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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研发中国自己的超级计算机

第 22 届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年会
年会日前在京举行
日前在京举行。
。数据显示
数据显示，
，目前全
国已建成各级各类留创园超 350 家——

激发内生动力
打造“人才雁阵
人才雁阵”
”
本报记者 孙亚慧

作为海归创业项目孵化的重要载
体，留学人员创业园在初创团队的融
资、政策引导与扶持、项目落地与渠
道打通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作用。如
今，国内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种类多
样，若想要吸引更多优秀的海归团队
入驻，对园区服务的综合能力和质量
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1 年 12 月 29 日 ， 以 “ 新 时
代、新趋势、新作为”为主题的第 22
届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网络年会在北
京召开，会议采用了现场与线上相结
合的形式举行。通过主题报告、行业
发布、创新论坛，年会重点聚焦“十
四五”时期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和
留学人员创业园高质量发展，就如何
依托自身特色完善服务体系进行了深
入探讨。

构建留创园综合服务体系

流动格局正在形成，留学回国人数显著上升，高端人
才回国意愿更为强烈。留学人员创业园应进一步强化
政策引导，打造“人才雁阵”；利用自身优势，构筑
科创高地；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协同发展，更好地发
挥出特色引领和平台赋能作用，站在更高起点上汇聚
天下英才，推动自主创新。
年会举行了第四批“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
基地”授牌仪式，12 家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机构获评新
一批孵化基地。截至目前，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留学人
员创业园联盟 （以下简称“留创园联盟”） 分四批评
价和授牌孵化基地已达 60 家。
留创园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郎靖表示，要进一
步推进留创园服务体系构建，需要在加强自身服务人
员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再出新招。
“比如适当筛选引进一批专业的服务机构，为留
创企业提供包括知识产权转化、产品量产、产品设
计、品牌赋能等方面的协同服务，结合自身服务和协
同服务，不断提升服务吸引力。我们也将加强线上服
务能力，创新活动形式，精简活动内容，更好服务留
学人员。”郎靖说。

2021 年，“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正式对外公布，为就业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回国发展对留
学人员的吸引力不断上升。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
中央副主席闫小培指出，后疫情时代全球新一轮人才

孵化基地比拼硬实力

本届年会上，同时发布了由留创园联盟与首都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编制的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
区孵化基地竞争力报告 （2021） 》（以下简称 《报
告》 ）。《报 告》 构 建 了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
化基地评价指标体系”，从
环境条件、运营管理、创
业服务、人才集聚、孵化
绩效等 5 个维度对 48 家基
地年度发展情况进行评价
和分析，从而呈现孵化基
地的年度全面发展情况与
工作成果，并遴选部分孵
化基地的建设经验和创新
举措作为案例展示。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院执行院长颜振军详细
介绍了评价条件中的 5 个
维度：环境条件主要反映
申报单位提供支持孵化资
金配置的合理性，提供的
第四批“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在本届年会上授牌。

施一公：

创新，永远向顶尖发力

据新华社电 首次发现次要剪接体的高分辨
率三维结构——2021 年他带领团队再获剪接体
结构的重大突破；
在 《自然》 杂志最新发布的 2021 年度年轻
大学自然指数中，他带领的西湖大学是上升最
快的 25 所年轻大学中最年轻的；
出顶尖成果，带拔尖人才，向世界一流研
究型大学迈进……54 岁的西湖大学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一次次挑战极限。
“心有大我，科学报国”——在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闪耀着以施一公为代表
的科学家们奋力前行的光芒。

痴心追梦

40 岁，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科学家创新能力
的巅峰时期。
2008 年 2 月，40 岁的施一公回到祖国，全
职进入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他的离开，让美国
生物学界颇为讶异不解。
彼时的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
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讲席教授，拥
有一整层楼的实验室、充裕的科研经费和优越
的生活条件。
为什么回国？这源于他从未动摇过的想法——
“能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
在拼命。我不想做祖国发展的看客、坐享其成
的乘客。”
因为“分量重”，施一公的回归被视为海外
高层次人才回归中国的一个“风向标”。在他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科技人才回到祖国。
从白手起家建设实验室，带领团队攻坚结
构生物学剪接体研究，到出任清华大学副校
长，影响一代年轻人，再到为改革而探索创办
西湖大学……回国 10 余年，他像个不停转的陀
螺，坚持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
为科技体制改革建言，他向来直言不讳。他
总是相信：对国家创新而言，良药苦口利于病。
做研究、带学生、办学校都不能耽误，然

孵化场地与设施和保障配套服务是否完备；运营管理
主要反映服务团队人员设置和运营管理合理性与专业
性；创业服务主要反映孵化基地提供技术服务、投资
融资、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服务情况；人才聚集主
要反映海外人才在申报单位聚集的意愿，即申报单位
吸纳海外人才、留创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孵化绩效主
要反映申报单位最终的服务成效和产出，解决社会就
业能力，是孵化基地能力的体现。
根据 《报告》 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前三批评
价的 48 家孵化基地分布在全国 21 个省 （自治区、直
辖市），在园留学人员企业达 3700 余家、留学人员近
1.2 万人；累计孵化留创企业 1.57 万余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7500 余家，上市挂牌企业 250 家；培育国家
和省市各级创业人才 5300 余名，其中有 750 余人入选
国家重大人才项目，在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产业促
进等方面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梳理后发现，前三批 48 家孵化基地
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其中北
京有 15 家“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占
比达 31.25%，广东、江苏、上海分别为 4 家，各占
比 8.33%。

1979 年，孟祥飞出生在山东临沂一个小村庄，从小品
学兼优。2006 年，孟祥飞考入南开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攻读
博士。
物理研究需要大规模计算平台支撑，当时国内超算资
源不足，孟祥飞前往国外留学。
2008 年，孟祥飞回国后，得知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筹建的消息，他毅然放弃所有的工作机会加入新团队。
“一定要研发中国自己的‘超算’！”这个念头，让孟祥
飞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超算中心连办公室都没有。孟祥
飞和团队成员一起从改造机房、安装电缆、机柜等体力活做
起。100 多台机柜，他们用双手组装完成；为了在离地 60 厘米
的机柜下接通信线路，他们躺在地上连续工作几个小时。
人员紧张，孟祥飞带头承担系统运维和晚间值班任
务。暑热袭人，他待在还是毛坯房的值班室，没空调、蚊
子多，陪伴他的只有闪烁的显示屏，实在累了困了，就在
装服务器的大纸箱上躺会儿，白天继续开发测试。
没日没夜奋战 7 个月，“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实
现了稳定运行。在国外，这通常需要 12 到 18 个月。
2010 年，在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大会上，“天河
一号”一举摘下了“世界最快”桂冠。听到消息，孟祥飞
眼泪夺眶而出。

矢志造重器
为国增底气
——记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孟祥飞
本报记者 朱 虹
隆冬时节，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却热火
朝天。
天河超级计算机应用研发首席科学家、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孟祥飞，正带领团队围绕“天
河”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算一次次创新攻关。
经过十几年如一日的努力，孟祥飞和团队
将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打造成国之重器。

破解创业团队“融资难”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级各类留学人员
创业园超过 350 家。破解创业过程中的融资难问题，
一直是留创园的工作重点，尤其对于刚回国的留创
团队来说，资金问题往往是最大的掣肘。帮助留学
人员获得启动资金，并在创业全周期范围内为团队
提供资金扶持，也是评价一家园区孵化和运营能力
的重要标尺。
留创园联盟也在进行着更多尝试，来帮助团队更
好地打通融资渠道。郎靖介绍，留创园携手全国百余
家投资机构，发起成立海创邦投资基金共同体。目
前,海创邦已投药石科技、南京工大环境、甘肃皓天
医药、中存超为、深圳圆周率等一系列企业，搭建
“海创邦”创业服务一体化平台，为海外人才在国内
创办企业、孵化项目、转化成果、开拓市场提供支
持，助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成长。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做好留创企业的资金支持
工作，尝试建立运营管理公司，通过园区担保、债券
融资、项目推荐、园区直投等多种形式，为孵化对象
拓宽融资渠道，减少融资成本，降低创业的难度。”
郎靖说。

而和家人却只能聚少离多。自言“把时间都用
在追梦上”的施一公，能回忆起的最近一次度
假还是 2018 年夏天回了趟云南老家。

探索前沿
“世界级成果”，在中国实验室产生！
2015 年，施一公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析出
RNA 剪接体的空间三维结构，一时间惊叹世界
结构生物学界。
剪接体是基因表达第二步中的关键分子机
器，其原子结构解析难度巨大，此前 20 年来许
多一流实验室都未攻下这座山峰。这是施一公
回国后的第一个 10 年拼来的成果。
购买实验设备，领导团队掌握相关技术，
数据收集、计算和结构解析……最难时每天工
作 16 小时，他总是实验室最晚走的一个。
如今，这一成果登上国际经典教科书 《生
物化学原理》 的封面。业内人士将其评价为
“RNA 剪接领域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近 30 年
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的最大
贡献”。
近年来，施一公团队接连取得世界瞩目的
突破：2017 年首次解析第一个人源剪接体结
构，2021 年首次解析次要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
结构，阿尔兹海默症重要蛋白结构γ分泌酶解
析持续推进……
“如果在我们这代科研工作者手上，没能让
中国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真正强起来，将是
我们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他说。

世界创新高地，必须有世界一流的顶尖人才。”
下大决心，不破不立。每一位入职西湖大
学的年轻博导，在 6 年的考察期内，不考核发表
文章、申请专利、头衔帽子、项目奖项……
唯一的要求是，6 年以后，要在自己的领域
做出原创性、不可或缺的科学贡献。
从2020年初周强实验室团队首次解析出新冠
病毒细胞受体的全长结构，到 2021 年吴建平团队
首次解析精子活化开关 CatSper 通道体，一些重大
原创突破相继在这块试验田上开花结果……这些
实实在在的成果，让身为校长的施一公信念更
加坚定。
从泡在实验室带学生做研究，到坚守讲台
给学生上大课，他把自己的知识、理念和科学
思考倾囊相授，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比起“院士”“校长”，施一公最喜欢学生
叫他“老师”。谈起门下的弟子，他总是如数家
珍；外出开会，他最爱和青年人交流，他们提
出的问题见解，他一一记在心上。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如今，施一公兼顾
实验室课题和新型大学创办，在前沿基础研究
和大学改革探索之间奔忙。
创新，永远向顶尖发力！在施一公眼中，
下一站的风景更美。 （记者陈芳 温竞华）

为国育才
2018 年初，天命之年的他又做出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离开清华。这时，他升任副校长 2
年多。
他要和同道一起，为国家创办一所“高起
点、小而精、研究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做高等教育、科技改革的探路者。
他总觉得，教育要为国计，要为民计。
“ 建设

施一公在工作中。
（图片来源网络）

孟祥飞 （左） 进行天河超级计算机测试。

“搞不好‘天河一号’的应用，我卷铺盖走人”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当时国外专家质疑“天河一号”，
认为“中国就是造了一台为排名而生的大型游戏机”；认为
“天河一号”速度再快，没有应用到创新产业领域，也只是
摆设。
孟祥飞知道，把超级算力转变为强大的生产力，才能让
中国在世界“超算”领域立足。作为应用研发负责人，他立下
了军令状：
“搞不好‘天河一号’应用，我卷铺盖走人。”
如何让“天河一号”与应用软件兼容，为各个科技、
产业创新领域构建对应的数字模拟系统或虚拟环境，成了
拦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2010 年，超算中心要在天河平台上搭建有关“药物筛
选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软件，这一软件可大大提升新药研
发进程，最大的困难就是软件无法兼容。“几十万行代码，
要找出问题在哪，相当于大海捞针。”白天，他和大家一起
调试机器，晚上一个人默默坚守。经过 20 多天上万次测
试，终于将一个不起眼的变量“揪”了出来，重新定义之
后，成功了！
承担国际聚变能源开发计划项目，天津超算成为中国
可控核聚变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构建我国第一个高分辨
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组织建设国家自主石油地震勘
探数据处理平台、“材料基因工程”高通量计算平台……在
孟祥飞和团队的努力下，“天河”如今支撑的各类重大重点
项目 2500 余项，每天完成计算研发任务近万项，支持了众
多世界一流研究成果以及产业技术突破。

“最美奋斗者”
在同事眼里，孟祥飞总是带着笑容，声音温和而坚
定，身上有股打不垮的韧劲。在近百人的年轻科研团队
里，大家都把他当成主心骨。
作为中心党组书记，每一次新成员加入，孟祥飞都要
讲入职第一课：“我们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创新，都在为国
家增添一分底气，这也是我们作为科技战线党员必须肩负
的责任。”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孟祥飞和团队
快速反应。经过两周不分昼夜的努力，世界首个新冠智能
影像辅助诊断系统成功上线，为国内外 200 余家医疗和科研
机构提供服务；他们研发信息平台，通过分析抗疫一线上
传的数据，分析出中药对新冠肺炎病毒有效的原因，并找
到有效成分。
“天河”超级计算机像一个超级大脑，可为各个领域创
新提供强大支撑，技术攻关和应用研发除了超级计算领
域，还涉及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石油勘探、生命科学
等，“只懂计算机远不够，必须要对具体领域有深刻理解。”
上下班路上、出差途中，孟祥飞永远在学习，他阅读
了上百本各领域专著，汇总整理资料超过 150 万字。
常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养成了几个习惯：笔记本电脑
基本不关机，可以随时打开工作；随身背着旅行包，可以
随时出差；不午休，短暂空闲可以处理不少事情……
孟祥飞成为国家“十三五”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高性能计算领域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先后荣获全国
先进工作者、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入选“最美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