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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
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金域医学集
团 ”）组建了病毒筛查“应急部
队”，并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湖北
荆州。至今，金域医学集团已累
计检测核酸超过 170 万例。

而凭借在罕见病诊断领域
的技术优势， 金域医学集团的

“罕见病实验诊断关键技术创
新与规模应用” 项目获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罕见病具有高致残、致畸、
致死的特点，并具有终身性，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经济负
担。中国人口基数大，罕见病患
者约有 2000 万。防控罕见病的
关键在于精准诊断及预防，但
痛点是诊断难。 临床上罕见病
患者易被误诊， 患者平均需花
5 年时间才能被确诊。

该项研究通过对生命组学
单一技术创新和多组学技术整
合， 解决罕见病实验诊断关键
技术标准化、 规模化应用的问
题， 建立中国人群的样本库和
数据库， 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从
而促进技术迭代更新， 取得了
系列科学发现， 系统性地提高

罕见病的诊断水平， 提升诊断
效率。“目前，这一研究项目最
大的意义在于创建了样本量
大、 病种齐全的中国人罕见病
样本库和数据库。 ”金域医学集
团董事长梁耀铭（上图 ，受访者
供图）说。

该研究成果已通过金域医
学集团 37 个省级医学实验室
网络向全国推广和应用。 截至
目前， 金域医学每年为 80 多
万人次提供罕见病筛查和精
准诊断，提高患者的就医可及
性， 帮助医生提高诊断水平，
解决罕见病“诊断难、诊断贵”
问题。 （董柳）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粤科宣

25 日，全省科技创新大
会在广州召开， 会上颁发了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 共 179 个项目（人）获
奖，与 2018 年度相比增加 3
项 （人）， 总体获奖率为
28.1%。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迎军、张偲摘得突出贡献奖。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
审委员会主任王瑞军介绍，
与 2018 年度相比，2019 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不
同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
是新增 4 家首批建设的省
实验室作为省科学技术奖
的提名单位，二是允许外籍
科研人员提名广东省自然
科学奖。

获奖项目（人）中，自然
科学奖 24 项，占比 13.4%，
数量与占比均为历年来最
高。 技术发明奖 14 项，占比
7.8%，一批面向产业发展重
大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取
得了突破，从源头创新上解
决“卡脖子”问题。

科技进步奖共有 135

项获奖，这批获奖项目成果
在转化应用过程中产生了
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据统
计，成果转化应用后在完成
单 位 新 增 销 售 额 累 计 达
893.3 亿元、 新增利润累计
达 136.7 亿元， 在应用单位
新增销售额累计达 1054.1
亿 元 、 新 增 利 润 累 计 达
122.3 亿元， 充分展现了广
东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
量发展。

此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持续强化。 由企业牵头或
参与的项目总数达到 123
个 ， 占 获 奖 项 目 总 数 的
68.7%。仅从牵头项目看，由
企业或依托企业牵头完成
的有 66 项，占 36.9%，比例
高居首位。

青年科学家获奖群体
同样引人注目。 获奖项目
（人） 中，45 岁以下的第一
完 成 人 有 61 人 ， 占 比
34.1%， 其中特等奖项目 1
人、一等奖项目 12 人、二等
奖项目 48 人。

2019 年 度 广 东 省 科 学
技术奖中，广州表现亮眼，有
136 项 （人 ） 获奖 ， 占比约
76%， 展示出强劲的科研创
新实力。 其中，2 名突出贡献
奖得主均出自广州 ； 广州共
获得自然科学奖 20 项 （占比
83.3% ）、 技术发明奖 10 项
（占比 71.4%）和科技进步奖
100 项 （占比 74.1%）， 共有
116 项成果由广州地区企事
业单位牵头完成。

50 项一等奖中 ，广州斩
获 43 项，占 86%。

4 名科技合作奖获得者
也均来自广州的合作项目，分
别是：与广东工业大学合作的
法国科学院配位化学研究所
伯纳德·莫涅， 与暨南大学合
作的印度国家半干旱热带作
物研究所拉吉夫·库马尔·瓦
西里，与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合作的斯里兰卡卢胡纳大
学迪拉克·普利亚达莎纳·多
瓦姆佩·加马格， 与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合作的
德国巴西圣卡洛斯联邦大学
马提亚斯·杜雷尔。（董柳）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 用空
调就必须为电费买单， 但格力电
器大胆突破，实现了“变消耗能源
为创造能源”目标。 格力电器“光
储空调直流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获得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
明珠告诉记者，煤炭发电是造成
雾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空调又
是其中的耗电 “大户”。 当他们
最初提出研究想法时，国内外在
该领域的研究尚是空白。

经过一年多努力， 研究人员
成功突破了光储空调直流化关键
技术，让空调与“取之不竭”的太

阳能完美结合。 该项目解决了光
伏、储能、电网和空调集成控制与
调度难题， 将空调由传统用电设
备转变为发储用一体化设备 ，实
现了对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 项
目研发了 8 大系列 、91 款产品 ，
已应用于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于商业办公、地产住宅、工业
生产及国防等多个领域的 6000
余项工程， 近三年新增销售额逾
18.65 亿元。该项目成果改变了传
统制冷设备消费资源的现状 ，大
幅提升清洁电力在民用领域的占
比， 对国家能源改革战略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吴国颂）

“一个恶性肿瘤病人，知道
自己患病，往往有一个心理接受
过程。 应该说， 恶性肿瘤病人
100%患有心身疾病。 如果心理
疾病得不到有效解决，很可能加
重肿瘤的发展。 ”省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耿庆山（右图 ，省人民医
院供图）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时说。

耿庆山将心身疾病的诊疗
模式和医学模式有机地整合起
来，形成“心身整合医疗临床研
究及应用”项目。该项目系统研
究了传统纯生物医学模式的现
状和弊端， 制定了符合心身疾
病防治特点、 可以满足非精神
病专科医院实际医疗条件的心
身健康管理模式， 在我国首次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证实了
心身疾病高发病率和医护人员
精神心理疾病诊疗技能匮乏之
间的关系。 该项目建立了适合
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心身
整合诊疗专家共识， 并根据制
定的专家共识在广东地区进行
了系统培训及适宜技术推广和
应用。此外，项目在我国非阻塞
性冠心病人群中率先发现了心

理应激可诱发心肌缺血，为高
危人群心脏性猝死的风险评
估提供了客观证据。 项目还首
次通过基于大数据的心身整
体智能医疗体系研发，促进了
智能化心身整合医疗模式的
推广和应用，相关产品已经广
泛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耿庆山介绍， 在新冠肺炎
患者治疗中， 心身疾病的干预
诊疗技能得到应用———在对患
者的诊疗中既治疗躯体病又进
行心理干预， 以及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心理干预。 （董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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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偲院士（上图 ，省科技厅
供图）是国内外著名海洋生态工
程专家，现任中科院南海海洋所
所长、研究员，同时担任南方海

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
州）主任、中国科学院南海岛礁
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他围绕“热带海洋生物功能
活性物质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
功能利用”和“南海岛礁与粤港
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核心科技问
题，阐明海洋生物化学生态防御
理论，初步阐释岛礁生态海岸演
替与二次天然发育过程，初步揭
示大湾区海洋生态系统物质演
化规律与海洋生态安全机制，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环保
事业、南海岛礁国土安全与大湾
区海洋岛屿生态安全及可持续
利用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实和丰
富了“南海精神”国家之魂的科
技内涵，为践行国家“南海战略”
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偲创建了“南方海洋科学
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
引进或组建了 45 个核心团队，
为粤港澳大湾区岛屿可持续开
发、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原创性科技支撑。

他有效鉴定海洋微生物新科 1
个、 新属 11 个、 新种 39 个、新
化合物 119 个， 获国药“准”号
新药生产批文 1 个，研发海洋生
物绿色新产品 16 个， 是我国第
一个海洋微生物 973 项目“海洋
微生物次生代谢的生理生态效
应及其生物合成机制”的首席科
学家。

作为首席科学家，他带领的
科研团队荣获中央最高嘉奖，还
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第一）、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一）、第十
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第一）和
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创新奖等多
个奖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69 件，
成果推广应用带来直接经济效
益 127 亿元。

张偲投身海洋事业近 40
年，在广东努力耕耘 30 多年。他
积极推动热带海洋生态工程技
术在粤落地应用，为广东海洋科
技赶超全国做出巨大贡献。

（董柳）

深 圳 共 41 个 项 目 获
奖 ， 包括自然科学奖 3 项 、
技术发明奖 5 项 、科技进步
奖 33 项 ， 占全省总奖项数
的 22.9%，创近十年来最高。
其中 ，6 项为主持完成的一
等奖 ，分别是 ：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1 项 、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 2 项 、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 1 项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 一等奖比重占全省的
16%。

深 圳 市 科 创 委 相 关 负
责人告诉记者 ，深圳获奖数
量和质量再创新高 ，充分说
明深圳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显著效果 ，凸显在粤
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
中的核心引擎作用。

深 圳 市 大 疆 创 新 科 技
有限公司 “三维环境智能感
知系统研发及应用 ”摘得科
技进步奖唯一的特等奖 ，这
是深圳民营科技企业 主 持
攻关的成果再度问鼎 该 重
大奖项 。 据悉 ，这项技术攻
克了无人系统自主导 航 过
程中的跟踪 、定位与避障难
题 ，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款
具有自主避障能力的 智 能
无人机 ，为无人机向各行业
推广起到关键作用 。 目前 ，
项目成果已在北美 、 南美 、
欧洲 、日本 、东南亚等地区
实现应用。 截至 2018 年底，
项目产品系列合计销售 额
为 95 亿元 ， 社会经济效益
显著。 （沈婷婷）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出炉，179 个项目（人）获奖

科技企业成 创新火车头

龙头民企表现抢眼！
力夺科技进步奖唯一特等奖

深耕生物材料领域 35 年
“类骨仿生”为病患保住肢体

格力电器

“消耗能源变创造能源”
研发“不用电费的空调”

突出
贡献奖

“我和我的团队只是做了一
个科技工作者该做的事情，除了
感恩和继续努力没有更多想
法。 ”获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迎军 （右图 ， 薛 江 华 陈 秋 明
摄）向羊城晚报记者表达了她的
感受。

王迎军还是亚太材料科学
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国
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物材料学
会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
广东研究院院长。

她从事生物材料研究与工
程化工作 35 年，在骨、齿和血液
净化材料，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
材料等前沿研究领域取得多项
原创性成果，被 Nature� Mate-
rials 等一批国际顶尖期刊引用
和高度评价。她提出类骨仿生构
建创新理念，建立生物适配理论
雏形，丰富和扩展了新型生物材
料研究理论体系，对新型生物材
料研究、设计和产业化，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作用。在该
理论指导下研发成功的大缺损
骨再生修复体在临床转化应用，
解决了承重骨大缺损再生修复
国际难题，可避免截肢，保住病
患肢体。该成果转化企业已获得
CFDA 证和 CE 证，在中国和欧

盟 400 多家医院临床应用，惠
及 30 余万病人。

此外，她发明的个性化精准
修复成套技术， 融合了人工智
能、 大数据、3D 打印等先进技
术，应用于临床，降低手术难度，
提高修复精准度，使很多复杂难
治病症得到治疗，提高病患生活
质量， 产生重大社会经济效益。
她还长期致力于生物材料工程
化和成果转化工作，建立我国第
一个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产学研
联盟和协同创新中心，畅通高端
成果产业化渠道。相关产品在临
床广泛应用，显著提高了高端产
品国有化程度，促进临床手术进
步，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医疗器械
行业快速发展。

受访中，她告诉记者，近期
她和她的团队主要针对临床普
遍存在的细菌感染问题，研究一
种新型的抗菌材料和技术。它可
以在有效杀死细菌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保持正常细胞的成活率，
并且不产生耐药性。这项成果转
化临床应用后可挽救千万病患
的生命，相关研究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此外，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她所领导的国家药监局监管科
学研究基地对疫情所需的基本
医疗器械，如防护服、呼吸机、检
测剂等从监管科学的角度进行

监管体系创新研究。同时推动以
AI 为代表的前沿医学辅助技术
在影像诊断、病床管理、高密度
人流体温检测等方面的应用，大
大提高疫情防控效率。

“在广东工作、生活四十年，
这里已是我实际意义上的故乡。
作为一名广东人，我觉得很荣幸
能在这片热土上放开手脚做一
点有意义的事情。 ”她说。

（董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
结核病控制中心主任、“结核病
防治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项
目第一完成人周琳（右图 ，梁喻
摄）主动请战，奔赴荆州一线参
加抗击疫情， 并担任广东省援
助荆州新冠肺炎防控前方指挥
部副总指挥。

周琳告诉记者，结核病曾被
称为“白色瘟疫”，有“十痨九死”
之说，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广东
作为我国人口大省，人口流动频
繁，是我国结核病负担较重的地
区之一，每年报告新发肺结核近
8 万，已成为我国“终结”结核病
流行的主战场。 结核病防治面临
的主要挑战包括流行规律尚未
明确、患者诊断延误、治疗周期
长、管理难度大、耐药性等问题，
同时缺乏有效、有针对性的早期
诊断措施等。

该项目团队攻克了结核病
诊断方法耗时长、 灵敏度低及
生物安全隐患等难题， 研发了
简便、快捷、经济的结核病快速
诊断产品（结核病全自动恒温
核酸检测系统），使检出报告时
间从传统痰培养 2 个月缩短至
2 小时，同培养相比，病原学阳
性率提高了 7%；并在国际上率
先对检测设备进行联网监控，
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至监管单
位， 实现了结核病疫情的实时

监控， 推动了基层结核病诊断
进入分子生物学诊断新时代。
该系统仪器售价仅为同类进口
产品的 1/5，检测系统已在全国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疾控中心、
医学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200 多
家企事业单位广泛应用， 解决
了近 10 万人结核病的诊断问
题。

项目团队首次研制“病原 +
免疫”复合治疗方法，将治疗时
间缩短了 2 个月，改变了传统至
少 6 个月的标准治疗方案，提升
了治疗效果，引领结核病免疫临
床治疗。 实践结果显示，治疗成
功率略高于 6 个月方案，患者依
从性大有提高。 目前，方法还在
多中心研究和患者随访阶段，将
在未来得到推广应用。

（董柳）

科研创新实力强劲！
获奖项目占总奖项数76%

省结核病控制中心主任周琳负责项目：

促“白色瘟疫”快诊快治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耿庆山负责项目：

使“医身医心”两不偏废

金域医学集团董事长梁耀铭负责项目：

缓解罕见病“诊断难诊断贵”

科技
进步奖

三名“战疫者”负责项目
齐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技术
发明奖

广
州

深
圳

中国工程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王迎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偲：

投身海洋事业近 40 年
推动广东海洋科技赶超全国

● “面向复杂电磁环境的
北斗导航创新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
项目突破了北斗高精度测量 、
高动态接收、 多维抗干扰等系
列关键技术， 成果广泛应用于
北斗示范工程和国民经济重点
部门，近三年产值超 10 亿元。

●“肝脏肿瘤新型多模图
像诊治核心技术 、体系构建及
其临床应用 ”项目获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该项目实现了肝癌
解剖性 、功能性和根治性肝切
除术 ，构建了肝癌早诊早治新
模式 ，已在 500 多家医院推广
应用 ，为广东数字医学创建和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董柳）

突出贡献奖 2 人

自然科学奖 24 项
（一等奖 12 项、二等奖 12 项）

技术发明奖 14 项
（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5 项）

科技进步奖 135 项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9 项、二等奖 105 项）

科技合作奖 4 人

扫 码 查 看
2019 年度广东
省科学技术 奖
全部名单

奖项
加映

省援助荆州新冠肺炎防控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
省结核病控制中心主任周琳，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疫情防控组副组长、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耿庆
山，参与抗疫工作的金域医学集团董事长梁耀铭，分
别作为主要完成人（均列“主要完成人”之首）的项
目，齐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牵头或参与近七成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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