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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8日讯（记
者 范佳） 8日，记者从山
东省科技厅了解到，在国家
科技奖结构调整、数量减少
的情况下，2017年我省共有
18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其中第一完成
单位获奖6项、参与单位获
奖 1 2 项 ），占 通 用 项 目 的
7%，继续名列各省市前茅。

其中，我省作为第一完
成单位的6项获奖科技成果
中，农业领域占2项：山东农

业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
的“多抗广适高产稳产小麦
新品种山农20及其选育技
术”项目、青岛农业大学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花生机
械化播种与收获关键技术
及装备”项目均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医药领域占2项：山东省
肿瘤防治研究院作为第一完
成单位的“肺癌精准放射治疗
关键技术研究与临床应用”项
目、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坎地沙坦
酯原料与制剂关键技术体系
构建及产业化”项目均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国土资源领域占2项：山
东科技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的“煤矿深部开采突水动力
灾害预测与防治关键技术”项
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作为
第一完成单位的“提高轻油收
率的深度延迟焦化技术”项目
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淄博泰
光电力器材厂作为参与单位
参与的“特高压±800kV直
流输电工程”项目，获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也
是时隔三年，我省单位再次
荣获国家特等奖。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相
关负责人分析，省属单位是
获得国家奖的主力。在第一
完成单位获得国家奖的6个
项目中，省属高校、医院和
企业就占了5个。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王王泽泽山山、、侯侯云云德德获获最最高高科科技技奖奖

火炸药专家王泽山

把把我我国国火火炮炮射射程程提提高高了了2200%%
比炸药发明者诺贝尔晚

出生一个世纪的王泽山，在火
炸药研究方面的贡献堪称“中
国的诺贝尔”。６０多年专注火
炸药研究的他“用科学研究科
学”，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
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让中
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
药在现代重焕荣光。

时间回到一年前。在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王泽山发明的“远程、低过
载、等模块”发射装药技术，使
我国身管武器的射程、最大发
射过载、炮口动能等核心指标
世界领先，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
是火炮实现“高效毁伤、精确
打击、快速反应、火力压制”的
关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
化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一世界
性难题，虽经多年研究，但至
今国际上未能完全解决其中
的核心问题。

彼时已到退休年龄的王
泽山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经过２０多年的钻研，他独创补
偿装药理论和技术，通过实际
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
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高２０％
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
国家的同类火炮。

这并非是王泽山首次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时光倒回到１９９６年，他
发明的“低温感度发射装药
与工艺技术”同样摘此殊
荣。时至今日，其材料工艺、
弹道和长储等性能仍全面
优于国外技术。

和平年代，硝烟渐远，
但那些储备超期的火炸药
却有可能对环境和社会构成
重大危害。早在上世纪８０年
代，王泽山率先攻克了废弃火
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
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隐
患同时，变废为宝，探索了军
民融合发展的新路。

据新华社

我我省省1188项项科科技技成成果果获获国国家家科科技技奖奖
其中6项是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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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

9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
然科学奖35项，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
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4
项、二等奖62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170项，其中特
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
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
授予7名外籍科技专家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历历届届国国家家最最高高科科技技奖奖
获获奖奖名名单单

“干扰素之父”侯云德

帮帮我我国国成成功功应应对对近近十十年年重重大大疫疫情情
ＳＡＲＳ、甲流、寨卡、埃

博拉……百姓对病毒“谈虎
色变”。“猛虎”侵入人体细
胞后，大肆破坏人体“化学
工厂”，让人体细胞无法正
常生长，甚至取人性命。侯
云德痛恨曾夺去长兄生命
的传染病，从小立志学医，
不让“猛虎”伤人。

1955年，侯云德毕业于同
济大学医学院。20世纪60年
代，因研究仙台病毒取得开创
性成就，被原苏联高教部破格
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苏
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侯云德投身于我
国医学病毒学事业，根据疾病

防治的需要，在分子病毒学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1982年，他首次克隆出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
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
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
1b型干扰素，被誉为中国“干
扰素之父”。

干 扰 素 ，是 病 毒“ 克
星”，有广泛的抗病毒活性。
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干扰素
全部依赖进口，3０多年过去
了，现在干扰素大部分实现
国产。

2008年，侯云德又被国
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
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领
导设计了我国2008—2020
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
重大突发疫情传染病预防
控制的总体科技规划，使我
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的
历次重大疫情，为我国现代
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构
筑做出了特殊贡献。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
侯云德从不懈怠。“如果让
我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就是
要学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
规律，在更高层次指导科
研。认识实践再认识，直到
无穷。”

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王泽山院士被称为“火药
王”，攻克了远射程与模块发射
装药等一系列军工难题。

侯云德院士被称为“干扰
素之父”，是我国分子病毒学和
基因工程药物领域的奠基人。

●2000年
吴文俊 世界著名数学家，中

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袁隆平 国际杂交水稻之父。

●2001年
王选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

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
黄昆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

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2002年

金怡濂 “神威”超级计算机总
设计师，有“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
美誉。
●2003年

刘东生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被誉为“黄土之父”。

王永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4年 空缺
●2005年

叶笃正 中国现代气象学主要
奠基人之一。

吴孟超 被誉为“中国肝胆外
科之父”。
●2006年

李振声 遗传学家，“中国小麦
远缘杂交之父”。
●2007年

闵恩泽 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
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
父”。

吴征镒 植物学家，中国科学
院资深院士。
●2008年

王忠诚 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
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
创始人之一。

徐光宪 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
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
●2009年

谷超豪 数学家，第二届华罗
庚数学奖得主。

孙家栋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两弹一星功勋。
●2010年

师昌绪 我国著名材料科学
家、战略科学家。

王振义 内科血液学专家，中
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
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
●2011年

谢家麟 被誉为“中国粒子加
速器之父”。

吴良镛 中国建筑学家、城乡
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
的创建者。
●2012年

郑哲敏 物理学家、力学家、爆
炸力学专家，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
人和开拓者之一。

王小谟 被誉为“中国预警机
之父”。
●2013年

张存浩 物理化学家和激光化
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
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

程开甲 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
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
●2014年

于敏 核物理学家，中国氢弹
之父。
●2015年 空缺
●2016年

赵忠贤 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奠
基人之一，带领中国超导研究实现
两次革命性突破。

屠呦呦 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
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2017年

侯云德 医学家，被誉为“干扰
素之父”。

王泽山 被称为“火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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