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识途105岁生日
期待“党庆百岁”

第五届马识途文学奖当日在川大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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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礼 赞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刘永坦、钱七虎摘取我国科技界

最高奖励。大会现场全体起立对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鼓掌、致敬；最高奖获
得者在主席台就座并为其他奖项获得者颁奖……这是一个国家对科
研工作者的最高礼赞，这是一个民族对科技追求的最佳注解！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1月8日
在北京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月
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应习近平邀请
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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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1

四川获奖数彰显科技实力提升
从历年平均值看，2018年获奖数量

算是“中等水平”。10年获奖数平均值
为31.6个，和2018年获奖数量相当。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陈锐表示，四川获奖数量占全国获奖总
数的十分之一以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四川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科技
奖励整体方向是“减少奖励数量、提高奖
励质量”，在此背景下彰显了我省综合科
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突破2

参与创造中国石油界大事件
根据公开信息，世界上凹陷区砾岩油

藏勘探无先例可循，西南石油大学研究团
队历经十余年持续攻关，形成了凹陷区砾
岩油藏勘探理论技术体系，指导了中国石
油界近年来的大事件——全球最大砾岩
油田玛湖特大型油田的发现，为我国石油
年产量不低于2亿吨的红线和国防稀缺
环烷基原油的持续供给提供了保障，为世
界砾岩油气勘探创建了成功范例。

突破3

四川获奖项目涵盖三大奖种
从获奖种类看，此次我省获奖项目

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
农业、生物医药等领域，涵盖了国家科学
技术奖三大奖种——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突破4

四川主持完成项目创历史纪录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

由我省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13项（上一
年不足10项），创历史新高。

主持完成和参与完成，有何区别？
“获奖项目往往都是由多个单位合作完
成的，但主持的第一完成单位，意味着在
项目研发过程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省科
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楠介绍，
过去四川获奖项目中主持牵头的相对较
少，如今这个数字稳步增长，本身就传递
出强烈的进步信号。 据川报观察

解读“四川名单”

32个项目获奖
实现四大突破

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共
评选出278个项目，其中由四川
主持和参与完成的有32个项目，
获奖项目数量位列西部第一、全
国第六，并实现了四大突破。

相关报道见02版

“千里眼”是国之利剑——

海波翻腾，寒风萧瑟，面对6000平
方米大小的雷达天线阵，年过八旬的刘
永坦神采奕奕。这是被称为“千里眼”+

“火眼金睛”的新体制雷达，不仅“看”得
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
空目标，对航天、航海、渔业等有着重要
作用。

为了这“不可或缺”，刘永坦曾面壁
20余年。

关键技术无处可寻，一度被认为是异
想天开，但刘永坦始终坚信，路能靠自己
走出来。一场从零起步的攻坚战，不仅破
解了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
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地下长城”是国之坚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加强防护工
程的抗核打击能力，30多岁的钱七虎受
命设计飞机洞库防护门。

没有现成技术，他靠自学整理出十万
多字外文资料，国内少数单位拥有大型计
算机，他利用别人吃饭、睡觉时间“蹭”设
备，最终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在核爆后变形
打不开等问题，设计出当时我国跨度最
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

矛越强，盾愈坚。海湾战争后，钱七
虎率先开展抗钻地核爆防护的研究。几
十年来，钱七虎带领团队为人员、武器穿
上“防弹衣”，为首脑指挥中枢、战略武器
安上了“金钟罩”。 据新华社

磨剑 砺盾
最高奖颁给大国重器铸造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右）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左）颁奖。 新华社发

记者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了解到，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奖金额度由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奖金将
全部授予获奖者个人，由个人支配。这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设立近20年来奖金额度及结构首次调整。

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一个潜心铸造“地下钢铁长城”。刘永坦和钱七虎，
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一同成为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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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活动。
习近平等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
大会。

上午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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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颁发
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
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随后，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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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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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参与和支持中
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
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了
科技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刚刚过去的
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再创佳绩，新
动能持续快速成长。当前保持经济平稳
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好发挥创
新引领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世界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紧扣重要战略
机遇新内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
设，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李克强说，要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布
局，调整优化重大科技项目。把基础研究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长期稳定支
持，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融
通发展，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科研平
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科技投入
政策和经费管理制度，扩大科研人员在技
术路线选择、资金使用、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自主权，实行更加灵活多样的薪酬激励
制度，弘扬科学家精神，严守科研伦理规
范，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扎扎实实
做事，不拘一格大胆使用青年人，把科技
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李克强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更多运
用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创新，只要企业充
满创新活力，中国经济就有勃勃生机。要
大力营造公平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降低
创新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提升双创水平，加
快构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体
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着力激发全社
会创新潜能。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扩大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对外开放，在人
员往来、学术交流等方面创造更多便利条
件，更加广泛汇聚各方面创新资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在主持大会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隆
重奖励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作出
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充分体现了对科
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希望广大科技工
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坚持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奋斗目标，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
理念，坚定信心和决心，加快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创新，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
破，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
的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刘永坦、钱七虎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
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78个项目和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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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7项；国家技
术发明奖67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
6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3项，其中
特等奖2项、一等奖23项、二等奖148项；
授予5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

“有速度也有技术很灵巧。”“场上
自信积极，场下谦虚谨慎。粉了粉
了！”“中国马塞洛！”……从1月8日晚
上开始，“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大
型公益评选活动后台不断收到网友的
留言，他们点赞的人，是95后国足新
人刘洋。

1月8日晚，国足2：1逆转吉尔吉
斯斯坦队，迎来本届亚洲杯的开门
红。在这场比赛中，不少人注意到了
球队里最年轻的刘洋。首发出场并且
打满全场，贡献2次关键传球、2次过
人、5次争顶成功、3次抢断、2次拦截
和4次解围，于大宝打进的绝杀也是
来自于刘洋的传球，这样的成绩单，确
实让人眼前一亮。“他的朝气和拼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祝贺刘永坦钱七虎两院士
获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足亚洲杯开门红
网友力挺95后小将

推荐方式：
推荐平台已正式开启，欢迎您通过封

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
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的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
件下方留言，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评选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
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刘洋上封面
给国足带来新的看点。”“不能说有多完美，
起码敢做动作，敢打敢拼，下半场一度拼到
抽筋。”……有拼劲、有朝气，是网友们为刘
洋贴上的封面新青年标签。

寻找奋斗不息的新青年，唤醒每个人
心中向上的力量。1月1日，由封面新闻发
起的“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大型公益
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我们将在通过网友推荐、专家评审，在文
化、公益、科学、艺术、体育、商业等多个领
域中，选出10名具有时代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新青年授予“封面人物”的称号。

说出那些曾给过你感动或激励的青
年，让他们上封面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2019 亚洲
杯小组赛：中国
2：1吉尔吉斯斯
坦，刘洋的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打开封面新闻
推荐封面新青年

最 高 奖 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