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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科传） 努力构建
从版权、产品、渠道、人才到资本的

“五位一体”走出去布局，在创办美
国纽约公司和日本东京公司基础上，
完 成 了 对 法 国 科 学 出 版 社 （EDP
Sciences） 100%股权的并购交割。该
出版社由居里夫人等诺贝尔奖获得者
于 1920 年联合创立，原股东为法国
化学会、法国物理学会等 4 家学会，
年出版科技期刊70多种。

这是中国科技出版机构第一次真
正意义上完成对西方国家出版机构的
并购，意味着中国科技出版“走出
去”方式逐步从“造船出海”“借船
出海”向“买船出海”转变，真正实
现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深化
转变。

在完成海外并购后，中国科技出
版机构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整合工作，
防止出现“重并购，轻整合”的情
况。并购交割完成对于海外并购工作
而言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整合的
工作同样重要，关乎并购的最终成功
与否。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国外，科技出版的核心目标都应该是
为研究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学术创新内
容，助力科技创新。因此，并购后如
何保证出版品质和内容质量至关重
要。以我们公司并购法国 EDP Sci-
ences为例，我们在完成本次并购交割
后，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来推动内外业务的协同发展：

第一，根据EDP Sciences目前的
出版学科领域，组建一个由中外专家
组成的科学委员会，一方面继续从学
术角度来给予 EDP 未来发展更多指
导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为 EDP Sci-
ences 继续保持严谨的科学出版标准
提供支撑，共同推动EDP Sciences学
术质量的不断提升，维护好这一历史
悠久的出版品牌。

第二，整合利用科学出版社与
EDP的作译者资源和出版平台，组建
国际化的编委会，创办国际化的科技
期刊，打造国际化的期刊集群发布平
台，为贯彻落实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做
出积极努力。

第三，推动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输
出规模，要将更多的国内科学家的优
秀著作通过 EDP 的平台翻译出版成
英文版图书，在欧洲市场上销售推
广，从而为扩大中国科技文化影响做
出积极贡献。

第四，充分利用好 EDP 这一海
外桥头堡的作用，深入推动中国科技
出版“走出去”。一方面要积极组织
开展国际出版行业交流学习活动，帮
助中国出版行业更深入地了解学习国
际出版运作规律，提升出版运营水
平。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一“跳板”，为
未来谋求实现更大规模的中国科技出
版海外并购，推动中国科技出版跨越发展。

第五，要充分利用EDP的国际化传播平台，更好地服
务于我国科技文化交流与科研创新。一方面要立足EDP的
品牌影响，尤其是要借助2020年庆祝EDP成立100周年的
契机，做好整体国际化宣传工作，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树立好中国形象，不断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感。另
一方面，要组织开展中法乃至中欧科技界的学术交流活
动，为中法以及中欧科技文化交流互动搭建桥梁和纽带，
从而为我国科技创新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中国科技出版开展海外并购，既是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打造骨干传媒企业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科技信息安
全、加强科研创新支撑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希望国家层
面出台相关政策或举措来给予科技出版开展海外并购更多
的支持，尤其是重点支持国内科技出版领军企业并购国际
一流的科技出版集团，从而尽快实现中国科技出版的跨越
式发展以及国际传播力的突破式提升。

（作者为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火箭：
玉汝于成终梦圆

2019年12月27日晚，全世界的目
光聚焦南海之滨的中国航天城海南省
文昌市，巨型火箭长征五号高高矗立
在发射塔架上。这是中国最大推力的
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第二次发射
时失利后进行的首次飞行，其表现不
仅直接决定搭载的实践二十号卫星的
命运，而且检测该型火箭技术的稳定
性和成熟度，关系到中国空间站计
划、嫦娥工程和火星探测计划的实施
节奏。20时45分，激动人心的一刻终
于到了，随着发射倒计时读秒结束，
点火口令下达，长征五号庞大的身躯
在喷射推力的驱动下，雷霆万钧、直
上九天。飞天 2000 多秒后，实践二十
号卫星即被精准送入了预定轨道，发
射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五号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
儿，采用全新 5 米芯级直径箭体结
构，捆绑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总长
57 米，起飞重量约 870 吨，近地轨道
运载能力 25吨级，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4 吨级，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8 吨
级，整体性能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作为中国首型大推力无毒无
污染液体火箭，创新难点多、技术跨
度大、复杂程度高，凝聚了数代航天
科技人员的心血和智慧。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大火箭之梦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86
年，“大型运载火箭和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被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即“863 计划”）的主题之一，1988 年开
始大型运载火箭的论证工作。进入上
世纪 90年代，随着长征三号乙等火箭
研制成功，运载火箭体系进一步完
备，但仍难以满足中国航天未来发展
的需要，研制大火箭势在必行。

2006年，中国大火箭项目即后来被
命名的长征五号项目终于正式启动，研
制工作全面展开。3 年后，长征五号进
入初样研制阶段，并在中国首次实现了
火箭全型号数字工程化应用。

2013 年，长征五号进入试样研制
阶段，完成了全箭模态试验、各动力
系统试车，整流罩分离试验等大型地
面试验，并开展火箭的生产、总装和
测试。

2016 年 11 月 3 日，长征五号在文
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然而，在
2017 年 7 月 2 日实施的第二次任务中，
长征五号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
利。此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沉寂，终
于确定并排除了故障，涅槃重生。至
此，中国大火箭终于梦圆。

大客机：
打造现代制造强国

2020年1月2日，山东东营胜利机
场，中国 C919 大型客机 102 架机在这
里圆满完成了试飞科目。在此之前数

天，106架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顺利完成
其首次飞行任务。目前，C919大型客
机6架试飞飞机在4地密集展开各项飞
行试验，向最终的商业化运行目标推
进。对于C919试飞进展，英国路透社
给予高度评价，其近日发表的评论
称，测试完成是中国大型客机的一个
里程碑，让其距离与空客、波音“三
足鼎立”的局面又近了一步。

今天，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
C919腾空而起，试飞成功早已不再是
什么大新闻，但是，人们不会忘记
2017 年 5 月 5 日，C919 首架机首飞时
激动人心的一幕和那一幕带来的兴奋
与欣喜之情，那是亿万国人大飞机一
朝梦圆的激情时刻，而为了那一刻的
到来，中国人奋斗了47载。

1970 年 8 月，中国首架大型民用
飞机项目启动，这就是“运十”。虽然
经过 10 年努力，1980 年 9 月，首架大
型喷气式客机运十首飞成功，实现了

中国民航工业发展的奇迹，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运十”项目被搁置，中国
大飞机之梦也被迫“搁浅”，但是这个
梦想始终在生长。2007 年，中国在总
结 ARJ21 新支线客机研制和投运经验
基础上，重新启动大型客机研制项
目，这就是C919工程，中国大飞机之
梦再度起航。

2009 年 9 月 8 日，C919 外形样机
在亚洲国际航空展上正式亮相。这是
国产 C919 客机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
3 个月之后，C919 工程样机正式下
线。研制中的C919赢得海内外客户的
青睐，2012年 11月的珠海航展上，预
订达到100架。2014年9月19日9时19
分，C919迎来历史性时刻，第一架机
在中国商飞上海浦东总装基地正式开
始结构总装工作。2015 年 11 月 2 日，
首架机正式下线，随后转入地面试验
阶段。2017年5月5日，首架机在上海
浦东机场圆满首飞，中国航空工业创
造了新的历史。

大运输机：
支撑战略空军建设

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很早
就致力于研制大型运输机。早在 1993
年，有关方面就开展了大型运输机的
前期论证工作。2004 年全国两会期

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航空动力
专家、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
司科技委副主任刘大响提交了 《关于
尽快开展大型飞机研制的建议》 的提
案，大飞机随即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
话题。2006年初，“发展大飞机”作为
国家决策被写进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纲要》 和 《十一五规划发展纲
要》。2007年 6月，大型运输机项目即

“运-20”正式立项，代号072工程。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造成

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在地震救援中
再次暴露了空中运输能力不足的短

板，痛定思痛之后，“运-20”大型运
输机研制进程被加快。此后，关于

“运-20”研制进展的消息并不多，只
隐约散见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对外发
布的新闻中。

2013 年 1 月 26 日，一家网络媒体
于当日中午突然转入“运-20”首飞文
字直播报道。“13 时 38 分，‘运-20’
的发动机已经启动。13时50分，一架
战斗机起飞，‘运-20’开始滑向跑
道。14时整，‘运-20’在阎良基地首
次升空。‘运-20’是中国研发的第一
款大型军用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估
计为 220 吨，载重量约为 60 吨。15 时
整， ‘运-20’成功降落，首飞圆满
成功！现场在放鞭炮！”这一消息被很
快证实，“运-20”成功首飞圆了中国
人的大型运输机之梦。

然而，成功首飞只是一个新起
点，“运-20”此后要经受大量严苛的
试飞和性能验证的考验。2016年7月6
日，“运-20”开始正式列装空军航空
兵部队，标志着中国大飞机设计制造
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推进中国经
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应对抢险救
灾、人道主义救援等紧急情况，提高
空军战略投送能力和中国军队履行使
命任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 7 月 30 日，在朱日和举行
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的

沙场阅兵中，“运-20”首次飞越亮相。
2019年10月1日，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中，3 架“运-20”飞越天
安门广场上空，气势如虹。

大水陆两栖飞机：
应急救援大国重器

“一架会飞的巨型船、一架能游泳
的飞机。”人们用这个形象的说法来描
述中国近年来的另一项科技创新成
果，这就是国产大型灭火、水上救援
水陆两栖飞机“AG600”。

“AG600”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
中国上世纪 70年代水上反潜轰炸机水

轰-5 的继承者，是在水轰-5 的基础
上研制并改进的综合救援飞机，既可
以快速高效地扑灭森林火灾，也能及
时有效地进行海难救护。此外，该型
飞机还可根据用户的需要加装必要的
设备和设施，满足海洋环境监测、资
源探测、客货运输等多种类型任务的
需要。其最大起飞重量可达 53.5 吨，
最大航程4500公里。它是世界上最大
的一款水陆两用飞机，可以在陆地和
水面上起降。

2009 年 6 月，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的研制立项获得批复，研制
工作随即全面展开。2012年10月，中
国几大航空制造企业就“AG600”的
研制，在合作方式、研制经费、研制
进度等方面达成共识，签署了中机身、
中央翼、外翼部件段研制框架协议。
2016年 7月，“AG600”总装下线。2017
年 12 月，“AG600”在珠海亮相首飞。
2018 年 10月 20日，国产大型水陆两栖
飞机“鲲龙”AG600 在湖北荆门漳河
机场成功实现水上首飞起降。

“AG600”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对提升国产
民机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有效促进
中国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设的跨
越式发展，对建设“一带一路”、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经济发展与转型升
级，具有重大意义。

“四大空天工程”圆满收官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大块头儿有大智慧，大身板儿有大担当。
中国科技工作者志存高远，怀揣推进科技创
新、发展高技术产业、造福民众的梦想，致力
于建造中国人自己的“大块头儿”和“大身板
儿”。由大火箭、大客机、大运输机、大水陆
两栖飞机等组成的“四大空天工程”无疑是其
中最“硬核”的代表。几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矢
志不渝、努力奋斗，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将
这些大梦想化为现实，书写了中华民族创新的
豪迈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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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电（记者周 舟）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刊文展
望了 2020年可能成为头条的十大科学新闻，中国建造全球首台 E级
超算、“基因剪刀”技术发布临床试验结果等入榜。

这一权威学术刊物预测，中国有望在2020年建造出世界第一台E
级超算。E级超算即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是国际上高端信息技术创
新和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日本和欧盟均在推进各自的E级超算开发
计划。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美不同团队分别进行的多项使用“基因剪
刀”技术 CRISPR 治疗癌症等疾病的临床试验有望发布结果。同
时，运用 CRISPR 技术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人体临床试验有望在
2020 年启动，解决移植肝脏、心脏、角膜等器官或组织的短缺难
题。

考古学领域，科研人员将利用古蛋白质分析100万年前人类或动
物的身份和行为。由于蛋白质比脱氧核糖核酸 （DNA） 更加稳定，
这种方法适合研究无法提取DNA的古老化石。

物理学有两项研究进入榜单。日本将在今年春季升级“超级神
冈探测器”，以探测来自超新星的中微子。另外，意大利和美国的两
个暗物质探测器将启动运行，加入寻找暗物质的阵营。

在生态环境领域，《科学》杂志认为2020年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关
键时刻，联合国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2015年以来最重要的气候
峰会”，而美国将在今年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此外，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今
年10月在中国举办，推动全球生态多样性保护取得新进展。

进入榜单的还有美国将启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这可能在美
国国内引发有关公民隐私和投票权等政治议题的激烈讨论。

《科学》杂志展望2020

中国或造出世界首台E级超算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AG600600”。”。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