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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木本油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张来武副部长指出，湖南是全国木本油
料主产地之一，具有丰富的资源、良好的产业
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要注重依靠
科技整合产业链， 提升产业各环节的整体效
益。 他表示，科技部将与相关部门协商后，在同
等条件下给予倾斜支持。
关于“湖南省农村科技信息化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张来武副部长强调，目前在三网融合

背景下，中组部、科技部、工信部正在共同推进
我国农村科技信息化建设试点， 首批试点定在
山东和陕西杨陵。张来武副部长明确表示，湖南
提出的方案思路清晰，框架设计切合实际。他希
望湖南省成立以党政一把手任组长的项目领导
小组，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和协调。在此基础
上， 科技部拟将湖南提出的这一建设总体方案
提交相关部委共同研究， 尽快列入国家试点并
启动实施。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新一代“
水上飞机”在南京试飞

4 月 23 日，“天使鸟”号地效翼船
在南京金牛湖区试飞。
当日，由江苏恒川集团研发的新
一代地效翼船（俗称“水上飞机”）
“天
使鸟”号在南京金牛湖两起两降试飞
成功。 该型地效翼船宽 10.7 米，长
12.6 米，高 3.5 米，是中国企业生产出
的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效翼
船。 地效翼船是一种介于飞机和船舶
之间的新型高速运载工具，可以在高
速公路或水面上起飞、降落。
新华社发 吴俊 摄

成都：

首座双层
娱乐风洞建成

湖南突破一批太阳能电池制备技术难题
业有限公司、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等单位共同参与。 四十八所唐景庭所长
为首席专家。 主要针对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
的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进行研究及产业化，
突破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与整
线工艺技术、6N（纯度 99.99995%）太阳能级
多晶硅材料的关键技术、薄膜电池制造关键
技术。
项目实施以来, 突破了高温烧结炉气氛
与 温 度 控 制 技 术 、 扩 散 制 作 PN 结 工 艺 技
术、PECVD 减反射膜制备技术、烧结共熔技

术、定向凝固技术和欧姆接触电阻工艺技术
等关键瓶颈技术，打破了国外跨国公司对丝
网印刷机、 多 线 切 割 机 的 技 术 垄 断 ； 利 用 研
制光伏装备的独特优势， 结合创新工艺技
术， 成功研制出系列高效彩色太阳能电池；
完成了高温烧结炉和丝网印刷机运行考核
试验。 累计实现了 15.7 亿元的产值，累计完
成了总投资达 10.6 亿元的产业化扩 能 改 造
项目，达到年产太阳能电池片 500MW、年产
太 阳 能 制 造 装 备 600 台 和 年 产 高 纯 硅 1000
吨以上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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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链凭什么算伟大发明
□ 刘洪波
近日翻书得知，1986 年美国 《世界科学》
杂志评选 20 世纪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 10
项发明，拉链位居榜首。 它于 1893 年被发明，
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传遍全球。 今天，几乎人
类生活中所有需要频繁开闭的地方， 都会有
它。 它使开闭管理变得简捷，同时还参与制造
人类的思维与文化。 当你看到马路频繁开挖，
会讽刺说“干脆给马路装个拉链”；克林顿与
实习生在白宫有性丑闻， 人们命名曰“拉链
门”。 说实在话，拉链这东西，怎么看都不起
眼， 实在不好说技术含量有多高， 意义有多
大， 但今天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得益于这个
小东西。

科技与技术，两者密切相关而各不相同。
科学主要在求真，技术主要在求用。 科学改变
人们的思维，甚至观察世界的方式，例如日心
说、进化论、万有引力等等。 技术主要改变人
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例如火、电灯、手机等
等。 当然，科学与技术的区分有时并不严格，
诺贝尔奖的得奖项目中， 不少也难分属于科
学还是技术。
我的意思是说， 技术进步很多时候只是
给我们造成一些方便， 而且类似于润物细无
声，你不刻意去想，很难得与伟大之类的词联
系起来。 哪怕就是手机吧，似乎也只是使我们
能够讲电话时不必受制于一根电线而已。 但

其实，它正默默构造一个新的世界，使人得以
拥有永远在线的条件，进而推动人际关系、交
流方式和国家治理上的变化。
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发现都像日心说、进
化论这样影响重大， 并不是所有技术发明都
像电灯、手机这样引人瞩目。 但是，很多技术，
看起来貌不惊人，想起来了无奇处，实际上起
的作用却超出想象。
当我们追问“生活有什么意义”时，有否
定生活本身即是意义的意味， 似乎生命的意
义只在于超验的东西中。 但其实生活本身也
是有意义的。 改变生活是伟大的，这就是为什
么拉链被称为改变了 20 世纪的伟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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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不自满，自尊而不自作。 ——
—临澧县官亭中学教师何一清

本报讯 （通讯员 成新平 刘源西）日
前， 从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传来
喜讯： 公司去年自主研发的 12 项新产品日
前正式通过国家技术鉴定，其中 2 项产品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9 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来自孟加拉、伊朗、玻利维亚等 20 多个
国家驻华大使参赞和 300 多名中外专家共
同见证了这一成果。
衡变公司是中国重大装备制造业核心
骨干企业。 近年来，通过科技创新，产值由 9
年前的 1 亿元猛增到去年的 45 亿元， 净资
产增长了 502 倍， 产品远销欧洲、 非洲、美
洲、中东、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
司先后投入技术改造资金 20 亿元， 每年将
产品销售收入的 6%用于科技研发， 通过技
术引进和自主创新， 成功掌握了当今世界
一流的制造设备技术。
衡变此次通过国家鉴定的 12 项新产
品， 包括世界最高电压等级、 最大容量的
320 兆乏 /1100 千伏并联电抗器、220 千伏
世界最大容量的 820 兆伏安电力变压器、国
产首台 750 兆伏安 /500 千伏现场组装式变
压器等，为 2009 年自主研发的 30 多项新产
品的一部分。是继 2008 年衡变公司 18 项新
产品通过国家技术鉴定后， 变压器行业鉴
定史上的一次破记录壮举。

快讯

打破我国长期依赖高价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
本报讯 （记者 田彦弘 通讯员 任彬彬) 4
月 23 日，我省科技重大专项“太阳能电池制备
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 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
中期现场评估。 专家组认为, 研究成果将加快
太阳能电池制备关键设备与工艺技术的国产
化，打破我国长期以来依赖高价进口受制于人
的被动局面，延伸我省光伏产业链，促进光伏
产业的快速发展。
“太 阳 能 电 池 制 备 关 键 技 术 与 设 备 研
发”专项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
研究所为牵头单位，益阳晶鑫新能源科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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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变引领世界
装备制造业潮流

科技部支持湖南农村科技平台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王建国）4 月 20 日，副省
长徐明华率省科技厅、省林业厅、湖南农业大
学负责同志赴京，就“湖南省农村科技信息化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南方木本油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建设”等工作向科技部领导进行了专
题汇报。 科技部张来武副部长听取了汇报，对
湖南省近年来在农村科技信息化和依靠科技
创新推动木本油料产业发展方面所做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

科技

娱乐风洞是通过人工制造和控制气流，
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将人吹浮起来，体验天
空翱翔的奇妙感觉，不仅可为游客提供娱乐
项目，还可给专业跳伞队提供模拟训练。 成
都风洞 2008 年 3 月开始设计， 试运行阶段
已有数千名游客进行了亲身体验。实现了空
气动力技术由工业生产向国民经济的转化。

扬州：

首个智能电网
展示馆亮相
智能电网，又被称为电网“高速公路”，
正成为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新能源产业。 扬
州在国内率先将目光投向了智能电网产
业，4 月 19 日首个以科研、示范、孵化、科普
与展示为一体的中国智能电网展示馆建
成。力争到 2015 年，年产值达到 1000 亿元；
到 2020 年，智能电网配套产业超过 2000 亿
元。

河南：

首家电动汽车
充电站开建
我国目前在建服务规模最大的电动汽
车充电站，日前在郑州开建。 该站将选用整
车集中充电模式， 配备 14 台 120 千瓦充电
机为 20 辆电动公交车充电，配备 10 台充电
桩为社会电动汽车充电，可满足 20 辆电动
汽车整车充电和 200 辆电动出租车快速更
换电池， 另外可实现 400 辆汽车的停放和
整车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