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強：讓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名利雙收

王澤山侯雲德膺國家最高科技獎
著名火炸藥學家與病毒學「泰斗」彰顯中國力量

「病毒地獄」守門人 狙擊SARS建奇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昨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2017

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著名

火炸藥學家、南京理工大學王澤山

院士，病毒學「泰斗」、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侯雲德院

士，共同獲得2017年度國家最高

科學技術獎。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

平、李克強、張高麗、王滬寧出席

大會，並為中國科技界的佼佼者們

頒獎。

數讀2017國家科技獎
共評選出271個項目和9名科學家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

國家自然科學獎35項，一等獎2項、二等獎33項

國家技術發明獎66項，一等獎4項、二等獎62項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70項，特等獎3項、一等獎21項（含創
新團隊3項）、二等獎146項

授予7名外籍科技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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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講話
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全體獲獎人員
表示熱烈祝賀，向全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致
以崇高敬意和誠摯問候，向參與和支持中
國科技事業的外國專家表示衷心感謝。李
克強說，中國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深化
國際合作，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打造
世界創新高地。
李克強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
國科技事業取得長足進步，為推動經濟社

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前，我國發展站在新
的歷史起點上，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滿
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按
照黨的十九大部署，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凝聚起更為強大、更為持
久的科技創新力量。
李克強說，要面向建設科技強國，加強

基礎科學研究，完善多元化投入機制，促
進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相結合，增強原始
創新能力。面向提高經濟發展品質效益，

加快攻克關鍵共性技術，解決好產業發展
「卡脖子」問題。面向增進民生福祉，開
展重大疾病防治、食品安全、污染治理等
領域攻關，讓人民生活更美好。推動科技
創新與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新技術新產業
新業態加速成長。

企業應成為技術創新主體
李克強指出，企業應成為技術創新的主

體，要落實和完善支持企業創新投入的政
策措施，引導各類技術創新要素向企業集
聚。科技創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必須深

化科技體制改革，健全創新激勵機制，賦
予創新團隊和領軍人才更大的人財物支配
權、技術路線決策權，真正讓有貢獻的科
技人員名利雙收，湧現更多國際領先創新
成果。
李克強說，要弘揚創新創造精神，提

升創新供給能力和效率，促進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上水平。推動國家重大科研基
礎設施、科學數據和儀器設備向社會開
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深化國際合
作，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打造世界
創新高地。

國家科技獎國家科技獎聚聚焦焦

經學科專業評審組、評審委員會和獎勵
委員會三級評審，2017年度國家科技

獎共授予 271 個項目和 9 名科學家（見
表）。

王澤山：八旬仍奮戰在第一線
最高科技獎是國家科技獎勵中最受矚目的
獎項，這一獎項自2000年正式設立，至今
已有29位科學家獲獎。今年的獲獎者之一
是出生於1935年的王澤山院士。他是吉林
省吉林市人，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事工程學院火炸藥專業。王澤山是中國
著名火炸藥學家，發射裝藥理論體系的奠基
人，火炸藥資源化治理軍民融合道路的開拓
者，系列原創技術的發明人。82歲的他依
然奮戰在國防科技事業第一線。

侯雲德：病毒「火山口」上的守護者
另一位獲獎者，是出生於1929年的侯雲
德院士。他是江蘇省常州市人，1955年畢
業於同濟大學醫學院，1962年被蘇聯醫學
科學院破格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
任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長等職。侯雲德
是中國分子病毒學、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產業
和現代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的主要奠基人，
曾率先研發出中國首個自主知識產權基因工
程藥物——重組人干擾素α1b，並率領團隊
成功應對近十年來國內外發生的多次重大傳
染病疫情，被稱為病毒「火山口」上的守護
者。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有關負責
人表示，2017年度的國家科技獎勵具有鮮
明特點，既有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重大項
目，也有致力於改善民生的科技創新。獲
獎項目服務國家戰略，彰顯中國力量，例
如特高壓直流輸電技術、重大新發傳染病
防治的「中國方案」等。基礎研究重大成
果持續產出，徹底改變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連續空缺局面，繼2006年後，第二次在同
年度產生兩個一等獎。此外，今年國家科
技獎勵的特點，還體現在國防科技自主創
新、助推人民生產生活改善和產業轉型升
級、中西部地區呈現新亮點、企業創新主
體地位進一步凸顯等方面。

今年已有 89 歲
高齡的侯雲德，是
中國生物醫學領域
傑出的戰略科學家

和科技工作者，中國分子病毒學、現代醫
藥生物技術產業和現代傳染病防控技術體
系的主要奠基人。他被稱為中國「干擾素
之父」，「病毒地獄」的守門人，為成功
狙擊SARS、H1N1流感等傳染病作出卓越
貢獻。
如今，89歲的侯雲德仍擔任着國家「艾

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
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一職，堅持科研工
作。「科學工作者認識世界的目的是改造
世界，是要為老百姓做貢獻」，侯雲德
說。
侯雲德出生於1929年。他1955年畢業

於同濟大學醫學院，1962年被蘇聯醫學科
學院破格授予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他
歷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所
長、三屆中國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
（「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專家委員

會首席科學家等職務。

開創基因工程藥物研發先河
上世紀80年代，侯雲德率領團隊相繼

研製出2個國家I類新藥和6個國家II類
新藥。其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國家I類新
藥——重組人干擾素α1b，開創了中國
基因工程創新藥物研發和產業化先河。
他因此被業界稱為中國「干擾素之
父」。
進入二十一世紀，SARS等新發傳染病

肆虐，令中國傳統的疾病防控系統備受
考驗。侯雲德領導專家組設計了應對重
大突發疫情的總體規劃，提出「集成」
防控體系思想。2009年，侯雲德主導了
中國H1N1流感大流行的防控應對和科
技攻關，取得 8 項世界第一的研究成
果，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對流感大流
行的成功干預。據評估，中國甲流的應
對措施大幅度降低了發病率與病死率，
減少2.5億發病和7萬人住院；病死率比
國際低5倍以上。這一重大研究成果獲
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一流科學家高度
讚賞和一致認同，獲得2014年國家科技
進步一等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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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7名外籍科學家榮獲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新華社

■病毒學「泰斗」、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侯雲德
院士。 網上圖片

■著名火炸藥學家、南京理工
大學王澤山院士。 網上圖片

屯門發生恐怖虐兒案，年幼小兄妹一死一
傷，事件引起本港社會廣泛關注。稚童未受
憐愛呵護反遭虐待，令人痛心。事件更令人
關注學校、社工乃至政府有關部門照顧保護
兒童方面是否存在不足，喚醒大家吸取沉痛
教訓，認真檢討。幼兒自我保護能力弱，相
關機構和專業人士，應該保持高度的責任心
和警覺性，運用教育、社工的專業技能，凡
事多留意，及早發現兒童身體、行為不同尋
常的蛛絲馬跡，盡可能將虐兒悲劇防患於未
然，勝於事後亡羊補牢。

本案受害的小兄妹遭受家人虐待並非一朝
一夕，之前有眾多不尋常的跡象，若學校或
社福機構及早介入，或許能阻止悲劇發生。
可惜，被虐殺女童兩個月無上學，幼兒園不
覺有異樣，反指沒有發現女童有被虐的痕
跡，且與繼母關係良好；8歲的哥哥曾身帶傷
痕回校，駐校社工指已轉介予相關政府部
門，但社會福利署則指事件只屬電話諮詢，
並非社署跟進個案，社署已學校監察及做
家訪。悲劇當前，與事件相關的學校、社署
卻不敢承認警覺性不足，反而給人掩飾淡化
的感覺，若然各方不深刻檢討，切實改進，
則難免類似事件重演。

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與家人關係密切
之外，學校老師、社工是他們接觸最多、最
信任的人。學校老師、社工若能細心關注兒

童的身體狀況、性情變化，相對比較容易發
現異常情況，及時幫助兒童擺脫困境乃至危
機。此次悲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照顧幼兒
的專業工作者責任心不足、警覺性不高，未
能從細微處發現問題，面對問題的蛛絲馬跡
亦低估其嚴重性，稍作跟進便輕輕放下，沒
有盡責阻止悲劇發生。

保護兒童健康成長，政府責無旁貸，此次悲
劇亦暴露出政府保護兒童、預防家暴的政策存
有漏洞。現行教育局指引只追蹤6歲至15歲的
學童的上學問題，幼稚園無需就學生缺課作出
通報，未來須考慮將幼稚園納入通報機制內，
相信有利堵塞漏洞，提升對幼兒的保護。

從虐兒數字看，全港虐兒重災區是元朗、
觀塘和屯門等地區，當局應調撥更多資源，
與民間團體合作，增派專業社工，向學校、
社區傳輸照顧、愛護兒童的法律及其他資
訊，加強相關地區的兒童服務。

政府統計資料顯示，去年1月至9月新呈報
的虐兒個案中，施虐者與受害人的關係近6成
都是父母。俗話說，虎毒不吃兒。父母無論
生活上有多大的困難和壓力，都不應拿子女
當作發洩情緒的出氣袋。社署、房署等部門
應該建立合作機制，主動向再婚、單親或經
濟困難等家庭建立跟進制度，定期家訪了解
情況，以高度的責任心、警覺性，做好保護
兒童的工作，建立對虐兒零容忍的社會。

提高責任心警覺性 防患未然遏虐兒
201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昨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香港科學家唐本忠教授及其研究
團隊，以「聚集誘導發光」項目榮獲「國家自然科學
獎」一等獎。這是繼2006年香港大學化學系支志明教
授之後，再次有香港科學家獲此殊榮，證明香港高校
擁有強大的科研能力，佳績連連。不過，香港在科研
成果產業化方面並不突出，與香港作為商業中心，擁
有強大資本和商業化能力的優勢並不相稱。政府和商
界都要認真檢討箇中原因，進一步加強與高校的聯繫
與合作，爭取將教授們的科研理論和技術成果，更多
地轉化到商業應用領域。政府尤其需要增加資源，擴
大對創科產業的投入，成立促進成果轉化的專項基
金，創建更多學研產之間的互動平台，營造良好的環
境，讓香港的科研能力變成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唐本忠此次獲獎的「聚集誘導發光」（AIE）項目
屬於首創的新概念，顛覆了人們對發光材料的傳統認
識，更引發了對有機發光材料分子設計、機理研究與
實際應用的深刻變革，可以廣泛應用在能源、環境和
健康等領域的高技術應用。目前，AIE研究已發展成
為一個由我國科學家開創並引領、國外科學家競相跟
進的熱點前沿領域。唐本忠院士獲獎，再次證明香港
高校科研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不過，由於多種原因，香港很多成功發明創造並沒
有轉化為商業運用，不少高校以及科技園的研究成
果，都尚未進一步推廣運用，這與香港作為商業之都
的地位很不相稱。例如，香港科學園某研究機構發明
了一種讓羊毛衫不起毛的全新技術，國家領導人來港

訪問時還專程參觀，給予高度讚揚。該項目本應具龐
大應用前景，但由於多種原因，有關技術還沒有得到
推廣應用，新發明的專用設備在科學園裡沉睡了好幾
年。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香港商界長期專注樓市等傳統
「高回報」產業，沒有為科研成果產業化等新興產業
投入資源；另方面，特區政府雖然投入不少資源用於
科研開發，但在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運用方面，
重視不夠、辦法不多，尤其怯於「官商勾結」等指
責，不敢為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提供切實支持。政府
有關部門因而變得因循守舊，審批關卡重重，令許多
科研成果轉化望而卻步；商界因此也擔憂難以承擔較
高的轉化成本，因而令到很多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實
驗室成果階段。

事實上，港人頭腦靈活、變通，具創意思維又懂得
做生意，只是大多數中小企業都難以支撐龐大的轉化
成本而已。因此，應呼籲大企業要有長遠的眼光，更
呼籲特區政府應增加對科研轉化的投入，增撥資源建
立更多專項的成果轉化基金和孵化資源，支持商家以
較低的成本，把科研產品轉化為商業運用，在項目有
利潤之後再與基金分成，實現風險共擔、成果共享，
成功的幾率將可大增。尤其是在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建設的大背景下，把香港教育科研領域擁有的
獨特優勢、雄厚的資本市場，與毗鄰的深圳在科技成
果轉化的良好環境，和珠三角地區的強勁裝備製造能
力等優勢充分結合起來，香港的科技成果轉化將有廣
闊前景。

港科研佳績連連 政府商界應力助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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