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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获悉，8 月 12 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创造
场强45.22万高斯的稳态强磁场，超越已保
持了23年之久的45万高斯稳态强磁场世界
纪录。由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认为，该成果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强磁场是探索科学前沿的一种极端实
验条件，在发现新现象、催生新技术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 1913 年以来在高温
超导、量子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屡有重大
发现，已有约20项相关成果获得诺贝尔奖。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国家发展改革
委“十一五”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2017 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
行，使我国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
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的国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是稳
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承建法人单位，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为共建单位。科研团队经过多年
自主创新，在建成世界一流稳态强磁场基础
上，不断创新磁体结构、优化制造工艺，于8
月12日成功创造45.22万高斯的场强新高，
刷新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

“45.22万高斯有多强？地球磁场约等于
0.5高斯，新纪录相当于地球磁场的90多万
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光力说，就像显微镜
放大100倍比放大10倍能看得更清楚，磁场
越强，越有助于探明物质的内部结构，为人
类发现自然规律、研发新型技术提供更好的
条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朝辉说，实现 45.22
万高斯，意味着人类操控磁场的能力达到新
高度，让科学家做研究时看得更准、更清晰。

据了解，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投入使用
以来，到目前已运行超过50万个机时，为国
内外170多家科教机构提供了实验条件，支
持科研人员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工程
技术等领域开展 3000 多项前沿研究，取得
系列重要科研突破。 据新华社

成都消费券“升级返场”明日开领
区（市）县主题消费券同步开启

新体系
靶向载药体系的表面配体修饰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痴呆症
的患病人数迅速增加，已成为影响人类
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全世界约
有5000万人患有AD和其他形式的痴呆
症，中国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多的国
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患病
率将会增加。

从药物治疗手段来看，田肖和表
示，目前大多数的临床中枢神经类药物
有效穿透率不足1%，如何跨越血脑屏障
对中枢神经系统进行药物递送，治疗癌
症脑转移、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等脑
疾病是医学界的难题。

“以往研究将阿尔茨海默症归为脑
部疾病，区别于此，我们认为，这些脑部
疾病都与中枢神经系统有关。”田肖和
说，人的大脑约有1000亿个细胞，大脑
虽只占人体约2%的体重，却消耗了人体
每天约60%的能量。从诱因来看，田肖和
提出，团队研究发现，颅内aβ蛋白是诱
发阿尔茨海默症的“元凶”。

针对脑靶向药物作用效率低的科
学难题，2008年，在导师古塞佩·巴塔利
亚带领下，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生
物纳米技术硕士学位的田肖和开始接

触“高效精准靶向血脑屏障载药系统”
项目，并于2010年攻读神经纳米医学博
士时真正介入。

“要想让药物透过血脑屏障进行作
用，就是让大脑以外的其它器官和免疫系
统无法识别接受这种药，而血脑屏障可
以。”通俗点讲，就是通过仿照病毒作用细
胞的原理，修饰纳米药物表面，让药物“伪
装”一下，“骗过”血脑屏障顺利进入。

脑疾病靶向载药体系的表面配体
修饰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理论研究
上，田肖和团队已完成对纳米体系的表
型靶向的配体选择进行精准调控。这项
研究，为针对病患表型具有精准治疗效
果的药物设计打下了理论基础。

算力赋能
助推实验成果产品化

理论基础有了，如何让“躺在”实验
室里的科研成果变成产品，走进寻常百
姓家？近日，在成都超算中心赋能下，该
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故事，要从2020年说起。2020年年
底，田肖和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成为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特聘副研究员。他的
身份，也多了一个新标签——“蓉漂”。

来成都时成都超算中心刚成立不
久，缘于一个偶然契机，田肖和了解到，

依托成都超算中心的算力，可以加速成
果的产品化。

超算如何为研究赋能？
他告诉记者，针对纳米药物体系的

靶向递送效率受疾病亚型甚至个体病
患的表型影响较大，其理化性质及表面
功能化需要精准调控，涉及到的高通量
筛选工作量巨大。以阿尔茨海默症为
例，要想精准筛选有效药物，就需找到
血脑屏障的病变因素，再根据病变调整
药物。传统的高通量筛选需要从上万种
药物库里进行筛选，每种排列组合都意
味着公式参数的变化，这种参数排列组
合方式可能高达上百万种乃至上亿种，
哪一种才是最佳组合？如果依靠传统方
法，意味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人力、资
金成本。

“如果我们把所有实验参数进行简
化，把参数交给超算中心，由超算来模拟
药物、细胞、器官等，如此一来，计算机就
会‘告诉’我们，这个药物会对哪个器官
产生作用，在哪个阶段会失效，哪个阶段
产生作用。”他提及，成都超算中心强大
的算力，可大大缩减研究人员的研究时
间及工作量。研究人员只需对超算中心
计算出的评分较高的药物进行试验，就
可拿到临床试验数据，再将试验数据返
还给计算机，就可继续优化表型靶向的
纳米药物(或药物载体)设计。 下转02版

消费券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复苏的
作用，这几年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如
成都“520”消费券第一阶段，根据中国
银联四川分公司数据显示，活动页面累
计访问人次达到1800万人次，核销率更
是达到94.27%。

线上线下联动、多元消费场景、扩
大覆盖群体，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称，消费券发放更加灵活、多元，精准迎
合年轻化社交和生活服务的新需求，

“尤其同步开启的区（市）县主题消费
券，围绕文旅、餐饮、汽车等不断放宽消
费券使用场景，可以肯定的是，持续‘升
级’的消费券将有力促进消费回暖，进
一步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当然，消费券提振消费的关键，在
于让政府补贴变为“助燃剂”，从而拉动
消费规模增长，最终传导到生产供给
侧，带动整个经济链条复苏。因此，要想
释放更大消费潜力，除了发放消费券，
还需综合施策。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助企30条”
“稳增长40条”以及9个重点行业领域服
务专班、4个综合协调服务专班等一揽
子政策措施相继推出落地，奔着提振信
心、助企纾困而来。成都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成都以政策激励、转型发
展和精准服务对冲影响，服务业显示较
强韧性，社会消费承压企稳。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和“活
力器”。下半年如何提振消费，成都有两
招，一招为了短期的提振效果，一招为
了长期的挖掘。

“我们要顺势而为，抓住利用好各
类重大的机遇和政策利好，不断释放经
济增长的潜力。”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半年成都尝到了直接向市民发放消
费券的“甜头”，下半年将鼓励各区（市）
县发放主题消费券，并在疫情可控的情
况下，有序组织开展户外啤酒节、美食
节、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等促消
费主题活动，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绿

色智能家电主题消费券促销活动，促进
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
费，同时进行24小时营业区试点，持续
激发消费活力。

消费方式从线下转为线上，“线上预
约、线下自提”、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新模
式快速渗透至各个生活服务领域，线上
服务等新型消费迎来发展机遇。为此，上
述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还将提振节庆、
会展、赛事等消费，聚焦一些消费节点加
大多元化、高品质的供给，积极培育营造
更多的新场景、新热点、新业态。

温馨提示
为了大家身体健康,使用消费券时

疫情防控也不可松懈哦!请大家在线下
消费体验时积极配合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一米线”,守好彼此“健康线”,主动扫
码亮码,配合测量体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成都智造”再出新成果
助推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研发
成都超算中心强大算力大幅缩减研究时间和工作量

阿尔茨海默症（AD）又叫老年痴呆
症，是一种发病隐匿的进行性神经退行性
疾病。

阿尔茨海默症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特聘副研究员、博士田肖和多年来关注、
研究的方向。能让万千阿尔茨海默症家庭
看到希望曙光的是，在国家超算成都中心
（以下简称“成都超算中心”）赋能下，近
日，田肖和团队的项目研究取得突破性进
展——根据初步动物模型实验影像数据，
通过使用药物，“几乎完全清除阿尔茨海
默症物理病灶”。

“本研究有望借助多学科合作的优
势，突破对阿尔茨海默症中晚期无有效药
物的科学瓶颈问题。”田肖和表示，目前，
该项研究正同步申报国内外临床试验批
件，力争完成阿尔茨海默症药物新制剂
（产品）临床前研究1项。

这是一项长达14年的科研征程。近
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科技园里，田肖
和讲述了背后故事。

8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商务局获悉，为充分发挥消费券助企惠民作用，成都拟于8月15日12时
30分发放“520”第二阶段第四波消费券。同期，8月15日上午10点整，简阳市政府还将联手唯品会开展“相约简阳·唯品惠
民”数字人民币促消费活动，派发千万数字人民币消费券，普惠性、行业针对性兼具的区（市）县主题消费券正陆续上线。

第
一
波 8月15日“520”第二阶段第四波

成都消费券在云闪付开放领取通
道，政府通用券、商户专享券、银行专

享券三种券可同时领取，一次可领取多
张。成都市商务局介绍，为突出精准性、科
学性，本次消费券使用有效期将延长至8
月31日23:59:59，市民有半个月时间列出
购物清单，舒心消费。

第
二
波 8月15日10：00-8月17日23：59：

59；8月22日10：00-8月24日23：59：
59，简阳市政府还将联手唯品会开展

“相约简阳·唯品惠民”数字人民币促消
费活动，分两期派发千万数字人民币消费
券。此次消费券分政府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和
唯品会平台优惠券，政府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面额为“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100元”

“满1000元减300元”“满2000元减600元”四
种，唯品会平台优惠券为“满200元减10元”，
适用于唯品会平台自营非海淘商品。

开展多种主题活动 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打破保持23年的世界纪录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实现重大突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彭祥萍 实习生 刘炜炼

8 月 12 日，科技部在北
京召开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
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会议要求，国家高新区
和高新技术企业要积极响应
国家战略需求，主动应对当
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严峻形
势，要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
稳定器、保就业促创业的主

力军。一是着力增强综合实
力，充分发挥稳住经济基本
盘的重要支撑作用。二是着
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强化
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引
领示范作用。三是着力优化
创新生态，推动高水平创新
创业。四是着力构建高效协
作的创新网络，强化东西合

作、南北互动，发挥对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五是着力培育壮大高新技术
企业，完善培育体系，加大资
源支持力度，推进惠企业政
策落地。六是着力做好科研
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工作，
在保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要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近日，成都又一企业创业板上市。随着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钟
声敲响，成都高新区诞生了今年第8家上市
企业，继续保持“平均每月一家上市企业”的
增长态势。

趣睡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
自有品牌科技创新家居产品的互联网零售
公司，也是国内家居领域具备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公司之一。公司目前已取得专利194项，
科技创新、新材料应用、标准化和高性价比
是公司产品独特的四大标签。

据上市公告书，趣睡科技发行价格为
37.53元/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包括全系列产品升级与营销拓展、家
居研发中心建设、数字化管理体系建设等。

上市公司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和影响逐
渐加强，其数量和质量也直接反映了一个地
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资本活跃度。企业的成
长，离不开区域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去年
以来，成都高新区内数十家企业相继登陆资
本市场，在中西部地区名列前茅。

在趣睡科技发展壮大过程中，成都高新
区在资本、政策、人才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
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助推企业上市。

近年来，成都高新区聚焦培育城市标签
级科技领军企业，从人才发展、创新平台、知
识产权、创业孵化、企业培育、科技金融等多
角度出台政策推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上
市企业呈现爆发式增长。

同时，成都高新区不断完善上市后备企
业培育服务机制，依托成都高新区上市企业
联席会议制度，构建起“上市一批、申报一
批、辅导一批、股改一批、储备一批”的五级
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形成了鼓励上
市、支持上市、服务上市的浓厚氛围，为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支持。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高新区累计培育境
内外上市企业59家，还有2家企业已过会，5
家企业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申请已获受理，18
家企业在四川证监局辅导备案，累计120余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130余家企业进入上
市企业后备库，1400余家企业在天府（四川）
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据成都发布

成都再添一家
上市企业

成都启动近期常态化核酸监测

引导市民就近就便
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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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超算中心 资料图片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业界有一
个形象而又悲伤的比喻：“脑海中
的橡皮擦”。因为一旦生病，人们的
记忆、思考和判断都会被脑海中的
“橡皮擦”慢慢抹去。由于病因复
杂，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脑海中的
橡皮擦

阿尔茨海默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