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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0 日，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

晓，共评选出 296个项目和 12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分别颁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研究员黄旭华和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庆存。国家自然

科学奖授奖项目46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5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 65项，其中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2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185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

奖 22项，二等奖 160项。此外，还有 10名外籍专家获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据了解，2019 年国家科技奖励工作采取了全面实行提

名制、首次在自然科学奖中试行放开完成人国籍限制等五

项创新举措，获奖项目也呈现完成人平均年龄降低、创新驱

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等五大特点。

五大创新举措护航

自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

度改革的方案》以来，各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按照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总

体要求，始终坚持服务国家发展、激励自主创新、突出价值

导向、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逐步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

的评奖制度，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日臻完善。2019年科

技奖励工作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要求，在延续已有做法基础上，扎实有序开展了国家科技奖

励评审工作。

2019 年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全面实行提名制。2018 年

起，国家科学技术奖五个奖种全面实施专家学者提名，单位

提名不限指标。2019年进一步完善提名制，认真落实中央

关于“三评”改革精神，精简提名材料，简化各类证明，切实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作为 2019年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创新举措之一，首次在

国家自然科学奖中试行放开完成人国籍限制。稳步推进三

大奖对在华外国人的奖励。今年共有 10 名长期在华工作

的外籍专家作为项目完成人被提名（5人牵头，5人参与），

为吸引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进行了有益探

索。

另外，进一步明晰评审专家与政府部门的职责。系统

梳理国家科技奖励评审机构、监督机构、服务机构的职能，

完善优化各级组织的工作机制。修订完善《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章程》，更好发挥奖励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专家

委员作用。进一步明确网络评审组、初评组、评审委员会、

奖励委员会等各级评审组织的职责定位、组成原则、评委任

期、评审方式以及相互衔接规则等。

同时，完善国家科技奖评审机制。强化小同行作用，民

口项目网评实现全覆盖，小同行意见全面带入后续评审阶

段。优化会评专家回避规则。进一步增大海外专家参加自

然科学奖会评的领域范围与人数。组织会评专家对成果包

装拼凑、重复报奖等问题重点讨论审查。试点开展对候选

项目的真实性核查。

此外，健全科技奖励监督制度。完成《科学技术奖励监

督委员会章程》修订工作，进一步发挥科字口部门和单位的

协同作用，充实完善监督委员会职责功能，推进各部门科研

诚信共享共建共治。完善项目公示制度、三大奖初评通过

项目行业咨询制度和社会公众旁听评审制度，强化科技界

和全社会的监督。完善异议和信访处理制度，研究细化对

不端行为的界定和相关处罚标准，对实名、匿名、冒名提出

的异议、对异议期内和异议期外提出的异议区别处理，研究

完善调查处理程序。

获奖项目呈现五大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从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中可

以看出，青年人才已成为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生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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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人为年龄不足 45 岁的青年才俊，有 7 项成果

的第一完成人年龄不到 45 岁。团队平均年龄不足 45 岁的

项目 26 项，占比 56.5%。最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35
岁。

获奖项目体现出创新驱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的特

点。机械装备、新一代半导体照明、航空安全和飞机制造等

重要领域，多年的科研积累和沉淀厚积薄发，涌现出多个具

有重大影响力的优秀成果。

同时，获奖项目体现了科技支撑引领绿色高质量发

展。金属材料、轻工、化工、建筑、机械、农业工程等各行业

的获奖成果彰显绿色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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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

撑。

获奖项目还展现了中国农产品安全及深加工技术的新

突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成果，丰富了农产品安全技

术手段，有力提升了从生产到餐桌全过程的消费安全水

平。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的成果，在关注品质的同时注

重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显著提升了经济社会效益。

此外，获奖项目体现了国际科技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广

领域迈进。2019 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参评人数、获奖

人数和国别分布均创历史新高。10位获奖人既有来自俄罗

斯、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来自美国、英国、

意大利等欧美发达国家；合作领域既有物理、化学、生物学

等基础研究，又有空气污染防治、疾病防控、新药研发等惠

及民生的热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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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年 1月 10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北京召开。日前从北京市科委获悉，北京地区单

位主持完成的 71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6 项，占全国通用项目获奖总数

的29.7%。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再添一位“最高奖”，我国气象界泰

斗——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曾庆存院士获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也是第 21位来自北京的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得主。

据介绍，北京主持完成的18项成果荣获2019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数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基础医学、

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百花齐放”。

如，中国人民大学卢仲毅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铁基超

导电子结构与磁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项目通过系统的理论计算澄清了铁基超导母体

的电子结构以及磁相互作用机理，揭示了铁基超导中磁相

互作用的微观起源，成功预言了铁基超导母体的两种新的

磁有序结构。

同时，“三城一区”多个成果表现优异。据了解，2019
年中关村科学城区域内单位主持完成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奖项目达 40余项。此外，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创新成果也不断涌现。

中科院半导体所李晋闽研究员主持完成的项目“高光

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实现了LED芯片技术的产业化，推

动了北京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和创新链向高端发展，引领

了我国由传统照明向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进步与转型。

在未来科学城，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完成的项目“铝合金节能输电导线及多场景应用”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研究在长距离、强载荷、

大容量、高腐蚀等多场景输电线路实现了低损耗的电力传

输，累计架线2.15万公里，每年减少线路损耗4.3亿千瓦时，

支撑了我国特高压等系列重大输电工程建设和能源战略的

实施。

近年来，北京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

结构，支撑了高精尖产业发展，产生了一批代表性获奖成

果。

如，清华大学季向阳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编码摄像关

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成

果在北京地区企业——凌云光技术集团实现转化，研发的

4大系列30余个品种的视觉检测装备，广泛应用于3C电子

装配检测、LCD检测、食品包装检测等，引领了工业视觉自

动检测技术的更新换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杨世春教授主持完成的项目“新能

源汽车能源系统关键共性检测技术及标准体系”荣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能源系统

寿命快速检测、能耗精准评测和安全量化评价等三大关键

检测难题，建立了新能源汽车能源系统“研发—制造—应

用”全过程的检测标准体系，应用北汽新能源、比亚迪、宁德

时代等93家新能源汽车和电池制造企业。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正式公

开出版发行的《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显

示，2018年，169家国家高新区园区生产总值（GDP）加总达

到 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GDP总额相当于全国GDP
的12%，较2017年提升0.5个百分点。

《报告》称，2018年国家高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并已

成为我国集聚创新资源和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主平台、创

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和主力军、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先

行区、全面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主阵地。国家高新区整体

迈上了“以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报告》显示，2018 年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达到

282.6点，总指数增速 20.9%，较 2017年提高 3.5个百分点，是

2011 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增速。自设定指数基期以来（2010
年为 100 点），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 8 年内增长了

182.6点，年均增长22.8点。

《报告》指出，伴随着创新环境的持续建设和改善，国

家高新区已成为集聚创新资源和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主

平台。在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指数五大构成要素中，

2018 年创新创业环境指数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增长幅度均

最高，说明国家高新区创新环境建设和改善的成效尤为

明显。

创新环境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了创新资源的优势聚

集和创新创业平台的蓬勃发展。2018 年，国家高新区集

聚了全国 70%以上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拥有省级及以上新型产业技术研发

机构 642 家，同比增长 55.3%；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达

544 家、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 906 家，同比分别增长 3.5%
和 3.1%。

创新环境的持续改善助推了创新创业活力。2018 年，

国家高新区当年新注册企业数 46.9万家，同比增长 15.1%，

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 1286 家；在孵企业数突破 10 万家，同

比增长 10.6%。同时，创新创业质量明显提高，新注册企业

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型企业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22.4%，

占新注册企业数的比例达 34.8%。与之相应的是风险投资

显著增长，总投资额达到1157.2亿元，为2017年的近3倍。

《报告》显示，伴随不断加大的创新投入、创新要素聚集

和创新主体培育，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

主引擎和主力军。

企业R&D投入规模和强度进一步加大。2018年，国家

高新区的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达到 177.2 万人年，占全

国全部R&D人员全时当量的 40.4%；企业R&D经费内部支

出达7455.7亿元，占全国企业R&D经费支出的48.9%。

专利数量大幅增长，专利质量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国家高新区企业申请、授权、拥有发明专利数分别

达到 36.2万件、14.3万件、73.1万件，增速均在 20%以上。其

中，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境内外有效发明专利

量的30.9%；发明专利授权占总专利授权的比重达35.4%，是

全国的2倍。

高新技术企业队伍不断壮大。2018 年，国家高新区拥

有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67213家，约占全国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的37%；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入统企业总数

的比例由50%提升至56.0%。

《报告》指出，历经持之以恒的发展高技术产业，国家高

新区已成为我国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2018年，

国家高新区中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企业达59956家，占高新区

入统企业总数的49.9%，较2017年提高1.5个百分点；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为 28900.2 亿元，占高新区整体产业增加值的

39.7%，较2017年提高1.6个百分点。同时，高技术服务业发

展迅速，高技术服务业企业共计 44457家，同比增长 19.3%；

产业效率和效益优势突出，企业劳动生产率为 34.8 万元/
人，是全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3.3倍。

面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国际化再

度加速，正成为我国全面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主阵地。

2018 年，国家高新区出口总额达 37263.8 亿元，增长率为

8.1%。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 21889.8 亿元，占

全国的比重达 44.3%。高新区企业所拥有的境外专利和

境外注册商标数分别达到 10.1 万件和 8.9 万项，分别增长

133.1%和 45.8%。2018 年申请的 PCT 国际专利受理量达

到 2.3 万件，同比增长 51.7%，占我国 PCT 专利申请受理量

的比重超过 40%。同时，高新区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达到 3362.6 亿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

比重达 38%。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

科技创新大潮涌 硕果累累惠民生
▶ 本报记者 罗晓燕报道

国家高新区迈上以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北京地区71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