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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
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71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
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7
名外籍专家获得国际合作奖。

从获奖项目和获奖专家中，我们可
以明显地感受到科技工作者们展现出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自信。从引领前沿到服
务民生，从自主创新到成果转化，中国科
技在各个领域不断开拓进取，正在努力
打造世界创新高地。

中国智慧

多点开花引领国际前沿

本届科技奖励大会，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开出“双黄蛋”，这是一个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的大亮点。

说意料之外，是因为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曾经多次空缺、连续空缺。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旨在奖励那些在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
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贡献的
中国科技成果。由于该奖项评选严格，
自2000年度至2017年度，18年中曾有9
个年度空缺。评出一个获奖项目就很
难，遑论两个。进入 21 世纪以来，仅在
2006年曾有过2项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说情理之中，是因为2013年度以来，
每年都有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产生。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获奖的领域，已从之前较
为集中的基础物理学，扩展到化学、生物
学，呈“多点开花”之势。

本次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两个项
目，都引领甚至开创了相关领域的国际前
沿研究，展示了中国智慧，可谓实至名归。

香港科学家唐本忠团队原创的“聚
集诱导发光”（AIE）概念，已成为一个由
我国科学家开拓引领、多国科学家竞相
跟进的研究领域。AIE 材料突破了传统
有机发光材料“聚集导致发光猝灭”这一
经典内容的制约，实现了越聚集越发光
的颠覆，已在光电、传感和生物等领域应
用，成为吸引60余个国家1100多个科研

单位的科学家们参与研究的热点领域。
唐本忠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科技正在谋求从跟跑到领跑的历
史性转身，我们要创立中国科学家的品
牌。AIE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品牌。”

而在“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
子机理及品种设计”项目中，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水稻理想株型
关键基因方面取得重要发现，率先提出
并建立了高效精准的设计育种体系。这
对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具有重大意义，
为“新绿色革命”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中国力量

自主创新服务国家战略

本次获奖项目中，不少项目服务国
家战略，彰显中国力量。

获得进步奖特等奖的特高压直流输
电技术，实现了中国创造和中国引领，对
加快我国能源转型升级、促进“一带一
路”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重大新
发传染病防治的“中国方案”也获得了进
步奖特等奖，这个成果实现了以防控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
防治体系的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向全
球提供了“中国经验”。中科院新疆理化
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家共建的中亚药
物研发中心，则为西部地区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此外，分布在油气开发、现代煤化
工、深海探测、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等多个
重要领域的获奖项目，都通过自主创新
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加
快海洋强国建设，深化高铁“走出去”战
略，保障国家网络安全提供了科技支撑。

国防科技自主创新也再攀高峰。国
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关
键技术突破，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
益，推进强军兴军提供了强大科技支
撑。从2012年至2016年，国防专用项目
已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7项，
占到总数的一半，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7
项，约占总数的六成。今年又有一项“国
之重器”评审通过为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还有光学仪器和航天航空领域的两项重
大成果评为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本次获奖的两位最高奖得主，也都
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服务国家战略的自
主创新事业：一位是王泽山，武器弹药领
域的科技专家，是我国火炸药领军人物，
推动了我国进入火炸药强国的进程。另
一位是侯云德，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现代
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
系的主要奠基人。

中国责任

转型升级改善人民生活

本次获奖项目中，有不少服务民生
的科技成果。

肝脏和乳腺疾病是危害数以亿计国
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医学
超声成像技术进行早期诊断，是提高治
愈率和改善愈后的关键。但传统 B 超成
像对肝硬化检测敏感性差，对乳腺癌检
测特异性差。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与当地企业联合开发的高端超声影像
产品，解决了传统 B 超技术的瓶颈，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高端超声产品国
产化，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的跨越式发
展，获得本次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获奖项目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也成果丰硕。比如农业机械制造和高端
农业装备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为实现
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青
岛农业大学牵头研制的多种型号花生机
械化播种与收获装备，获本年度进步奖
二等奖，为实现花生全程机械化和农民
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评审通过的获得国家进步奖的
3个创新团队，2个扎根西部，1个来自中
部，他们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同
时，也将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主战场。
中科院寒旱所冻土与寒区工程研究创新
团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扬高原
牦牛精神，为我国青藏铁路、青藏公路、
中俄输油管道、哈大高速铁路等寒区重
大工程提供了关键的科学和技术支撑。
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服务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需要，攻坚克难不断创新，已
形成持续领跑世界的创新团队，使我国

杂交水稻始终稳居国际领先水平。西安
交通大学热质传递数值预测控制及其工
程应用创新团队，不仅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还有多项创新
成果得到大规模应用，取得显著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中国活力

企业主体踊跃参与创新

本次大会获奖项目中，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进一步凸显。今年技术发明奖通
用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占 81.6%，比
去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为近 5 年最高，
说明企业在原始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大
幅提升。同时，企业以重大项目为依托，
技术创新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2012年
以来的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特等奖
一共9项，企业牵头的7项；一等奖64项，
企业牵头的 30 项，与其他类型的创新主
体相比，企业占据了优势地位。

获得本次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就由国家电
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牵
头完成，该技术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输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技术水平
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实现了中国创造和
中国引领；

获得进步奖一等奖的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研发与应用项目，由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牵头完成，蛟龙号在国内外产
生了巨大反响，实现了中华民族可下五
洋捉鳖的宏伟梦想，已成为海洋强国建
设中的大国重器；

获得进步奖一等奖的煤制油品/烯烃
大型现代煤化工成套技术，由神华集团
公司牵头完成，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需
要的重要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获得进步奖一等奖的南海高温高压
钻完井关键技术，由中海油公司牵头完
成，该成果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海上高温
高压钻完井技术先进行列，安全高效建
成了我国第一个海上高温高压气田。

走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我们有
理由相信，一年一度的国家科技奖励大
会，将见证蓬勃进取的中国科技力量，走
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本报北京1月8日讯 记者佘惠敏

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获悉：
2017 年科技奖励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继续稳中求进，主要
从六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继续拓宽专家和学术组织推荐
渠道。2016年拓宽了自然科学奖专家推
荐的渠道，得到了科技界积极响应。在
此基础上，2017 年进一步拓宽了技术发
明奖通用项目专家推荐的渠道。本年度
自然科学奖推荐项目中，专家推荐84项，
占比 40.2%，评审通过项目中，专家推荐
19 项，占比 54.3%，而且两个一等奖项目
全部由专家推荐。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
中，专家推荐64项，获奖12项，分别占推
荐总数和获奖总数的30.3%和24.5%。

二是试行定额评审制度。近5年，三
大奖总数基本呈逐年减少趋势。经征求
相关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意见，并结
合近年来工作实践的综合考虑，2017 年
试行授奖数量总额控制，三大奖总数不
超过300项。按照上述规则，本年度在评
审委员会阶段对技术发明奖试行了差额
投票，差额 9 项，为进一步完善定额评审
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是限制完成人频繁报奖，遏制论
文堆砌。为了引导科技人员潜心研究，
加强科研成果的沉淀积累和实践检验，
对完成人报奖间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用
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规定 2015 年和
2016 年三大奖获奖项目的全部完成人，
不能作为2017年三大奖推荐项目的完成

人，遏制了部分完成人搭车报奖、拼凑报
奖的现象；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提交评
审的论文专著数量，从原来的“不超过20
篇”减少为“不超过 8 篇”，力求营造求实
创新、“重质量、轻数量”的风尚。

四是细化专用项目评审组，加强专
用项目审查。根据专用项目所属的学科
专业，进一步细分了评审组，并专门设立
了“基础及前沿技术”评审组，支持鼓励
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基础前沿的科研成
果。同时，进一步加强专用项目的保密
审查力度，凡是可以在通用评审的项目，
一律转到通用组评审。本年度有 1 项医
疗卫生类项目，经严格审查和专家咨询，
从专用组转到通用组，保证了评审的公
信力。

五是持续在纪律建设上下功夫。在
评审活动中，所有节点遵循“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按章办事”的原则，从制度层
面和操作层面，最大程度杜绝人为操作
的可能性。

六是不断增强评审的公开透明度。
本年度进一步加大公示力度，增加了对
自然科学奖知情同意证明等内容的公
示；扩大评审旁听参与面，从 137 位申请
人中随机抽取 20 位旁听代表，分别参加
两场公众旁听活动；坚持初评结果新闻
发布制度，初评会后，组织召开了国家科
技奖初评结果公示发布会，在科技部和
奖励办网站同步公布三大奖通用项目的
初评结果和评审专家名单，全方位接受
社会监督。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科技新花绽放人民大会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推进六大改革
严格规定完成人报奖间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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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山王泽山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我从事火炸药研究60多年，这已经成为我

此生的事业。火炸药的诞生已有千余年历史，

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然而近代以来，

我国研究相对滞后。为此，一代代科学家自主

创新、无私奉献，攻克了武器装备关键技术，为

中国火炸药技术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鞠躬尽瘁，

最终实现该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突破。

我感到，科技工作者已经迎来了新的历史

机遇，应继续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大力推动科

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

民经济，为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而不

懈奋斗。

侯云德侯云德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很荣幸也很兴奋可以获得这个奖项。重大

传染病对我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

了巨大威胁，必须针对防治中的关键问题开展

多学科协同攻关。这些年我只是把本职工作做

好而已，我国还有许多长年致力于分子病毒学

研究、基因工程药物研制的一线工作人员，以

及为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和传染病

防控技术体系建设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们。

在这个奖的鼓舞下，我们更要继续为祖国

的防病事业不懈奋斗，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李兰娟李兰娟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
奖代表、“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
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
目第一完成人

获得这个奖，我感到十分激动。这是该奖

项设立以来，我国医药卫生行业“零的突破”。

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创

新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医疗卫生体系日益完善。

这个奖也是我们整个团队不懈努力的成

果，不仅是对我们过去十几年所做工作的褒奖

和肯定，更为今后新发传染病防治工作定下基

调、指明方向。未来，我们要敢于探索、乐于创

新、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继续为人民的健康事

业贡献力量，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贾振元贾振元

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奖代
表、“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高质高效加工
技术与装备”项目第一完成人

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为国家建设服务，并

得到认可，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年，党和国

家越来越重视人才，越来越重视科技在国家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大科学技术研究力度，

一些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这必将为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综

合国力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要继续努力，强化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在

新的历史时代，为我国的科技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高翔高翔

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奖代

表、“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项目第一完成人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感到非常幸运，生

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好时

代。我们这项成果的诞生是团队合作、长期耕

耘的结果，也得益于国家、省部和学校为科研创

造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绿色发

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为

我们团队指明了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也激励

和鞭策我们在新时代的科技创新中更加努力，

培养更多年轻优秀的新时代能源环保人。

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记者 张 铎摄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李芃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