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5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科技硕果添彩“创新中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郭静原

2018 年是《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的方案》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的第一
年，与往年相比，本届科技奖励工作有六
大变化。

一是奖金标准提高了。《方案》明确要
求适当提高国家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增
强获奖科技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500
万元/人调整为 800 万元/人，奖金分配结
构也调整了，全部授予获奖人个人。这是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奖金额度及
结构的首次调整。1999年该奖设立之初，
规定500万元奖金中，50万元属获奖人个
人所得，450万元用作科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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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额度
也同步提高50%。

二是设计制作了新奖章。《方案》指

出，要按照建立健全党和国家荣誉表彰制
度的总体要求，强化奖励的荣誉性。

按照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
系的奖章规制，首次设计制作了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奖章，并优化了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奖章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中心图案
为五颗五角星，象征国家奖；外圈采用飘
带、牡丹花和翅膀等视觉元素，包含荣誉、
吉祥和科技事业展翅高飞等美好寓意。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奖章与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奖章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相
同，设计风格相似，但尺寸略小。

三是全面实行了提名制。国家科学
技术奖五大奖种全面放开专家学者提名，
同时取消了单位提名的名额限制，对提名
者资格条件、提名程序等机制进行了规
定。改革后，提名数量增幅达 38.9%。参

与提名的专家学者 367人，占提名总数的
8.7%。

四是试行了一、二等奖独立投票机
制。为引导科技人员找准定位，营造谦逊
朴实的良好风尚，提名一等奖的项目评审
落选后不再降格评为二等奖，提名二等奖
特别优秀的项目可以破格提升为一等奖。

五是完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换届，公平公正评审。经国务院批准，
2017 年完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换届工作。第五届奖励委员会由过去的
20 人增至 25 人，主要增加了专家委员
人数。

评审机制也在进一步探索完善。国
家科技奖统筹设计，合理发挥网评、初评、
评审委员会等各环节作用。网络评审实
行全盲管理，计算机随机遴选评审专家，
随机分派工作人员。初评会议一天完成

答辩，现场出结果。关键环节和过程录音
录像并存档。对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项目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随机抽查审核，
并接受监督，听取意见建议。

六是完成科学技术奖励监督委员会
换届，加大监督惩戒力度。新一届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成立后，科学技术奖励
监督委员会也进行了换届，增加了部门委
员的比例，委员由教育部、科技部等 6 部
门有关同志和2名专家组成。

在本届的评审工作中，强化了奖励全
程监督。监督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在网
评、初评、评审等关键环节实地监督指
导。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受理和初评阶
段，两次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项目异议
和信访举报全部按规定程序调查和处
理。强化评审工作纪律，要求评审专家评
审前签署诚信评审承诺书。

奖金提高了，新奖章来了，一、二等奖独立投票了——

六大变化让科技奖更精彩
本报记者 佘惠敏

1 月 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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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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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
外籍专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

据统计，通过评审的三大奖项，受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攻关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的占总数 88.2%。进步奖
中，企业参与的项目 108 个，占比 76.3%。
获奖人员仍以中青年为主，第一完成人平
均年龄54.9岁，最年轻的38岁。

强根基，基础研究实力提升

物理学取得突破性进
展，化学、材料科学和信息
科学等学科也解决了一批
前瞻性重要科学问题

2018 年度的各项国家科技奖获得者
充分体现了潜心研究的科学精神。本届
获奖项目从立项到结题的研究时间平均
为11.4年，从结题到提名国家奖的时间间
隔为 4.4 年。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是
科学家们平均 11 年坐冷板凳，近一成的
获奖项目研究时间超过20年。

获得进步奖一等奖的浙江大学龚晓南
院士是我国岩土工程界自己培养的第一位
博士，多年来，他发扬不怕吃苦、甘于奉献
的老黄牛精神，围绕我国软弱地基工程建
设的迫切需要，在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
及工程应用中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编制
的《地基处理》成为土木学科权威教材。

科学精神奠定良好基础。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领域，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加快赶
超，支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供给能
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全面加强基础
研究，各项举措成效初显，国家自然科学
奖已经连续 6年产生一等奖，物理学再次
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
团队利用低温电输运测量在国际上首次
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国际凝
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
之一，该项成果获得此次自然奖一等奖。

除物理学外，化学、材料科学和信息
科学等我国国际“领跑”学科，同样解决了
一批前瞻性重要科学问题。国家自然科
学奖代表性论文被引量逐年提升，我国已
跃居国际科技论文被引量世界第二，正对
世界科学发展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

更为可喜的是，西部地区基础研究能
力进步显著，四川、甘肃、陕西、重庆四省
市共有 6个自然科学奖项目获奖，涉及数
学、信息、地学、基础医学等多个领域。

除一些领跑学科外，也要看到，数学、
天文学、力学等基础学科近年来获奖项目
数量都维持低位，短板依然突出。

抓关键，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在交通、电力、机械、先
进制造等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的战略高技术领域，相继
攻克了一批关键技术

获奖项目还显示了我国自主创新能
力进一步增强。在交通、电力、机械、先进
制造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
领域，我国科技工作者相继攻克了一批关
键技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交通领域，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装
备制造业获得丰硕成果。由潍柴动力牵
头完成的“重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
及应用”获得进步奖一等奖。该成果改变
了我国缺少重型动力总成核心技术的被
动 局 面 ，产 品 在 国 内 市 场 的 占 有 率 达
70%，产销量世界第一。

清华大学牢牢抓住汽车智能化这一
重大变革方向，研发的“汽车智能驾驶辅
助系统”对实现汽车无人驾驶具有重要推
动作用，获得进步奖二等奖。

在电力领域，获得进步奖一等奖的复
杂电网自律—协同自动电压控制系统得
到大规模应用，社会效益显著。

此外，自主研制的麒麟操作系统、轨
道交通用磁牵引系统、大尺寸高性能激光
偏振薄膜元件、汽轮机减震阻尼叶片等成
果打破了国外垄断，改变了关键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的局面。

摘得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的湖南
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始终秉承

“装备改变品质、品质影响世界”的科研追
求，形成具有特色的团队文化、管理和考
核机制，不断凝聚人才开展科技攻关。

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领军人物罗安
自豪地向经济日报记者列出了团队自主
创新的成绩单：团队紧密围绕我国大功率
电能变换与控制领域的三大科学技术难
题，突破了六大共性关键技术，取得了国
际领先的 3个标志性成果，实现了核心技
术和装备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式发展。成
果已应用于首钢等国内外 200 多家企业
与国防单位，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逾
150亿元。

助民生，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农业、能源、生态环保、
防灾减灾、生命科学等领域
取得多项突破，创新成果
丰硕

本次获奖项目中，还有很多让人民生
活更美好的科技。

黄瓜怎么没有黄瓜味？西红柿的味
道为什么越来越淡了？这些常见的老百
姓对蔬菜品质的抱怨，已有科学家们关心
并着手解决。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带来的“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
基因研究”荣获此次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完成人之一、该研究所研究员黄三文
介绍，团队以黄瓜为研究对象，通过破译
黄瓜基因密码为突破口，将基础研究和育
种实践紧密结合，成功解决了华南黄瓜品
种变苦而丧失商品价值的生产难题，累计
推广种植约100万亩；项目的成功也带动
了其他蔬菜（包括白菜和番茄等）的基因
组研究，取得显著社会效益。

在能源领域，由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牵头研发的清洁高效炼焦技术与
装备取得重大科技创新，每年可以节约优
质炼焦煤 1290 万吨，获得此次进步奖一
等奖。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首创了
凹陷区砾岩油藏勘探理论技术体系，发现
了全球最大整装砾岩油田——玛湖特大
型油田，新增三级石油地质储量 12.4 亿
吨，也获得此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不仅传统能源绿色开发技术取得了
突破，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新能源
技术也在加速发展。我国海域天然气水
合物首次成功试采，首座大型海上风电场
并网稳定发电……一系列成果推动我国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在生态环保领域，从源头控制、清洁
生产、末端治理到生态环境修复全链条，
都有一批创新成果产出，实现了对挥发性
有机气体、焦化废水、多金属废酸、微细矿
物颗粒、废旧聚酯、电子废弃物、建筑固体
废物等污染物的高效处理与资源化治理，
将绿水青山交还给人民。

获奖成果还反映了我国防灾减灾保
障服务能力的增强，对农田酸化、水域污
染、地表形变、地质工程、台风等灾害的监
测能力不断升级。

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进步奖二等奖
的“肺癌微创治疗体系及关键技术的研究
与推广”项目，自 1994年起研究并建立了
全链条肺癌微创根治体系及关键技术。

“再好的技术不推广就无法惠及社会，我
们一直致力于将研究成果推广到全球胸
外科医生中。”项目完成人之一、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介绍，该项
目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国内首个获得英国
皇家外科学院认证的规范化培训平台，技
术体系已在国内 120 余家著名三甲医院
推广，培训国内专科医生超过5300人次。

新动能，企业争当创新主体

越来越多企业的身影
出现在国家科技奖的舞台，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
导作用显著加强

由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申报的“水力式升船机关
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发明奖二等奖。这种
利用水能作为提升动力和安全保障措施
的全新升船机，在船厢入水及漏水情况下
能依靠平衡重淹没深度的自动变化实现
自我平衡，显著提升了升船机的安全性、
可靠性、适用性和经济性。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更能找出工程
应用及生产生活中的痛点需求，从而指导
科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电网大范围山
火灾害带电防治关键技术”项目完成人之
一、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防灾减灾中心主
任陆佳政说。

陆佳政介绍，山火灾害遍及全球，是
近年电网安全运行最严重的危害之一。
该项目创造性提出山火“定量预测—风险
救援—雾绝缘带电高扬程灭火”的不停电
防治独特思路，发明全新的电网山火灾害
带电防治技术，已在 27 个省市电网广泛
应用，获得发明奖二等奖。

科技进步奖中，企业参与的项目占获
奖项目总数的75%，其中32%是以企业为
核心的产学研用联合创新。民营企业积
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研发投入力度不断
增强，研发人员占比不断提升，已经成为
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民营高科技企业表现尤为突出。信
息行业龙头华为公司完成的新一代刀片
式基站，自主研制了基带、中频、处理器芯
片，在超过170个国家商用部署，3年累计
销售收入达 2788亿元。该项目获得进步
奖一等奖，这已经是华为公司近 3年的第
4次获奖。

强基础、抓关键、务民生、促经济，从
2018 年度国家科技奖的舞台上，我们看
到各种科技成果灿然生辉，正在为中国梦
的实现注入创新动能。

何继善何继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
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奖代
表、“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术与
装备”项目第一完成人

我于 1985 年凭借双频激电法第一次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慢慢走上正确的科

学研究道路。作为一名工科学校的老师，

要注重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老老实实一

步一个脚印反复验证，用正确的公式进行

推导，获得正确的答案。

黄三文黄三文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
奖代表，“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基
因研究”项目完成人之一、中国农科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在我看来，科研有两个重要目的，一

是为了探究自然的奥秘，另一个就是服务

百姓生活。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科学

研究与创新如何更好地惠及民生。我作

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为能够帮助农民生活

得到改善、为科研成果落地成为家家餐桌

上的美味而感到欣慰，这也是我开展科研

工作的不懈动力。

陆佳政陆佳政

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
奖代表，“电网大范围山火灾害带电防治
关键技术”项目完成人之一、国网湖南省
电力公司防灾减灾中心主任

企业获得利润的根本动力就是技术

进步。除了市场环境外，我们要考虑产

品是不是都能注重提升科学技术水平。

只有各项性能指标不断完善，成本降低，

产品才具备竞争力。通过自主创新、成

果转化形成产业链条，一个真正有技术

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上越走越远。

高俊平高俊平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获奖代表，“月季等主要切花高质高效
栽培与运销保鲜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完
成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真正的现

代花卉业才开始出现。多年来，国家科研

创新辐射的领域多点开花，基础应用研发

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支持。如今，花卉产业

消费不断升级，开始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更需要

我们做科研的紧紧跟上，抓住行业发展的

好时机。

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本报记者 郭静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