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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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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自有安全警报机制，当

遭受病原体攻击?，细胞膜会向
叶绿体“报警”。但是，这种“警

报”信息如何在细胞内传递，一
直让植物学家们琢磨不透。日

前，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上海植物逆境生物

学研究中心罗莎·洛萨诺-?兰

（Rosa Lozano Duran） 研究团队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细胞》上

发表论文，揭秘了一条连接细胞
膜和叶绿体的重要信号传递途

径，并揭示一些植物蛋白是如何
与细胞膜相关联，并在感知病原

体存在?，又是如何从细胞膜转

移至叶绿体内部，“警告”叶绿体
有威胁存在。

亚麻色披肩卷发，迷人的蓝
色大眼睛，这篇原创的中国科研

论文第一完成人，是西班牙籍女
科学家罗莎·洛萨诺-?兰。五年
前，她单枪匹马来到中国科学院

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从零开
始组建研究团队，从心出发寻找

研究方向。循着兴趣的方向，得
益于上海得天独厚的科创土壤，

她带领全新的“联合国式”科研
团队，只用了不到五年?间，就

收获了重量级的科研成果。
位于上海松江的中科院分

子植物卓越中心上海植物逆境
中心，是罗莎在英国诺里奇的塞

恩斯伯里实验室完成博士后工
作之后，正式开始科研生涯的第

一站。她坦言，在上海做科研，是
自己遇到的一个好机会———逆

境中心招聘?“不看论文、不看

头衔，以评估学术潜力为主”，就

连日常交流语言都是英文。这对
于科研新人而言，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这里有先进完善的科研支
撑平台，可以完成漂亮的实验”。

4年前，罗莎带领团队开始
探秘从细胞膜到叶绿体的信号

通道。在研究中，她发现一些植

物蛋白是如何与细胞膜相关联，
并在感知病原体存在?，又如何

从细胞膜转移至叶绿体内部，
“警告”叶绿体有威胁存在。紧接

着，叶绿体通过“逆行信号传递”
过程，将这些信息传递至细胞

核，从而调节抗病基因表达，激
活防御以对抗入侵者。该途径是

植物细胞将危险信号从外界传
递到叶绿体的策略之一，并能快

速、及?、准确地整合信号并产
生适当的下游响应。

在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类似

罗莎这样的科研团队不是少数。
这里还有来自加拿大、希腊、日

本、韩国等不同国家的优秀人
才，这里在全球植物学领域颇具

优势。所以，当罗莎选定植物“报
警”通路作为此次科学探索之旅

的方向?，集结的团队小伙伴们

同样也是来自不同国家：博士后
中有三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

法国、两位来自突尼斯，以及好
几位中国博士生。在上海近五

年，罗莎感觉生活和工作几乎没

有遇到障碍。“无论几点回家都
不用担心，而且在上海就能买到

西班牙食物，这比我在英国居住
更方便。”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本报讯 （实习生 陈蕾 记者

郜阳?“我们不要害怕人工智能
（AI?，它是不可避免的未来；我们

不要轻视 AI，它会改变我们的社

会。”近日，2020第三届上海人工
智能大会暨第三届图像、视频处理

与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举行。欧洲科
学院院士、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郭

毅可的一番话引人深思。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智能?

代，上海一直以来把人工智能作

为发展的优先战略选择。”上海市
经信委副主任张英介绍。去年，全

市人工智能产业规上产值约
147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0.7%。今年上半年产值 872亿
元，相较去年同期逆势增长

33.3％。上海已日益成为产业要
素最齐备、应用场景最丰富的 AI

试验场，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的风向标。“人工智能具有多

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的特征，只

有不断加强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

研发，才能突破创新的‘天花
板’。”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高
等研究院院长李儒新表示，面向

国家科技战略，围绕上海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科

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正在筹建张江
国家实验室。在大科学基础设施

方面，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有
上海光源和国家蛋白质设施，张

江实验室还涉及类脑科学和类脑
智能，也在研究探讨人工智能、大

数据技术在大科学设施的应用场
景结合，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提高

装置的运行效率。
本次大会是继 2018 年和

2019 年两届上海人工智能大会
之后又一 AI领域的盛会，由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中
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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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AI产业上半年产值 872亿元

北斗应用中的上海身影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

通，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的国家，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代。
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

式上，一段北斗系统建设发展视频短片中，一家来
自上海的北斗“黑科技”企业，频频现身。它就是司

南导航，上海卫星导航产业的代表企业之一。这家

名字有着浓浓中国风的企业，自主研发的北斗高精
度导航产品和解决方案，已走出国门，覆盖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北斗/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核心技术和产品，

“上天入地”应用于多个行业领域。
7月 24日，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马者村堰塞湖

现场来了一架架无人机和一艘艘无人艇。这些神奇
来客在一个半小?内就完成了对灾害点的三维勘

测工作，为此后的救灾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而这

些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其背后的作业人员，都来自
同一家上海企业———上海华测。

北斗想象力的“造梦秀场”

走进位于“西虹桥”的上海北斗导航研发与转
化功能型平台，一家家知名的上海北斗导航企业

“穿梭”眼前。这里的国内规模最大亚毫米级低速无
人系统智能感知与高精度导航综合测试场，高精度

高可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研发测试系统等，已成为
北斗导航上下游企业实现创新想象力的“造梦秀

场”———累计为超过 50家的无人系统企业及科研
院所，提供了百余次的研发测试、技术咨询及开源

数据集服务。
2016年，“北斗”尚在全球组网过程中，上海超

前布局北斗导航产业，积极探索提升北斗导航产业
创新能级，以建设北斗全球科创中心为目标，启动

筹建上海北斗导航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去年，

功能型平台正式落地上海特色产业园区之一“北斗

西虹桥基地”，形成了以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北斗产
业集聚、卫星导航领域全球顶级智库“三位一体”的

特色发展模式。

打造北斗导航新高地
在北斗功能型平台负责人郁文贤教授的带领

下，北斗功能型平台积极探索机制改革与技术创

新，全面打造北斗导航领域高端人才新高地与技术
创新产业新高地。与此同?，平台瞄准产业的低成

本低功耗高精度融合导航技术方向，致力解决行业
痛点，引进国际一流的导航技术团队。

围绕卫星导航快速精密单点定位、低成本低功

耗高精度融合导航和智能位置物联网三个方向，上
海北斗导航产业技术核心竞争力快速提升，形成自

动驾驶、无人机、智能物联网（AIoT?领域的核心导
航定位技术全球研发高地与产业辐射中心，形成产

业技术支撑，助力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
率。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的领军城市，“平台将围绕北斗导航领域的产业需

求，为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提供核心支撑。”郁文贤
教授透露，平台还将进一步融合物联网、5G通信、

大数据等“新基建”方向，带动长三角一体化位置服
务协同创新。

据透露，平台正联合电信及行业重点企业共同
进行“北斗+5G”的新一代信息基础网络示范验证建

设；联手中电科 32所等多家重点单位，围绕适应性
高可信导航位置服务关键技术，突破北斗+AIoT?

空数据关联技术等，申请科技部构建跨城市群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集成构建和示范应用的重大项目。

“未来，北斗功能型平台还将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形
成支持北斗全链条创新的生态环境，培育孵化数

家上市公司和一批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大众应用

创新企业。”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带领多国联合团队 5年收获重量级成果

西班牙女孩
在沪开启科研生涯

时隔45年中国登山队今年再次登顶珠峰，在峰
顶测量的“高光时刻”，队员们在峰顶竖起的测量觇
标，首次连接着国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产品；今夏防
洪救灾的危急时刻，一台台搭载着国产导航装备的无
人机大显身手，快速准确地完成堰塞湖的三维勘测工
作……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一项项来自上海北斗导航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相
关企业的导航应用和位置服务，默默深入社会发展、
百姓生活中无数个关键时刻。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的领军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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