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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4 月 19 日电(记者黄南希、石
志勇)被外媒称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支点”的
古都西安，正积极培育壮大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高地。西安成为中国“西部硅谷”
的底气何在？新华社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硬科技之都”：科技创新“不承让”

2017 年 11 月，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在西
安召开，标志着西安围绕硬科技领域的探索研
究全面启动。

“硬科技”概念的首创者、中科院西安光机
所副研究员米磊说，硬科技是对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等领域中
的高精尖原创技术的统称，具有自主研发、长期
积累、高技术门槛、难以被复制或模仿等特点。
“硬科技是比高科技还要高精尖的科技，是社会
发展的硬实力，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米磊说。

从 1991 年至今，西安高新区已成功打造出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四大
主导产业，并在软件和服务外包、半导体、智能
终端、军民融合等领域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与
产业集群。

西安高新区创新发展局副局长吴峰介绍，
随着西部的发展，配套和服务的逐步改善，西安
在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正形成对国内外行

业企业的“虹吸效应”。
2012 年，西安高新区成功引进三星电子

存储芯片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达 100 亿美
元。一期项目 2014 年竣工投产，带动了上百
家配套企业入驻，包括美国空气化工、日本住
友、华讯微电子等一大批国内外企业，使西安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加速成为
世界电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三星落户之前，陕西的集成电路产值大
约 100 亿元，2016 年陕西省半导体产业产值
已经超过了 500 亿元，半导体企业也从之前
的 60 多家增加到目前的 200 多家。”陕西省
半导体行业协会常务理事长何晓宁说，陕西
省的进出口额 70%是由半导体企业贡献，而
且主要集中在包括三星在内的两家企业，因
此三星项目对陕西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才科技“西引力”：半导体

产业做大有底气

西安拥有的高校数量居全国前列，科研
实力也名列前茅。近年来，西安积极设立研究
中心与研发基地，培养聚集高科技人才。

何晓宁表示，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西
安就是我国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新中国
第一块集成电路就诞生在西安微电子所。但

是西安半导体产业一直规模较小，没有形成
骨干龙头企业，而且在产品工艺、核心技术等
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为支持三星半导体工厂的生产，2013 年
配套高端存储项目的三星电子封装测试项
目、三星电子及三星数据两个研发中心落户
西安，完整的半导体生产链构筑完成，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工程师，他们的成长为中国半导
体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何晓宁说：“西安有不少半导体相关专业
的高校和研究所，全国有五分之一的半导体
人才都是从西安走出去的。三星项目落户后，
很多相关人才又选择回到西安工作。”

2017 年，西安实施户籍、人才和创新创
业“三大新政”，同时，建成高新咖啡街区、经
开创业大街、曲江创客大街等众创空间 422
家、面积 1 3 8 9 万平方米，累计入孵企业
11529 家，吸引创业就业人数 22 . 9 万人。如
今的西安，已然聚齐了成为创新创业高地的
诸多要素，结合三星的尖端半导体技术与雄
厚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视野与积极的人才培
养模式，“强强联合”让西安科技创新站在了
新的起点上。

开放再扩大：“国际化大都

市”遇良机

古都西安正处在一个极为难得、大有可
为的黄金发展期。2017 年，西安签约引进的
项目达 847 个，企业投资规模达 2 . 35 万亿
元，为历年最高，被媒体评为“2017 最受国际
关注中国投资城市”。

“一带一路”建设为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
对外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初，国
务院批准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
确赋予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西
安根据发展需要和自身实际，确立了“大西安”
“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三步走”战
略，有效提振了企业在西安发展的信心。

为适应全球 IT市场对高端存储芯片需
求的增长，2018 年 3 月 28 日，三星(中国)半
导体有限公司存储芯片二期项目在西安开
工，总投资 70 亿美元。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
金奇南社长表示，三星将会用二期的成功运
营和最尖端的存储器半导体产品，与西安携
手前行，推动西安经济持续发展。

专家认为，陕西和西安借助“一带一路”
平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进入了机
遇叠加期、价值兑现期和发展黄金期。从三星
电子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西安布局与发展中能
看出，今天的西安不仅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创
业之城，更是一座极具潜力的希望之城，“硬
条件”和“软实力”同步提升，建设“一带一路”
创新之都和“西部硅谷”正进入快车道。

成为中国“西部硅谷”，西安底气何在？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李宓)美国
媒体当地时间 17 日晚间披露说，深陷滥用个人
隐私数据丑闻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原本计划
推出个人隐私数据存储服务，并通过区块链技
术以加密货币的形式出售。个人信息加密货币
化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这个设想的关键在于
每个人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权。一些业内人士认
为，区块链技术可能带来个人数据保护“革命”。

大数据时代，个人的数据被认为是黄金般
珍贵。个人数据泄漏令人担忧，但绝大部分人不
可能因为害怕数据被收集而切断与互联网的联
系，而现阶段有责任保管个人信息的企业、学
校、酒店、社交网站等往往担责不力。专家们认
为，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带有加密、信任、点对
点、难篡改等特征的“中间件”，有望解决这个难
题。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令个人数据掌控权从互
联网公司转移到用户自己手中，使人人掌控自
己的个人数据成为可能。通过它，用户个人数据

可以与个人数字身份证相关联，用户可以选
择数字身份证是匿名、化名或公开，还可以随
时随地从任何设备访问区块链应用平台，控
制他们的互联网个人数据。

举例来说，某人的身份证号码在区块链
上的信息可能被转换为一串密文，人脸图像
信息也被加密。他在酒店办理入住时，仅需通
过应用将身份证号码密文发送给酒店，酒店
将信息同区块链应用上的加密数据比对，不
需要知道他的任何真实信息，但只要加密数
据比对结果相符就可以保证入住。

与此同时，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开发需要
大量用户数据资源，用户可以将个人数据作
为加密货币选择性出售，同时收到一定回报。
例如，如果电商需要用户数据开发一个新应
用，用户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购物历史数据，
但自己的地址账号等信息仍可以保密。

在基因测序领域，区块链应用已经开始
让传统基因测序公司出售个人数据的“生财

之道”受到挑战。
近年来，面向普通人的基因测序服务备

受追捧。以美国“23 与我”染色体生物技术公
司为例，消费者仅需不到 100 美元和几口唾
液就能得到家族遗传信息，如果再付 80 美
元，就能在原始数据基础上获得遗传健康风
险等方面的深度解析。然而这家企业并不满
足于测序服务收入，还将自己掌握的数百万
份客户遗传数据分类打包卖给制药公司，仅
2015 年初出售的帕金森病数据就高达 6000
万美元。不少类似的生物技术公司一边从消
费者获得服务收入，一边转卖消费者的数据
“挣双份钱”。

今年 2 月，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乔治·
彻奇创建了“星云基因”公司，希望通过区块
链技术打破这个格局。该公司计划以低于
1000 美元的价格完成全基因组测序，这一费
用由客户承担，作为回报，客户在直观了解自
身遗传信息对应疾病风险的同时，也拥有对

测序数据的自主权。遗传信息将通过区块链
技术保障安全，同时加密货币化，按照顾客的
意愿进行存储出售等交易。

这家公司计划推出一种“星云币”作为交
易媒介，顾客可以将自己的遗传信息兑换为
“星云币”，也可以用“星云币”支付自己的测
序费用，制药公司可以用传统货币购买“星云
币”来获得普通人的遗传信息数据，整个交易
买卖过程都通过区块链平台完成，加密透明
且安全。

彻奇表示，在综合测序花费、遗传信息保
护、数据管理及基因组大数据处理等多方面
因素后，区块链技术让更多人真正地“拥有”
自己的遗传信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认为，以
区块链为媒介完成消费者遗传信息的保存及
分享，将从根本上消除生物技术公司等作为
“中间商”赚取暴利的行为，让普通人能真正
掌握自己的数据。

区块链可望带来个人数据保护“革命”

新华社“科学”号 4 月 19 日
电(记者张建松、岑志连)如果要
给一座海山起名字，你会怎么起？
一座位于西太平洋的平顶海山正
等待着它的“中国名”。

中国“科学”号科考船 19 日
返回青岛，结束对西太平洋麦哲
伦海山的考察。考察队员本次主
要考察了麦哲伦海山区中的一座
海山。由于中国海洋科学家率先
获取了这座海山的地形地貌、海
洋水文、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基础数据，根据国际惯例，可以给
这座海山命名。为此，有关专家准
备为它向公众征集一个响亮的中
国名字。

给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是国家海洋科技综合实力的体
现，也是在国际海洋事务中话语
权的象征。在“科学”号开展综合
调查的麦哲伦海山区，已经有采
菽海山、鹿鸣平顶海山、采薇海山
群等 10 个中国名字。

不过，这次是我国 2010 年
正式给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以来，第一次面向社会公众征
名。专家表示，此次要给海山征
集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不拘一
格，一经采用，将由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逐级向相关国际组
织申报，如果审核通过，可在国
际上通用。

这座被征名的海山位于北
纬 17 度、东经 153 度，高 4300
多米；山顶平台距海面 1300 米
左右，面积约 188 平方千米，呈
不规则三角状；海山东北、西南
和南部各有一个延伸较大的海
岭。

本次麦哲伦海山科考是在
中国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西太平洋典型海山生态系统
科学调查”支持下，由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组织开展。来自中
科院、山东大学、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等单位的 80 名考察队员和船员 3 月 10 日乘“科
学”号从青岛出发，整个考察历时 41 天，航程 7600 海里。

最新的征名活动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新华社新
媒体中心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共同主办，活动详情可关注“新
华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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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 18 日傍晚，肩负寻
找系外行星任务的全新探测器“苔丝”
(凌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升空。它将
接棒“开普勒”望远镜，继续在茫茫宇
宙中寻找系外行星。系外行星为何如
此受到地球人类的关注？新一代的“苔
丝”能否慧眼识星，开启人类研究系外
行星的新时代？

为什么要寻找系外行星

“苔丝”是 2009 年升空的“开普勒
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开普勒”设计
任务期 3 . 5 年，几经磨难，目前仍在
服役中。但“好摘的果子都摘完了”，天
文学家希望给太阳系外的行星邻居做
更详细的“普查”，因此“苔丝”接棒上
场了。

人们寻找系外行星主要试图回答
3 个“终极问题”：

第一，我们从哪里来？这是目前系
外行星研究中科学意义最强的领域，
其中包括行星起源过程中的碰撞和气
体吸积以及新型动力演化过程中的共
振、椭圆轨道和混沌现象等。

第二，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文明
吗？物理学家费米曾提出过一个著名
问题：“他们都在哪儿呢？”自从知道地
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人们就猜测或许
有地外文明的存在，但对水星、火星等
太阳系行星的探索尚未找到生命存在
的证据，于是科学家们把触角伸向了
系外行星。

第三，我们要到哪里去？在地球资
源枯竭后找到“另一个地球”是众多科
幻小说的主题，现在发现宜居星球已
经成为严肃的科学研究。2016 年，一
个国际团队发现一颗环绕比邻星运行
的行星可能具有适合生命繁衍的环境，激发了
人类寻找“第二地球”的热情。

“苔丝”任务负责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天
体物理学家乔治·里克说：“我们为未来系外行
星研究奠定基础，不仅是 21世纪，还包括 22世
纪，甚至 1000 年以后，‘苔丝’都将以建立了最
好、最明亮的太阳系邻居体系而被铭记。”

系外行星为何难找

目前已知仅银河系中的恒星数量就数以千
亿计，太阳系外行星的数量必然不在少数。

太阳系的行星在各主要的古老文明中均有
记载，但确认系外行星的存在却是最近 30 年的
事。1988 年，天文学家通过间接手段发现距地
球 45 光年外仙王座的少卫增八 A 疑似有一颗
系外行星，但直到 2003 年才确认了结果。

1992 年，天文学家首次确认围绕脉冲星旋

转的两颗系外行星，1995 年，才第一
次确认发现围绕一颗主序星旋转的系
外行星。

系外行星如此难找，主要是因为
与耀眼恒星不同，自身不发光的系外
行星掩藏在恒星光辉中，很难被准确
观测。为了“看到”系外行星，天文学家
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在 10 多种观测方法中，径向速度
法和凌日光度法是两种主要的间接探
测方法。其中，凌日光度法可以确定行
星的半径。其原理是行星穿过母星时，
母星的亮度会基于母星和行星的相对
大小而微弱变暗，地球大小的行星“凌
过”太阳大小的恒星时仅造成恒星变
暗 0 . 008%，因此需要探测设备具备
“火眼金睛”才可能看得清。

这颗卫星有什么绝活

美国夏威夷大学天文学家丹尼
尔·胡贝尔说：“‘苔丝’是我们理解行星
和其母星的规则改变者。”具体来看，
探测器“苔丝”主要有三大绝活。

第一，它看得远。据美航天局介
绍，“苔丝”将扫描约 20 万颗太阳附近
的明亮恒星，寻找“凌星”的系外行星。

两年内，“苔丝”将扫描全天约
85% 的区域，将其分为 26 个不同部
分，飞行器上的照相机对每个部分仔
细观察 27 天。

与“前辈”开普勒相比，苔丝的观
测视野要广 400 倍。“苔丝”观察到的
恒星也比开普勒任务观察到的恒星亮
30 倍到 100 倍，可供地基和天基望远
镜更加方便地进行后续研究。

第二，它找得多。这颗卫星预计将
发现“大批”系外行星，可能包括数千

颗系外行星候选者，大幅增加目前已知的系
外行星数量。

资料显示，开普勒任务确认发现了 2600
多颗系外行星，但没发现的都是掩藏在明亮
恒星光芒下的“难啃的骨头”，需要“眼更尖”、
“不怕晃”的“苔丝”继承使命。

第三，它有“后手”。找出数千颗候选系外
行星后，“苔丝”还可以同地基望远镜的后续
观测配合，确认系外行星的真实身份，如行星
质量等。运用已知的行星大小、轨道和质量，
科学家还可推断出行星组分，即它们是像地
球一样的岩石行星，还是像木星一样的气态
行星，或是更为不同寻常。

美航天局“苔丝”项目科学家史蒂芬·莱
因哈特说，这一探测器寻找的目标可成为未
来几十年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是系外行
星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记者周舟)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8 日电

﹃
苔
丝
﹄
接
棒
﹃
开
普
勒
﹄
在
太
空
继
续
寻
找
新
世
界

人
类
为
何
执
着
寻
找
系
外
行
星

动物反常能预测地震？

这种说法严重不靠谱！

为国际海底地理实体起名

重在中国风
给国际海底地理实体起一个中国名字，是中国海洋科

技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在国际海洋事务中话语权的象征。

目前，中国已经命名了 100 多个国际海底地理实体。

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是指基于对海底地形的精确
测量，根据国家的法律、规章及国际组织的相关技术规则要
求，赋予海底地理实体一个标准名称。

中国 2010 年正式开展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中
国大洋协会确定了以《诗经》为主、以中国历史人物等为辅
的命名体系。《诗经》中的“风”“雅”“颂”，分别对应大西洋、
太平洋和印度洋。

太平洋海底的中国名字最多，许多出自《诗经》的名字
文字优美、意蕴深厚。例如，在西太平洋麦哲伦海山区，“采
薇海山”和“维嘉海山”是我国富钴结壳合同区的两座海山。

在中太平洋海山区，四座相邻的平顶海山分别取名为“如
竹”“如松”“如翼”“如翚”。在西北印度洋中脊，还有一组用中
国古代乐器命名的海山：“玉磬海山”“排箫海山”“庸鼓海
山”“万舞海山”“烈祖海山”。

中国古代诗人名字则给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带来了东方
的诗情画意。名字取自“诗仙”李白的“太白海脊”“太白海
渊”位于西经 101 度、赤道附近的东太平洋海隆上。取自“三
苏”的“苏洵海丘”“苏轼海丘”“苏辙海丘”位于北纬 8 度、西
经 146 度附近的东太平洋上。在北纬 7 度、西经 145 度的东
太平洋上，还有“王勃圆海丘”“杨炯海丘”“卢照邻海丘”“骆
宾王海丘”。

为中国古代航海和文化传播做出杰出贡献的名人，名
字也被“镌刻”在国际海底。为纪念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在
东太平洋上命名了一座“郑和海岭”；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
著有《西洋番国志》，记录了郑和船队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
东太平洋有“巩珍海丘群”“巩珍圆海丘”。

鉴真是中国唐代著名高僧，多次东渡日本，促进中日文
化交流，在东太平洋我国命名了一座“鉴真海岭”；著名高僧
法显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法显传》，我国在中太平洋海山
区命名了一座“法显平顶海山”。

为中国科学事业和海洋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也
在国际海底千古留名。

在西北印度洋中脊，中国发现的一系列断裂带中，有以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命名的“徐霞客断裂带”，
有以南北朝时期地理学家、《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命名的“郦
道元断裂带”，有以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命名的“李四光断
裂带”，有以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命名
的“竺可桢断裂带”。

在东太平洋，还有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张炳熹院士命
名的“张炳熹海岭”，以开发南海西沙、南沙的先驱者郑庭芳
命名的“郑庭芳海山群”等。

此外，中国还选择一些珍稀树种作为海山的名字。例
如，在中太平洋莱恩海岭，命名了“水杉海山”“银杉海山”
“柔木海山”等。

(记者张建松)新华社“科学”号 4 月 19 日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记者张忠
霞)地震发生前，民间有时会报告发现某些
动物行为反常，比如异常聚集等。然而，美
国地震学会官方杂志刊登研究报告说，分
析表明，靠动物来预测地震“不靠谱”。

来自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
对全球不同地区报告的震前动物反常行为
报告进行了迄今首次严格分析。他们在新
一期《美国地震学会通报》上公布研究结
论：靠动物反常行为预报地震“并没有强有
力的证据”支撑。

研究小组系统分析了与 160 场地震相
关的 729 例动物异常行为报告，涉及大到
大象、小到桑蚕的多种动物。结果发现，这
类报告大多数都是孤立现象或奇闻轶事，
经不起严格验证。

他们具体解释说，要回答动物行为与
地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一问题，科学家
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考量，比如确定这一
说法是否基于定义清晰的规则(包括反常
动物与地震发生地之间的距离等参数)，这
类动物行为在以前没有地震时是否也曾出
现过，是否有统计假设检验来验证这类证

据等。
此次研究人员收集的这类报告，大

多数都来自 3 次地震事件，即 2010 年新
西兰达菲尔德地震、1984 年日本长野县
西部地震以及 2009 年意大利拉奎拉地
震。报告的动物异常行为发生在地震前
数秒至数月，距离地震发生地几公里到
几百公里不等。其中仅有 14 例报告记录
到了对动物的连续观测，其他大多为孤
立现象。

研究人员说，对地震前以及地震时
的动物行为缺乏连续性、长期性观测数
据，使得研究人员很难确证动物异常行
为是地震前兆。

所谓地震前兆，是指在地震发生之
前就出现的某种预测性信号。研究人员
说，从目前的分析看，动物异常行为更像
是随机事件或者与地震的“前震”等地质
活动存在的某种关联。比如动物也许能
感觉到前震发生时的地震波，或者前震
发生时地下水或气体等出现某种变化，
动物会感知到这些变化从而出现异常行
为。但只有极少数地震会伴有前震。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