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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评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 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准并报请国家主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席胡锦涛签署,授予谢家麟院士、吴良镛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院士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
略,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和综合国力 务院批准,授予“流体力学与量子力学
提升,国务院决定,对为我国科学技术进 方程组的若干研究” 等 36项成果国家
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授予“有机发光显
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 示材料、器件与工艺集成技术和应用”
等 2项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
励。
根据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 予“后期功能型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及

应用” 等 53项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授予“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
找矿重大突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
等奖,授予“玉米单交种浚单 20选育及
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 等 20项成果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高性
能移动分组核心网智能化技术创新及
应用”等 262项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授予德国数学家德乐思等 8
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向谢家麟院
士、吴良镛院士及全体获奖者学习,自觉弘
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以科教兴国
为己任,坚持科学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为人民服务,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二○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新华社北京 2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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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会见荣获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
并与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
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部分
获奖代表座谈

新华社北京 2月 14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14
日会见获得 2011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德国数学家德
乐思、日本冶金专家江见俊彦、法国医
学专家戴宇阁、英国食用菌生理和活
性物质研究专家约翰·巴士威、日本中
药及保健品功能研发专家栗原博、日
本传染性疾病与病毒学专家岩 本 爱
吉、澳大利亚纳米材料专家逯高清,并
向他们颁发奖章。
刘延东代表中国政府向获奖者表
示祝贺和感谢。她说,以获奖者为杰出代
表的众多外国专家是中国人民的亲密
朋友,是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以真
挚的情感、渊博的学识、辛勤的耕耘,架
起了中外科技交流合作的桥梁,为促进
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中国人
民与世界人民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延东指出,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
对的战略选择。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将加快推进创新型
国家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
的轨道。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
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
怀,真诚欢迎更多的外国专家与中国开展
全方位科技合作,积极支持中国科学家参
与国际重大科技课题攻关,深化合作、互利
共赢,共创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刘延东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
明奖、科技进步奖部分获奖代表座谈,勉励
他们以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为新起点,继续
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围绕国家
战略需求,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顽强拼搏、
协作攻关,努力创造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和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从 1995年至今,共有 74位外国专家
和 1个国际组织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创新,
永不停歇
——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侧记

2月 14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收获自主创新的硕果
——
—来自 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报道
3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55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28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两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人
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
科技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 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
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不俗的实力与丰
硕的成果,再次奏响了一曲自主创新的
壮丽凯歌。

为了国家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

7个超大型、25个大型矿床,大幅增加
了我国大宗矿产的储量,改变了我国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格局,为中央在西藏地
区建设五大资源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与青藏高原找矿项目类似,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项目 “南冶钨资源深度开
发应用关键技术”,确保了我国钨资源
使用年限由原来的不足 5年延长到 25
年以上,解决了我国航空航天等重大工
程的需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环
烷基稠油生产高端产品技术研究开发
与工业化应用”,攻克了稠油深加工这
一国际性难题,实现了该项技术在我国
从空白向国际先进的历史性跨越,有力
地支撑着国防和边疆经济建设。

综观 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励,能
源和资源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得到了
充分肯定,以科技创新保障国家能源和
重要战略资源的安全,正在成为科技工
作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神圣使命。
“我国大宗矿产资源严重短缺,长
让产学研健康和谐地发展
期 以 来 依 赖 进 口 ,对 外 依 存 度 高 达
作为 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一
50%-80%,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
济代价。可以说,矿产资源短缺已经成 大亮点,一批以企业为第一完成单位的
—这说明,企业正逐步
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瓶 颈 和 项目频频获奖——
大制约。”“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 成为技术革新的主体,我国产学研发展
与找矿重大突破” 是 2011年度唯一 开始走上健康和谐之路。
光通信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谈到
研究背景和目的,该项目的第一完成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
人、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张洪涛深有 代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的信息传送命
脉,长期以来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
感触。
为了立足国内寻找新的战略资源, 凭借 “光通信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中央投入 18亿元资金,历时 10年,组织 技术创新工程” 获得科技进步奖二等
25个省、100多个产学研单位、每年上 奖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其自主创新
万人次开展大规模、集团式的地质找 之路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技
矿大会战。“到青藏高原找矿真是个难 术领先,就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安全的内
题!西部地质工作条件非常不充分,连 生动力,继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保
最基本的地形图都没有覆盖,再加上高 持优势。
转企前,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员
寒缺氧、远离交通线,只能是先了解情
况,再去找。”对于野外工作的艰辛,张 工数不足千人,销售额只有 8亿元。
洪涛和队员们有着最真切的体会。 2000年,以科研院所转制为契机,该院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 全面布局光通信技术创新工程,构建起
旗……” 唱着这首 《勘探队员之歌》, 现代企业集团的组织管理体系,实现了
队员们风餐露宿,奋战雪域高原,突破 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在使国内 11亿
生命禁区,凭着一股子敢于战天斗地的 电话用户和 4亿互联网用户充分享受
精气神,最终发现了 3条巨型成矿带和 科技成果的同时,自身也发展成为员工

本报记者 张 蕾
为了减少传统搭桥手术的创伤,使手
过万名、年销售额过百亿、拥有两家上
市公司的行业“航母”。“如今的武汉 术更微创化、更有利于病人康复,中国医
邮科院已经成为全球唯一集光 电 器 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和国家心血
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 管病中心历时 15年,在国家的资助下开
体的高技术企业集团,创造了光通信领 展了 “冠心病外科微创系列技术的建立
域一系列 ‘中国第一’ 和 ‘世界第 及应用推广研究”。胡盛寿将项目的研发
一’。”谈到眼下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 过程形象地比喻为 “科研三部曲”,即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获奖代表满怀 “通过‘减少体外循环’、‘缩小切口’和
‘将小切口和介入相结合’,使得效果最
自豪地说。
—一个企业在高 好而创伤最小,真正体现了以病人为中心
“自主者全得”——
技术领域领先哪怕一小步,就有可能占 的治疗理念”。
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由中国科学院
在取得国际领先的治疗效果后,该项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承担的技术发明二 目的相关成果又被推广到先天性心脏
等奖项目 “室温催化氧化甲醛和催化 病、主动脉大血管等手术领域,引起了国
杀菌技术及其室内空气净化设备”,其 际同行的高度关注,被国外知名专家誉为
相关技术分别在北京亚都空气污染治 “里程碑式” 的转变,“ 将对世界范围内
理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润河纳米材料 心血管病的治疗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也
技术有限公司、日本三菱电机公司等 将对未来医生的培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
进行了应用,实现了专利技术的产业 响”。
化,在推动室内空气污染治理行业技术
除了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保
进步的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 驾护航外,2011年度的不少获奖项目还从
—近三年来国内应用企业获利润 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和其他重大疾病的治
益——
约 8226万元。
疗等方面为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带来福
音：“ 新发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建
为了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立与应用”在抗击 SARS、阻击禽流感、应
生物制药、医疗技术与设备、生活 对甲型 H1N1流感等突发疫病中发挥了
垃圾资源化利用……近些年来,随着国 重要作用;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支架的
家对民生领域的格外关注,一批具有自 研制和应用,提高了中国医疗器械产品
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在提高人们生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解释学习
活水平、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方面发挥 和记忆等认知过程的分子机制,为老年
了重要作用。
痴呆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
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显示：包括 了重要依据……
冠心病在内的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
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亮点很难
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并且其发病率仍 逐一而述,但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实
在不断攀升;尤其在我国,高危人群就 践则再次证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
达 2.7亿。“与药物治疗与介入治疗相 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自主创新能力又
比,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经过临床检验时 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间最长,效果也最好。不过,搭桥技术虽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新的一
然经典,创伤也大,并发症多,令患者感 年里,祝愿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具有中国特
到恐惧。”谈到该项目的研发意义,科 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上,继续高奏凯歌,续
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完成人代表胡盛 写新的辉煌!
寿说。
(本报北京 2月 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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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雅婷 袁于飞
2012年 2月 14日,人民大会堂里 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正
鲜花吐艳、华灯绽放。
成长起来,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栋梁。
上午 10点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获奖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是对上
2011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百名冒着生命危险攻克难题的科研人员
374个获奖项目,是党和国家对广大科 最好的奖励,今后我们将满怀豪情,以更大
技工作者取得成就的赞誉,也记录了 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不辱使命。”由国土资
2011年我国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 源部原总工程师张洪涛领衔的“青藏高原
科技强则民族强,科技兴则民族兴。 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此次获
物理、农业、基础科学、医药健康……在 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张洪涛作
这一年中,中国科技界丰硕的成果令世 为获奖代表在大会上如是说。
界瞩目。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2011年
如潮的掌声中,谢家麟和吴良镛,两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表示热烈祝
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 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问
虽已白发苍苍、手拄拐杖,但却步履从 候和崇高敬意!向关心和参与中国科技
容、满面笑容地走上主席台,从中共中央 事 业 的 外 国 科 技 工 作 者 表 示 衷 心 感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 谢!” 温家宝总理对科技工作者提出殷
涛手中接过大红色的奖励证书。在漫长 切希望：“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而曲折的科技人生中,两位老人创造了 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锐意进取,求真务
一个又一个奇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 实,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
出了杰出贡献。
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创新,永不停歇。如今,这些老一辈科
在如潮的掌声中,2011年国家科学技
学家仍不知疲倦地奋斗在工作一线。同 术奖励大会落下帷幕,但创新,将永不停歇。

四医大两项成果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成为连续获得一等奖最多的院校
本报北京 2月 14日电 (记者温庆 的围术期心脑保护新策略,推广至全国
生 通讯员赵贽、张智军)2011年度国 26个省市的 51所三级甲等医院,应用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传来喜讯：第四军 于临床高危手术患者 5.32万余例,取得
医大学摘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显著临床疗效。另一个是赵铱民教授领
“桂冠”。这是继 2008、2009、2010年连 衔完成的《严重颜面战创伤缺损与畸形
续 3年获得一等奖后,四医大再获大奖, 的形态修复和功能重建》,这项成果建
实现连续 4年夺得 5项国家科技进步 立四种创新性技术,在自体、异体、假体
一等奖的佳绩。四医大由此成为自国家 修复和组织再生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
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以来,一等奖连续 突破,实现严重颜面缺损与畸形的精确
获得最多的院校。
修复和功能重建。
近 5年来,第四军医大学实施精品战
第四军医大学获 2011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成果,一个是熊利 略,创造出许多国内外“第一”。2008年,该
泽教授领衔完成的《心脑保护的关键 校胃癌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分 子 机 制 及 围 术 期 心 脑 保 护 新 策 2009年和 2010年,其疼痛研究成果及中
— 国军人医学与心理选拔研究成果,各获国
略》,这项成果创建了以“预处理——
胰岛素强化——
—腺苷后处理”为核心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抗击“传染病”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报北京 2月 14日电 (记者詹媛
通讯员沈基飞)在今天召开的 2011年度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
“新发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建立
与运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最近 20多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组
织 4个研究所的 7个课题组、数百位科
研人员集智攻关,针对新发传染病的现
实危害,在新病原体的确认和新自然疫

源地的发现方面取得突破;针对新发传染
病疫情,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
防控和应急处置技术和产品;着眼新发传
染病未来威胁,构建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传
染病侦察和媒介生物控制平台。这些最新
成果的取得加上该院在生物安全防控领
域 60年积累的一系列科技成就,标志着中
国从此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安全防
御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