
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引导所联系群众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坚持
敢于斗争，引导所联系群众坚决做“四个意识”
“ 四个
自信”
“两个维护”的忠诚战士；就要坚持自我革命，既
要抓好群团组织党的建设，又要把群团组织建设得充
满活力。
群团组织增强先进性，
就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觉肩
负起党赋予的职责使命，
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
就要坚
持中国道路，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
摇，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就
要坚持开拓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深化群团改革，
更好地建机制、
强功能、
增实效。
群团组织增强群众性，
就要坚持人民至上，
把为所
联系群众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带领人民不断
创造美好生活；
就要坚持统一战线，
发挥群团组织的独
特优势，
为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
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发挥更大作用；
就要坚持胸
怀天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组织所联系群众参与国
际治理，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原子核反应精准杀死癌细胞

渝企研发出“抗癌神器”BNCT硼药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1 月 23
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学城了解到，位于重庆高
新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重庆高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高晋生物”
）研发出 BNCT（硼中子俘获
治疗）含硼药物，通过在肿瘤细胞内的原子核反应
来摧毁癌细胞，从而快速、精准杀死癌细胞。目前
该药物已完成中试，
预计 2023 年进入临床应用。
据介绍，BNCT 被认为是国际最先进的癌症
治疗手段之一，具体来说，它是先给病人注射一种
含硼的特殊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与癌细胞有很强
的亲和力，进入人体后迅速聚集于癌细胞内。然
后，用一种中子射线进行照射，这种射线对人体的
损伤不大，但中子与癌细胞里的硼能发生很强的
核反应，释放出杀伤力极强的射线。由于其射程
短，只有一个癌细胞的长度，因此只杀死癌细胞，
基本不会损伤正常组织。
要实现 BNCT 的疗效，
需要在中子源硬件和含
硼药物两方面同时取得突破。
“这就相当于
‘枪’
和
‘子
弹’
，
中子源硬件是
‘枪’
，
硼药是
‘子弹’
，
两者兼有，
才
能杀死癌细胞。
”
高晋生物CEO王建形象地说。
2020 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陈和生院士
带领团队研发出我国首台加速器 BNCT 实验装
置，
为国内实现 BNCT 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
硼药的靶向性和制备工艺至关重要自 2009 年
开始，高晋生物的科研团队就在国内肿瘤靶向及
药学界权威专家、中山大学教授杜军等带领下潜

11 月 23 日，重庆高新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高
晋生物展示的 BPA 硼药样品。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心研究，在抗癌硼药领域持续攻关，目前已获得 2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另还有 12 项国家发明专利
正在申请中。高晋生物与陈和生院士团队深度密
切合作，
也保证了硼药与装置开发同步一致。
“首款针对黑色素瘤、脑癌、神经胶质瘤等恶
性肿瘤的硼药已完成中试，预计 2023 年进入临床
应 用 ，届 时 有 望 成 为 国 内 首 个 上 市 的 BNCT 硼
药。
”
王建表示。
另据透露，高晋生物在研的另一款针对乳腺
癌的抗癌硼药，
预计 2023 年进入临床研究。

邀公众在线上展开与“碳”的对话

重庆科技馆开展山城科学院活动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11 月 24 日
至 25 日，重庆科技馆一年一度的山城科学院将与
公众见面。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山城科学院活
动受疫情影响在线上开展。来自科研、教学一线
的科技教师、环保专家、建筑师、力学专家将悉数
亮相，为“科迷”们带来关于二氧化碳、低碳生活的
科学演讲和实验活动。
据介绍，来自重庆市巴川中学的科技老师、全
国高级科技辅导员刘松首先带领观众
“寻碳溯源”
，
介绍《能干的二氧化碳》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发挥
的重要价值。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碳中
和”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吴莉萍将继

（上接 01 版）要明确目标要求，把握科学内涵，优
化空间布局，找准有效路径，突出大数据智能化创
新引领，持续营造“近悦远来”人才生态，打造各类
人才向往之地、集聚之地。
陈敏尔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中的积极作用，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
充分授权，打通人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释
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
规律，深化人才管理制度、科研经费管理、科研项
目等改革，让人才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加快建立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四唯”现象，
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
度 。 要 注 重 精 准 发 力 ，加 快 壮 大 科 技 创 新 主 力
军。突出需求导向，树立长远眼光，瞄准科技发展
前沿和重点领域，集聚使用战略科技人才。聚焦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团
队，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配置创新
资源、集聚创新要素。大力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
科技人才队伍，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
帮助、更多的支持。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发挥企业
主观能动性，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助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要盯牢关键环节，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统筹推进
各领域人才培养，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大展其

续接力“寻碳溯源”，阐述大气、海洋、地球内部的
《二氧化碳之旅》。重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院长、教授董莉莉将引领观众“与碳同行”，带
来《建筑师的绿色家园梦》，
展望低碳型城市的建设
蓝图。最后，2021 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重庆
交通大学副校长、教授易志坚还将在直播中与公众
分享《力学专家的沙漠之约》，
解析沙漠变良田的智
慧方案，讲述科技工作者以实际行动，矢志践行科
技报国之志，
主动担负使命责任的科研故事。
重庆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山城
科学院举办老少皆宜的科普活动，打破学习的年
龄限制，
在全社会营造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

才。全方位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广开进贤之路，提
升人才引进工作竞争力、开放度、实效性。全方位
优化人才使用机制，让优秀人才发展有空间、干事
有平台、价值有回报，让更多人才在重庆行千里、
致广大。
陈敏尔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管人
才原则，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提升新时代重庆人才
工作水平。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
把人才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校、科研院所、
医院、企业等要创 造 性 做 好 育 才、引 才、用 才 工
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主要
领导要带头抓，满腔热忱做好人才工作。要完善
工作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
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实
际、突出重点，解决人才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
要抓好服务保障，建强人才工作队伍，加大人才
投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把人才优势转
化为发展动能。要营造良好氛围，广泛宣传人才
工作新成果、新经验，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人才
故事，推动形成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的
良好环境。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有关部门
负责人，部分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医疗卫生机构
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