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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师喆）11月 3日，党中央、国
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我省再创佳绩，共荣获 17项国家科技奖
励，包括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与往年相比，2020年度我省
在继续保持较高获奖数量和主持项目中奖率的同时，获
奖项目又显现新亮点、新突破。

技术发明成果持续发力。2020年度获奖项目中有
3项技术发明奖，与2019年度持平，展现了我省原始创
新实力的稳步增长。其中，由郑州大学何季麟院士主持
完成的“平板显示用高性能 ITO靶材关键技术及工程
化”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该项目建成了完善
的 ITO靶材研发平台和生产线，生产的 ITO靶材在国
内首次成功应用于京东方高世代 TFT线，完全可替代
进口，解决了关键技术及制造“卡脖子”的问题。另外，

中原工学院、安阳龙腾热处理材料有限公司参与的两个
项目也获得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高校“创新策源地”实力彰显。由我省主持完成的
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主要完成单位包括郑州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和战略
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参与项目中也包括了中原工学
院、河南工业大学等，充分展示了我省高校在科研创新
领域的强劲实力，以及高校积极主导、参与科研成果产
业化应用的可喜趋势。

科研院所显现创新能量。获奖项目中，有3家研究
所获得4项国家科技奖励。其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参与完成的“天空地遥感数据高
精度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和“面向机动平台
的高清晰精准光电探测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分别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省农业科学院粮食

作物研究所参与完成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规模化发掘
与创新利用”项目和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
研究所参与完成的“主要粮食作物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关
键技术”项目，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表明我省
科研院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开放式创新结出硕果。2020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三大奖项全部向外籍专家开放，最终由外籍专家主持
或参与完成的获奖项目有 5个。其中，河南理工大学
引进的加拿大籍专家曹运兴主持完成的“复杂地质条
件储层煤层气高效开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我省开放式创新取得重
大成果。

另外，在我省主持的获奖项目中，第一完成人均是
具有国际视野、站在科技前沿或产业高端的领军人才，
反映出我省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在不断壮大。③6

在2020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顾诵芬、王大中
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
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
中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

从无到有，他主持建立我国飞机
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
国自行设计研制歼击机的历史，推动
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无私忘我，作
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
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
发展，培养了一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
才；年逾九旬，他的心愿还是继续奔腾
在科研一线。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原校长
国际著名的核能科学家、教育家

主持研究、设计、建造、运行成功
世界上第一座5兆瓦壳式一体化低温
供热堆；主持研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
座具有固有安全特征的 10兆瓦模块
式球床高温气冷实验堆。带领研究
团队走出了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
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的成功之路。
同时，王大中也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
人、清华大学原校长，对我国人才培
养做出突出贡献。

我省 17项成果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国家重大科技奖项彰显河南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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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1930年2月
出生地：江苏苏州

出生年月：1935年2月
出生地：河北昌黎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聚焦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在 11月 3日召开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省主持完成的“智
能化地图综合与多尺度级联更新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等为该项
目主要完成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
为主要完成单位。

多尺度地图数据库，是国民经济建设各级
行政决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传统的多尺度地图
数据库采用重复建库的方式，导致建库周期长、
数据冗余大且一致性差、数据库更新困难，严重
影响了地理信息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为突破重复建库导致的质量低、效益差等

“卡脖子”问题，需要引入智能化技术来实现地
图自动综合与尺度变换。项目组迎难而上，围
绕人工智能与地图综合的结合，突破了地图自
动综合基础理论和实现方法上的一系列难题。

“这个项目完成后，我国多尺度地图数据
库建设水平在短期内整体赶上了发达国家，特
别是在空间关系理论、地图综合算法和地图综
合软件研发等关键点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技术负责人说。

据了解，该项目相关成果突破了地理信息
产业的技术“瓶颈”，明显增强了我国地理信息
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部分成果已经成功推广应
用于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自然资
源普查、交通规划、智慧城市建设等重大工程，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③6

破解多尺度地图数据库建设“国际难题”

目前开采区 5~10年内开采区 10年后开采区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将煤层气单井产量
提升至 5 倍到 10 倍以上，并保证了长期稳定
开采，使煤层气这一制造煤矿瓦斯事故的元
凶，变身成为低碳时代为人类供应清洁能源的
生力军……在 11月 3日召开的国家科技奖励
大会上，我省主持的“复杂地质条件储层煤层气
高效开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项目主要完成人、河南理工大学煤层气/瓦
斯地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曹运兴教授告诉记
者，新疆煤层气资源储量巨大，约9.51万亿立方
米，占全国煤层气资源总量的26%。从2000年
到 2012年，这里已经有了58口勘查气井，却没
有一口气井达到商业气产量，严重滞缓了国家
煤层气产业西移的战略进程。

曹运兴带领团队在阜康煤矿区进行了地毯
式煤矿井下地质调查，创造性地开发出适宜于
大倾角厚煤层的煤层气开采新技术，2014年起
连续两口井获得高产，两次刷新全国煤层气开
发历史上直井单井最高日产量记录，成为新疆
煤层气开发史的里程碑。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在多项国家和

省级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曹运兴的团队先后
攻克了选区评价、复杂结构井钻井与完井及增
产改造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复杂地质条件
储层煤层气高产稳产的重大突破。

据了解，该获奖项目的成果已在新疆等 6
个省区得到推广应用，实现了煤层气单井日产
量的历史性突破，近三年新增产量 14.4亿立方
米，占全国总产量的7.3%，为我国煤层气产业发
展和煤矿安全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③7

我省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推广应用

近三年为我国增产14.4亿立方米煤层气

（资料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 张泉 温竞华）2020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3日在京召开。46项原创成果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一等奖继2017年度之后再次
产生“双子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
院士团队、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团队双双折桂。

化工和能源生产中，催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然而，催化反应过程和催化作用机理长期以来一
直被视为“黑匣子”。解密这个“黑匣子”，才能让化学
反应更加节能环保、更加精准高效。包信和院士团队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创建了具有普适意义的“纳米限

域催化”概念，打开了一扇认识催化过程、精准调控化
学反应的大门。

介孔材料在能源、健康、信息等众多领域应用前景广
阔。然而，高分子和碳能否实现“造孔”，长期以来是国际
研究的空白。赵东元院士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有序
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揭示了介孔独特的物质输
运和界面反应规律，引领了国际介孔材料领域发展。

至此，曾数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已连续8
年产生得主，这成为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持续提升的最佳
注脚。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更加注重原创导向，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
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大幅提升。

“基础研究领域，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赶超，但随着我
国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多点开
花’是必然的，更多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研究成果一定
会不断涌现。”赵东元院士说。

面对科研“无人区”，基础研究需要科技工作者“十
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包信和院士鼓励青年科技
工作者：只要方向对，就不怕路途遥远；只要坚持，再冷
的板凳也能焐热。

扎根基础研究 筑牢创新根基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产生“双子星”

图③图③ 20202020年年 66月月 2323日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 摄摄

图②图②“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新华社发 杨宁军 摄

图①““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全景全景（（20192019年年88月月2727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 摄摄

河南省获得2020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

主持项目3个

参与项目13个

奖项以及等级：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项目名称：平板显示用高性能 ITO靶材关键技术及工程化

奖项以及等级：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项目名称：复杂地质条件储层煤层气高效开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名称：智能化地图综合与多尺度级联更新关键技术及应用

奖项以及等级：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项目名称：高曲率液面静电纺非织造材料宏量制备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项目名称：煤矿巷道抗冲击预应力支护关键技术

奖项以及等级：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项目名称：4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创新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名称：天空地遥感数据高精度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奖项以及等级：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项目名称：食品工业专用油脂升级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名称：高性能滚动轴承加工关键技术与应用

项目名称：深部复合地层隧（巷）道TBM安全高效掘进控制关键技术

项目名称：轨道交通大型工程机械施工安全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名称：面向机动平台的高清晰精准光电探测关键技术与装备

项目名称：主要粮食作物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

项目名称：畜禽饲料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创建与应用

项目名称：玉米优异种质资源规模化发掘与创新利用

项目名称：深部煤矿冲击地压巷道防冲吸能支护关键技术与装备

（本报记者 师喆 整理）

此外，还有一个专项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河南理工大学引进的加拿大籍专家曹运兴
主持完成的“复杂地质条件储层煤层气高效开
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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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

其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

●国家自然科学奖46项
一等奖2项、二等奖44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61项
一等奖3项、二等奖58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57项
特等奖2项、一等奖18项、二等奖137项

●授予8名外籍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64个
项目

1个
国际组织

10名
科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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