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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公平公正，国家科技奖规则变化多
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近20年来首次调整奖金额度及结构，三大奖奖励标准提高50%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昨天在北京召开， 共评选出 278 个项

目和 7 位科技专家。 其中， 最高科学

技术奖 2 人、 国家自然科学奖 38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67 项 、 国家科技进

步奖 173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技合作奖 5 人。

本年度国家奖的评选出现了不少

新变化， 比如全面实行提名制， 试行

一、 二等奖独立投票机制， 三大奖和

最高奖奖金标准大幅提升等， 这都体

现出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正朝着更加公

正公平方向发展。

最高奖奖金上调至 800

万元， 全部归获奖者个人

从 500 万元上调为 800 万元， 这

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近 20 年来， 首

次对奖金额度进行调整。 同步调整的

还有最高奖奖金的分配结构， 从原先

“50 万元属获奖个人所得， 450 万元用

作科研经费”， 到今年 “将奖金全部授

予获奖人个人， 由个人支配”。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表

示， 当前我国科研人员获得科研经费

的渠道已大幅拓宽， 再从最高奖奖金

中分出一块科研经费， 已非必要。 而

且， 参考国际惯例， 把奖金全部授予

获奖人个人， 也是国际知名科技奖励

的普遍做法。

此次， 国家三大奖奖金标准也作

了上调， 奖金额度提高 50%， 即特等

奖奖金标准由每项 100 万元上调为

150 万元， 一等奖由每项 20 万元上调

为 30 万元， 二等奖由每项 10 万元上

调为 15 万元。

全面实行提名制， 一二
等奖试行独立投票

今年国家科技奖擂台上， 竞争分

外激烈。 究其原因， 是因为本年度五

大奖项的评选全面放开了专家提名 ，

同时取消了单位提名的名额限制。

根据国家科技奖励办统计， 今年

国家科技奖提名数量大增 38.9%， 其

中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增幅最大， 较

2017 年增加 310 项 ， 增幅达 63.7%。

其次是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通用

项目 ， 分别增加 30.1%和 17.1%。 专

家提名在三大奖通用项目中的比例 ，

自然科学奖最高 ， 为 25.4%， 技术发

明奖为 10.1%， 科技进步奖为 4.5%。

这也说明专家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作

用在国家奖遴选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

为更多 “不问出处” 的科技英雄提供

更多机会。

本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的另一个

重要变化是，试行一、二等奖独立投票

机制。 过去，参评项目如果一等奖评审

落选，很可能降格为二等奖，于是出现

了“想方设法报高一档碰运气”的现象。

为营造谦逊朴实的良好风尚，遏制浮夸

和包装拼凑等不良风气， 此次评选规

定，提名一等奖的项目评审落选后不再

降格评为二等奖， 提名二等奖的项目，

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升为一等奖。

受该政策影响， 今年提名特等奖和

一等奖的项目数量大幅下降。 在通用项

目中，2017 年提名特等奖和一等奖的项

目有 437项，占提名总数 48.2%，而 2018

年仅有 70项，占提名总数的 5.3%。

三大奖获奖项目平均研
究时间为 11 年

从研究时长看， 本年度三大奖获

奖项目的平均研究时间为 11 年， 其中

近一成项目经历了长达 20 余年的攻关

和积累， 更有项目团队甘愿坐了 30 年

冷板凳。

令人兴奋的是， 此前多年空缺的

国家自然科学奖， 已连续第六年产生

了一等奖， 这表明我国基础研究领域

的原创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

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的 119 份海外

函审意见中， 94%的海外专家认为我

国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具有较大

科学价值。 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团队

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 被国际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

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团队因此

独享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获奖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国有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年度的获奖

单位中， 企业占到了获奖单位总数的

47%， 其中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国有

企业。 越来越多企业出现在国家科技

奖的舞台上， 表明我国企业作为技术

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显著增强。

在 2018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134

项通用类获奖项目中 ， 75%的项目有

企业参与，其中 1/3 项目由企业牵头完

成。 在今年科技进步奖获奖单位中，共

有 303 家企业，占获奖单位总数的

47%，其中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

国有企业，其中龙头骨干企

业表现突出。比如，潍柴动

力完成的 “重型商用车

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

应用”， 结束了我国

缺少重型动力总

成核心技术的

历史，产品国内

市场占有率

达 70%，产

销量世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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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和 ‘8’有缘 ，2008 年度国家

科技奖我们拿了六个奖项 ；

时隔十年， 在国家奖授奖数

量大幅压缩的情况下 ，2018

年度我们又迎来了大丰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打趣

说道。昨天揭晓的 2018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上 ，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拿下五个

国家科技进步奖，成绩斐然。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

方， 也是冲击医学最前沿的

地方。 陈国强用“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 形容这批勇闯禁

区、超越创新的医学先锋。在

这张亮眼的成绩单的背后 ，

项目团队夜以继日地苦练技

艺、探究病情机理，他们以常

人难以想象的勤奋与努力 ，

把一个个学科带入世界一

流，惠及千万患者。

从零起步 ，擦亮
上海医学创新名片

近两年，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夏强教

授团队每年完成的儿童肝移

植病例都在 400 例以上 ，占

全国儿童肝移植手术病例

60%以上 。 殊不知 ， 这支

2006 年“从零起步”的团队，

完成第一个 500 例， 用了整

整十年。

2006 年初，夏强开始了

活体肝移植相关技术的攻

关。此前，全国活体肝移植累

计只有 100 例， 仁济医院仅

开展过一例。 从零开始的夏

强买猪肝练习， 去实训基地

做动物实验， 每天练习时间

超过 14 小时。熬不下去的时

候，他也想过“半路掉头”，但

最终坚持了下来。 夏强团队

先是不断突破活体肝移植相关技术， 总结出一套无血流阻断下

“精准切肝”的方法；然后在国内率先提出一整套儿童肝移植技

术标准，制定首版中国儿童肝移植指南……整整十年，他们就这

样步步前行，最终实现了中国儿童肝移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如何保存和重建听神经瘤患者的听力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20 多年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吴皓教授一头扎

进对听神经瘤的生物学特性及听觉损伤机制的研究。日积月累，

吴皓团队建立了国际上最大规模的听神经瘤生物样本库， 创造

性地联合起耳科、神经外科专家，通过高灵敏度、反馈迅速的术

中联合听觉监测技术体系及设备， 实施高超的术中蜗神经及其

微血管网完整性保存技术。如今在吴皓的刀下，听神经瘤术中听

觉保留率提高到 72.7%，人工听觉重建整体有效率达 90%。

临床科研，就要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

30 多岁的人却拥有 50 多岁的“胃”，临床上的这一变化最

让房静远痛心。如何解决我国胃癌和大肠癌早期诊断率低、进展

期患者病死率高的问题？房静远团队不断冲击医学前沿：首次建

立了“胃龄”模型、首次揭秘大肠癌化疗耐药中的肠道菌群“预

警”标志物、率先阐述大肠肿瘤发生中的膳食因素、肠道菌群及

表观遗传的“预警”标志物。 这些发现发表在《细胞》《肿瘤发现》

等医学权威期刊上。 现在，几乎每一家社区医院都知道，要预防

胃癌和肠癌，每天吃一毫克叶酸效果好。

淋巴瘤有 70 多种类型，有些不仅在亚洲地区高发，且恶性

程度与白血病无异。 赵维莅教授团队完成了百余例患者的全外

显子组测序， 使患者的两年生存率从原先的 40%提高到 80%。

许多患者还实现了不化疗、不住院。十多年来，赵维莅过着病房、

实验室两点一线的生活，但她“挤”出时间主持制定了中国淋巴

瘤诊治指南和专家共识共八部，相关成果让超过万例患者获益。

同样把论文写在百姓健康上的， 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范先群教授团队， 他们发现了眼恶性肿瘤发

生的新机制，建立了眼恶性肿瘤介入化疗新技术，并建立了国际

最大眼肿瘤样本库。该成果推广到北京同仁医院等 26 个省份的

131 家单位，显著提高眼肿瘤整体诊疗水平。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科普精品磨砺十年方有所成
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三个科普获奖项目中，上海独占两席

都说做科研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唯有

坐穿冷板凳，才能有所突破。 事实上，科普

工作也需十年磨砺，才能有所成就。

昨天揭晓的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共评出三个科普获奖项目，上海独占两

席，分别是由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牵头

完成的“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片和由

上海市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牵头完

成的《图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 虽然题材

不同、载体各异，但从萌生想法到最终实

现，时间跨度均达十年之久。

近年来 ，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舞台

上，上海科学家更是屡创佳绩。 正是这批

心怀大众、热心科普的科技工作者的孜孜

以求，才让上海的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比

翼齐飞。

“中国的珍稀物种如果自
己不拍，就没有人会拍”

自然题材影视作品是对公众普及自

然科学知识最为有效的手段。 但在 2009

年前后，我国电视荧屏上播出的此类电影

多数是由国外机构摄制。 王小明在那时就

意识到， 中国的珍稀物种如果自己不拍，

就没有人会拍， 他决心做一个大项目，拍

摄 100 种在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濒

危物种。

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 、岩羊 、

文昌鱼、川金丝猴……一个个鲜活又鲜为

人知的中国珍稀物种被搬上了荧幕，它们

也是此次获奖作品的主角。 这项浩大的工

程目前仍在继续，此前这个系列已经摄制

了 14 集。

2008 年，刘中民带领上海第二批医疗

队赴汶川抗震救灾后，萌生了撰写一套指

导人们灾难逃生书籍的念头。 他说，中国

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但许多人对于灾难的

认识太匮乏了，地震后大批志愿者赤手空

拳来到灾区，不但帮不上忙，自己反而成

了等待救助的灾民。

以民众为导向，做一套受欢迎的科普

丛书，刘中民牵头组织国内灾难救援领域

的专家和具有医学背景的漫画专家，开始

编写科普读物。 2013 年，国内首部灾难逃

生避险科普漫画丛书问世， 包括地震、水

灾、海啸、火灾、风灾、交通事故等 15 本分

册，为普及灾难医学教育提供了首部系统

读物。 2017 年，此书的姐妹版———中小学

生版上线，小朋友们有了自救和逃生的参

考读物。

科普“附加值”不亚于科研突破

当记者问王小明为什么愿意花十年

甚至更多时间来做科普，他说：“把科普做

好了，其价值一点也不亚于科研突破。 ”

虽然题材不同、领域各异 ，但两项获

奖科普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科学家

为主导，辅以专业影视和艺术人才的创作

模式。 刘中民说，以科学家为主导，是为了

保证作品的科学性，而让更懂市场的人来

做产品，科普才能走得更远。

在不断的磨砺中，中国的科普片越来

越叫座。 据统计，“中国珍稀动物”系列科

普片已先后在国内外十余家公共电视频

道和国内外上百家科普场馆播放，覆盖 40

多个国家的上亿人次观众，其中就包括美

国探索频道。

《图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也是如此。

从 2013 年单行本完成，到 2014 年丛书首

发，再到 2016 年第二次印刷，该书已在全

国范围内发行一万余套、15 万本。看过《图

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 的人都会觉得，这

套书好似有一股魔力，让你不自觉地想要

看下去。 在刘中民看来，这股“魔力”正来

自于全书 1034 幅原创、 写实漫画， 有时

候，漫画比文字更能“直达人心”。

更重要的是， 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医

务人员、专业医学救援队、社区医生、红十

字救援队等一万多人，从此有了专业而可

读的教材。 就不久前，在上海浦东一次居

民楼火灾中，一名阅读过此书并经过培训

的退休教师，帮助家中患有帕金森症的 70

岁老伴成功逃生。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系统研究知中药复方“所以然”

多年来， 中药的化学成分和作用机理说

不清、 道不明，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走出

国门。 海军军医大学张卫东教授团队自 “十

五 ” 时期开始致力于中药方剂的现代化研

究， 逐步构建起一个既符合中医药特点又与

国际接轨的现代中药方剂研究体系， 以此为

指导开展了针对麝香保心丸的化学物质基础

及作用机制的系统研究。

张卫东团队将系统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的学术思想及技术方法， 引入中药复方现代

化研究， 为搞清中药复方的 “所以然” 找到

了一条新路。 沿着这一思路， 他们发现麝香

保心丸的 22 种原型入血成分和 8 种代谢产

物可在血浆中被发现 。 2015 年初 ， 美国

《科学》 杂志刊发由张卫东团队和英国剑桥

大学科学家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 双方在系

统生物学理念指导下， 揭示了麝香保心丸的

药效物质基础和分子作用机理。

“知其所以然 ” 的麝香保心丸在原材

料、 制作工艺、 包装等方面更能有的放矢。

比如， 他们发现麝香保心丸中的冰片成分容

易挥发， 但在整个治疗体系中， 这味药有扩

张血管的作用。 为了防止其挥发， 不久前，

麝香保心丸特意换了包装。

此外， 张卫东团队利用基于整体观的现

代中药方剂研究模式， 还开展了其他 40 个

中药复方的系统研究 ， 累计销售额 169 亿

元， 近三年新增 149 亿元， 对国内 60 多家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间接支撑， 产生了巨大经

济效益。

■ 海军军医大学张卫东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基于整体观的中
药方剂现代研究关键技术的建立及其应用”， 获得 2018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瞬态新奇分子刷新化学界常识

一般原子 、 分子的价态在-?到+?之

间， 可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周鸣飞却在世界

上发现了+Ⅸ价的元素。 这是一个化学界百

年无进展的难题。 今年， 他领衔的 “瞬态新

奇分子的光谱、 成键和反应研究” 项目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该项目专注于通常条件下不能稳定存在

的瞬态分子物种， 利用自行研制的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分子光谱探测仪器， 结合量子化

学理论计算， 首次确定元素周期表中元素可

以形成的最高氧化态为+Ⅸ价 ； 发现硼-硼

三重键 (BB) 及主族元素 s-p 配键； 并观察

到一系列全新瞬态反应中间体。 这项成果丰

富了人们对化学键的认知， 为相关分子物种

宏观合成提供了新思路。

氧化态是化学中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

亦是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的重要基础。

百余年来， 实验已知所有化学元素最高氧化

态为+?价， 直至四氧化铱正离子将之改写。

项目组实验证实， 气相四氧化铱离子具有正

四面体构型， 其中铱处于+Ⅸ价态。

■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周鸣飞领衔的“瞬态新奇分子的光谱、

成键和反应研究”项目，获得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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