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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书库”搭起贫困儿童的知识桥
1 月 30 日，在太原市宇文村小学，一名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十字书库”的图书。
当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山西省红十字会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宇文村小学向山西革命老区学校捐赠 100

套“红十字书库”。价值 50 万元的图书近期将陆续分发到山西省的 100 所贫困乡村学校，以解决贫困乡村孩
子缺少图书的困境。该公益项目于 2006 年 8 月 30 日启动，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爱助学计划”的重要内
容。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讯渊记者王
莉萍冤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今
日向媒体通报了区域限批的整改
进展情况袁并表示将视情况扩大
野区域限批冶与野行业限批冶的范围遥
他指出袁此次限批主要针对环境影
响评价执行率低尧野三同时冶违法现
象严重的区域和行业遥下一步对未
按期完成野十一五冶二氧化硫总量
和水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的地区
或行业袁对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
标尧国家主要控制断面不能满足环
境功能区划要求的河流流域袁对多
次发生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尧环境
风险隐患突出的行政区域袁都将采取
野区域限批冶与野行业限批冶遥

潘岳说袁自 1 月 10 日开始袁国家
环保总局与河北尧山东尧贵州尧山西 4
个省的环保局已对唐山市尧莱芜
市尧六盘水市和吕梁市暂停了除循
环经济类项目外所有项目的环评
审批遥至此袁与唐山市和大唐国际
限批捆绑的项目野唐山热电厂技术

改造项目渊2伊300MW冤冶已停运 1 机
2 炉曰与莱芜市限批捆绑的项目野莱
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冷轧薄板一
期工程冶已停止建设曰与六盘水市
限批捆绑项目 野贵州发耳电厂 4伊
600MW 新建工程冶已停止建设袁
野贵州野马寨电厂 渊3伊200MW冤技
改工程冶已全部停运遥

几大电力企业集团也迅速作
出反应遥华能集团高层表示积极落
实环保整改措施袁两日后袁乌拉山
电厂 2 台 75MW 机组已关停袁1 台
100MW 机组也随后关停遥国电集
团停运了濮阳热电的 1 机2 炉袁开
始进行脱硫改造袁并发出紧急通知袁
要求集团所属的在建和试生产火电
项目开展环保专项检查遥华电集团的
野攀枝花发电公司耶以大代小爷煤矸石
发电技术改造工程冶已关停了 1 台
50MW 小机组袁并承诺在 3 月 31 日
前关停另外 2 台 50MW 机组遥

潘岳介绍说袁此次发布的 82 个
严重环境违法项目中袁至今仍有一些

项目对环保执法置若罔闻袁继续违法
运行遥野山西吕梁焦化厂一期工程渊60
万吨/年机焦冤冶2 号焦炉仍未停止生
产曰野改建铁路新乡至日照线菏泽至
日照段增建第二线冶和野海南洋浦海
发面粉加工项目冶2 个久拖不验的
违法项目袁至今未见整改曰野山西古
交发电厂新建 2伊300MW 工程 冶尧
野云南建材集团日产 4000 吨熟料水
泥生产线技改项目冶和野宁夏宁东
马莲台电厂 2伊330MW 工程冶3 个
野三同时冶严重违法项目袁对环保总
局限期整改要求毫不理睬袁没有采
取任何整改措施曰野内蒙古鄂尔多
斯 电 力 冶 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4 伊
330MW 发电机组工程冶尧野内蒙古
蒙华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扩建 2伊
200 兆瓦供热机组工程冶尧野上海米其
林回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子
午线轮胎项目冶尧野江西贵溪电厂二期
2伊300MW 工程冶4 个严重违法项目袁
整改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曰未批先
建的野云南玉溪峨山天大工贸有限公

司新建二号焦炉项目冶与野山西省运
城闻喜县海鑫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
高炉项目冶袁至今仍未停止生产遥

潘岳说袁环保总局对积极整改
的地方政府和电力集团表示赞赏曰对
积极配合的地方环保部门给予表扬曰
对认真落实整改并取得实效的地方
与行业将尽快解除限批禁令曰对那些
整改态度积极而未见最终效果的地
方和企业将跟踪到底曰对那些继续违
法建设的地方与企业袁例如以上所提
到的那些继续违法运行的项目袁环保
总局除建议有关部门进行行政责任
追究以外袁还将进一步扩大该地区尧
该行业的限批范围遥

潘岳最后说袁中国污染现状的
根本改变尧中国环境问题的最终解
决袁不在于一个部门的几次执法和几
项新政策袁而在于体制与法律的真正
改革袁在于公众监管力量的真正形
成遥环保总局将于春节后出台一系列
促进公众参与的法规袁正是对这一目
标作出的不懈努力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员张曙光
谈在线免费阅读期刊：

挑战传统院
先发表 后评价
阴本报记者 王丹红 何姣

付费发表尧免费阅读渊Open Access冤代表了未来的一种在
线出版模式袁PLoS 是这种出版模式最积极的先驱遥据新出版的
叶自然曳杂志报道袁在出版了 5 份在线免费期刊后袁2006 年 12 月
20 日袁PLoS 又创建了一份名为 PLoS One 的在线期刊袁以激烈的
姿态挑战目前学术界迷信期刊声望和影响因子的现状遥

PLoS One 有一支由 200 位研究人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袁
每篇论文至少接受 1 位编委会成员的评审遥但与绝大多数期
刊不同的是袁PLoS One 发表任何方法上可行的论文袁而不在
乎研究结果的重要性袁审稿人只核查论文中的实验方法和分
析是否有明显尧严重的错误遥PLoS One 认为论文的重要性体
现在发表后被关注和引用的情况遥读者可以在网上对 PLoS
One 的每篇论文进行评论和评分袁编辑根据这些反馈情况鉴
别并推荐出重要论文遥PLoS One 的一位编辑说院野我们努力让
期刊的论文成为讨论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遥冶

但是袁在众多新型期刊努力通过影响因子吸引论文的今
天袁这份兼容并蓄的期刊也面临严峻挑战院它的吸引力在哪
里钥从野生长臂猿歌声的意义到控制狂犬病的数学模型袁其创
刊号发表了约 90 篇论文遥华人学者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高级
研究员张曙光和同事也将最新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发表在这一
期 PLoS One 上遥为什么会选择这本期刊发表论文呢钥正在英
国剑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张曙光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采访遥

PLoS One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

叶科学时报曳院请问您为什么选择 PLoS One 而不是传统期
刊来发表这篇论文呢钥您的这篇论文是什么时候提交的钥又是
什么时被接受的钥

张曙光院PLoS One 是一份公众可以自由获取的期刊遥它
的论文一旦在网上发表袁大家立即就可以看到遥对绝大多数科
学家来说袁这有相当的吸引力袁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袁绝大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买不起昂贵的期刊袁因此大量的
人力物力被浪费在重复性工作上袁因为他们不知道别人已经
做过这些工作遥做最前沿的科学研究袁有时信息的获取比设备
和资金重要很多倍遥很多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很难获取最
新信息袁从而无法了解科学前沿在哪里遥PLoS One 能够在某
种程度上改变这种情况袁因为学生和研究人员可以免费尧无障
碍地获取信息遥

我的论文是 2006 年 10 月 13 日递交的袁2006 年 11 月 5
日就得到修改通知袁这是我整个科研生涯里最快的一次评审遥
我的论文经过了两位专家的严格评审袁他们非常严格袁我们必
须对他们提出的种种质疑作出回答袁并且进行修改遥

叶科学时报曳院您共发表过多少篇论文钥其中几篇是在开放
获取的期刊上发表的钥从您的经验来看袁开放获取期刊和非开
放获取期刊在评审和发表过程上有什么主要不同钥

张曙光院我共发表过 100 多篇论文遥PLoS 的期刊都比较
新遥我们 2005 年 7 月在叶PLoS 生物学曳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袁我
们也已在 PLoS One 上发表了一篇袁还有一篇刚被接收袁将于
2 月 7 日在网上发表遥我会更多地向这种期刊投稿遥

PLoS 论文评审的过程和其他期刊没什么两样袁它们都经
过了所在领域专家的评审遥就我的经历而言袁它们的评审过程
是一样的遥

叶科学时报曳院您经历过的最长评审过程有多长钥您最不愉
快的一次评审经历是什么钥

张曙光院时间最长的一次审稿有一年多遥我在 1993 年初向
叶理论生物学曳渊Journal of Theoretic Biology冤投了一篇理论论文遥
但是直到 1994 年底才得到通知遥因为没有进行实验袁这篇论文
被拒绝了遥1994 年袁我们投了第二篇论文袁结果第二篇论文先
发表了袁而第二篇论文引用的第一篇论文竟然在 1995 年才得
以发表遥这完全颠倒了科学原创的时间框架遥 渊下转 A4 版冤

图为张曙光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LMB）。LMB 是科学史
上少有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研究机构，在 1958 年～2002 年间，这
里诞生了 DNA 模型和 12 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验室墙壁上铭
刻着马克斯·佩罗兹的名言：“在科学上，真理永远是胜利者。”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讯渊记者李
晨冤经国务院同意袁知识产权事业发
展野十一五冶规划被列入国家专项规
划袁这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以
来第一次将部门的专利工作发展规
划拓展到整个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规
划并将其列入国家专项规划袁充分
显示了知识产权工作在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遥目前袁国家知
识产权局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和国
家发改委的要求袁已完成了叶知识产
权事业发展野十一五冶规划曳的编制
工作袁并于 2006 年 12 月 25 日提请
国务院审批遥这是记者从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07 年第一季度自主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遥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尹
新天介绍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
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遥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牵头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和中介服务两大专题研究受到了国
务院领导的好评遥20 个专题的研究
工作现已基本完成袁近期将进行结
题专家评审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起草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袁在
反复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已初步成
型袁争取在 2007 年年中前完成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遥

叶专利法修订草案渊送审稿冤曳已
提请国务院审议遥为了更好地适应
国际专利制度变革需要袁及时解决
专利制度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尧更有

效地发挥专利制度促进我国自主创
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袁国
家知识产权局组织有关专家对相关
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袁形成修订草案
初稿袁广泛征求国内外意见袁并于
2006 年 12 月 27 日将 叶专利法修订
草案渊送审稿冤曳提请国务院审议袁为
叶专利法曳第三次修改的下一步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遥叶专利法曳修改已
列入国务院 2006 年立法计划遥尹新
天说袁叶专利法曳目前有 69 条袁超出
一半以上的条款将会修改袁主要涉
及权利行使袁受理专利的条件袁特别
是外观设计专利尧颁发条件和颁发
程序等有比较大的调整遥

尹新天告诉记者袁2006 年袁专利

事业发展业绩喜人袁势头强劲遥三种
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持续增
长袁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结构发生
明显变化遥截至 2006 年年底袁我国
累计受理专利申请超过 300 万件袁
达到 333.4 万件袁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超过 100 万件 袁达到 109.0 万件 遥
2006 年袁三种专利申请共达到 57.3
万件袁同比增长 20.3豫袁其中发明尧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为 21.0 万
件尧16.1 万件和 20.1 万件袁分别同比
增长 21.4豫尧15.6豫和 23.2豫遥PCT 国
际申请 3826 件袁同比增长 56.9%遥专
利复审和无效请求案 5362 件袁与上
年基本持平遥同时袁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 2.5 万件袁同比增长 21.1%袁占发

明专利授权总量的 43.4%曰国外发明
专利授权 3.3 万件袁同比增长 0.3%袁
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结构发生明显
变化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
权仍以国内为主遥

PCT 国际申请标志着中国企业
向世界各国获得专利的状况遥尹新
天介绍袁我国在这方面正稳步快速
的提升遥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袁中
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袁产品出口到
世界各国袁中国市场主体也迫切希
望在世界各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袁
向外申请专利反映了这样一种趋
势遥过去几年袁PCT 国际申请数量比
较少袁只有几百件袁最近一两年大概
每年增加 1000 件以上遥

今日导读

尽管 2006 长江豚类考察已经结束一个多月袁担任考察副
总指挥的王克雄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遗憾和痛苦遥虽然没有
看到白鳍豚的踪影袁他仍然不想放弃继续搜寻的努力遥

白鳍豚院何处是家园钥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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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尧爱因斯坦尧达尔文尧伽利略尧居里夫人噎噎这些名字对
公众来说似乎早已耳熟能详袁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大科学
家的事迹与精神钥

B1 版 开启科学思想的启蒙之航

新闻背景院2000 年 10 月袁生物医学科学家哈罗德窑瓦尔缪
斯尧帕克窑布朗和迈克尔窑艾森创立了科学公共图书馆渊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袁PLoS冤遥该图书馆为非赢利机构袁致力
于让世界上的科学和医学文献成为可免费读取的公共财产遥
PLoS 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起草一封公开信袁鼓励科学出版
商让研究文献成为网上免费获取资料袁来自 180 个国家的近
3.4 万多名科学家在信上签名支持袁但出版商反应冷淡遥

在得到来自 Gordon and Betty Moore 基金会 900 万美元
的捐助后袁PLoS 在 2003 年 10 月创办了第一份在线免费阅读
期刊 PLoS Biology袁之后先后创办了叶PLoS 医学曳尧叶PLoS 计算
生物学曳尧叶PLoS 遗传学曳尧叶PLoS 病原体学曳和 叶PLoS 临床试
验曳遥2006 年 12 月袁PLoS 创办最新期刊 PLoS One遥

独家访谈

北京公布城乡
老年人口状况
最新调查结果
九成老年人对自己的
生活基本满意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讯渊记者
李晨冤近日袁以野构建和谐的老龄社
会冶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老年学家
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遥北京市
老龄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最新
公布的北京市城乡老年人口状况
调查结果院北京老年人的经济保障
水平提高袁医疗费用大幅增加袁老
年人对生活状况基本满意者较多袁
但也有部分老年人野觉得自己现在
很没用冶遥

调查显示袁八成老年人认为自
己 目 前 经 济 上 有 保 障 袁 其 中
32.3%的老年人 野给自己存了一笔
养老用的钱冶袁平均每位老年人储
备 的 养 老 费 为 75386 元 渊城 市
78715 元 袁 农 村 14588 元 冤遥 有
53.3%的老年人认为 野这笔钱够今
后养老用冶遥

根据调查结果袁北京市老年人
月平均收入为 1338 元袁城市老年
人月均收入为 1643 元渊2000 年为
719 元冤袁农村老年人月均为 316
元渊2000 年为 244 元冤遥据介绍袁城
市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离退
休金袁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个人劳动收入遥据了解袁超过
20%的老年人仍在就业或劳动袁近
7%的城市老年人仍在从事有收入
的工作袁平均年龄达到 68 岁遥另
外袁还有 4.5%的老年人参与经济
或投资活动袁平均每月可以从中获
得近 400 元的收益遥

调查显示袁北京老年人年平均
医疗费用支出为 6280 元袁比 2000
年翻了一番还多遥2005 年有 79%
的老年人有医疗费用支出渊包括门
诊尧住院费用冤袁年平均医疗费用支
出为 6280 元遥其中城市和农村老
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分别为 7480
元和 2262 元袁比 2000 年翻了一番
还多遥其中袁城市老年人医疗费用
中有 62.2%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袁
由自己和子女或亲属支付的比例
只有 8.5%袁而 农 村 老 年 人 中 有
52.7%以上的医疗费用需要自己和
子女或亲属承担袁只有 10%左右由
社会来负担遥

另外 袁在医疗保障方面 袁有
6.7%的老年人的医药费被拖欠袁人
均被拖欠金额为 2578 元 遥其中
6.5%的城市老年人和 7.2%的农村
老年人存在医药费被拖欠的问题袁
人均未报销的医药费分别为 3122
元和 757 元遥有拖欠问题的城市老
年人中袁国企老年人居多袁拖欠金
额占总数的 70.2%遥

目前北京市老年人与子女同
住的意愿正悄悄降低袁其中城市老
年 人 想 和 子 女 同 住 的 比 例 不 到
40%遥调查显示袁大部分老年人的
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较近袁而且
认为自己家庭和睦袁大约一半的老
年人与子女或渊外冤孙子女同住遥但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在降低袁
城 市 为 34.8% 袁 农 村 为 52% 袁比
2000 年调查时的比例低了 5.7 个
和 8.2 个百分点遥

超过九成的老年人野对自己的
生活基本满意冶袁不过仍有约 23%
的老年人野觉得自己现在很没用冶袁
超过 10%的老年人野觉得自己的处
境没有希望了冶袁有 4%的老年人
野过去 5 年有过想要结束自己生
命冶的想法遥

知识产权规划首度列入国家专项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讯 渊记者王
学健冤国防科工委船舶行业管理办公
室发布消息袁2006 年我国造船完工
1452 万载重吨袁同比增长 20豫曰新承
接船舶订单达到 4251 万载重吨袁同
比增长 150%曰手持船舶订单 6872 万
载重吨袁同比增长 73豫遥全年出口船
舶达到 1171 万载重吨袁出口创汇达
81.1 亿美元袁同比增长 74豫遥完成工
业总产值 1722 亿元尧实现利润总额
96 亿元 袁分 别 同 比 增 长 了 37% 尧
102豫遥船舶工业呈现出又好又快的
良好发展势头遥

船舶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
相木分析袁我国已连续 12 年位居世
界第三造船大国袁与 12 年前相比袁中

国船舶工业的产业素质已今非昔比袁
综合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遥2006 年袁
虽然我国造船产量的增速较前两年
略有放缓袁但全行业经济效益大幅提
高遥造船利润总额逐年攀升袁2006 年
接近 100 亿元袁高于野十五冶期间船舶
工业利润总和袁创历史最好水平遥工
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 159 点袁比
上年提高 27 点袁与全国工业经济效
益综合指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遥这表
明船舶工业的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正
在稳步提高袁发展形势正在由 野快冶
转变为 野又好又快冶袁增长方式则由
野做大冶转变为野大强并举冶遥船舶工业
实现了质量尧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协调
发展遥

2006 年袁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
实现野井喷式冶增长袁成交量超过野十
五冶造船完工量的总和袁创历史最高
水平遥中国船舶工业手持订单充足袁
有的已经承接到了 2010 年以后遥造
船企业抓住船市空前兴旺的大好机
遇袁积极承接订单遥正在建设的大型
造船基地已陆续接单袁成为 2006 年
承接船舶订单再创历史新高的有力
支撑遥

船舶工业的产品结构得到了进
一步优化袁不仅主流船型大型化尧批
量化尧系列化特点更加突出袁而且船
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幅提高遥2006
年袁我国承接油船比例大幅上升袁其
中超大型油船渊VLCC冤新承接了 40

艘袁手持订单已达 55 艘袁超过全球总
量的 1/3遥集装箱船从万箱到几百
箱袁形成了系列化建造遥

同时袁高新技术船舶的比重明
显增加袁首次承接了万箱级集装箱船
和 30 万吨级矿砂船袁新承接 3 艘
LNG 船建造工程遥海洋工程装备成
为新的增长点袁成功交付了国内首
座作业深度最深尧技术最复杂尧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400 英尺水深
自升式钻井平台袁承建的美国康菲
石油公司 30 万吨超大型 FPSO 设
计建造项目正在顺利进行袁还首次
承接了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改装工程袁成功进入海洋工程国际高
端市场遥

我国去年造船完工 1400 多万载重吨
已连续 12 年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

环保总局公布首批区域限批整改情况
将进一步扩大限批范围与层级

我国科研人员攻克
棕榈油转化生物柴油
核心技术

新华社电 继攻克菜籽油 尧废
弃油转化生物柴油技术之后袁中国
农科院武汉油料所科研人员最近
又攻克棕榈油转化生物柴油核心
技术要要要冷凝改良技术遥用此技
术袁将有效提高棕榈油冷凝点袁防
止棕榈油转化生物柴油时遇低温
结晶遥

据报道袁和油菜籽尧大豆等相
比较袁生产棕榈油的油棕树含油量
更高袁素有野油王冶之称遥其生产出
的棕榈油袁原料更广阔尧价格更低
廉遥但棕榈油在常态 27 摄氏度以
下时便凝固成结晶体袁因此相关技
术被东南亚尧非洲等盛产棕榈油国
家称作棕榈油转化生物柴油的野极
端技术冶遥

由中国农科院武汉油料所研
究员黄凤洪等开发出的冷凝改良
技术袁有效克服棕榈油只有在高温
下才可能转化生物柴油的局限性袁
将野绿色生物油田冶的原料从田野
拓展到森林遥

据悉袁柬埔寨嘉华集团公司
已引入这一技术袁目前正在兴建
棕榈油转化生物柴油试验示范生
产线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