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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成功发射，使我国在世界
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
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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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计算率先问世，量子
通信卫星率先升空、量子雷达
率先突破，中国在量子应用领
域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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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播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展示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影片通过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
中国网等超级工程展现了我国近年来在科技方
面取得的成就。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蓝鲸 2 号”、
C919 大飞机、“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磁悬浮列
车研发、5G 技术……这些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展现了大国风采，正引领人们走向新时代。

科技是国之利器，一个个中国奇迹激发了每
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请看《厉害了，我的国》中
展现的部分中国科技“利器”———

● 动态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夏润龙 唐满华）为宣传国家
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科技工作人员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网络安全日常防护基本技能，3 月 9
日，湖南省科技厅举行了网络信息安全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华中
测评中心网络安全专家邹远辉进行集中授课，讲授
内容主要涵盖勒索病毒防范、信息安全态势、网络
安全法解读、信息安全案例、信息安全工作思路、工
作中的信息安全、生活中的信息安全七个方面。

省科技厅副厅长朱皖表示，科技工作人员尤其
要重视网络安全，在明确安全责任，健全管理机制
的同时，要求全体员工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完善网
络信息安全预警和应急响应方案，提高网络应急处
置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言艳毛 林乐）3 月 10 日，湖
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电动”）传出喜讯，公司的“T”动力电驱动系统产
品斩获工业设计世界顶级大奖———iF 国际工业设
计奖，这是国内新能源商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领
域首次获得该项产品设计国际大奖。

据了解，iF（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国际工
业设计奖诞生于 1953 年， 被公认为全球设计大赛
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在国际工业设计领域素有“设计
奥斯卡”的美誉。 本次参评的“T”动力电驱动系统产
品是由中车电动于 2017年完成开发，并实现批量投
产应用。 该系统是中车电动为新能源商用汽车开发
打造的第五代电驱动系统， 外观设计融合了中国文
化和欧美国际化理念， 流畅的曲面造型设计搭配轻
便的铝合金骨架和明快的碳纤维面板， 打破了同类
产品千篇一律的粗糙笨重印象， 同时通过块和面的
分割转换，使产品更具小巧紧凑的视觉效果。

中车电动“T”动力
获工业设计“奥斯卡”

本报讯（通讯员 周小明）日前，湖南省“三区”
（省边远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科技人
才、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张竹青、陈文超专程
到位于隆回县的湖南军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科技培训，并到辣椒育种基地指导辣椒育苗。

发展辣椒种植并进行深加工开发是隆回县的
扶贫产业之一。 2015 年，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张
竹青、阵文超两位专家作为“三区”科技人才进驻湖
南军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指导，主持品种
选育与育苗、病虫防治、高产栽培和深加工开发，带
动隆回县的辣椒产业迅速壮大，扶贫效果突显。 到
2017 年底，隆回县辣椒种植面积 2.2 万亩，湖南军
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年产 4 万吨辣椒制品生
产线 2 条，年产值 1.05 亿元，带动 6250 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脱贫。

省“三区”科技人才助力
隆回辣椒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高友山）为探索科技智库在孵
化园区吸纳企业入驻科技决策方面提供专业建议，
发挥好智库高端科技功能推动长沙市经济发展转
型的需要，3 月 7 日， 长沙市技术评估论证中心接
受中南大学的委托，组织专家库专家针对中南大学
科技园（研发）总部企业（项目）拟入驻的 12 家企业
召开了专家认定会议。

长沙市技术评估论证中心依据《中南大学科技
园（研发）总部企业入驻管理暂行办法》，认真制定
了专家认定工作方案和有针对性的评审认定指标
体系，重点评判拟入驻企业的入驻条件和企业申请
入驻需求、场地面积等技术指标，为园区接纳企业
入驻提供决策，为园区科技服务今后的功能化发展
和转型升级提供可参考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通过开展这样有针对性的科技咨询服务，大大
提升了长沙市技术评估论证中心科技服务意识，有
效拓展科技咨询服务业务发展渠道，是服务好国家
经济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

发挥智库作用优化科技决策

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体现
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 全球
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2号”是中国独创的
深海利器。 这个“海上巨无霸”有 37层楼高，重
量同等于 195座自由女神像， 甲板有一个标准
足球场大。

2017 年，“蓝鲸 1 号”试采可燃冰成功举世
瞩目，今年，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2
号”将正式建成完工。“蓝鲸 2 号”作为“蓝鲸 1
号”的升级版，其更优异的性能必将为可燃冰
开采创造更成熟的条件。 它可以在水深超过
3000 米的海域作业， 最大钻探深度达 15240
米，几乎能钻透两个珠穆朗玛峰，适用于全球
95%的深海作业。 它可在海上的恶劣天气条件
下工作，能承担各种复杂作业，其装载的设备有
2万 7千多台，比普通钻井平台多出一倍。

2003 年 1 月， 中国从德国
引进的第一辆磁悬浮列车在上
海运行。 2016年 5月，中国首条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
速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
长沙磁悬浮快线开通试运营，
此线路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
中低速磁悬浮运营线。

该线路采用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
系统， 磁悬浮列车由中国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公司与国防科技
大学等高校研发制造， 设计最
高时速 100 公里。 相较从德国
引进的上海高速磁悬浮列车，
长沙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具有安

全、噪声小、转弯半径小、爬坡
能力强等特点， 多项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清和日前透露，我
国“2.0版”快速磁悬浮列车正处
在紧张的试制组装阶段， 计划
今年年中下线。 相比此前为长
沙磁悬浮快线研制的我国首列
中低速磁悬浮列车，“2.0 版”快
速磁悬浮列车更快、更轻、载客
量更大。 通过提升直线牵引电
机等关键部件性能， 列车速度
从以往的每小时 100 公里提高
到 160公里，这将是我国自主研
发的最快时速磁悬浮列车。

省科技厅
组织网络安全培训

2017 年 5 月，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客
机 C919 首飞成功，翻开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史
册的崭新一页。作为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适航标准
研制的 150 座级干线客机，C919 不仅攻克了
100 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还使我国掌握了民机产
业 5 大类、20 个专业、6000 多项民用飞机技术。
此前，中国每年要从波音、空客进口 400 多架客
机， 目前，C919已取得国际国内的 815 架订单，
这架大飞机带动了国内飞机制造产业链的发展，
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重大历史突破。

2018 年 3 月 9 日下午，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采访活动上，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C919 大型客机
总设计师吴光辉透露，C919 还将进行 3 到 4 年
的试飞及实验活动， 预计到 2021 年交付给首家
用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在贵州大山深处， 诞生了
中国的一个震世之作———被称
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这只“天眼”远超德国 100
米直径的“埃菲尔斯伯格”和美
国 305 米直径的“阿雷西博”，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天眼”历经 22 年研制，我
国拥有完全知识产权，是世界

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
远镜。 它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
星系行星，寻找类似太阳系或
地球的宇宙环境，以及潜在智
慧生命的重要设施。 其科学目
标主要是巡视宇宙中的中性
氢、发现新脉冲星、主导国际
甚长基线网、 探测星际分子、
寻找地外文明等，在航天工程
及其他领域具有广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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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