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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操作科普设备。近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科协持续开展科普
大篷车进基层系列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科普教育、感受科技魅力。

任海峰 摄

科普大篷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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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动态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把提升高
校科技服务水平作为着力加强教育服务能力
的重点举措，重点推进“提高高等学校科技创
新治理能力”“优化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平台体
系”“加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繁荣哲学社会
科学”4 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近日，自治区草种业科技重大专项“优良
乡土草种质创新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启动会暨实施方案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牵头，联
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
大学、内蒙古林草种苗总站、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科学院等 9 家优势单位共同参与，协同攻
关。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高瑞锋）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企业
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将围绕科技
型企业科技创新服务需求，选派企业科技特
派员开展服务企业工作。这是自治区科技厅
落实《自治区“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加强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促进各类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数量“双倍增”的重要举措。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见习记者 张
劲）今年，国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

（鄂尔多斯）联合科技部人才中心围绕“绿色
矿山”“中蒙医药”等领域，邀请 20 余位科技
领军人才开展了一系列技术需求对接活动。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市 6 家企事业单位与 8 家
高校、科技研发机构和企业达成 6 项科技项
目（技术研发）合作，共引进科技研发合作机
构 4 家、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5 支，合作金额达
1.1 亿元。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高瑞锋）
近日，通辽市《关于深入落实“科技兴蒙”行动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发
布，分九部分，共 28 条 58 项，这是通辽市科技
领域迄今为止出台的系统性最完整、针对性最
强、创新力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文件。
主要通过财政资金“后补助”的奖励方式，对获
得认定的自治区级及以上创新平台、载体和科
技企业以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优秀科技
人员等进行奖励。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
院吴忠庆教授课题组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在
太阳星云环境下，行星增生早期星胚（部分）熔融和
挥发过程是地球贫挥发性元素的主因，为研究类地
行星挥发性物质增生和演化提供重要启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孙方稳教
授课题组将量子传感技术与光学超分辨成像技术相
结合，研究纳米尺度电磁场的超小局域和高精度探
测，实验实现了百万分之一波长尺度电磁场局域。
基于该发现，研究人员进一步将局域电磁场能量和
与物质相互作用强度分别提升了 8 个和 4 个量级。

●我国国产体外膜肺氧合装置（ECMO）研发已
实现重大突破并应用于临床试验，成功救治两名危
重心血管病患者。研发团队采用多目标优化和数值
仿真方法获得离心泵流道最优设计方案，采用芯片
化控制模式保证 ECMO 控制的精准性和长时间工
作的安全性，采用仿生涂层新技术获得了比国外同
类产品更优异的长效循环抗凝血效果。

●近日，挪威科技大学研究小组开发了一种使
用半导体纳米线制造超高材料效率太阳能电池的方
法。如将其放置在传统的硅基太阳能电池之上，这
一方法或可以低成本将当今硅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提
高一倍。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要闻一览

参观者在进博会一处展台通过 VR 设备体验婴幼儿穿着纸尿裤行走时的感
觉。近日，在第四届进博会的消费品展区里，众多“新奇特”展品和“绿科技”应
用，成为透视“消费升级”的窗口。 新华社发

“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及庆玲 见习记者 张劲

富勒烯是名符其实的“宝藏”原料。
它在护肤品领域，是抗皱、美白、预防衰
老的“利器”；它在润滑油添加剂、太阳能
电池、磁共振造影剂等方面，有着广泛的
应用价值，甚至在生物工程基因运载体、
军用激光防护镜等方面也有用武之地。

富勒烯是 1985 年天文学家在研究
宇宙星云的构成时意外发现的。如今，
富勒烯与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已成为碳纳
米材料家族的三大代表。世界上仅有为
数不多的国家实现富勒烯量产，售价非
常昂贵。

如何解决富勒烯原料量产问题？唯
有让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

2018 年，国内首家吨级富勒烯生产
线在内蒙古落户，吨级富勒烯生产线的
投产更是形成了完备的富勒烯产业链集
群，为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权奠
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自治区深入实
施“科技兴蒙”行动，为破解科研项目成
果转化问题，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大院、大所建立了“4+
8+N”工作机制，推动优质科技创新资源
向我区集聚。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日，赤峰市传
来好消息，富勒烯原料在我区科研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向前迈进了一
步。

走进赤峰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根据中科院配方调
试好的富含富勒烯原料的化妆品原材料
正在完成乳化。乳化后的化妆品经过检
验合格后，再经过静置、灌装、包装等程
序，就变成了可以使用的护肤品。

“今年 6 月，福纳康中试车间在赤峰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落成。在这
里，企业根据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对高纯
度富勒烯产业化制备技术、工艺关键技
术和关键设备进行中试放大，完善各项
工艺技术参数，提高完善生产线的关键
设备选型和配套方案。”赤峰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启
介绍说。

外部借力，内部发力。2020 年，通
过“科技兴蒙”行动项目载体，福纳康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引进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研究员王春儒科研团队，对化学研究所
的发明专利——一种提高电弧放电法制备
C60/C70 富 勒 烯 产 率 的 方
法 CN102231925B 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王春儒介绍，利用转移弧技术生产富
勒烯原料，能显著提高富勒烯的生产效率、
产量和纯度，将富勒烯的产量提高到 1 倍
以上，成本降低 50%，提纯达到 99.9%。研
制使用石墨自动装填装置和产品自动收集
装置，配合相应电气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富
勒烯全自动工业化生产。在此基础上将富
勒烯原料应用于医药、复合材料、化妆品等

领域。
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重点研究富

勒烯在抗皱、美白、祛痘等功效技术方面的
应用与示范，并在富勒烯化妆品原料等医
美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通过研究富勒烯纯
化、增溶与分散的关键技术，研制了具有高
抗氧化活性的富勒烯化妆品原料，其淬灭
自由基效率与传统的抗氧化原料 VC 相比
高 1000 倍以上，同时还具有吸收紫外线、
抑制炎症因子、保护和修复细胞的作用。

“在赤峰市委、政府的支持下，公司联合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制定了国际上首
个富勒烯纯度、含量和溶残检测标准，为
富勒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扫清了障
碍。目前正在申请国标。”说起公司在赤
峰市委、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助力下取得
的成就，研发主管许哲滔滔不绝。

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
科学院纳米实验室富勒烯领域科研成果
转化的唯一基地，在富勒烯制备、富勒烯
创新药、富勒烯化妆品原料等领域的研
究成果世界领先，已获批发明专利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当前，公司新开

发的复合材料富勒烯空气净化产品，能
够在可见光下将甲醛和苯系化合物分解
成为二氧化碳和水，可高效循环利用，是
空气净化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在药物领
域，福纳康完成多个富勒烯新药的成药
性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预期到 2022
年上半年，福纳康将有 1 个 1.1 类品种进
入药品一期临床，到 2023 年将有 1 个 1.1
类品种进入药品二期临床和 1 个 1.1 类
品种进入药品一期临床。

不久前，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
中科院化学所联合申报的 2021 年“科技
兴蒙”科技合作引导项目“可溶性富勒烯
规划化试生产研究示范”也喜获自治区科
技厅 298 万元的资金支持。

像这样，“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共
同发力，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催生出更多
增长空间。

为了深入落实自治区“科技兴蒙”行
动，助力科技发展提档升级，赤峰市委、政
府成立了由市长为组长的“赤峰市科技创
新领导小组”，搭建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区域
协同创新平台，开展成果转移转化对接大
会等合作交流活动，积极引导企业与自治
区外“4+8+N”主体合作，为形成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氛围。

今年，赤峰市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十
四五”期间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 明 确 提 出 ，经 过 5 年 的 努 力 ，到
2025 年，全市科技研发经费大幅提高，全
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较 2020 年末翻
两番达到 1.2%以上。

此外，围绕培育创新平台、加大研发
投入、科技人才引进、创新资源供给等，
赤峰市抢抓发展机遇，加大规划布局，为
企业提供经费保障，助力企业“无忧”成
长。

赤峰市科技局局长王健表示，赤峰
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赤
峰的目标，我们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战
略部署，进一步增强创新平台载体的引
领作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
力，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市场化利益联结
机制，真金白银加大财政科技创新投入，
真抓实干推动创新平台载体建设，真心
实意服务创新主体，努力提高科技创新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让创新成为发展
的常态。

更令人欣喜的是：由赤峰市政府与中
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联合打
造的“中科赤峰产业创新研究院”即将落
地。

一项项政策、一个个举措，激发科技
企业积极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校开展技术
研究，既增强了企业信心，又为我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内蒙古内蒙古：：
富勒烯原料应用富勒烯原料应用““触角触角””向多领域延伸向多领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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