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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小知识（3）

本报讯（通讯员徐静）近日，监利县科技局、科协党组书
记胡石伦将首块“园林科普示范基地”授予湖北润景园林绿
化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监利县科技局、科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科普工
作，充分挖掘利用社会科普教育资源，努力做好科普教育基
地建设，推动全民科学素质不断提高。湖北润景园林绿化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拥有苗圃用地3550亩，
园区种有栾树、樟树、桂花、银杏、广玉兰、大叶女真、红叶石
楠、紫薇、红枫、樱花等植物，园内还有红豆杉等珍稀植物以
及稀有动物饲养园。公司以苗圃基地为平台，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实施绿色生态发展战略，倡
导绿色文明，生态环保，和谐健康理念，带动农民致富，因而
被纳入科普教育基地范畴。

此次润景园林挂牌成为县级园林科普示范基地，填补
了监利县此前没有植物科普教育基地的空白。润景园林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创新科普方法，不断加大基地软、硬件
配套设施建设，积极面向社会开展生态植保科普教育。特
别将推出面向青少年开展科普拓展活动，努力打造集科普、
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科普教育示范基地。

湖北磁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开
发、生产网络变压器、滤波器的民营企
业，产品出口东南亚、法国、美洲等地
区。近两年来，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
争，磁创电子始终走“向科技要市场、向
科技要生产力、向科技要核心竞争力”的
路子，在2015——2016年里，获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并将创新成果进
行了转化。

2015 年，湖北磁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创业带动就业先
进企业”的称号，被荆州市人民政府授予

“荆州市十大创新型企业”的称号，被省
科技厅授予“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单位”的
称号。同年，董事长周道斌获省人社厅
授予“回乡创业十佳明星”的称号，获荆
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的称号。

2016年，磁创电子产值8100万元，税
收316万元。企业综合效益指标在监利
县工业园区进入前六强。

打造研发团队，夯实科技创新的坚
实基础

企业竞争实际是科技之争，而科技
竞争的根本是人才之争。湖北磁创作为
回乡企业，2009年9月落户城东工业园。
磁创电子一直注重人员培训、人才使用，
在公司内部发现人才，挖掘使用，但技术
人员还是青黄不接，适应不了企业发展
的需要，造成了产品单一、设备落后，没
有技术实力去搞开发、搞创新的局面。
公司经济效益停滞不前，公司员工在100
人左右徘徊。

自 2015 年起，磁创电子上下统一思
想，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大胆地实施人才
工程，全方位、多渠道选拔人才，造就一
支有知识、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为创

新工程夯实坚实的基础。
磁创电子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实施

了招贤纳士，引进人才的措施，从学校、从
行业内引进了56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
高级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企业的
科技创新及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

为了提高员工队伍的专业知识水
平，磁创电子先后把12多名青年送到深
圳磁创总部，送到兄弟公司东莞普思科
技有限公司、东莞铬普光磁股份有限公
司培训学习。

磁创电子实行评聘工人为技师的制
度，通过考核，把30多位在生产一线中技
术过硬，有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工人
评聘为技师，并纳进人才动态式的管理，
每半年一考核，对考核合格者发放一定
的技师奖。

为了开发检测工具，生产设备，磁创
电子还把工程技术人员送往长江大学机
电系、武汉工业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
院、中山展晖电子设备公司、中山市博朗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等地进行学习。

运用科技成果，提高市场竞争的旺
盛活力

企业要适应市场，就必须顺应市场
的需求，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生产力，
降低生产成本。只有这样，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才有旺盛的活力。

目前，电子产品的市场竞争十分激
烈，除了产品性能优势外，产品的价格也
十分关键。而网络变压器、滤波器产品
的生产，是劳动密集型强的生产，大多数
工序靠的是人工的操作。加之人工工价
飞涨，产品势必高价。推行生产工序自
动化，检测工序自动化，通过机械自动化
的生产，降低产品成本已成了磁创电子
谋求发展之路。

为此，磁创电子成立了32人的研发
小组，董事长周道斌兼任研发小组的组
长。磁创电子把科技创新纳入公司工作
的重要议事日程，安排了研发场地，配齐
了研发的仪器设备，并拿出460万元专项
研发经费。

通过两年的努力，磁创电子研发出新
产品1项，自动化生产设备1项，自动化生
产设备1项，自动化检测设备1项。

磁创电子将创新成果进行转化，生
产线实施自动化后，员工劳动量大大地
减轻，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成本降
低了。一台绕线机生产效率是 1010 支/
h，是用人工绕线包 56 支/h 效率的 18
倍。自动化的生产不仅效率高，而且成
本低，磁创电子现有全自动绕线机 240
台，每年可节约成本864万元。生产实施
自动化后，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人
工生产的坏品率为5-6%，而用全自动设
备生产的坏品率为1.3‰，人工生产的坏
品率是机器生产的38倍。

产品质量线就是公司的生命线，优
质的产品，才会赢得优秀的客户。磁创
电子拥有自己“PPT”的品牌，根据市场的
需要，还自主研发出了64、72高频脚的产
品，形状上有薄、短、小的特点，性能上朝
强滤波、防干扰方面改进，新产品推向市
场后，受到客户广泛好评。日本丰田公
司将此产品用于丰田车导航视屏装置
中。2016年5月份，磁创电子又与德国宝
马公司签约。全球网络猎头——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也看中磁创电子开发的
64pin、72pin新产品，用于交换网络、传输
网络的设备之中。近三年，磁创电子还
蝉连美国普思公司颁发“最佳供应商”的
奖牌。

注重知识产权，确保持续发展的良
好态势

磁创电子过去靠科技创新求生存，
现在靠科技创新谋发展，将来成就伟名
更要靠科技创新。要做到发展无止境，
持续有后劲，而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建立
健全持续后劲秩序的源头活水。

磁创电子在运用成果，保护知识产
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拿出 12
万元经费作知识产权的开支，主要用于
知识申报、维护专利技术的开发与升
级、人员培训、专利奖励和风险备用等
方面。同时，设立了知识产权控制流程
图、技术保密制度及协议制度、知识产
权奖励制度和知识产权应急预案，开展
知识产权专题培训，还聘请常年法律顾
问应对专利纠纷。2015 年磁创电子被
省科技厅评为“知识产权保护示范企
业”。

在国家提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精
神鼓励下，磁创电子上下重视创新，个个
参与创新，处处突出创新，创新成了公司
各项工作开展的主旋律。近三年，磁创电
子申请专利15项，已授权13项，授权率为
86%。2016年下半年公司又申请6项专利
（其中：5项实用新型，1项发明）。申报专
利，获取证书，转化成果，投入生产，已成
为磁创电子走科技创新的成功路径。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正因为磁创人时刻牢记：科技创
新是公司发展的永恒主题。依靠科技创
新，磁创电子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跟，与全球网络通讯制造的猎头们成为
亲密的合作伙伴，在行业中占有一席之
地。磁创电子过去成功靠科技创新，将
来的出路更靠科技创新。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向量矿物质营
养素，人体内无法合成，食物中的硒是主
要来源。硒参与集体抗氧化和能量代
谢，在调节免疫，抵制细胞突变，防止癌
症的发生等多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硒在食物中的含量取决于不同地域
土壤的硒含量。只要土壤里富含硒，那
么从中生长的食物必然会有硒。

监利县汪桥镇有部分含硒的土壤资
源，位于该镇的监利县名宇米业有限公
司与长江大学富硒作物研究所合作，共
同研发富硒大米产品，是业内第一家制
定富硒大米企业标准，并申报成功的单
位，为江汉平原富硒水稻产业化开发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监利县名宇米业有限公司是一个从
事大米产业化开发的民营企业。公司成
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1500万元，占地面
积26640平方米，仓库容量20500吨，是湖
北中储粮监利直属库的代储单位、荆州
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监利大
米”地理标志发起单位之一、农产品安全
追溯系统应用协作单位。注册商标为

“稼家禾”（湖北省著名商标）、“六九一”，
认定绿色食品标志3个。在全国建有销
售网络和电商平台，连续多年被工商部
门、金融部门评定为重信用守合同先进
单位，产品被评为荆州市放心大米，是监
利县放心粮油专供单位。现拥有4家农
村专业合作社，建立了2万多亩优质水稻
生产基地。

近些年，监利县名宇米业有限公司
十分重视科技成果应用与技术研发，积
极加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产学研
合作，大力促进和推广农田增产增效、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品种、新技术，并切实抓
好粮食加工和品牌创建。

为了促进粮食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满足人们吃好的要求，促进全省尤其是
江汉平原粮食生产提档升级，确保国家
粮食生产安全，自2012年开始，名宇米业
与长江大学富硒作物研究所合作，经过
不懈努力，投资数百万元，在省市县各级
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分别建立了500亩优
质富硒水稻生产研发核心试验区和2000
亩富硒水稻高产技术栽培示范区。

2013 年秋，监利县名宇米业有限公
司与长江大学作物富硒应用技术研究所
签订协议，就“水稻富硒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进行联合攻关。

2014年3月，名宇米业与研究所分别
在监利县汪桥镇中坊村、朱河镇江十村、
汪桥镇李湖村、汪桥镇周口村开展了“水
稻富硒性能品种筛选”、“不同硒背景条
件下水稻富硒应用技术研究”、“水稻富
硒应用技术研究生产示范”等工作，选取
6个品种，在含硒和不含硒地区进行试验
播种。

第一批“富硒”大米开镰收割，监利名
宇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龚双喜迫
不及待地把“富硒”大米拿到恩施州国家
富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去检测。

每 斤 大 米 富 硒 的 硒 元 素 标 准 为
10-50 微克，不能超过 50 微克。硒含量
过少达不到富硒大米标准和补硒的作
用，过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检测结果
表明“富硒”大米硒含量不达标，名宇米
业50多万元的投资资金打了水漂。

长江大学硕士生导师邢丹英教授，
主要从事作物高产栽培和农业推广方向

的研究，也是这次校企研究的负责人。
他鼓励龚双喜从头再来，并带着学生、科
研团队十多人，每月几天，到基地去检
测。

针对人工施肥导致水稻叶片发黄的
情况，邢丹英教授团队多次反复试验。
最终采取无人机喷晒农药的方法，根据
土壤检测硒含量，按比例配药进行2次叶
面喷施。在水稻轻简化富硒生产新技术
应用上，名宇米业将示范区的增硒干预
与病虫害综合防治进行了有机结合，并
在无人机的操控高度、使用时间及方法
上进行改进，避免了无人机使用中出现
的药害、肥害的问题。

2014 年10月，龚双喜将这批成熟的
富硒大米拿到恩施去检测，功夫不负有
心人，富硒大米硒含量达标了。

通过生产示范，2016年12月，名宇米
业与研究所在监利县汪桥镇中坊村、朱
河镇江十村、汪桥镇李湖村、汪桥镇周口
村创办示范面积 230 亩，示范样板 1 个。
初步探索出了富硒水稻优质高产栽培技
术，主要包括区域规划、播插时间、肥料
施用、处理方法及用量，富硒水稻病虫害
防治方法等五大技术指标。对示范区富
硒水稻进行了“统一供种、统一育秧、统
一插秧（时间和规格）、统一病虫害防治、
统一收获”的五统一技术，所产稻谷全部
由监利县名宇米业有限公司加价收购。

名宇米业还带动了黄歇口镇、汪桥镇
大面种种植富硒水稻5万亩，生产富硒水
稻2750万公斤，增加产值8250万元，农户
比种植常规优质稻直接增收870万元。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探索和积极的试
验示范，名宇米业筛选了2个富硒性能较

强的水稻品种（系），筛选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产品一个，制定企业标准

“富硒大米”[Q/JLMY0001S-2015]一项。
2016年，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种提高水
稻整精米率的方法”，培养技术人员10多
位，培育科技示范户20多个，扩展扩大专
业合作社2个。

名宇米业还专门引进了最先进的稻
米加工设备，进行富硒大米加工，形成富
硒大米产业链。设计开发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富硒大米精装、简装两类包
装。开发出符合国家标准的“稼家禾”品
牌富硒大米，采取单收、单储和单独加
工，保证加工大米富硒名符其实，检验合
格率100%。

在2016年10月第十三届中国武汉农
业博览会上，名宇米业“富硒”大米获得

《金奖农产品》的荣誉。2016年11月参加
昆明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又
获金奖殊荣。

名宇公司生产富硒大米清香、可口，
赢得了外地市场用户的青睐，网络销售
订单源源不断，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
州、浙江等地，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2017 年，名宇米业荣获湖北省科技
厅《富硒水稻高产技术及产业化校企共
建研发中心》认定，被监利县人民政府评
为 2016－2017 年科技创新先进单位，并
被县科技局作为全县唯一一家推荐到省
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的先进企业
进行奖励。

下一步，名宇米业打算把富硒大米
核心示范区扩大到 1000 亩，辐射周边 2
万亩农田，并尝试研发生产富锌、富钙大
米。

校企联姻结硕果 科技孕育监利富硒大米
□ 本报记者 廖含嫣 通讯员 严颜

磁创电子引领科技创新
□ 本报记者 廖含嫣 通讯员 陈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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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发布2016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月20日，科技部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由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举办，至今已
举办12届。其遴选程序分为推荐、初选和终选3个环节，所推荐的
科学进展为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正式发表的
研究成果。

1、中国科学家研制新型催化剂 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液体燃料
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巨大挑战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去除温室

气体，是科学界的探索方向之一。中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
实验室谢毅教授、孙永福特任教授课题组设计出一种新型电催化材
料，能够将二氧化碳高效“清洁”地转化成液体燃料甲酸，该成果刊
登于2016年1月7日的《自然》杂志。

2、我国煤化工研究取得里程碑式突破 煤制烯烃将告别高耗水
国际化工界90多年来一直沿袭、被视为不可替代的费托（F－

T）过程，如今被中国科学家颠覆——他们摒弃了高水耗和高能耗
的水煤气变换制氢过程，创造性地直接采用煤气化产生的合成气，
高选择性地一步反应获得低碳烯烃。这项技术发明也因此被业界
认为是“煤转化领域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

3、中国在水稻杂种优势研究方面获突破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国家基因研

究中心韩斌研究组、黄学辉研究组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杨仕华研究
组，收集了1495份杂交稻品种材料，几乎涵盖了绝大部分中国杂交
稻优良品种，并对17套代表性遗传群体进行了基因组分析和田间
产量性状考察，利用一系列新技术详细剖析了杂交稻杂种优势的遗
传基础，最终解析了水稻杂种优势的分子遗传机制。

4、我国科学家发现“肿瘤免疫治疗”新方法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许琛琦研究

组和李伯良研究组，找到了提升T细胞抗肿瘤效应的新方法，即通
过调控T细胞的关键靶点改变其代谢状态。由此，该团队还找到了
新的药物靶点，为开发新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法奠定了基础。相关
成果已于2016年3月17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

5、揭示RNA剪接的关键分子机制
RNA剪接是地球上所有真核生物从DNA到蛋白质信息传递

这一“中心法则”的关键一环。通过剪接反应，前体信使RNA中的
内含子被剔除、外显子连接起来形成成熟的信使RNA，进一步才能
被翻译成蛋白质。人类已知的遗传疾病中大约35%是由RNA剪接
的异常导致的。

6、发现精子RNA可作为记忆载体将获得性性状跨代遗传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随着生活环境和饮食结构的巨大改变，

高脂饮食导致的肥胖等代谢性疾病，可以“记忆”在精子中并遗传给
下一代，导致后代肥胖。这种获得性遗传形式对人类繁衍及后代健
康具有深远的影响。精子介导的这种获得性遗传机制涉及DNA序
列之外的表观遗传信息在精子中的存储及传递，破解这类表观遗传
信息是本领域的一个主要挑战。

7、研制出首个稳定可控的单分子电子开关器件
利用单分子构建电子器件对突破目前半导体器件微小化发展

的瓶颈意义重大。实现可控的单分子电子开关功能是验证分子能
否作为核心组件应用到电子器件中的关键。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设计构筑稳定可控的单分子器件，探索其与微电子工艺的兼容
性，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分子电子开关，在当代纳米电子学研究中
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8、我科学家构建自闭症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
《自然》期刊2016年初在线发表题为《MECP2转基因猴的类自

闭症行为表征与种系传递》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由中科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组与神经所苏州非人灵长
类研究平台孙强团队合作完成。研究通过构建携带人类自闭症基
因MECP2的转基因猴模型及对MECP2转基因猴进行分子遗传学
与行为学分析，发现MECP2转基因猴表现出类人类自闭症的刻板
行为与社交障碍等行为。

9、揭示胚胎发育过程中关键信号通路的表观遗传调控机理
动植物从单细胞受精卵发育成为高度复杂的生物体是一个奇

妙的过程。哺乳动物基因组DNA中的5-甲基胞嘧啶作为一种稳
定存在的表观遗传修饰，由DNA甲基转移酶（DNMTs）催化产生。
近年研究发现，TET双加氧酶家族蛋白（TET1/2/3）可以氧化5-甲
基胞嘧啶，引发DNA去甲基化。

10、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揭示水的核量子效应
水的结构之所以如此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水分

子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人们通常认为氢键的本质为经典的静电相
互作用，然而由于氢原子核质量很小，其量子特性往往不可忽视，因
此氢键同时也包含一定的量子成分。氢键的量子成分究竟有多大？
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水或冰的微观结构和反常物性至关重要。但是，
氢核的量子化研究无论对于实验还是理论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转载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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