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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俄罗斯看雪景，又多了一
条直飞航线。昨日，市物流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开通2018年首
条定期直飞洲际航线——26日，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川航”）将开通成都-圣彼得
堡直飞航线，这是继成都-莫斯
科航线后，川航第二条成都直飞
俄罗斯航线。

该航线开通之后，成都双流
机场将实现开通国际（地区）航线
105条。

开航初期推特价
单程票含税最低1207元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
市，是俄罗斯重要的工业中心和
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一座欧洲风
情浓郁的历史文化名城。

记者获悉，川航成都-圣彼
得堡航线每周两班，采用空客

A330 机 型 执 飞 。去 程 航 班 号
3U8099，周三、五15：25从成都起
飞，于当地时间19：45抵达圣彼得
堡，飞行时长9小时20分钟。回程
航班号3U8100，周三当地时间
21：45从圣彼得堡起飞，周四上午
11：10抵达成都，飞行时长8小时
25分钟；周五当地时间21：45从圣
彼得堡起飞，周六上午10：40抵达
成都，飞行时长7小时55分钟。

开航初期，川航特别推出特
价机票，成都-圣彼得堡单程90
元（含税约1207元），往返150元
（含税约2348元）；针对国内中
转国际旅客，川航推出国内段
免费优惠，旅客通过川航官方
服务热线，购买从国内各大省
会城市始发经停成都中转圣彼
得堡的联程机票，即可享受此
优惠，并享受免费中转住宿、中
转茶歇和餐食服务等，方便旅
客从成都中转。 下转03版

成功克隆在基因上与人类最接近
的灵长类动物，这个重大创新性成果
着实令人兴奋。不少人不由欢呼起来
——猴子都能克隆，下一步是不是就
能……看来长命百岁不是梦了！

不！“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唯一
目的是服务人类健康，但科研人员不考
虑对人类进行相关研究。”中国科学家
坚守科学伦理底线的回答铿锵有力。

神话与科学的分野就在于，神
话可以天马行空，科学必须恪守伦

理。孙悟空的毫毛想变就变，克隆技
术的应用则必须戴上金箍。这个金
箍就是伦理。

自绵羊“多利”诞生之日起，围绕
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态度历来
明确：中国政府反对生殖性克隆、支持
治疗性克隆。人的生殖性克隆也就是
克隆人，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
害人类作为自然人的尊严，会引起严
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所

以，现阶段生殖性克隆绝对不可以应
用于人类本身。

这不仅需要科研人员严守道德底
线，同时更需严格立法，规范科学研
究，把治疗性克隆置于严格监管之下。

克隆技术的推进应该是漫长而审
慎的，尤其是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事关人
类未来命运，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
人类反被自己铸就的科技利剑所伤。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
北京青年报

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
和她的妹妹“华华”在中国诞生近两个
月了，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成功突破
了现有技术无法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
界难题。

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
人灵长类平台，记者见到克隆猴“中
中”和“华华”正在恒温箱里嬉戏。除了
个头略有差异，“姐妹”俩几无分别。

“姐妹”俩的基因，来自同一个流
产的雌性猕猴胎儿。科研人员提取了
这个猕猴胎儿的部分体细胞，将其细
胞核“植入”若干个“摘除”了细胞核的
卵细胞，结果产生了基因完全相同的
后代，这个过程也就是克隆。

“这是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
重大技术突破。”国际细胞治疗学会主席
约翰·拉斯科这样点评中国科学家的成
果，“利用聪明的化学方法和操作技巧，
攻克了多年来导致克隆猴失败的障碍。”

自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
生以来，20多年间，各国科学家利用体
细胞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
但一直没有攻克与人类最相近的非人
灵长类动物克隆的难题。科学家曾普遍
认为现有技术无法克隆灵长类动物。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团
队经过5年努力，成功突破了世界生
物学前沿的这个难题。利用该技术，
科研团队未来可在一年时间内，培育
出大批基因编辑和遗传背景相同的
模型猴。

两只克隆猴
诞生在中国

世界级突破！

“（孙悟空）拔一把毫毛，丢在口中嚼
碎，望空喷去，叫一声：‘变’！即变做三二
百个小猴。”这一场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
《西游记》，并通过影视作品深入人心。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
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及其团队的
最新成果实现了这个场景。1月25日，顶
尖学术期刊《细胞》以封面文章在线发
表了他们的成果：成功培育全球首个
体细胞克隆猴。

疾病研究、新药测试
将大幅提速

猴子都能克隆，下一步是不是就能……
不！克隆技术应用须戴上金箍

“意味着中国将率先建
立起可有效模拟人类疾病的
动物模型。”孙强说，利用克隆
技术，未来可在一年内培育大
批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这
既能满足脑疾病和脑高级认
知功能研究的迫切需要，又可
广泛应用于新药测试。

孙强介绍，传统医药实
验大量采用小鼠，但针对小鼠
研发的药物在人体检测时大
都无效或有副作用。这是目前
绝大多数脑疾病研究无法取
得突破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
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中科
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院士
说，克隆猴的成功，将为阿尔
茨海默症、自闭症等脑疾病
以及免疫缺陷、肿瘤、代谢等
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
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世界级难题

世界级意义

克隆猴
有什么价值

9小时20分 一周两班
今起成都直飞圣彼得堡

双流机场国际（地区）航线达105条

多 /点 / 思 / 考

自第一只克隆羊“多
利”诞生以来，20多年间，
各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
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
动物，但一直没有攻克与
人类最相近的非人灵长类
动物克隆的难题。

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
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将
为脑疾病、免疫缺陷、肿
瘤、代谢性疾病的机理研
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
有的光明前景。

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
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诞生

中中
2017年12月5日，第2只体

细胞克隆猴“华华”诞生

华华
据孙强研究员介绍，本月底第

3只体细胞克隆猴“梦梦”将诞生

梦梦

三大难点
抬高克隆门槛
难题之一，是细胞核不

易识别，“去核”难度大。作为
受体的卵细胞，必须先把细胞
核“摘除”，才能容纳体细胞的
细胞核这个“外来户”。而猴的
卵细胞核去核难度非常大。

难题之二，是卵细胞容
易提前激活。克隆过程中，体
细胞的细胞核进入卵细胞时，
需先“唤醒”卵细胞，然后才启
动一系列发育“程序”。因此，

“唤醒”时机要求非常精准。但
使用传统方式，猴的卵细胞很
容易被提前“唤醒”，导致克隆

“程序”无法正常启动。
难题之三，是体细胞克隆

胚胎的发育效率低。被转移到
卵细胞里的细胞核，突然要扮
演受精卵的角色，“赶鸭子上
架”很不适应，如果科学家“保
驾”不力，绝大多数克隆胚胎都
难以正常发育，往往胎死腹中。

克隆猴
为何这么难

不考虑对人类
进行相关研究

“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
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人类健康，
但科研人员不考虑对人类进
行相关研究。”蒲慕明说。

科学家认为，由于猴子
与人在基因方面非常相近，克
隆猴研究对于开发治疗人类
疾病的新疗法等将会起到巨
大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全脑介观神
经联接图谱’国际大科学计
划的关键技术。”蒲慕明说，
我国目前在该领域处于国
际领跑地位，将进一步使我
国成为世界脑科学人才的
汇聚高地。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
示，此项成果还将推动我国率
先发展出基于非人灵长类疾
病动物模型的全新医药研发
产业链，为应对我国人口健康
领域的重大挑战做出贡献。

克隆猴
之后做什么

《细胞》25日刊发中国克隆猴成
果，“拔毛变猴”不再是神话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 成都生活之美
触手可及成都

“零售业是幸福产业”
成都生活之美

成就伊藤中国最大门店
03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平台育婴室的恒温箱里（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提供）

▲体细胞克隆猴诞生过程

热议提案·治理家长作业

建议恢复家访 加强家校沟通
点击提案·提高婚检率

委员建议：参加婚检就延长婚假 02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侯初
初 张家华 徐璨）省十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今日将在我市开幕。昨
日，出席本次大会的成都代表团
举行会议。

会议推选范锐平为成都代表
团团长，罗强、唐川平、王川红为成
都代表团副团长。会议审议了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议案审查
委员会名单草案、计划预算审查委
员会名单草案；传达“两会”党员领
导干部会议精神和各代表团召集
人会议精神；观看警示片，签订严
守换届纪律承诺书、责任书；开展
严肃换届纪律教育。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
前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调研
园区产业规划和项目建设推进情
况。他强调，要以生态圈理念引领
产业集群、要素集聚，打造出功能
配套完善、彰显文化风貌、体现生
态宜居的世界一流生物产业园，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
记朱志宏参加调研。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由成都
高新区和双流区合作共建，规划
总面积44平方公里，秉持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合一”发展理念，将
打造成为“全球知名的生物产业
创新创业人才栖息地、世界级生
物产业创新与智造之都、国际化
的生命健康小镇”。

调研中，范锐平详细了解生物
城规划编制及天府生物产业孵化
园、京东方（成都）健康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指出，生
物医药产业是成都构建具有国际
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现代产业体
系的重要支撑产业之一，要以产业
生态圈理念，加快建设生物医药产
业功能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要素集聚，加速融入全球产业
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

范锐平强调，要高标准高质
量编制产业功能区发展规划，学
习借鉴国际国内先进生物产业园
区建设经验，尽快编制完善形成
具有生物医药产业鲜明特色、能
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生物产业园
区规划。要加快引进懂专业、善运
营的专业化团队，吸引生物医药
产业领域内专业投融资机构和基
金公司共同推动天府国际生物城
建设。要秉持产业生态圈理念，以
人力资源生命周期需求和产业发
展全生命周期需要为目标，坚持功
能复合、职住平衡、服务完善、宜业
宜居发展导向，推进生物产业主体
功能区研发公共平台、服务设施及
生活空间合理布局加快建设。要创
新生态链，加快培育和引进高端创
新平台，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引进战
略性龙头企业、行业领军型创新人
才和国家级科研工程中心上，培育
产业园区孵化功能，增强产业创新
力、竞争力。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
制，加快专业化公司组建和机构
人员调整，出台相关人才激励政
策和机制，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苟正礼、刘守成参加
调研。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成都代表团会议举行

范锐平调研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时强调

秉持生态圈理念打造生物产业功能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朱志宏参加调研

开航初期开航初期，，川航特别推出特价机票川航特别推出特价机票，，成都成都--
圣彼得堡单程圣彼得堡单程9090元元（（含税约含税约12071207元元），），往往
返返150150元元（（含税约含税约23482348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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