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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科研优势再显

今年，洛阳市企业在煤化、石化领域双双
获奖，再次凸显了洛阳化工领域强大的科研实
力。

煤化创新实现“点煤成金”。中国富煤缺
油，加快发展大型现代煤化工技术意义重大。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煤
制油品/烯烃大型现代煤化工成套技术开发及
应用”项目，形成了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60
万吨级煤制烯烃成套技术，标志着我国成为全
球率先掌握以煤制油品/烯烃为代表的大型现
代煤化工成套技术的国家，实现了现代煤化工
核心装备的“中国创造”。

石化技术助力绿色发展。延迟焦化是一
种重要的石油二次加工技术，洛阳涧光特种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提高轻油收率的
深度延迟焦化技术”项目开发了结焦速率低、
停留时间长、处理量大、轻油收率高的深度延
迟焦化技术，目前已在全国50多套延迟焦化
装置上获得成功应用，总加工规模超过 5500
万吨/年，接近全国延迟焦化总规模的50%。

先进制造再创佳绩

高质量复杂铸件制造水平是国家综合国
力的重要标志。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参与
完成的“复杂铸件无模复合成形制造关键技术
与装备”项目，发明了复杂铸件无模复合成形

制造方法，使得铸造时间缩短50％到80％，成
本降低30％到 50％，精度提高2到 3个等级，
铸件减重10%到20%，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对
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绿色制造和创新发展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参与完
成的“超细贝氏体钢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通过攻克国际上最先进的纳米贝氏体轴承
制造新技术，降低了可承受巨大冲击载荷轴承
的生产成本，以新材料、新技术实现轴承生产
领域的革命性创新，助力我国轴承的生产技术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建功越洋“世纪之隧”

广深港高铁是连通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区
的高等级电气化铁路，其中狮子洋隧道全长
10.8千米，速度目标值时速350千米，2011年
贯通。该隧道被工程界专家誉为中国铁路“世
纪之隧”，是引领国内隧道施工从穿江时代向
越洋时代延伸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当时中国最
深的水下隧道和首条水下铁路特长盾构隧道，
无论是长度、直径，还是时速目标值，均可以与
英法海峡隧道等相媲美。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高速
铁路狮子洋水下隧道工程成套技术”项目，攻
克了水下隧道施工面临的八大技术难题，探索
出一套软硬不均地层特长水下隧道泥水盾构
施工技术，首次采用的“相向掘进、地中对接、
洞内解体”的施工方式，攻克了盾构江底对接
世界级难题。

基础材料打破垄断

“高强高导铜合金关键制备加工技术开发及
应用”项目是河南科技大学主持、联合中铝洛阳铜
业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共同完成的获奖项目。

该项目围绕航空航天、超/特高压电器、大规
模集成电路等领域用高强高导铜合金，突破相关
共性技术难题，开发出高强高导铜合金关键制备
加工技术，整体水平达国际先进，部分指标国际
领先。项目成果打破了国外企业对集成电路引
线框架带材市场的垄断，为我国航空航天、武器
装备关键部件提供了材料保障，目前已在全国
12家企业实现应用，近3年新增销售额45亿元。

骨科医学国际领先

寰枢椎处于人体颈椎位置，属颅颈交界
区，是连接生命中枢的要塞。寰枢椎脱位是一
种严重的致残性疾患，严重寰枢椎脱位的死亡
率高达71%。由于寰枢椎毗邻延髓生命中枢
和椎动脉等，此前国际上寰枢椎脱位的外科治
疗一直是医学“禁区”。

洛阳正骨医院参与完成的“寰枢椎脱位中
西医结合治疗技术体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项
目，首创寰枢椎弓根钉技术，为病人找到切实
可行的治疗方案，大幅降低手术死亡率至
0.3%。该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SCI收
录论文入选1900年—2014年“世界100篇最
有影响力的颈椎外科论文”，现已在全球31个
国家实现广泛临床应用。8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钰 刘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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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来自河南科
技大学的“中原学者”宋克兴教授主持的“高强
高导铜合金关键制备加工技术开发及应用”项
目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仔细“盘点”，该校已连续五年获得六项国家
科技奖：2013年，魏世忠教授主持的“高钒高耐
磨合金及复合技术的工程化应用”项目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14年，马文锁教授作为
主要完成人的“耐烧蚀复合材料用碳纤维多向预
成型体结构设计、控制、制备及应用”项目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5年，高建平副教授作为
主要完成人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6年，魏世忠教授主持的“重型装备大型铸锻
件制造技术开发及应用”和陈双臣教授参与完成
的“设施蔬菜连作障碍防控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两项成果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该校科技创新缘何呈现出“井喷”之势？
近日，记者走进河南科技大学，探寻其中奥秘。

打好“特色牌”：
搭建产学研“引力场”

特色是兴校之本。在60多年办学历程中，
学校形成了产学研合作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搭
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引力场”。

学校党委书记孙金锋介绍，学校的优势特
色学科专业与河南五大国家战略规划优先发
展的支柱产业高度契合，为服务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机械装备先进制造和有色金属共性技
术两个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成果展厅，映入眼
帘的是一项项科技创新成果，一张张凝结着科
研人员心血与汗水的荣誉“答卷”：协同中心与
洛阳钼业开展相关研究，成功打破国内市场大
型单重钼板依靠国外进口的局面；与安阳锻压
工业有限公司合作研制出智能型数控锻造机，
开发的产品能节省原材料15%，延长疲劳寿命
70%，已实现批量出口；研发的重型装备大型铸
锻件制造技术掌控了“独门绝技”，打破国外技
术封锁，产品拿下了世界最大自磨机端盖和球
磨机齿圈、世界最大海工节点、世界最长单体离
心管模等7个“世界之最”；研发的高强高导铜合
金关键制备加工技术打破了国外对集成电路引

线框架带材的市场和价格垄断，为我国航空航
天、武器装备关键部件提供了材料保障，已在全
国 12家企业应用，近 3年新增销售额 45亿元
……协同创新中心源源不断的技术成果，正有
力地推动着洛阳当地装备制造业飞速发展。

打好“文化牌”：
建造创新“永动机”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人难以自强自立，一
项没有文化底蕴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在长
期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形成了“自强不息，追求
卓越”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河科大
人攀登科技创新的高峰。

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宋克兴教授对记者
说，这个奖项的获得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是二三十位教授、近百名硕博研究生共同奋斗
20多年才攻克完成的。回想起科技攻关的艰
辛，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在做短流程制备
Al2O3弥散强化铜合金的研究时，为了更贴近
生产实际和增强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可靠性，使
用了实际生产中重约200kg的锭，筛粉混粉量
大，实验室也没有除尘设备，装完一个胶套的
铜粉，大家洁白的口罩就都变成了红色。

魏世忠教授团队铸造的最大工件重达520

吨，由于完全凝固要几天几夜时间。铸件极易
出现气泡、疏松、空洞，甚至断裂等，造成报
废。车间里铸件旁温度高达70多度，魏世忠与
课题组的博士们和工人师傅一样，头戴防护
帽，身穿防护服，脚蹬防护靴，全副武装，防护
服干了湿、湿了干，防护靴里都浸满了汗水。
他们日夜守护在现场，精心观察、记录、分析、
研判铸件凝固过程的微小变化，随时解决出现
的问题，才有了铸件的成功。

打好“人才牌”：
构筑高端“群英会”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离不开高水平的
科技人才队伍。学校近年来把高端人才汇聚
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每年投入 6000
万元，加大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引进与培养的
力度，努力打造一支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发展
相适应的高端人才领军的科技创新团队。“高
端人才汇聚工程”实施以来，已成功引进国家

“千人计划”学者5人，居全省高校首位。
宋梁博士是学校成功引进的国家“千人计

划”人选之一。作为国际认知网络的主要奠基
者和引领者，他正在以洛阳为中心完善下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链，建成“国家级别城市大数据

网络及服务工程技术中心”，实现综合性智慧
城市大数据采集和服务的创新示范。

在爱思唯尔发布的2016年中国高被引学
者榜单中，王明亮教授、张玉玲博士再次登榜，
这是继 2014年和 2015年之后第三次入围该
榜单，学校入榜人数位列河南高校首位。

多名教师在《Nature》子刊、《柳叶刀》和
《德国应用化学》等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打好“管理牌”：
建设创新“活力源”

机制不活，创新难激励。
学校紧紧抓住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

度地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数策并
举，学校创新发展结硕果：学校先后成为全国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国防科工
局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三个学科入选
国家国防特色学科；2015年、2017年，分别获批

“高端轴承摩擦学技术与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和“金属材料磨损控制与成型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两个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学校连续三年跻身发明专利授权量全
国高校前50强，位居河南高校首位……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学校坚持办学生的
大学、学者的大学、崇尚学术的大学和具有一
流校风的大学的结果，与学校长期深厚的积
淀、近几年干事创业的氛围密不可分，体现了
学校合并组建以来的办学成效。”校长孔留安
在学校举行的庆祝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座谈会上如是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吹响了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劲号角。河南科技
大学乘着十九大的东风，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始终坚持打好“四张牌”，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努力做到“河南有名分，全国有地位，
创新有特色，转化有作为”，为国家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再立新功、再铸辉煌。8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

一等奖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煤制油品/烯烃大型现代煤化工成套技术

开发及应用”项目
二等奖
■洛阳涧光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轻油收率的深度延迟焦化技术”项目

■河南科技大学、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高强高导铜合金关键制备加工技术开发

及应用”项目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铁路狮子洋水下隧道工程成套技术”

项目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寰枢椎脱位中西医结合治疗技术体系的

创建与临床应用”项目

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

二等奖
■庞碧涛（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超细贝氏体钢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李锋军（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复杂铸件无模复合成形制造方法与装备”

项目

洛阳七项成果喜获国家科技奖

河南科技大学

连续五年获六项国家科技奖

获2017年度
国家技术进步奖
“中原学者”宋克兴
（左三）教授主持的
项目

洛阳市有关单位
主持或参与实施的获奖项目

相关链接

第 一 拖 拉
机股份有限公
司喜获国家技
术发明奖，图为
第三装配厂拖
拉机生产线。

新华社发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松战 通讯
员 王思臣）随着分别投资 150亿元的格力
自主创新智能制造基地、银隆新能源产城融
合产业园项目以“洛阳速度”稳步推进，自创
区、自贸区等国家战略的示范带动效应在洛
阳高新区初步显现。

记者从洛阳高新区近日召开的2018年
经济工作会上获悉，洛阳高新区抢抓自主
创新示范区和自贸区建设“两区叠加”机
遇，着力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创新主体、提
升主导产业、加快产城融合、完善公共服
务，预计全年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将首次
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0%以上。

据了解，2017年，洛阳高新区紧密结合
省、市推进自创区建设“30条”政策措施，制
定出台了《洛阳高新区关于加快推进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研究报告》《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规划》，在全区设立每年不低
于1亿元的自创区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和奖
励核心区的创新创业活动，吸引了一批优秀
企业项目入区投资发展。

在自贸区建设方面，洛阳片区积极推进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创新开发“一照通”平
台，目前已完成“三十五证合一”试点、全程
电子化试点以及国家商标注册洛阳窗口等
工作。在开放利好政策的积极带动下，该区
（含自贸区）去年新增注册企业 1500多家。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11.1 亿元（出口 10.2 亿
元，同比增长18.8%）。

根据上海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2017中
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有关统计报
告显示，该区荣登“中国产业园区百强榜
单”，在全国 365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中排名
第68位。

据洛阳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
将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叫响擦亮“两
张名片”，抢抓善用历史发展机遇，以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载体，着力完善创新生
态体系，以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建设为契
机，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着力建设洛阳
市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区、创新驱动发展的
核心区、开放合作发展的先导区、产业转型
升级的引领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和决
胜全面小康的标杆区。8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杨鸿雁

日前，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发
布了《关于公示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入选的公告》，河南省新悦环境科学技
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64岁的环保专
家周悦先入选“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这也是
我省环保业界唯一上榜专家。

周悦先是偃师人，自 1985年走上环保
工作岗位，先后在环境监测、环境保护设计
综合设计研究岗位上工作。参加工作30多
年来，周悦先一头扎进了人类社会环境保护
行业，勤勤恳恳，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
难，攀登上了一个个事业的高峰。

2008年退休以后，她仍情系环保，带领
着一批环境科技新人继续从事心爱的环保
事业。“就是做再大的难，也不能退缩。”这是
她的信条。由此，在后来的这十年间，她勇
敢地带领她的团队，不断克服资金、人才、设
备、管理等多方面的困难。近10年间，她和
她的团队以优质工作、优良技术，服务了省
内外500余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为160余
企业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制订应急预案；为
100余企业工艺废水提供了高质量环境污染
治理；为近百企业工程建设提供了优良环境
监理，帮助企业实施了 4600余项新技术改
造项目……有力保护了环境，推动了工业生
产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在环保应用领域创业创新，她主持发明
的《SIF法去除工艺废水中氰化物技术及一
体化装置》达国际先进水平,获河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在黄金冶炼、电镀等行业得到
推广应用，生产废水氰化物去除率99.99%。
持有国家专利22项，为有效解决工业废水及
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处置作出突出贡
献。

她还多次应邀出席国际生态环境大会，
国际自然农法大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陆续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以
不同形式宣传环保意识，传播环保理念，影
响环保舆论。

“环境保护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
关，我愿意以毕生的精力，让我们的天更蓝，
水更清，饮食更安全，这就是我矢志不渝的
梦想。”周悦先说。近期，由她主持建成国家
环境保护紧缺最需要的四项示范工程新技
术成果即将提交，相信她的未来，将更加精
彩！8

信息速递

洛阳高新区

“两区叠加”示范
带动效应初显

周悦先：

因梦想而伟大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张锐鑫 张炜

在刚刚召开的2017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由洛阳市企业、高校及

医院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

目，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通用项目）一等奖 1项、

二等奖4项，国家技术发明

奖（通用项目）二等奖2项，

占全省获奖项目总数的

25.93%。

这张创新“金榜”的含

金量如何？让记者为您细

细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