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2020 年 1 月 11 日 星期六

責任編輯 張碧珊

美編 王彬彬

新聞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12

國家科學技術獎昨日揭盅

兩院士摘得最高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
娟 報 道 ： 備 受 關 注 的 2019
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昨日在
京揭曉。94 歲的中國 「核潛
艇之父」 、中國工程院院士
黃旭華，85 歲的中國科學院
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
國科學院院士曾慶存，獲得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本年
度共評選出 296 個項目和 12
名科技專家。由香港科研人
員參與完成的 5 個項目亦斬
獲獎項。

習近平出席並頒獎
2019 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 10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首先向獲得 2019 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
獎的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黃旭華
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曾慶存院士頒發獎
章、證書，同他們熱情握手表示祝賀，並請他們到主
席台就座。隨後，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兩位最
高獎獲得者一道，為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
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
科學技術合作獎的代表頒發證書。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中國科技界最高榮譽，每年
評選一次，每次授予不超過兩名，由中國國家主席親
自簽署、頒發榮譽證書、獎章和 800 萬元人民幣獎
金。目前，共有 33 位傑出科學工作者獲得該獎，袁隆
平、程開甲等都曾獲得該獎。其中，發現青蒿素並獲
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成為該獎首位女性得主，也
是該獎頒發以來唯一一位非 「兩院」院士的獲獎者。

港參與合作 5 項目獲獎
2019 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其他獎項同步揭曉。其中，
國家自然科學獎 46 項，包括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45
項；國家技術發明獎 65 項，包括一等獎 3 項、二等獎
62 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185 項，包括特等獎 3 項、
一等獎 22 項、二等獎 160 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
學技術合作獎授予英國、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奧
地利、芬蘭、挪威、巴基斯坦等國 10 位科學家。
香港科學家與內地高校、科研機構合作完成的 5 項
目亦喜獲獎項。香港大學林參參與的 「時延系統的魯
棒控制理論與方法」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香
港理工大學忻浩忠參與的 「紡織面料顏色數字化關鍵
技術及產業化」、香港理工大學陳智軒、李湄珍參與
的 「腦卒中後功能障礙中西醫結合康復關鍵技術及臨
床引用」、香港大學高一村參與的 「人類重大傳染病
動物模型體系的建立及應用」、香港大學胡勇參與的

▲國家領導人與獲獎代表合影留念。

新華社

「基於脊柱脊髓損傷流行病學及微環境理論的診療體
系建立與臨床應用」均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科技緊扣發展和民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講話中，向全國廣大科技工作
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參與和支持中國科技事業的外國
專家表示衷心感謝。去年，中國科技事業再創佳績，
湧現出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成果；今年，將深入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促進科技與經濟深度融
合，為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高質量發展提
供強大動力。
李克強指出，要築牢基礎研究這一科技創新的根
基。加大財政穩定支持，引導企業等社會力量增加
投入。他同時強調，寬容失敗，支持科研人員心無
旁 騖 、 潛 心 鑽 研 ， 創 造 更 多 「從 0 到 1」 的 原 創 成
果，讓 「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專注得到更多褒獎。
要緊扣經濟發展和民生亟需把準科技創新的着力
點。加速產業升級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成果轉
化，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業態。加大重大疾病防控、
環境治理等研發力度，讓技術貼近群眾、創新造福
人民。

曾慶存

習近平向黃旭華院士（右）和
曾慶存院士（左）頒獎。 新華社

曾慶存，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
員，國際數值天氣預報奠基人之一，為現代大
氣科學和氣象事業的兩大標誌——數值天氣預
報和氣象衛 星 遙 感 作 出 開 創 性 貢 獻 。出 生 於
1935 年的曾慶存，今年已是 85 歲高齡。
人們如今能隨時查看幾天後的天氣，離不開
曾慶存創造的算法。20 世紀 60 年代初，年僅
25 歲的曾慶存從分析大氣運動規律的本質入
手，提出了 「半隱式差分法」 。這是世界上首
個用原始方程直接進行實際天氣預報的方法，
並隨即被用於天氣預報業務。

科技為民初心不改
致力於服務人民美好生活是科
技發展的 「初心」 ，2019 年度在
民生領域科技成果獲獎比重繼續
增高，涵蓋農業科技、環境生
態、健康醫藥等項目，尤其醫藥衛生共有 36 個
相關項目獲獎，包括以嶺醫藥研究院、阜外醫院
等機構完成的 「中醫脈絡學說構建及其指導微血
管病變防治」 ，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血
液系統疾病出凝血異常診療新策略的建立及推廣
應 用 等 25 項 成 果 ， 獲 得 國 家 科 技 進 步 獎 二 等
獎。

本次獲得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的 10 位外籍科
學家，合作領域也包括了空氣污染防治、疾病防
控、新藥研發等惠及民生的熱點領域。
還值得關注的是，青年人才成基礎研究的生力
軍。據悉，2019 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成果完
成人平均年齡 44.6 歲，第一完成人平均年齡 52.5
歲，分別比 2018 年下降了 2 歲和 2.6 歲。最年輕
的團隊，平均年齡只有 35 歲。今年還首次在國
家自然科學獎中試行放開完成人國籍限制，將有
力吸引鼓勵海外高層次人才來華創新創業。
香港商報記者 張麗娟

選舉倒計時 氣氛不濃烈
台灣選舉最後 24 小時，投
票氣氛依然不濃烈，各個候
選人則繼續做最後衝刺。
在台北市本地人不多，很
多人都提早下班回戶籍所在
地投票，市區下午 3 點就開
始堵車了。大家都說今年選
舉比較奇怪，很多以前不投
票的人出來投了，但之前都
有投票的今年卻放棄了。
三位候選人的拉票活動，
加起來跟前一天一樣有將近 50 場。韓國瑜繼續貴精不
貴多，集中在南部，下午在南投掃街，晚上回到自己
的票倉高雄再辦大型造勢會。蔡英文則繼續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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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Announcement on Approval of 2×1 million
kilowatts “Developing Large Units and
Suppressing Small Ones”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Maoming Bohe Power
Plant
The Company and its directors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real, accurate, complete and free from any false recor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or
material omissions.
I. Overview of Situation
Recently, Guangdong Yudean Bohe Coal & Electricity Co., Ltd., a subsidiary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Ltd., received the Approval of Guangdong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2×1 million Kilowatts “Developing Large Units and Suppressing
Small Ones”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Yudean Maoming Bohe Power Plant
(YFGHZ [2020] No. 1).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for power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enhance the power supply capacity and promot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oming City, it is agreed to build 2×1 million Kilowatts “Developing
Large Units and Suppressing Small Ones”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project code: 2019440900-44-02-077510) of Guangdong Yudean Maoming Bohe Power Pla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Law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pproval
and Filing of Enterprise Investment Projects. The project unit is Guangdong Yudean Bohe
Coal & Electricity Co., Ltd.
2×1 million Kilowatts “Developing Large Units and Suppressing Small Ones”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Yudean Maoming Bohe Power Plant is located in the
Power Town, Binhai New Area, Maoming City. It is planned to build two 1 million Kilowatts
ultra-supercritical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ng units and simultaneously build flue gas
treat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such as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denitration and dust removal. The project is connected to the system at a
voltage level of 500 KV.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project is RMB 8.104 billion, of which the
project capital is RMB 1.621 billion, accounting for 20% of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project,
and the domestic loan is RMB 6.483 billion.
The Company will fully push forward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Project Approval Document, and disclose it in a timely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follow-up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Investors are request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
This announcement is hereby made.
Document for Reference: Approval of Guangdong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2×1 million Kilowatts "Developing Large Units and Suppressing Small Ones" Power
Genera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Yudean Maoming Bohe Power Plant (YFGHZ [2020] No.
1)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uangdong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Ltd.
January 11,2020

跑，上午先在新北，下午回台北掃街，晚上再南下高
雄造勢，和韓營直碰，之後又趕回台北凱道舉行造勢
大會。

蔡掃街記者不讓近
小記下午跟上蔡英文掃街車隊，一個小時的車程，
兩旁有民眾聚集，據說大部分都是民進黨的立委動員
出來的。一路上有大批警察護駕，蔡英文到了民進黨
總部下車，支持者、記者和警察混在一起，差點打了
起來，場面相當混亂。記得 8 年前採訪蔡英文拉票
時，還沒有當選的她，明顯沒有這麼大的陣勢，現在
連邊都靠不近。
另外一位候選人宋楚瑜也有拉票活動，晚上的造勢
大會更邀得郭台銘站台。小記一下車，就碰到郭董走
在前面，趕緊上去打招呼，郭董也很友善，問
他怎麼看這次選舉，他說台灣的政治生態需要
改善，其他則不欲多說。大會現場焦點都集中
在郭董身上，感覺好像他才是候選人似的，他
說自己會一直為台灣效命。

台商冀用票改現狀
記者昨日走訪了專程飛回來投票的台商。辦
公室設在香港的台灣商人龍先生從沒有投過
票，因為不滿台灣現狀，這次特意趕回，希望
用手中的一票改變這一切。他認為兩岸關係對
台灣經濟很重要，當局不應該把門關起來。做

生意立足香港，背靠大陸，則能達到最佳的效應。
龍先生直言，台灣現在實在太亂，一直在退步，從
四小龍的第一名到現在倒數第一，再過十年如果不努
力還可能會被越南趕超。自己實在看不下去了，這次
回來一定要把這一票投出去。雖然民調顯示民進黨領
先，但龍先生堅持，邪不勝正，韓國瑜會勝出。
在台灣的經濟問題上，一直行走在兩岸三地中的龍
先生認為，兩岸因素十分重要，大家有很多可以互補
的商業機會，但台灣當局因為意識形態把大門關起
來，這有點像掩耳盜鈴，很有問題。他指出，大陸是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台灣又靠得這麼近，如果大家不
做生意，不互相往來，絕對不可能，也是很愚笨的事
情。
在兩岸關係上，龍先生認為，應該把經濟和政治分
開，希望先把經濟做起來，要有好的生活才能考慮到
以後的問題。蔡英文當局只考慮意識形態，其他一切
都不顧。
龍先生把辦公室放在香港，他說立足香港，背靠大
陸，更加便利面對世界市場。他指出，香港環境相當
有優勢，即使最近有點亂，只是暫時性的，不會有太
大問題，因為香港是有上百年根基的世界金融中心。
如今公司在香港，自己卻選擇住在深圳，龍先生說是
因為更方便於互聯互通。他指出，香港便利性超過深
圳，但兩地是互補的，誰都代替不了誰，如果大家緊
密合作，效果絕對是一加一大於二的。
香港商報記者 木子

黃旭華

黃旭華，出生於 1924 年 2 月，96 歲高齡的
他，2020 年 1 月 10 日在人民大會堂神采奕奕地
登上了領獎台。
1965 年，中國核潛艇研製工作全面啟動，包
括黃旭華在內的一批人挑起了開拓中國核潛艇
的重任。接下這份絕密任務後，黃旭華 30 年沒
有回過家。1970 年到 1981 年，中國陸續實現
第一艘核潛艇下水，第一艘核動力潛艇交付海
軍使用，第一艘導彈核潛艇順利下水。黃旭華
等核潛艇事業先驅的拼搏，使中國成為世界上
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港參與項目獲 5 獎
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香港大學林參作為主要完成人之一參與的 「時延系
統的魯棒控制理論與方法」 項目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香港理工大學作為主要完成單位之一參與的 「紡織
面料顏色數字化關鍵技術及產業化」 項目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作為主要完成單位參與的
「腦卒中後功能障礙中西醫結合康覆關鍵技術及臨床
應用」 項目
香港大學作為主要完成單位之一參與的 「人類重大
傳染病動物模型體系的建立及應用」 項目
香港大學作為主要完成單位之一參與的 「基於脊椎
脊髓損傷流行病學及微環境理論的診療體系建立與臨
床應用」 項目

美擬在菲布兵抗華
【香港商報訊】據路透社 10 日報道稱，美軍計劃在
太平洋部署一支特殊任務部隊，將針對中國執行情
報、電子、網絡及導彈作戰，而部隊基地很可能設在
菲律賓和中國台灣東部島嶼。
報道指，該部隊將配備能擊中陸地和海上目標的長
程精確武器，例如高超音速導彈，以便一旦爆發衝突
時，為美國海軍艦艇開路，亦有助抵銷中俄，阻止美
國航母靠近亞洲大陸的一些能力。 不過報道並未精準
說明具體島嶼的位置。
路透社引述美國陸軍將領接受彭博訪問時指，部署
該部隊將有助抵銷部分中俄為阻止美國軍艦靠近，已
具備的戰力。
據美國陸軍部長麥卡錫稱，該特殊部隊的部署計
劃，將可受惠美國陸軍和專門研發、管理美國間諜衛
星的 「美國國家偵察局」新達成的合作協議而順利推
展。麥卡錫當晚將出席華府一場活動，會說明陸軍在
印太地區部署的計劃細節。

中日下周戰略對話
【香港商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10 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宣布，經雙方商定，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
成將於 1 月 14 日同日本外務事務次官秋葉剛男，在陝
西西安舉行第十五輪中日戰略對話。雙方將就雙邊關
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耿爽表示，中日戰略對話是兩國外交部門進行高級
別戰略溝通的重要渠道。目前中日關係總體保持改善
發展勢頭，中方希望雙方通過此輪對話進一步凝聚共
識、增進互信，為順利實施雙邊重大政治議程、推動
兩國關係更好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內地嚴懲襲警犯罪
【香港商報訊】中國公安部 10 日在新聞發布會上介
紹，日前，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
安部聯合印發《關於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
導意見》，要求在辦理此類案件時，不能將襲警行為
等同於一般故意傷害行為，不能僅以造成民警身體傷
害作為構成犯罪的標準，要綜合考慮行為手段、方式
以及對職務的影響程度。
這是中國第一份由 「
兩高一部」聯合出台的專門懲處
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規範性文件。根據中國刑法規定，
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依照妨害公務
罪從重處罰。為準確貫徹執行刑法規定，進一步明確對
此類案件的定性和處罰，《意見》對適用暴力襲警的情
形、從重處罰的情節等內容予以明確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