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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这些“大明星”们，有的破解了海南种业“卡脖
子”难题，有的填补了国内冬季芦笋生产的空白，还
有的在香料种植与加工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2月3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海口召
开，对我省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进行集中表彰。大会
上，47个项目获2020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其中
10项获省自然科学奖、2项获省技术发明奖、33项获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这些获奖项目有何亮点？折射出海南科技创新
发展的何种态势？如何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经济社会
发展？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深入一线，走近部分获奖
项目及科技工作者，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魅力。

助力生活“更加美好”
在医药卫生、产业发展等领域取得突破，有效服
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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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亮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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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企业“登台亮相”
越来越多企业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投入力度加大，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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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现也是本次获奖项
目的一大亮点。2019年，我省无一家企业牵
头获得省科学技术奖。而在今年授奖的47个
项目中，企业牵头达8家，占比17%，其中有3
家企业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获得2020年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
项目“深海油气录测试一体化评价关键技术与
重大成效”，第一完成单位是中海石油（中国）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该项目建立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深海油气录测试一体化评价关
键技术体系，能有效提升中国深水自营勘探
快速评价能力，为支持海南经济建设作出能
源贡献。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作
业经理、高级工程师郭书生介绍，团队通过研
发保障深海工程安全作业的5项关键技术，为
深水井筒安全监测提供技术保障；研发深海储
层快速评价与产能预测4项关键技术，有力支
撑深海油气田的快速发现和储量评估；研发深
海测试射孔优化2项关键技术，保障地层油气
产能释放。2014年以来，项目科研成果广泛
应用于深海油气田的勘探活动中，累计作业
40口井，发现“陵水17-2”等大中型气田，有力
推动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郭书生充满自豪：“中海油深水作业体系
的建立，使我们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在
应用效果上实现了对国外公司的超越，同类井
我们的作业周期不到国外的60％，成本更是
不到外国公司的三分之一。”

“企业要取得跨越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
新。”回顾这些年里南海油气勘探开发之路，郭
书生感慨道，“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科研投
入力度，以当前深海勘探面临的核心问题为研
究点，科研与生产有机结合，为实现建设南海

‘万亿方大气区’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同样把科技创新置于企业发展关键和重
要引擎地位的还有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欣龙控股”）。该公司与海南
大学联合申报的项目“医用防护非织造材料的
研制与开发”获得了2020年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该项目属于产业用纺织品新材料领域，项
目产品主要应用于医用防护服、手术衣、洁净
服、医用口罩及防尘口罩滤材等防护领域。公
司紧密围绕市场需求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
求，进行了系列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化。

12月4日，在欣龙控股位于澄迈县的国家
非织造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欣龙控股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医用外科口罩一般有三
层，中间的驻极熔喷层由超细纤维无纺布制
作，工艺更精密，也是口罩具备防护效果的关
键。欣龙控股研发的其中一个产品方向，就是
口罩中间这“关键一层”。

“多年来，我们通过技术积累与不断攻关，
最终研制出的熔喷布产品标准达到了大家熟
知的美国N95防护标准，甚至达到了欧洲的
FFP2与FFP3标准。”该负责人说，为了让口罩
戴起来更加安全与舒适，公司还将本就以微米
计的纤维细度再细化。

“纤维越细，阻力越小，过滤效率更高，人
们在戴起来也会更舒服、更安全。”该负责人表
示，一块熔喷布上的纤维能够稳定地更细1微
米，都将是巨大的技术飞跃。“我们现在正努力
研究纳米级熔喷布。”

欣龙控股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国家非织
造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在科研创新、
专利申请、平台建设、产学研等方面稳步推
进。近3年来，公司和科研工作站引进了2名
博士开展相关科研工作，科研经费年平均投入
超千万元，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浏览2020年省科学技术
奖获奖项目名单，这些项目充分反映
了我省在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项又一项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了我
省在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农业生产
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是“科技
让生活更美好”的生动诠释。

12月5日9时，记者来到位于海
口市秀英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以下简称药植
所海南分所）。一进大门，就感受到
一股独特香气——沉香。该所申报
的“沉香品质评价与质量控制体系构
建及应用”项目获得了2020年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作为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质沉香
产地，海南一直高度重视沉香产业
发展。“但是，沉香高昂的价格让造
假者趋之若鹜。当下伪品沉香在市
面上已经泛滥，以假充真，普通消费
者难以辨别。”该项目第一完成人、
药植所海南分所副研究员刘洋洋介
绍，他们的项目，就是致力于鉴定和
评价沉香真伪优劣，现已逐步面向社
会推广。

“多年前，海南森林公安部门找
到我们，希望我们为沉香做价值鉴
定。后来，陆陆续续也有不少相关部
门和企业找来，希望我们对他们查
获、采购的沉香进行鉴定。”刘洋洋回
忆说，他深刻地感受到，沉香市场急
需一个去伪存真的评价体系来有效
规范。

药植所海南分所基于沉香形成
机制研究，建立“三步法”鉴定技术。

“首先采用DNA条形码技术鉴别样
品是否来源于沉香物种，然后采用显
微鉴定技术鉴定样品是否天然形成，
最后采用现代化学分析技术确定样
品的品质等级。”刘洋洋介绍，基于这
个技术体系，该所成立了全球首家沉

香鉴定中心，并通过CMA资质认
定，可接受客户委托检验并出具具有
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

此外，针对因品质评价方法缺
乏，沉香现代功效研究证明不足而
导致沉香产品开发受限的问题，药
植所海南分所还构建了以“感官性
状-化学成分-药效作用”为核心的
品质分析与评价体系，为沉香药材
品质评价和产品开发提供了技术
支撑。

“科技进步要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在刘洋洋看来，标准的制定对于
推动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截至目
前，该所通过这一系列技术已经指导
相关企业开发24个沉香产品，制定
技术和产品标准40项，所创造的经
济效益近亿元。此外，还在助力公安
和海关打击盗伐、走私非法行为方面
提供了专业的执法依据。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沉香产
业发展，把沉香作为‘第四棵树’来重
点扶持。”刘洋洋表示，在未来的工作
中，他们将以完善专业的质量评价体
系，进一步推动更多沉香产品开发，
同时以沉香为切口，不断挖掘开发海
南更多南药资源，为海南正在重点培
育大健康产业千亿级产业集群贡献
力量。

“科研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梳
理今年的授奖项目，可以发现我省科
技创新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省科
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成绩印证
了省委、省政府抓科技顶层设计是正
确的，符合海南实际发展需求。在下
一步工作中，我省将通过吸引更多创
新主体集聚海南，加大创新投入和成
果转化，健全科技创新政策制度体
系，为科技人才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努力创造一切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条
件，以最大的决心，以超常规的手段
打赢海南科技创新翻身仗。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在海南，我们常常能看到风吹稻
浪的场景。然而，近年来，海南水稻
年总产量却不足150万吨，加之自然
灾害影响，导致海南水稻种植面积逐
年下降。如何改变这样的局面？

获得2020年省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的项目“优质高产高抗杂交水稻组
合特优458等选育与应用”，就是致
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12月4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该项目第一完成人、省农科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严小微介
绍：“项目组利用热带稻种资源品质
优良、抗逆性强等性状，通过传统育
种与分子辅助选择技术相结合，聚合
有利基因，育成了系列优质高产高抗
杂交稻新组合，在强风雨和病虫害影
响下仍然达到高产优质，破解一批制
约性问题。”

严小微告诉记者，海南属于热带
季风性气候，春季低温阴雨多，早稻
容易得稻瘟病，到了八九月份，雨水
频繁，晚稻容易得白叶枯病。因此，
在海南种植水稻，对抗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针对这个问题，严小微及其团队
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科研攻关，成功
选育出4个水稻恢复系和6个杂交稻
组合，能有效抵抗白叶枯病和稻瘟
病。其中“特优458”等6个杂交稻组
曾在海南全省18个市县大规模推广
应用，累计种植面积达354万多亩，
约占海南杂交稻年推广面积11.8%，
累计增加经济效益2亿多元。

“不断发现热带地区育种的‘密
码’，是团队十多年里成功选育出10
个新品种的关键。”回忆这些年的科
研经历，该项目第二完成人、省农科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邢福能深
有感触，“团队屡次取得创新突破，
是因为紧紧抓住了海南实际生产需
要。”

以往水稻育种多追求高产，但随
着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快速发展，海
南的水稻育种也在调结构、转方式。
这些年，严小微的团队也为选育优质
香稻、特种功能稻而奔忙。今年，他
们的团队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正
在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一同进行野生稻种质资源收集、
基因挖掘与利用攻关。

科技项目瞄准的领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海南产业发展的重
心。梳理今年授奖的项目，可以发
现，不止严小微团队把科研攻关瞄
准了“陆海空”领域。“在47个项目
中，涉及‘陆’‘海’领域的项目占总
数超过三分之一。”省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

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深海、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新材料新能源、信息
技术、工程技术、人口健康、生物医药
等领域，符合我省“3+1”特色产业和

“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方向。
“海南搞科技创新，难以实现面

面俱到，必须突出重点。”该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0年获奖项目的研究方
向，体现了我省正全力打造“陆海空”
三大优势特色科技创新高地，用科技
创新力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
发展。

A
瞄准重点“靶向发力”
超三分之一获奖项目涉及
陆、海领域，符合我省特色
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

12月3日上午
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海口召开

47个科技项目获奖▶

10个项目

获省自然科学奖

2个项目

获省技术发明奖

33个项目

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2个项目

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其中▶
企业牵头达8家

占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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