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就在几乎同一时刻，一名
男婴在北京呱呱坠地。这位与党同龄的男
孩名叫丁光生，在多年后成长为我国第一
代麻醉学家、药理学家和编辑学家。在解毒
神药二巯丁二酸的研制中，他是主要研究
者之一。

2021年 7月 19日，上海药物所举行专
题学习报告会，通过回顾丁老波澜壮阔的
百年人生，共同学习、弘扬老一辈科研工作
者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
的科学家精神，传承药物所“为民、执着、融
合、自强”的新药精神。

“解放军夜宿南京路”触动回国之情
丁光生出身科学名门，父亲丁绪贤是

中国半微量分析化学研究和世界化学通
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母亲陈淑是我国最
早的女留学生之一和中国女子教育先驱，
他的叔父们也在大学教授化工、化学或物
理。在家族影响下，丁光生自幼以科学救
国为志。

1946年至 1947年，丁光生到美国学习
临床麻醉学，主要开展局部麻醉药普鲁卡
因的代谢和毒理研究，建立了普鲁卡因及
其代谢产物二乙基氨乙醇的微量测定方
法；并于 1950年 6月获芝加哥大学药理系
哲学博士学位，堪称为中国第一代临床麻
醉学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丁光生骤然间
面临莫大的人生抉择。一方面是美国诸多
知名机构的工作邀请，一方面是父亲来信
提及国内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丁光生回
忆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讲述的是祖
国上海解放时，解放军为了不扰居民而夜

宿南京路的情景，从而倍添对共产党建国
的信任，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他依然记得
踏上祖国土地时的激动之情：“当我提着两
个沉重的箱子走出罗湖火车站，第一次见
到五星红旗时，经不住热泪盈眶。”

筚路蓝缕研制中国解毒药
新中国刚刚成立，科学研究百废待兴。

丁光生经竺可桢和贝时璋介绍，加入中科
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开始一场白手起家筚
路蓝缕的创业征途。从实验台的图纸设计，
仪器设备的订购、加工，到规章制度的制
订，药理学研究队伍的培养……丁光生事
无巨细、亲力亲为。由于药理实验离不开动
物，他把自己住的仓库改建成动物房。天冷
水泥不易干，他就手捧守着炭炉去促干，夜
里睡在施工中的动物房内。

丁光生先后领导筹建了国内最早的抗

高血压和抗血吸虫病药物研究室。在防治
血吸虫病的药物研究中，他组织筛选过几
百种合成药。发现锑剂巯锑钠，可肌肉注射
治疗人和耕牛的吸血虫病；发现非锑剂敌
百虫口服有疗效后，曾在农村治疗过上万
名血吸虫病人。

（下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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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科普“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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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洁 记者 陈怡）郑州暴
雨灾情发生后，隧道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焰
第一时间对郑州抢险救援工作作出部署，要求
隧道股份在郑州各单位在总指挥部的统筹协调
下，迅速组织力量做好隧道股份在建人员、在建
工程防汛救灾，在确保人员安全、项目安全的同
时，发挥隧道股份在地下工程、建设施工领域的
专业所长，全力以赴协同配合郑州当地政府、机
构、市民开展防汛救灾工作，为工程周边市民、
社区提供救援服务，为郑州防汛救援输出“上海
力量”，作出“上海贡献”。

截至记者发稿前，隧道股份在豫 2700余名
员工已全部确认平安。在建河南地铁 8号线、
S317线郑州境新郑机场至新密改建工程 PPP
项目等重大工程安全无虞，无重大事故风险。

由隧道股份上海路桥承建的 S317线郑州
境新郑机场至新密改建工程项目人员对全线的
施工便道、路基边坡、桥涵通道、高边坡易塌方
段进行了全面排查。同时，为保障群众安全，在
积水较深区域拉设了警戒线，对易塌方地段，设
置了安全警示标牌。

为降低暴雨导致的村民农作物财产受淹损
失，自7月20日上午起，隧道股份已安排近百名
施工人员协助村民进行挖沟排水。云蒙山溢洪
道已准备就绪，必要时挖开便道排水。7月 20日
深夜，郑州 S317云蒙山大桥北侧水库水位达到
警戒线。隧道股份上海路桥项目部及时调挖机，
根据当地交通局、水利局要求挖除施工便道，配
合水库泄洪。 （下转03版）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本报综合消息 7月 21日，上海市 2021年度
第三批29项市区重大工程集中开工。此次集中开
工的重大工程包括：市级重大工程2项、区级重大
工程 27项，涉及总投资金额约 217亿元，涵盖市
政道路、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多个板块项目。

上海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正加
快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充分发挥市区重大工程
示范引领作用和投资带动作用，确保全面完成
全年建设投资任务。据悉，2021年上海全市共安

排市级重大工程正式项目 166项，年度计划投资
1730亿元。其中，计划年内新开工项目 18项，建
成项目20项，安排预备项目47项。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
910.4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52.6%，实现“时间
过半，投资任务过半”。张江实验室研发大楼等
16个正式项目开工建设，长征医院曹路分院等 7
个预备项目提前开工，上海浦东足球场等 4个项
目基本建成。

上海 29 项市区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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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同龄与党同龄，，向光而生向光而生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丁光生研究员的科研之路

本报记者 耿挺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正式公布。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浦东，如今又
将迎来“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任。

《意见》赋予浦东新区五大战略定位，其中一大战略定
位就是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意见》提出七方面重大
举措，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
创新新高地。

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浦东有先天优势
7月 2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意见》进行

详细解读。
去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支持北京、上海、粤

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此次《意见》的发布，再
次确立了浦东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地位，明确了浦
东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战略定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强调，接下来，浦东将全力
做强创新引擎，以及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促进内需提质
扩容成为重要任务举措，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加快关
键技术的研发，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深化科技创新的
体制机制改革，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说，浦东打造
自主创新新高地，具有先天优势。“目前在浦东在建和拥有
的大科学设施有10个，各类外资研发中心有249家，经各级
认定的企业研发机构有 717家。浦东已经形成从‘苗圃’到

‘孵化器’到‘加速器’的孵化链，经认定的孵化机构目前有
170多家，一批龙头企业设立了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发挥
大企业的内部资源优势和全球创新网络优势，来集聚培育
孵化创新链上的中小科技企业，实现协同创新。”

《意见》提出，要在浦东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布局和建设
一批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对此，翁祖亮表示，浦东是上海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其优势是拥有全生命周期的创新
孵化体系、全链条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全方位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和全覆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除了浦东的先天优势，科技部也将大力支持浦东新区
成为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据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司长
许倞介绍，科技部将支持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

“头雁”作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
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的建设
运行，引领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中
试孵化基地的建设，建好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创新基地为依托，强化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

蓝图已经绘就，再创奇迹才能不负重托
《意见》发布后，在浦东新区引起热烈反响。浦东新区

区委区政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浦东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历史使命，定位之高、期
许之重、空间之大、政策之实前所未有，为浦东推进高水平
改革开放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吹响了冲锋
号角。

翁祖亮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浦东必须紧紧抓住难
得机遇，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创新作为、有效作为。围绕勇
当“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加快集聚战略科技力量，
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努力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
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关于张江科学城建设，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浦东
新区区委常委彭崧表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都是党中央交给张江的
光荣任务，是科学城肩负的“双重使命”。两者有机统一、相
互叠加。

“到 2025年，张江科学城将打造大师云集的科技创
新策源地、硬核主导的高端产业增长极、共治共享的创
新生态共同体、活力四射的国际都市示范区。张江高新

区将率先成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基本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高科技园区。”
彭崧说。

关于科技创新，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徐欣
表示，浦东科经委将坚决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按照“四个
面向”的要求，努力推动基础科研的机制创新和能力提升，
努力构建科技创新“双向链接”快车道，努力开展区域协同
创新，全力以赴打造国际科技创新核心区和构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优势。

从具体举措来讲，浦东将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重点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建
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同
时，浦东将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重点推进研发机
构、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的建设，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

浦东积极拓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渠道，打造更有利于
高端人才在浦东创业兴业的环境，鼓励顶尖科学家将更多
前沿科学技术落地浦东，架起国际、国内、全市与浦东科技
创新发展的合作桥梁。

另外，浦东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
域，围绕“六大硬核”产业，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关键环节，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华领医药董事长陈力表示，华领医药作为浦东改革开
放的参与者，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在浦东早期的研发投入及
科研政策，这使得浦东在创新领域、创新技能、顶尖人才培
养等几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打造中国国家级的创新中心和
科研建设基地，浦东已拥有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等重要领域的产业集群基础。“产业集群对我们来讲，不单
单是简单的有三种类型的产业在浦东发展，而是这三个产
业之间可以相互融合，产生新的产业、新的机会。”

“机遇千载难逢，抓住就能赢得未来；引领责任在肩，再
创奇迹才能不负重托。”翁祖亮表示。

本版责任编辑 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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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领导是关键、健全网络是基
础、提供服务是根本、加大投入是保证、
创新发展是目标……长宁区科协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要求，高标准定位、高起
点谋划，扎实行动，通过吸纳和发挥“三
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科创单位领
导）及企业家、科普基地负责人等关键
人物作用，为老百姓提供面对面、心贴
心的服务。目前，该区 10个街镇科协组
建实现“全覆盖”，“三长”普遍进入街镇
科协领导机构，共有兼职副主席、委员
126名。其中，学校校长 20名、医院院长
13名；科技企业、科普基地、社会组织负
责人等“三长”外延 39人；中小学均配备
科技辅导员及科技教师。

接长延伸工作手臂，夯实科协基层
组织是前提。长宁区科协凭借“看得见身
影、听得到声音、发挥出作用”的新路径
探索，既拉近了科协与科技工作者、社区
群众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三长”吸引力
和感召力；更提升了街镇科协的显示度
和影响力，增强了科协组织的生命力与
活力，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特征明显
增强，基层科协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协同发力，着力破解“进不去”
社区人口多，服务需求也多。科协

组织要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以问题和
需求为导向，将工作主动融入到社区工
作的方方面面，才会得到基层群众的欢
迎。长宁区科协在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中，坚持主动融入，健全网络，侧重利用
既有资源，共建共享。

积极寻求多方支持，开辟嵌入式发
展新路径，充分挖掘热心人……长宁区
科协意识到，基层科协的建设，并非是
单纯科协工作，也不是单靠区科协的力
量就能实现的，只有在街镇各方共同支
持下，凝聚科协系统和各相关部门的合
力，才能实现。

为此，区科协认真学习市委组织部
和市科协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科协组织建设意
见》的文件，把“3+1”工作纳入区科委科协党组议事日程。通过高
位推动、把脉会诊、精细排查摸底子，主动融入“党建带科建”的工
作体系，充分了解区兄弟群团、外区兄弟科协在基层的组织构架
和运作模式，并对接财政、人社等部门，就经费、人员等保障措施
做好沟通协调。同时，多次召开街镇工作例会，研究布置“3+1”工
作。区科协派出“铁三角”，逐个走访“九街一镇”，争取街镇党政领
导的大力支持，细心解答街道、镇提出的相关问题，并于 2019年
完成 3家试点街道（天山、周家桥、北新泾），于 2020年全面推进

“3+1”工作。

创新载体，着力破解“做不来”
建组织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让基层动起来、活起来、

作用发挥起来，使其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才
是关键所在。长宁区科协进一步创新载体，注重宏观引领、微观示
范，着力破解“做不来”问题。 （下转03版）

浦东如何打造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浦东如何打造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
——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为实现“引领区”的战略
定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的意见》提出了五大目
标，即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
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
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
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现代
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其中，“自
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分外引
人瞩目。

《意见》全文言简意赅，如此
重磅文件也就7000多字；但我
们发现，《意见》中谈到“自主创
新发展的时代标杆”的内容，竟
有近1200字之多。另据统计，《意
见》中出现“科技”“自主”“创新”
这3个高频词总共有40多次。

《意见》第一部分《总体要
求》十分强调“自主创新发展的
时代标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找准政府和市场在推动
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水平中的
着力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
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带动全国
产业链升级，提升全球影响力。

“引领区”建设亟须科技自主创
新的支撑——虽然这段话包括
标点符号在内也只有105个字，

但党和国家的决策之明、定
位之高、期许之重跃然纸上。

《意见》第二部分《全力
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

新新高地》，既有对自主创新宏
观层面的高瞻远瞩，如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等；也有对自主创新
具体操作的保驾护航，如允许
浦东认定的研发机构享受进口
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税，对
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业投资企
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
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项目建
设单位自行承担相关设计工作
支出可列支设计费等。

细读《意见》关于成为自主
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的内容，让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
对浦东自主创新的殷切期待，也
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浦东自主
创新的亲切呵护。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
大幕已经拉开，勇于挑最重的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勇闯新路、勇
攀高峰，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着
特别的责任，严峻挑战很难避
免，但宝贵机遇不可错失。

科 海
观 澜

奋力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柯文

本报记者 姜晓凌 何巍颀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已升级为超强台风渐渐逼近，对上海的影响也趋于加大。申城各级防汛部门
已经纷纷行动起来，落实有效举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严阵以待战台风。在外滩风景区，防汛人员乘着退
潮之际检查亲水平台箱廊下的沿江舷窗是否关闭，确保不产生潮水倒灌现象。 杨浦东 文/图

本报记者 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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