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由我省单位主持和参与完成的 31
个项目获奖，再创新高。 其中，国防科
技大学主持完成的一个项目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项目中， 我省单位主持完成
的有 15 项，集中在电子信息、轨道交
通、高端制造、农业加工等领域。 特别是
基础研究成果集中， 这也是国家和省自
然科学基金长期支持的结果。 我省单位
参与完成的 16项获奖项目中，1项获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2 项获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凸显我省科技交流合作水平。

从奖种来看， 主持完成项目覆盖
三大奖种。 除一等奖项目外，“多模图
像结构化稀疏表示与融合理论方法研
究” 等 3 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大型低速高效直驱永磁风力发电
机关键技术及应用” 等 3 项获得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红土镍矿冶炼镍铁及冶炼渣增
值利用关键技术与应用” 等 8 项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胡宇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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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 ~11 日，2020 年全国科
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 总结 2019 年工作，
部署 2020 年重点任务，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决胜迈进创新型国家
行列， 以优异成绩助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科技
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作工作报告。

王志刚指出，2019 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科技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狠抓科技攻关，强化
基础研究，加大科技改革力度，完善科
技创新治理体系， 加强科研伦理和学
风建设，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扩大科技

开放合作， 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的
进展。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嫦娥四
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 长征五
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新一代极
地破冰船“雪龙 2”号正式交付使用、北
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 商用
全面展开。 重点领域政策举措加快落
实落地，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开展扩大
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改革，推
进科研人员减负 7 项行动，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 高企优惠政策惠及各
方，推进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破除“四
唯”倾向，推动建立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 人才签证、 永久居留转换衔接机
制。 创新空间拓展迈出新步伐，国际科
技合作全方位深化，全面促进“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合作，发布“创新之路”合
作倡议，以开放促进发展、以合作实现

共赢。
王志刚要求，2020 年要重点做好

以下十个方面工作。 一是统筹推进研
发任务部署，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和基础研究。 二是编制发布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 形成跻身创新型国家前
列的系统布局。 三是优化创新基地布
局， 打造国家实验室引领的战略科技
力量。 四是加快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应
用，培育壮大新动能。 五是大力发展民
生科技，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支撑。 六
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创
新布局，增强地方创新发展水平。 七是
深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主动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 八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体系效能。 九是激发人才创
新活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 十
是加强作风学风建设， 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 吕骞

科技部：2020年做好十方面工作

透视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月 10 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96 个项目和 12 名科技专家。 其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46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5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5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
等奖 6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5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22 项、二等奖 160 项；授予 10 名外
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黄旭华、曾庆存两位院士摘得 2019 年度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曾经 9 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连续 7 年产生得主。

黄旭华（左）与曾庆存两位院士。

科技报国 誓言无声

每年国家科学技术奖， 最受关注的
无疑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

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一
位又一位科学巨匠的名字闪耀着这份荣
誉的榜单。

1999 年以来， 共有 33位杰出科学家
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们以亲身
行动阐释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
涵，他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激励着广大
科技工作者奋斗不息、创新不止。

2019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
予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
究所黄旭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曾庆存院士。

生于 1926 年，在炮火和动荡中走过
少年和青年的黄旭华，立志科学救国。 为
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他隐姓埋名、以身
许国，阔别家乡 30 载。 黄旭华说，一开始
参与研制核潜艇， 就知道这将是他一辈
子的事业。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 就一边设
计、 一边施工； 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
据，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控制核潜艇
的总重和稳性，就用磅秤来称……

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解

决了一个个尖端技术问题，使中国成为世
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
从此有了护卫国土的“水下移动长城”。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当
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 我就一次流
光；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
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黄旭华说。

明天天气怎么样？ 当人们掏出手机，
自由享受天气预报带来的便利时， 有一
位科学家的贡献应该被永远铭记。

曾庆存提出的“半隐式差分法”，是
世界上首个用原始方程直接进行实际天
气预报的方法， 这一算法至今仍是世界
数值天气预报核心技术的基础。

如今，3 天预报准确度可达 70%至
80%，在我国华南地区，可提前 3 至 4 天
对台风路径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报。

2009 年，年事已高的曾庆存仍然“金
点子”不断，他与其他科学家萌生了建立

“地球模拟器”的想法。2018 年，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在北京市怀柔科学城破土动工， 将为国
家防灾减灾、 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
提供科学支撑。

曾庆存总是把“国家需要” 挂在嘴
边、放在心上，他时常用一句话勉励和要
求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真理献身，凭黄
牛风格、具赛马精神。 ”

青年成基础研究生力军

树高叶茂，系于根深。 基础研究是我
国提升原创能力的关键和突破口。

手性分子是大多数药物的活性成
分。 这类分子具有两个异构体，如同人的
左右手，互成镜像，但不能重叠，因而也
具有明显不同的生物活性：一个有药效，
另一个则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为
精确获取有药效的“那一个”，不对称催
化是当下的主流手段， 其核心是手性催
化剂。

历时 20 年，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周其林带领团队发现了手性螺环催化
剂， 一个催化剂分子可以将 455 万个原
料分子转化成目标分子， 这是目前最高
效的手性催化剂。

此次科技奖励大会上， 周其林团队
的这一发现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改革，进
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
从衡量基础研究的重要指标———国际科
技论文来看，数量不断增长，多年稳居世
界第二位。

“做好基础研究，赶时髦不行，跟热
点也不行， 需要‘十年磨一剑、 敢坐冷板
凳’的精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
侯增谦院士说，基础研究既要注重科学兴
趣驱动下的自由探索，也要聚焦国家重大
需求，解决背后的重大基础问题。

侯增谦领衔的研究团队经过十余年
潜心研究建立的“碰撞性斑岩铜矿成矿
理论”，在此次科技奖励大会上摘取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该理论大幅度发展
和完善了国际矿床学界的经典斑岩铜矿
理论， 极大拓宽了全球斑岩铜矿的勘探
区域， 并被西藏等地系列找铜新突破所
证实， 为我国铜矿勘探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支撑。

更可喜的是， 青年科技工作者已成
为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 成为
科技创新队伍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 数
据显示，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
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 44.6 岁， 第一完成
人平均年龄 52.5 岁，分别比 2018 年下降
了 2 岁和 2.6 岁，超过 60%的完成人年龄
不足 45 岁。

创新成果多点开花

今年获奖的成果中， 从半导体照明
关键技术，到水污染防治、土壤修复等领

域的创新成果，再到治疗疑难杂症、护卫
“舌尖上的安全” ……通过紧扣经济发
展和民生急需、 把准科技创新的着力
点，让技术更加贴近群众、创新真正造
福人民。

以 LED 为核心器件的半导体照明，
被认为是继白炽灯之后的第二次照明革
命，其电光转换效率是荧光灯的 5 倍、白
炽灯的 20 倍。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李晋闽研
究团队经过十余年联合技术创新， 率先
突破了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半导体照明关
键技术，实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 LED 芯
片产业化。

“制浆造纸清洁生产与水污染全过
程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构建了
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水污染全
过程控制新模式；“稻田镉砷污染阻控关
键技术与应用” 项目为土壤污染防治提
供有力技术支撑……

从污染机制的基础研究到空气质量
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壤修复等领域创新
成果硕果累累， 支撑引领了绿色高质量
发展。

为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南京鼓楼
医院孙凌云研究团队历时 18 年，首创异
体间充质干细胞（MSC）移植治疗法，确
立异体 MSC 移植治疗自身免疫病优化
方案，目前已推广到全国 30 多家医院应
用，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突出贡献。

一项项科技成果， 切实服务经济发
展和民生急需， 是中国式创新的最佳注
脚。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是
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 一个
创新的中国， 必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发动科技创新
的强大引擎，乘风破浪，向着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