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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不可能任务”
剑桥博士首证超导电磁学新现象

省千人计划专家王为：“要为中国的超导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超导磁悬浮列车模型演示就像科幻片，将来一定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都不做跟风的研究，而是做5年以上前瞻性的研究。”
“年轻一代的超导科研工作者肩负着使命，要为中国的超导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吸引力
有胆识
责任感

川A车主不用急 上“蓉e行”退“五路一桥”费

2月11日，成都启动“五路一桥”退费已一个多月。但仍有不少上班族、出差族，由于工作等原因抽不出时间前往点位办理。
别担心，好消息来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了解到，为节约市民的退费时间，成都交警“蓉e行”平台新增“五路一桥退费申请”

功能，这意味着广大的川A车主从2月11日开始，可在手机上采用这个更为便捷的退费方式。
那么问题来了，手机退费有什么步骤？哪些车辆可以退？发票弄丢还能退吗？对此，成都交警和五路一桥退费工作人员作了权威解答。

哪些车可网上退费？
1.此次“五路一桥”费退费范围是

什么？
提前缴纳2018年及以后“五路一

桥”通行费年费的机动车，符合条件的
车辆按自然年度进行退费，不按照月、
季、半年或天等退费。

2.如何判断是否符合“五路一桥”
退费？

判断方法1：已缴纳了2018年及以
后年度“五路一桥”通行费年费的机动
车。

判断方法2：已缴费且行驶证最近
一次年审有效期至2019年或2020年的
机动车辆。

手机退费有什么步骤？
3.在哪里办理“五路一桥”退费？

需要准备什么资料（个人车辆、公司车
辆等）？

窗口退费：市区县车管所、交警分
局“五路一桥”退费窗口，需携带：

（1）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1
份（单位车辆提交委托书并加盖单位

印章，委托书需注明退费银行账户）；
（2）机动车所有人行驶证复印件1

份（注明联系电话）；

（3）机动车所有人银行卡复印件1
份；

（4）缴纳“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
的通用票据原件。

网 上 退 费 ：关 注 蓉 e 行 微 信 公
众号，进入“五路一桥退费申请”，
请车主根据系统提示录入相关信
息。

4.什么时间可以办理“五路一桥”
退费？

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
31日止。建议广大车主2月11日以后
网上办理退费。也可以于工作日9点
至17点到指定地点（市区县车管所、交
警分局、机动车检测站、4S店汽车登记
服务站）办理。

5.我的车辆已经过户，提前缴纳
的2018年“五路一桥”费是我交的，钱
应该退给我还是现车主？

退给缴费的原车主。
6.有哪些情况不能通过网上退

费，必须到窗口办理退费？
单位车辆，以军官证、士兵证、护

照登记上户的车辆须到窗口办理退
费。

7.网上办理退费业务后，需等待
多久时间钱能到账？

退费周期约为15个工作日。

哪些问题容易导致申请失败？
8.为什么我办理了退费业务，

告知我转账失败，需重新办理退
费？

建议您可以到网上重新办理（关
注蓉e行，选择“五路一桥退费申请”）。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退费失败：
（1）提供的银行卡非机动车所有

人银行卡。
（2）提供的银行卡为信用卡。
（3）提供非成都开户的银行卡办

理业务，并且未提供银行开户行。
（4）所留银行卡状态为冻结、挂

失、销户等情况。
9.我名下的车辆退费，我没有银

行储蓄卡，能不能用其他人的银行卡
办理退费？

不能。只能用自己的储蓄卡，否
则无法退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退费只需三步约5分钟搞定
“从即日起，符合退费条件的川A

车主，可点击进入‘蓉e行’就能快捷完
成退费申请了。”11日上午，在成都市
交管局内，成都市五路一桥车辆通行
费管理处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手机退
费的操作流程。

据了解，第一步只需点击进入微
信公众号“蓉e行”平台，然后选择右下
方的“五路一桥退费申请”功能，“首次
注册的要根据信息注册才能进入。”

在演示现场，记者看到，该工作
人员在完善资料进入上传界面。“下
一步，市民要根据提示，依次绑定身
份证、上传行驶证和五路一桥原始缴
费票据。”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票据遗
失了也别太担心，“遗失的话，需要线
上签署一份《票据遗失说明》就可以
了。”

“最后一步比较重要。”该工作人
员介绍，车主要绑定本人的银行储蓄
卡，“信用卡不能绑定。”记者注意到，
在申请成功后，页面会显示成功提醒，
而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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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英国剑桥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四川省“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四川大学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超导与新能源中心”副主任。国家留
学基金委和剑桥海外基金全奖资助的剑桥大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哈
默顿学院青年研究员候选、英国工程师协会优秀博士生奖候选、四川
大学优秀青年学者科研基金获得者、四川省电机工程学会先进个人。

主要从事超导技术在风力发电、高速磁悬浮车、核磁共振等方
向的应用研究，在国际著名期刊Applied Physics Letters、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Superconductor Science & Technology、IEEE
Transactions on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等发表SCI论文三十余篇，
授权中国专利3项。是多个国际著名SCI期刊的审稿人。

| 名 | 词 | 解 | 释 |

超导，是指某些物
质在一定温度条件下
电阻降为零的性质，导
体没有了电阻，电流流
经超导体时就不发生
热损耗，电流可以毫无
阻力地在导线中形成
强大的电流，从而产生
超强磁场。

深造
接过剑桥橄榄枝

见证学术圣殿的魅力

在申请博士入学资格时，王为获
得了三所海外名校的青睐，其中美国
一所超导领域排名第一的高校首先向
他抛来橄榄枝。不过一直在期盼英国
剑桥大学回复的王为态度很明朗：“我
还是想再等等。”

剑桥大学的申请充满挑战性，尤
其要对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考
验，“提交预先准备的科研计划后，导
师会对你进行考验。”王为从电磁学的
角度提出了一种研究高温超导体在高
速运动状态下，悬浮力的理论模型和
实验构想。一通电话之后，剑桥大学
的超导磁悬浮专家Tim Coombs教授
对王为新颖的研究思路表示赞许。

而后，剑桥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大
学向王为抛出了橄榄枝，“这所诞生过
牛顿、培根、达尔文、霍金，培养过98
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一直是我心
中的学术圣殿。”

2010年，王为踏上了去剑桥求学
的旅途。同时，他也成功申请到国家
留学基金委和剑桥海外基金为剑桥大
学博士设立的全额奖学金。全国获得
这项奖学金的仅有29人。

成果
首证超导电磁学
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创造性思维是王为在剑桥的研究
课题上能够脱颖而出的缘由，“我点子
特别多，经常去敲导师的门，告诉他我
有想法。”

为了考验王为的科研能力，导师
Coombs教授将最为棘手的科研课题
交给了他——超导无接触式充磁技
术。这项技术采用全新的磁体充磁方
式，利用交变磁场直接感应产生超导
直流电流。在当时看来，这违背了电
磁感应定律以及超导电磁学的经典模
型，国际上超导专家普遍认为是“天方
夜谭”。

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王为决定构
思并搭建一套特殊的实验系统，并开
始了夜以继日的研究。

“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克服所有的
困难！”这段话再一次写在了他的实验
笔记上。

王为清晰地记得，实验验证成功
的那天他激动得一夜没合眼，这个实
验结果证明了超导无接触式充磁的可
能性，也首次证明了一种新的超导电
磁学现象的真实存在，他的猜想得到
了证明。

这一超导无接触式充磁技术的实
现，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磁体充磁方式
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替代传统的昂贵
的磁体直流电源。可应用于超导风力
发电、核磁共振磁体、超导磁悬浮车等
领域，使超导磁体电源的成本大幅降
低。

2014年，王为在英国剑桥大学哈
默顿学院青年研究员申请人中名列前
六，在英国工程师协会优秀博士生奖
申请人中也排名前六。

与此同时，研究超导无接触式充
磁的博士毕业论文也饱受赞誉，王为
被剑桥大学答辩委员会评价为“为电
气工程和物理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方
向”。

务实
学成归国入川

做科研不急躁不跟风

博士毕业后，王为回国了。
一篇含金量足够高的毕业论文和

剑桥大学博士的光环加持，他原本可
以在更广阔的天地驰骋，“去剑桥留学
是国家提供的奖学金，现在学成了我
必须回国。”

对热衷科研的王为来说，时光对
他的改变，似乎只是从一个实验室换
到了另一个实验室，那颗乐于探索、勇
于创新的心未曾变过。

2016年，王为入选四川省“千人
计划”青年人才。2016年，为响应“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国务院办
公厅出台政策建设一批国家级双创示
范基地，四川大学国家级双创基地是
全国四个位于高校的国家级双创示范
平台之一，也是西部高校唯一（另外三
所分别位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和南京大学）。作为在超导领域已有
10年经验的青年力量，王为被学校任
命为超导与新能源中心副主任。
2017年，王为获得四川大学优秀青年
学者科研基金，也是当年电气学科唯
一获此基金的青年学者。此时，距离
他加入四川大学，不过两年时间。

目前，他正在将超导无接触式充
磁技术应用于医疗核磁共振、超导风
力发电机、超导磁悬浮技术等领域，并
同时开展了超导电机、超导磁悬浮、超
导磁共振磁体等方向的研究。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都不做跟风
的研究，而是做5年以上前瞻性的研
究。”这是王为从学术界前辈那学来的
科研理念，“我很赞同这个说法。”这是
他作为科研工作者想传递给学生的观
念：日新月异的科研环境下，依旧要秉
持创新理念，即便没有立竿见影的科
研成效，也切忌盲目跟风。

“年轻一代的超导科研工作者肩
负着使命，要为中国的超导事业发展
做出贡献。”对未来，他信心满怀。

回头看自己的成长经历，王为似乎一
直在“改变”。

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
他“换专业”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而后又
成功申请到剑桥大学深造，取得电气工程博
士学位，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未曾变过；他是
重庆人，离乡求学多年，也曾浸润在异国文
化里，山城人的热情和开朗未曾变过。

一月，成都迎来了一年中寒冷的季节，
往日人声鼎沸的大学校园，也因寒假的到
来多了几分宁静，不过位于四川大学江安
校区的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超导与新能
源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却是个例外。

作为中心副主任，王为正忙着装置新
添的几样实验设备。在中心建设之初，他就
建议按照世界顶尖大学标准来建设国际一
流的创新实验室。一年多时间，实验室也从
无到有，再升级成如今生机勃勃的景象。

震撼
被超导磁悬浮吸引
小伙“换专业”

初见超导磁悬浮时的震撼，王为至今
记忆犹新，“我觉得这像科幻片，将来一定
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2005年，王为还是西南交通大学土木
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无意间在一堂课上
解到磁悬浮，“那是德国超导磁悬浮列车模
型演示，视频里有一堵墙，但是超导磁悬浮
列车模型可以悬浮在墙的侧面移动。”王为
喜欢想象，视频中模拟的场景在他的脑海
里早已构建成画面。在他眼中，这就是未
来城市三维交通的雏形。“我一定要学这个
专业。”他打定主意，研究生时果断换专业
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师从世界首辆载
人高温超导磁悬浮车“世纪号”发明人王家
素教授。

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是继中低速常导
磁悬浮、德国高速常导磁悬浮、日本低温超
导磁悬浮之后的第四种磁悬浮技术，既不
需要主动控制，又能实现高速的无阻力运
动。王为了解到，早在2002年，美国真空管
道运输技术发明人就畅想了在真空管道中
运行时速上千公里的高温超导磁悬浮车。

这让他意识到，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是
一项可能改变未来人类远距离出行方式的技
术，也更坚定了他深入研究这项技术的决心。

“土木工程”到“机械工程”再到“电气
工程”，只是两字之差，实则差别不小。为
了补充新的专业基础知识，王为倾注大量
的时间钻研，“很拼，非常拼。”他从头开始
学习超导磁悬浮，半年内将电磁学、高等电
磁学的书本翻阅了十几遍，后来又醉心于
超导物理、磁悬浮技术的专著和科技文
献。实验做到凌晨是常态，回宿舍后通常
两点才能入睡，第二天上午8点又准时出现
在实验室。如此往复。

“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克服所有的困
难！”这是他在钻研的电磁学书本扉页写下
的话。这份努力也回馈给他简历上漂亮的
一笔：毕业季成功申请到剑桥大学的博士
入学资格。 王为与剑桥大学导师Tim Coombs教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受访者供图

王为在剑桥大学被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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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演示手机退费的操作流程。

走近“千人计划”专家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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