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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高校获奖一览
南京理工大学
王泽山院士

获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60 多年来，他一
直从事火炸药研究，推
动了我国火炸药事业的
快速发展，为我国武器
装备的更新换代作出了
杰出贡献。

｛

全国高等学校获2017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

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31项

占通用项目
授奖总数
49项的

67.3%%｛

1616项项

全国共有11所高校作为第
一完成单位，获得2017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16 项 ， 占 授 奖 总 数 的
29.1%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记者
陈芳 吴晶） 中共中央、国务院 8 日
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
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 10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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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
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
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颁发奖励证
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
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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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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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诚挚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
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作出了重要贡
献。当前，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按
照党的十九大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凝聚起更为
强大、更为持久的科技创新力量。

李克强说，要面向建设科技强
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完善多元化
投入机制，促进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
相结合，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面向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加快攻克关键
共性技术，解决好产业发展“卡脖
子”问题。面向增进民生福祉，开展
重大疾病防治、食品安全、污染治理

等领域攻关，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推
动科技创新与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成长。

李克强指出，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
的主体，要落实和完善支持企业创新投
入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技术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是
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创新
激励机制，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
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
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涌
现更多国际领先创新成果。

李克强说，要弘扬创新创造精
神，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效率，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推动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和仪器
设备向社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深化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打造世界创新高地。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大会
时说，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
为榜样，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敢于
担当，勇于超越，勇敢肩负起建设科
技强国的时代重任。我们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
了 《国务院关于 2017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的决定》。

（下转第七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李克强讲话 张高丽主持 王沪宁出席

1月8日召开的2017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传出喜讯：全国共有
113 所高等院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
得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 157
项，占通用项目总数的 72.7%，占比
连续3年超七成。

“高校在全国授奖项目中连续保
持高比例，充分体现了高校基础研究
和重大原始性创新研究在我国占有重
要地位，体现了高校对我国科技创新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教育部科

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校获奖层次和成果质
量“双提升”

今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
显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
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
奖中的特等奖和一等奖以及创新团队
奖中，均有高校的身影。这说明高校
在获奖数量继续保持高位的同时，质
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与此前几年的评选结果相比，今
年的国家科技奖，高校收获颇丰。根
据公开信息，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2 人，我国著名火炸药专
家、奋斗 60 多年持续推动我国火炸
药技术发展、先后 3 次获得国家科技

奖励一等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
士摘得桂冠。这也是近 5 年来高校教
师首次获此殊荣。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共 35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3 项。在
这 35 项一、二等奖中，高校获得的
奖项占授奖总数的 68.6%。其中，香
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唐
本忠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了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
项目49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47项。
高校获得的奖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
的 67.3%。2 项一等奖均花落高校，分
别由浙江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获得。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
项目 132 项，包括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9项、创新团队奖3项。其中，高校通用
项目获奖 100 项，占总数的 75.8%；浙
江大学获得特等奖1项，清华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各获一等奖 1 项，西安交
通大学获得创新团队奖。

另外，全国共有 11 所高校作为
第一完成单位，获得 2017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16 项。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
程大学各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事实上，近 5 年三大奖总数基本
呈逐年减少趋势。据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 工 作 办 公 室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2017 年试行授奖数量总额控制，技
术发明奖还试行了差额投票，并且对
完成任务报奖间隔年限和论文规范使
用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定，2015 年和

2016年三大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不
能作为 2017 年度三大奖推荐项目的
完成人，遏制搭车报奖、拼凑报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在推荐和评审要求越来越严格
的情况下，高校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更反映出高校科研质量的提高。”

大批科研成果“顶天”
又“立地”

“在今年获奖的成果中，既有面
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也有致
力于改善民生的科技创新。”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
绍。同总体趋势一样，高校获奖项目也
呈现出“顶天”和“立地”的特点。

（下转第十二版）

113所高校获国家科技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57项，连续3年占比超七成——

我国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高靓 柯进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全国高等学校
获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占授奖
项目总数
35项的

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23项

68.6%%｛

全国高等学校获2017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
项目

75.8%

其中，高校为
第一完成单位
的获奖项目
57项，占通用
项目授奖总数
的43.2%

占通用项目
授奖总数
132项的

100项

｛

157157项项

全国共有113所高等学校
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三大奖通用项目 157项，
占通用项目总数216项的
72.7%。其中，有64所
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
获奖项目数为 114项，占
通 用 项 目 授 奖 总 数 的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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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 （右） 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
云德院士 （左） 颁发奖励证书。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导读】

王泽山：让火炸药
研究“光焰四射”

主要成就：
●中国著名火炸药专家，发射装
药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火炸药资
源化治理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
者，系列原创技术的发明人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获得者
●两次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

侯云德：搏击病毒
编织健康防御网

主要成就：
●中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
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
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
●率先研发出中国首个基因工
程药物——重组人干扰素 α1b，
应用于上千万名患者的临床治
疗
●率领团队成功应对近 10 年来
国内外发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
疫情

➡ 详见第二版➡➡

勇于推翻常识的“追光者”
——访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唐本忠团队

解燃“煤”之急的中国方案
——访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获得者高翔团队

小小碳纤维里的大国情怀
——访 2017 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获得者贾振元团队

➡ 详见第三版➡➡

新发传染病防治的领跑者
——访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获得者李兰娟团队

为中国高铁“铺路”的人
——访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获得者高亮团队

攀上循环流化床技术的珠峰
——访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吕俊复团队

传热学前沿的“中国身影”
———访 2017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获得者西安
交大团队

➡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