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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科院获悉，我国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将于今年 7月择机发射，

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

的量子通信，构建一个天地一体化的量

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

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潘建伟院士介

绍，量子通信的安全性基于量子物理基

本原理，单光子的不可分割性和量子态

的不可复制性保证了信息的不可窃听和

不可破解，从原理上确保身份认证、传输

加密以及数字签名等的无条件安全，可

从根本上、永久性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据介绍，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专项将

研制及发射 1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建

设以4个量子通信地面站和1个空间量

子隐形传态实验站为核心的空间量子

科学实验系统。该卫星搭载量子密钥

通信机、量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

量子实验控制与处理机等有效载荷，具

备两套独立的有效载荷指向机构，通过

姿控指向系统协同控制，可与地面上相

距千公里量级的两处光学站同时建立

量子光链路。

量子卫星发射后，天地一体化量子

科学实验系统将投入正式运行，完成包

括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广域量子通

信网络、星地量子纠缠分发以及地星量

子隐形传态等多项科学实验任务。

潘建伟还透露，“京沪干线”大尺度

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工程预计今年下

半年交付。这一工程将构建千公里级

高可信、可扩展、军民融合的广域光纤

量子通信网络，建成大尺度量子通信技

术验证、应用研究和应用示范平台。结

合量子卫星和京沪干线，将初步构建我

国天地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信体系。

作为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

第三颗科学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2011年正式立项。经过5年研制，卫星

已经完成总装，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最后

一轮加电测试。在通过出厂评审之后，

量子卫星将于今年 6月转运到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 （新华社）

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

物理实验室。”

1996年，奥地利。面对导师：“你的梦

想是什么？”的提问，时年26岁的潘建伟如

是回答。

2001年，他放弃海外教职回国，在中

国科技大学组建实验室；今天，量子通信京

沪干线工程正积极建设；“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即将遨游太空……

“如果抢占量子通信先机，就有望抓住

由模仿者变成引领者的机遇。”中科院院

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说，

“我们的研究蕴含新的国家力量。”

国家力量，来自科技进步——

纵向看，5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几度

迁移，背后的重要力量就是创新。科技创

新在哪里兴起，发展动力就在哪里迸发，发

展制高点和经济竞争力就转向哪里，现代

化高潮就兴起在哪里。

横向看，进入 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世界主要国

家争相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

发展先机。

激烈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

强，惟创新者胜。

科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火种。创新，

是支撑民族复兴的脊梁。进入“十三五”时

期，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阶

段，更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神舟飞天创造了“中国高度”，蛟龙潜

海成就了“中国深度”，高铁奔腾刷新了“中

国速度”，大望远镜拓宽了“中国维度”……

基础科学突破——多复变函数论、陆

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高温超

导、纳米科技、人类基因组测序、干细胞研

究、中微子震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工程技术成果——正负电子对撞机、

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移动通信、

量子通讯、北斗导航、“海洋石油 981”平
台、C919大型客机……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党的十八

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积极投身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当今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

技成为重要支撑。2015年的一组统计数

字令人欣喜：

——全社会研发支出达 14220亿元，

其中企业支出超过 77%，全社会科技资源

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 2
位，被引次数上升至第4位；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6.3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9835亿元；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5.1%，国家

创新能力世界排名提升至第18位，经济增

长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中国科技

创新正在呈现两个深刻变化：一是由‘量’

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二是由‘点’的

突破向‘面’的提升转变。”

科技兴则民族兴
科技强则国家强

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

着中国社会。

科技，帮助中国养活世界22%的人口。

“13亿人吃饱穿暖”，这是任何一个国

家都不曾面对过的世界性难题。科技部部

长万钢清晰记得，1969 年他当生产队长

时，乡间流传的目标口号是亩产粮食 600
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

如今，海南三亚超级稻“超优千号”示

范基地，80多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抚摸着“超优千号”饱满的稻穗说：“这里亩

产已经达到940多公斤。”

农业部数据显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56%，农业增长从拼资源、拼投入转

向拼科技、拼研发。

科技，解决现实难题，为社会进步提供

动力。

“扎针神器”——投影式红外血管显像

仪，识别血管位置和深度，轻松解决婴幼

儿、肥胖患者扎针找血管的难题；带上一块

腕表，小孩、老人就能自动定位，不怕走失；

大气灰霾污染源解析，找到了制造雾霾的

“源头”……

药学家屠呦呦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

台，中国人原创的青蒿素拯救了千百万人

的生命；赖远明团队成功解决青藏铁路修

建中“无法攻克的世界性冻土难题”，创造

了“天路”奇迹；裴端卿团队发现细胞在结

构上“返老还童”的关键机制……

从实验室到火热的生活，从宏观到微

观，一个个科学家及其团队的努力和付出，

让一个个科学新发现逐步变成应用；一台

台仪器或关键部件研制成功、一个个生产

技术细节得以改进跃升，为现实生产生活

带来一点一滴的变化。

科技，改变人生命运轨迹；创新，让机

遇在创业中勃发。

成晓华，上市公司朗科科技创始人、U
盘发明人之一，他和同伴创立的公司几年

间完成了年销售额过亿的飞跃。

如今，成晓华华丽转身，成为“创客导

师”。“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做企业，我自己走

过了一条创业路。技术创新在哪里，我们

就会引入风投资金，从十万级到百万级，甚

至更大。我会告诉年轻的‘创客’，哪里有

沟坎，指导他们如何避开风险，整合创客团

队，和他们一起成长。”成晓华说。

毛大庆，万科集团前高级副总裁，放弃

高薪和顶级职业经理人的“光环”，打造出

一个孕育科技创新的创客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大潮势不可挡，这是一次国

家命运的拼搏。如果我能参与到这场拼搏

里，获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远比挣钱重要

得多。”这就是毛大庆的人生选择。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放眼世界，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乃至产

业革命，正在席卷全球，科技革命改变国家

力量对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

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

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

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后，

人类已经迈入生物经济时代。

深圳大鹏街道下沙片区“禾塘仔”，山

谷间，一片建设规模 11.6万平米阶梯式建

筑，宛若“哈尼梯田”。这里，就是生物经济

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刚刚竣工的中国

国家基因库。

1999年，华盛顿大学汪建等几个年轻

人“自作主张”，以中国代表的身份，承担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测序任务。同年，华

大基因成立。

弹指17年，华大基因由最初不足10人
的“手绘作坊”，蝶变成“世界基因测序航

母”：人员逾5000名，测序能力全球第一，相

关技术应用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
家医院单位。更关键的是，他们研制并大规

模生产了通往生物经济时代的工具——具

有自主产权的高通量基因测序仪。

华大基因，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发生

巨变的一个缩影。

万钢说：“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

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

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

转变。”

——新改革带来新希望。
“创新驱不动”，科技成果转化是“瓶

颈”。转变观念让创新人才“名利双收”，让

科技创富不再是神话。

去年 8月底，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完成

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大修”，为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开路。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根据新政策，

50%的转化收益归团队、个人，20%作为团

队研究经费。2015年共有 15项新药研发

成果成功转让，合同金额 8亿元，达到前 5
年转化总额。

所长蒋华良说：“激发科研队伍创新热

情，就是要让成果转化收益和科研人员利

益紧密捆绑。”

国家出台政策，对在研究开发和科技

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要从科

技成果转化奖励总额中拿出不低于50%的

比例给予奖励，且上不封顶。

优化科研经费配置、完善科技计划管

理、改进院士制度、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

……制度藩篱的渐次拆除，进一步调动起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科技创新，既要‘顶天’，努力突破核

心关键技术，又要‘立地’，通过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科院副院长谭铁牛说。

——新动力积蓄新势能。
大学生、大企业高管、科技人员、留学

归国创业者，被称为创新创业的“新四军”。

从“科学的春天”到“创新的春天”，从

北京中关村到武汉光谷，从四川成都到上

海张江，创新创业成为一种价值导向、生活

方式和时代精神。

“这是中国创业者的黄金年代。”天使

投资人徐小平说。

11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46家国

家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创业的核心载体

和增长极，与 498家众创空间、603家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共同形成接续

有序的创业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新生

态”。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5中国创业心

态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者中有兴趣创业

的人达到 54.5%，35.5%的人未来 3年有创

业可能。

创新创造和市场规则相融合，正集聚

起“创时代”的澎湃动力。

——新自信成就新梦想。
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拥有超越和腾

飞的无限可能。全球化的今天，谁掌握了

标准，谁就拥有了市场的主动权。

中国究竟凭什么夺得物联网标准制定

权？

“中国是兼容并蓄的国际标准制定者，

反对者没有提出比中国的基于‘共性平

台＋应用子集’更好的标准化架构。”物联

网专家、感知集团总裁刘海涛自信地说。

“如果把单一的传感器连成网络体系，

像团队一样分工协调地干事，一定比单打

独斗厉害！”1998年，一个思想的“小火花”

让刘海涛兴奋不已：随着芯片、传感器、嵌

入式系统等技术的日益成熟，一个全新的

集信息采集、传输、处理于一体的物联网系

统将是信息技术的下一个发展方向。

刘海涛将物联网思维应用于指挥交

通、环境健康评估、食品安全全程监控等领

域。中国科技精英正在用“互联网＋”“物

联网×”改造传统产业、激发中国经济活力。

天地即征程。中国正向未知与未来发

起挑战——

这是中国科技创新走向未来的“三步

走”战略——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

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

新强国。

这是面向2030年的重大项目清单，成

熟一个、启动一个——航空发动机、量子通

信、网络空间、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海深

空探测、脑科学……

眺望未来——

2016年，中国将建成目前世界上口径

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运载能力最强的

“长征五号”火箭将进行首飞试验；京沪干

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将建成……

2018年前后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天和

一号”；2019年，中国“彩虹鱼”海底万米深

潜器将载人冲击万米深海极限；2020年前

后建成空间站……

这是又一个科技的春天。

当如同阳光、空气、土壤、水，带来万物

生长的决策、基础、智慧、资金同时具备时，

人们相信，创新的中国在科技的引领下必

将赢得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

我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7月发射

科技改变中国 创新驱动未来
——写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前夕

“硬科技可以改变世

界。”5月28日，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来自北京、西安等地的科学

家、企业家宣布成立硬科技

创新联盟，吹响硬科技创新

的号角。

就在同一地点，两年多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

习把“课堂”搬到了这里，习

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社会

发出了“把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实施好”的号召。

中国科技界的历史性

时刻正在到来——全国科

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中国

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会聚首”，创新中国“整

装进发”。

从新中国“一穷二白”

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技创新进步撬动兴国强

国杠杆，托起民族希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