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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
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颁
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
划纲要》）。

“《规划纲要》提出在 2035 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
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李小鹏说，即
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货物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
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
这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什么规模？

“将构建 70 万公里的交通网线，建设 6 轴、7 廊、8
通道主骨架，建设 100 个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完善面向
全球的运输网络。”李小鹏说，包含 20 万（高铁 7 万）公
里铁路、46 万公里（高速 16 万）公路、2.5 万公里国家高
等级航道、27 个沿海主要港口、400 个国家民用运输机
场、80个邮政快递枢纽、36个内河主要港口。

这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将包括面向世界的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大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20 个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以及 80 个左右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来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枢纽城市及枢纽港站“三位一
体”的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

大数据、云计算、5G以及超高速磁悬浮高铁
不同以往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35 年建成的

这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将是“交通基础设施质量、
智能化与绿色化水平居世界前列”。

参与《规划纲要》及相关规划编制工作的中国城
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表
示，此次《规划纲要》已将创新和智慧作为一个重大的
板块予以体现。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创新都是交通、通讯、能源
三者结合的。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火车、煤炭、
电报的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汽车、电话、石油的结
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飞机、高铁以及传统互联网的结
合。”张国华认为，这一次新的革命是以移动互联网为
代表的大数据、云计算、5G，以及超高速磁悬浮高铁为
代表的更加高效的综合交通跟互联网的结合。

《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提升交通运输科技创新
能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推动卫星通
信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高分遥感卫星、人工智能等
行业应用，打造全覆盖、可替代、保安全的行业北斗高
精度基础服务网，推动行业北斗终端规模化应用。同
时，还要加强智能化载运工具和关键专用装备研发，推
进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智
能化通用航空器应用。

两批34家智慧交通试点单位
我国交通智慧化研发近况如何？
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资料显示，自 2019 年以来，交

通运输部先后确定了两批 34 家智慧交通试点单位。
浙江、山东、贵州、湖北、雄安新区等试点方案中均包含

“智慧交通”。例如，“浙江方案”中提出“智慧高速公
路”；“山东方案”中提出“智慧港口”；“湖北方案”中提
出“智慧港口”“智慧公交”“智慧机场”等。

正在开展测试的 2022 年冬奥会交通保障体系建

设重点工程——连接北京市延庆区和河北省张家口市
崇礼区的延崇高速公路，即是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
和智慧公路试点之一。

“建设全面采用基础设施数字化（三维可测实景
技术、高精度地图等）、路运一体化车路协同（车路信息
交互、风险监测及预警、交通流监测分析）、北斗高精度
定位综合应用、基于大数据的路网综合管理、‘互联
网+’路网综合服务等互联网技术。”中咨集团智慧交
通板块专业总工程师张艳说。

交通运输部科技部共推智慧交通建设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与科技部紧密联合，共同推

进智慧交通建设。两部委共同认定了 5 个自动驾驶研
发中心、6 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北京、西安、重庆、上
海、泰兴、襄阳）；推动测试区数据共享、结果互认，提升
测试服务水平；制定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建设技术
指南（暂行）。同时开展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
公路的试点；推动 5G 通信和北斗导航等技术的应用；
在北京、上海、河北等地推进一批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
试点项目。

2020 年 7 月 24 日，交通运输部与科技部签署《科
学技术部 交通运输部 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的合作协议》，两部将加快推动“新一代人
工智能”“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重大项目科技成
果在交通运输各领域深度应用，以典型先进区域为
载体，以未来重大场景为牵引，推动自动驾驶、智能
航运、智能工地、智能高铁、智能邮政等先导应用示
范，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
位”的典型案例。 （来源：《科技日报》）

七十万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来了

自然科研旗下《科学报告》杂志近日发表一项环
境学研究报告认为：从小塑料瓶改用中塑料瓶，将为
减少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废弃物作出巨大贡
献。该研究发现，将销售的 20%的小塑料瓶饮料变成
中塑料瓶饮料，仅在美国，每年就能减少 9000 多吨
PET 废弃物的产生。

在全球范围，PET 都是灌装非酒精饮料塑料瓶
的主要材料。但是，PET 在环境中形成的垃圾已成
为全球问题，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环境留下
了不可愈合的“伤疤”。

此次，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研究
人员白塞利奥·阿罗拉和兰道夫·布克林，称量了美
国明尼苏达州最畅销品牌的 187 个不同大小的 PET
瓶重量，确定了哪种大小的瓶子效率最高，即能以最

轻的包装重量装下最多的饮料。为了验证他们的发
现，研究人员将明尼苏达州 2009 年至 2013 年的各个
大小不同的 PET 瓶销量与 PET 废弃物重量的数据相
结合，估算了特定大小 PET 瓶的销量变化会对 PET
废弃物产生哪些影响。

研究团队发现，与大瓶和小瓶相比，中等大小的瓶
子能以最轻重量装下最多的饮料。最高效的瓶子容量
约为2265毫升。当中等PET瓶的销量相对提高时，PET
废弃物的重量也会降低。通过模拟将销售的20%的小
PET瓶变成中PET瓶，估计每年使用的PET数量或能减
少1%，相当于全美每年减少9052吨的PET废弃物。

研究人员建议灌装公司在中等大小的瓶子上打
印刻度，帮助消费者掌握好所需分量，摆脱对小瓶子
的依赖。 （来源：《科技日报》）

助全球减少 PET 请喝中瓶饮料

AI向真正“智能学习体”迈进

美国团队报告了一类增强学习，可回溯过去、解决
复杂任务，真正改善了对复杂环境的探索方式，有望应
用于机器人、语言理解和药物设计领域。这类算法被
统称为“Go-Explore”，其已经在一款经典游戏的算法
挑战中得分超过了人类玩家和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该成果被认为正朝着实现真正“智能学习体”迈出了重
要一步。

胆管“类器官”修复受损肝脏试验成功

英国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实验室中利用最
新技术成功培育了胆管“类器官”（一种胆管微型器
官）。研究证实，这一微型器官可用于修复人体受损
肝脏。这是首次证明使用实验室培养的细胞可以增
强或修复人类的肝脏，同时这一技术为开发治疗肝脏
疾病的细胞疗法铺平了道路，未来有望缓解器官移植
面临的困境。

鱿鱼肝分离出治疗脑外伤药物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国家海洋生物学研究中心
科研人员从鱿鱼肝中分离出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高
活性化合物。动物实验表明，该化合物可促进神经元恢
复并抑制颅脑外伤后的炎症反应，显示出对颅脑损伤有
很高疗效。

最高分辨率图像显示DNA分子活性惊人

英国研究人员拍摄了有史以来最高分辨率的单个
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图像，揭示了 DNA 在细胞内
塞满并扭曲时可能具有令人惊讶的活性。这项新研究
详细地研究扭曲和紧缩的 DNA 微圆环如何挤入细胞，
或将导致开发出全新的医学干预措施，包括改进基于
DNA 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新基因工具可按时序编辑DNA序列

美国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新基因编辑技术，可按
时间顺序对切割点或编辑点进行编辑，这一系统能以
预编程的方式进行基因编辑，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研
究对时间敏感的过程，如癌症是如何从几个基因突变
发展而来，以及这些突变的发生顺序将对疾病产生何
种影响等。

地球上某些微生物可在火星暂时存活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德国航空航天中
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地球上的某些微生物
可以暂时在火星表面生存。研究人员通过将微生物发
射到地球的平流层中，测试了微生物对火星环境的耐
受性。这项成果有助于探索太空旅行对微生物生命的
所有影响，揭示这些微生物的潜在用途以及对太空旅
行的威胁。 （来源：中国科技网）

国际科技要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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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月24日举行的《中国航
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0年）》（以下简称《蓝皮书》）
发布会上透露，2021年我国全年发射次数有望首
次突破40次。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天问一号、多
颗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业务卫星发射等令人瞩目。

据悉，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进入关键
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天问一号到达火星，实施
中国首次火星“绕、着、巡”探测；多颗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业务卫星发射，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
科技发展需要。这些重大事件将在 2021 年谱
写中国航天新篇章。

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林益明介绍，中
国载人航天空间站工程是全年宇航任务重中之
重。其中，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发射空间站核
心舱任务拟于今年春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执行。按照任务规划，今明两年将接续实施 11
次飞行任务，包括 3 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 次货
运飞船以及 4 次载人飞船发射，于 2022 年完成
空间站在轨建造，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的任务目标。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环
绕火星成功，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后，于
2月24日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制动，进入近火点
280千米、远火点5.9万千米、周期2个火星日的火
星停泊轨道。探测器将在停泊轨道上运行约3个
月，进行科学探测，同时为5月至6月择机着陆火星
做好准备。

2021年我国还将发射高分五号02星、海洋二号D星、中星
9B卫星、风云三号05星等多颗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业务卫星，
满足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广播电视、气象等各个领域用户的应用
需求。同时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实施7次左右商业发射任务。

此外林益明介绍，航天科技集团 2021 年将重点开展以
空间站实验舱、探月工程四期等为代表的多个型号研制工
作，并重点加快推动北斗导航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在民用
航空等领域应用落地。

据《蓝皮书》统计，2020 年全球共实施 114 次发射任务，
发射航天器共计 1277 个，创历史新高。其中我国开展 39 次
航天发射，发射 89 个航天器，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再创新高，
达到 103.06 吨，较上一年度增长 29.3%，发射次数和发射载
荷质量均位居世界第二。 （来源：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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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月球样
品 001 号·见证中
华飞天梦”开幕式
暨捐赠入藏仪式在
国博西大厅举行。

据介绍，此次
共展出包括月球样
品 001 号在内的探
月工程相关科技实
物 40 余件，辅以大
量图片资料、动态
图片和视频资料，
系统回顾中国探月
工程取得的辉煌成
就，全面展示中国
人民实现“上九天
揽月”梦想的伟大
奋斗历程。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