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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1月8日上午在北京隆
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会议活动。习近平等为获奖
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
正主持大会。

上午10时30分，大会在
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18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
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钱七虎院士颁发奖章、证书，
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

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随后，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
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
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获
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
敬意，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
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
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科技
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刚刚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动
能持续快速成长。当前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促进高质量发
展，必须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
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大势，紧扣重要战略机
遇新内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增强
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要优化科技发
展战略布局，调整优化重大科

技项目。把基础研究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加大长期稳定
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产业化融通发展，构建开
放、协同、高效的科研平台。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科
技投入政策和经费管理制度，
扩大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
择、资金使用、成果转化等方
面的自主权，实行更加灵活多
样的薪酬激励制度，弘扬科学
家精神，严守科研伦理规范，
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扎
扎实实做事，不拘一格大胆使
用青年人，把科技人员创新创
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李克强指出，要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健全产学研一
体化创新机制。更多运用市

场化手段促进企业创新，只要
企业充满创新活力，中国经济
就有勃勃生机。要大力营造
公平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降
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提
升双创水平，加快构建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体
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
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对
外开放，在人员往来、学术交
流等方面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更加广泛汇聚各方面创新资
源。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
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据新华社电 记者8日
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针对
网上反映最高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
勘查合同纠纷案卷宗丢失
等问题，近日，由中央政法
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依
法依纪开展调查，相关事实
查清后将向社会公布。调
查组同时公布了联系电话。

看点一：磨“剑”砺“盾”，
最高奖颁给大国重器铸造
师。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
里眼”，一个潜心铸造“地下钢
铁长城”。刘永坦和钱七虎，
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一
同成为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得主。

看点二：“诺奖级成果”，基
础研究连续第6年有公认突
破。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国际
物理学界的前沿热点，许多科
学家相信，相关研究将加速推
进信息技术革命。它的国际首
次实验发现，诞生在中国。

论文当年在美国《科学》
期刊发表，物理学大师杨振宁
评价：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

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
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院士领衔的清华
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实验团
队因此获得2018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

看点三：聚焦关键技术，
用创新支撑“强国梦”。长期
以来，我国钢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但高速列车的耐磨轮轨、
输送海底石油的无缝钢管等
高品质特殊钢还依赖进口，一
个重要原因是不掌握电磁搅
拌系统的核心技术。

罗安院士领衔的“湖南大
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
历经20多年攻关，成为该领
域的世界排头兵，成果应用于

武钢、宝钢等国内外160多家
钢铁企业。他们获得科技进
步奖创新团队的荣誉。

看点四：民生“可感度”
高，科技要让生活更美好。从
生态环保到灾害防治，从农业
育种到卫生健康，2018年度
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面向
改善民生和生态环境建设的
科技创新成果涌现，是对“科
技让生活更美好”最佳诠释。

看点五：更多企业“登台
亮相”，创新主体地位还要不
断强化。本次共有303家企
业获科技进步奖，占获奖单位
总数的47%，其中民营企业数
量超过了国有企业，龙头骨干
企业如华为等表现尤为突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出席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和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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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
等奖3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7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
奖6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173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
等奖23项、二等奖148项；授
予5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见证中国创新磅礴动能
数读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共评选出278个项目和7名科技专家 本报讯 1月8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北京举行。我省再创
佳绩，共有16项成果荣获国
家科技奖励。按奖项类别
分，其中有国家技术发明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5项；
按牵头情况分，我省主持项
目有4项，参与项目有12项。

亮点一：我省农业优势
地位继续巩固。我省农业
领域获奖率达40%，高于全
国 18.16%的平均通过率。
今年我省在小麦和畜牧领
域有两项成果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分别是省
农科院许为钢研究员主持
的“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
郑麦 7698 的选育与应用”
和河南农业大学康相涛教
授主持的“地方鸡保护利用
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

亮点二：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取得新突破。由中铁
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李
建斌教授级高工主持完成
的“异形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亮点三：以核心技术引领
和支撑行业进步成效明显。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完成的

“交直流电力系统连锁故障
主动防御关键技术与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本次获奖情况看，总
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提名
项目获奖数量和获奖率位
居前列。我省提名获奖的
主持项目数量在全国列第
六位，提名项目获奖率为
28.57%，高于 18.16%的全
国平均通过率。二是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示
范带动作用不断凸显。16
项获奖项目有12项来自郑
洛新自创区；其中4项主持
获奖项目全部来自郑洛新
自创区。三是领军科研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我省主
持的获奖项目中，第一完成
人均是站在科技前沿或产
业高端的领军人才，其中两
人是第2次获得国家奖。四
是我省实施开放式创新结
出硕果。我省主持的4个获
奖项目，均是我省与省外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的成果。

国家科技奖揭晓

河南16项成果亮点纷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

●两位院士荣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永坦：1936 年 12 月出
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
授，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

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
论和技术奠基人、引领者，
1991 年和 2015 年两次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率领

团队全面自主创新，实现对海
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
突破，在工程应用中发挥重要
作用。

钱七虎：1937 年 10 月出
生，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
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
授。

60 余载从事防护工程研
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我
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系，解
决了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

爆炸以及新型钻地弹侵彻爆
炸等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术
难题，完成了我国防护工程领
域的时代跨越。

●5大看点见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属个人所得

近期，科技部、财政部联
合下发《关于调整国家科学技
术奖奖金标准的通知》，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标准由
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
人，全部属获奖人个人所得。

根据通知，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的特等奖奖金
标准由 100 万元/项调整为
150万元/项，一等奖奖金标准
由20万元/项调整为30万元/

项，二等奖奖金标准由10万
元/项调整为15万元/项。

调整后的国家科学技术
奖奖金标准自2018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起实施。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千亿矿权案”卷宗
丢失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