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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翰：
20年
“我的中国心”
仍澎湃不已
▶ 本报记者

张伟报道

弹指一挥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邓中翰的
心情尤为激动。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星光中国芯工
程”
总指挥、
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星微
电子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
在 1999 年应邀回国参加了建
国 50 周年庆典活动，
如今 20 年过去了，
谈起往事，
邓中翰依旧
感慨万千。

“我的中国心”
坚定依旧
“1999 年参加建国 50 周年庆典活动，
自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
”作为一名
“理工男”
，
邓中翰也是一名激情澎湃的爱国
科学家。
“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亲眼看到一辆辆展现祖国发展成
就的彩车、
威武的解放军战士，
万人齐唱国歌，
那种振奋催人泪
下。
”
邓中翰表示，
“那一刻，
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
做些什么。
”
就在建国 50 周年庆典的当天下午，
邓中翰和创业
伙伴登上了北京八达岭长城，并在那里确立了回国创业的决
心：
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
1999 年国庆观礼后，
邓中翰怀着一腔报国热忱回国创业，
启动并承担了国家战略项目——
“星光中国芯工程”，致力于
数字多媒体芯片的研发、
设计和产业化，
同时组建了中星微电
子集团。很快，
在邓中翰的带领下，
其团队在 2001 年 3 月研发
出第一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
媒体芯片“星光一号”，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并于 2004
年和 2013 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目前，
中星微
电子已成功将
“星光系列”
芯片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
应用于国
内外电脑、
宽带、
移动通信、
信息家电、
安防监控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2005 年，
中星微迎来高光时刻。中星微电
子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国芯片设计企业。2009 年，邓中翰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
邓中翰透露，
为了占领国际市场，
他在本子上写下当时所
有知名厂商的名字，
打进去一家，
就勾掉一家。最终，
“星光”
系
列芯片在国际市场开疆拓土，
到 2006 年已经占领了全球计算
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超过 60%的市场份额。
“人是要有情怀的。当年，
‘星光中国芯’
的
‘中国’
二字是
我提出来并要求加上去的。
”
在
“星光一号”
芯片诞生 10 周年纪

念活动上，
邓中翰和核心团队热情高歌《我的中国心》。邓中翰
向记者表示，
“《我的中国心》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
怀。如何实现
‘中国梦’
？如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如何建设创
新型国家？在这个创新创业的新时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关键时期，
年轻创新创业者一定要心怀产业报国、
大干实业的
梦想，
实现我国经济和科技的腾飞。
”

坚持走产业报国之路
“我们科技工作者赶上了好时代。
”
邓中翰表示，
要建设世
界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
就要拥有强国所拥有的领先技术；
在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中，科学技术一定要处于世界领跑和领先
水平。
20 年来，
“星光中国芯工程”
坚持自主创新，
实现了多媒体
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技术、多核异构低功耗多媒体处理器架构
技术等十五大核心技术突破，
申请了 3000 多项国内外技术专
利，
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星光多媒
体”
“星光移动”
“星光安防”
“星光传感”
“星光智能”
5 大芯片体
系，
两次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并获得
“信息产业重大技
术发明奖”
“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全球半导体设计协会年
度奖”
等，
得到国际国内同行的普遍认可，
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
业领域通过自主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成功范例。
“中星微的 3000 多项专利，
我们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无
一起纠纷，
并且每一项专利都在解决被别人
‘卡脖子’
的问题。
”

科创板上市企业
如何打造“硬核”知识产权
▲▲ 上接 1 版
“知识产权并不是摸不得、碰不得的‘神龛宝位’，更不是一碰就碎的‘玻璃瓶’
‘ 瓷器
罐’，而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各方维护自身商业利益、实现自身竞争力和市场垄断最大化
的制度工具。不能简单地将知识产权诉讼视为创新市场唯恐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更
不能武断地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肖尤丹说。
此次专利纠纷还引发舆论对科创板注册制的关注。
“问询式审核是注册制的核心制
度。作为科创板注册制发行上市的审核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一直以问询的形式引导
并督促发行人披露信息。即便最终上交所同意发行人发行上市，并不代表其给发行人
信息披露的质量以及公司的市场价值背书。”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西安分所主任方燕向记者表示。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上日程
“这次的科创板专利第一案，不但搅动了科创板，更搅动了专利分析市场，要考验专
利分析项目是否真的能未雨绸缪，是否真的能提前发现和管控侵权风险。”
“真刀真枪的
专利侵权诉讼来了，这才是检验前期专利分析项目的最好标准……”不少关注科创板上
市的业界人士纷纷留言。
北京华进京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律师张丹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知
识产权争议尤其是专利争议的复杂性，科创板上市审核机关事实上无法从实体上判断
风险评估报告的可靠性。
“有些拟上市企业不排除有过度包装的情况，加之，自身没有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或
知识产权后备不够，这也往往成为科创板企业上市盈利的瓶颈。”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
院长杨旭日告诉记者。
“为充分保障和平衡上市企业、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仍需主管机关在
深入了解知识产权行业特点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更切合实际的操作细
则。”张丹枫说。
“对于上市企业而言，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建立起适应自身模式的知识产权管理制
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企业无形资产进行全方位保护，从专利、商标、域名、著作
权等进行多元化布局，合理利用各种知识产权类型的独特优势。要想保持稳定、高质量
的发展，上市企业需要不断加强研发投入，保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和竞争优势。同时，
应强化知识产权风险的日常排查，以避免知识产权问题成为企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
踵’。”方燕说。
张丹枫表示，
对于关键核心技术，
上市企业应在初始研发及专利申请阶段即对专利权属、
许可、
存续以及围绕此类核心专利的布局等问题做好准备工作，
并在获得授权后根据市场竞争
变化和公司经营策略对其进行运营和管理。同时，
应在平时加强、
重视对知识产权的全面管
理、
监控和运营，
如重视对自身专利的管理和竞争对手专利的监控和预警工作。进行具体检索
分析工作时，
根据检索分析目标制定正确高效的检索策略、
多种检索工具的交叉、
配合使用以
及检索经验丰富的检索团队均有助于更好地保障检索分析的质量。
“投资者则应着重关注能够更为客观衡量企业技术情况的指标，如发明专利占企业
专利数量的比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及研发团队的质量和规模、企业当前关于知识产
权重大诉讼、仲裁纠纷进展状况等数据，尽可能降低自身的投资风险。同时，由于知识
产权知识的高度专业性，对于上述数据的分析和解读最好依托于知识产权行业的专业
机构进行。”张丹枫表示。

邓中翰坦言，
中星微的每一次进步和发展，
都与政府部门的支
持与鼓励分不开。比如，初创期的中星微就开创了多个国内
先河：
获得了财政部历史上的第一笔 1000 万元风险投资，
并在
其上市之后增值 22 倍退出；
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 35%。
“对于芯片这种前期投入大、周期长的前沿产业，建议利
用
‘硅谷模式’
来推进。
”
邓中翰提出，
结合国家意志和市场需求
来做科技创新，
既能实现科技报国的志向，
为国家在关键技术
领域做出突破，
又能实现企业盈利。
“这是一举两得之举，
也是
‘硅谷模式’
的核心价值所在。
”
由此，
他建议说，
目前，
在人工智
能领域，亟需由国家项目基金和产业化基金对新兴细分领域
的人工智能芯片企业进行风险投资，
通过帮助企业在创业板、
科创板等资本市场融资上市，实现对人工智能自主芯片产业
的培育和扶持。这在当前国际经贸关系紧张、我国有些领域
面临
“卡脖子”
威胁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据悉，
近十多年来，
“星光中国芯工程”
响应国家重大发展
需求，
承担国家重大任务，
联合牵头研究制定了拥有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
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公共安全 SVAC 国家标准，
实
现了自主可控，
信息安全；
并发布了应用于 SVAC 国家标准的
人工智能芯片，
搭建起了从芯片、
软件、
终端设备、
系统平台到
整体解决方案的基于 SVAC 国家标准的智能安防产业链，
拥有
了完全的自主芯片、
自主标准、
自主产业链和自主可控的独立
信息系统，
推动产业发展，
使我国在该领域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助力我国在国际上拥有
“安全”
这张重要的名片。
“在前沿技术竞争层面，一般有三个阶段：跟跑—并跑
—领跑。我们要敢于在并跑中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要敢于
在无人区插上中国国旗。在公共安全 SVAC 国家标准这一领
域，
中国已经遥遥领先，
我们已经拥有了完全的自主芯片、
自主
标准、
自主产业链和自主可控的独立信息系统。
”
他不无骄傲地
表示。
“实现我们共同的
‘中国梦’
，
需要老、
中、
青三代创新创业
者共同努力。作为
‘老一辈’
，
我深感责任重大。
”
邓中翰深情表
示：
“作为一名海外留学归国的科学工作者，
至诚报国、
科技强
国是我们的愿望，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伟业，
是人生中
最大的荣耀。我很荣幸在这 20 年的时间里，
我和我的团队通
过自主创新，
让
‘星光中国芯工程’
在祖国大地开花结果。值此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
我将和所有的科技工作者一起继往
开来、
众志成城，
用科技创新为利器开启新时代！”

2000 多项技术需求寻求解决方案

俄研发出耐高温发动机制造新材料
本报讯 俄罗斯科院乌拉尔分院乌德穆尔特联邦研
究中心研发出一种带有多层复合涂层的耐高温新材料。
这种覆盖多层涂层的材料提高了发动机耐热指标并可承
受极端繁重的运转负荷。这对航空航天装备的零部件异
常重要。飞机发动机耐热温度提高 100℃ ，可使发动机热
转化效率提高，增加飞行距离和载重量，从而大幅度提升
飞机的经济效益。
该多层复合涂层由预先设定性能的多种涂层叠加或
者采取 3D 喷涂制备，类似的喷涂方法可单独应用到航空
器的某个局部，例如发动机叶片的生产。目前已有俄罗斯
国内航空企业同该中心洽谈合作。

英国开发出新型
石墨烯和碳纳米管生长方法
本报讯 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均具有非凡的性能，如
极端的导电性，或高强度钢，被广泛认为是开发电池和超
级电容器等各种未来技术的关键。然而，石墨烯和碳纳
米管的生长受到催化剂“中毒”的困扰，导致导电性和可
靠性方面的问题。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使用保护层覆盖催化剂的新方法。
该方法中保护层配方不会阻止碳扩散和生长，因此
可以有效防止在反应离子蚀刻或湿法蚀刻期间通过环境
污染（例如氧化和薄催化剂膜的不需要的蚀刻）引起的催
化剂“中毒”；同时该技术可以通过微调保护层的厚度，精
确控制催化剂的碳供应，从而生长既定数量的石墨烯层
或精确的碳纳米管薄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Carbon》
杂志上。

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集中发布需求
▶ 本报记者

邓淑华报道

9 月 20 日，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需求集中发布在北京举办，
2000 多项需求向海内外寻求解决方案。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李有平出席并致辞。承办第四
届中国创新挑战赛的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具体承办单位、部分需求企业、潜在挑战团队、科技服
务机构共 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发布会。
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是由科技部指导、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 18 个省区市的 25 个地方共
同承办，主要面向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区域产业 ( 行业) 关键技术需求和国家 ( 区域) 战略重点需
求，通过“揭榜比拼”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的创新众包服务活动。
“今年，我们首次以现场发布会的形式开展需求集中发布，全面推动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
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李有平表示，
“ 此次需求集中发布会主要包含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需求整体情况发布、重点需求发布、赛事专题发布三部分内容。”
一是需求整体情况发布。通过现场发布与网上发布结合的方式，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共发布 2003 项技术创新需求，这些需求分别来自 25 个地方赛事。按照需求类型，其中技术研
发 1279 项，产品研发 451 项，技术改造 170 项，技术配套 103 项;按照技术领域，电子信息 344 项，
生物与新医药 272 项，新材料 239 项，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728 项，新能源与节能 102 项，资源与环
境 75 项，航天航空 23 项，高技术服务 53 项，其它领域 167 项。
“需求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创新挑战
赛官网同步发布，我们也印制了《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集中发布需求汇编》供大家查阅。”李
有平介绍。
二是重点需求发布。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重点需求主要关注区域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
行业领域核心技术，需求的解决将有助于该领域关键技术难题的解决，推动当地产业的创新发
展和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布会上一共发布了 24 项重点需求，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
先进制造等多个技术领域。
三是赛事专题发布。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国家战略，定位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解决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上海市连续 3 年承办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结合赛事特点在发布会上进行了专题发
布。
科技部火炬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需求集中发布有效地扩大了需求发布范围，加大解决方
案的征集力度，实现需求与技术研发能力的精准对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进一步探索建立需求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创新机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
抓手，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新动力。
据悉，凡具备承担挑战项目相应研发能力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自然人等均可登
录中国创新挑战赛官网提交解决方案，发起挑战。
中国创新挑战赛自 2016 年举办以来，以需求为核心，搭建技术供给对接平台，通过“揭榜比
拼”方式，解决技术创新需求难题，探索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截至目
前，前三届中国创新挑战赛累计征集和挖掘需求 7591 项，向全国乃至全球公告发布 3736 项技
术创新需求，征集解决方案近 6000 个，促成 1652 项技术需求对接。
李有平表示：
“中国创新挑战赛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和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主要体现在五方面：
一是解决企业技术创新难题，
有效降低创新成本，
提升研发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
二是解决了地方主导产业发展共性难题和产业关键技术难题，
助推了区域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
三是注重需求导向，
提高了研发效率，
实现需求与技术研发能力的精准对接；
四是以解决需求为
核心打造专业科技服务价值链，
形成了良好科技成果转化生态；
五是形成
‘科研悬赏+研发众包’
的
新型项目组 织 与 资 助 方 式 ，有 效 推 动 了 地 方 科 技 计 划 资 助 方 式 的 改 革 。”

丹麦进一步研究证实气候变化
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本报讯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表明，由于先前对
生物多样性变化研究所用的时间分辨率是 1.2 亿年左
右，因此无法直接与气候影响进行比较。最新研究所使
用的生物多样性曲线提供了更高时间分辨率，将一个
1.2 亿年划分为 53 个“时间段”，然后将这些时间段与
发现化石的岩层比对分析，这使人们能够对气候和环境
影响对整体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迈出一大步。
哥本哈根大学的这种新方法，包括了大数据和收集
处理大量化石的工作，可以在描绘地质时间尺度上的生
物多样性波动方面提供非常高的准确性。
该研究还发现，每当海洋温度下降，生物多样性也急
剧增加。这表明凉爽又不太寒冷的气候对于保护生物多
样性非常重要。该研究还证实了地球 4 亿多年前的大灭
绝事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火山活动这一推断。

日本发现海葡萄与多细胞陆生植
物具有相同的基因遗传机制
本报讯 日本冲绳科学技术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对
海葡萄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及分析，发现海葡萄虽然是
单细胞生物，但与多细胞的陆地植物具有相同的遗传
基因控制机制。相关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DNA RE⁃
SEARCH》。
研究人员发现，与同属单细胞生物的微绿藻不同，
海葡萄拥有能够对遗传因子表达过程进行控制的开
关，即“TALE 型同源盒（homeobox）基因”的多样化组
合。这就保证其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形成各种复杂
形态的部位，而不会在体内被折断。
基于以上发现，可以推断海葡萄具备耐高温的遗
传特性。这一特性将有助于开发高效养殖技术，使品
种杂交提高产量的方式成为可能。另外，这一发现还
可用于防治外来近亲物种造成的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