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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由科技日报社组织，部分院士、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参与评选的 2005 年国内十大科技
新闻评选结果 2005 年 12 月 26 日揭晓。
1.党中央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
10 月 11 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
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中国南极科考队首次登顶南极冰盖
1 月 18 日，中国南极科考队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南极一共有 4 个必争之
点：极点、冰点、磁点和内陆冰盖最高点。其中前三个点已被美国、法国、前苏联占领。
3.两项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填补该奖项连续 6 年空白
3 月 28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高性能炭∕炭
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和“耐高温长寿命抗氧化陶瓷基复合材料应用技术”这两项
成果。该奖项连续 6 年的空白被填补。
4.64 位“龙芯 2 号”问世，龙芯产业链初步形成
4 月 18 日，龙芯 2 号成果发布及产业化基地成立大会召开。经专家鉴定，龙芯 2 号
的总体性能达到 2000 年左右的国际先进水平。当天，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江苏梦兰
集团签署《关于设立龙芯产业化基地的战略合作协议》，多家企业就龙芯 CPU 的应用达
成协议，“龙芯产业链”初步形成。
5.海信发布我国首块自主知识产权数字电视芯片
2005 年 6 月 26 日，海信集团发布我国第一块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化的数字电视处
理芯片——信芯。这款被命名为“HIVIEW 信芯”的芯片完全采用自主设计，拥有全部自
主知识产权。
6.中国科技大学在单分子选键化学研究领域获重大进展
中国科技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单个分子内部的化学反
应，并利用局域化学反应改变和控制分子的物理性质，从而实现重要的物理效应，为单
分子功能器件的制备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方法，揭示了单分子科学研究新的广阔前
景。
7.我国登山测量队员成功登顶，30 年后重测珠峰“身高”

10 月 9 日，国家测绘局公布了珠穆朗玛峰新高程：8844.43 米，原 1975 年公布的高
程数据 8848.13 米停止使用。2005 年中国珠峰高程复测行动于 3 月 15 日正式开始，5 月
22 日成功登顶并顺利完成相关数据的采集工作。
8.我国企业研制出世界首例血管内皮抑制素抗癌新药
10 月，世界上首例利用血管内皮抑制素开发的抗癌药物——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注射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生物制品一类新药。这标志着我国这个领域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9.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2005 年 10 月 12 日，我国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乘坐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六号载人
飞船成功进入太空，顺利完成各项空间实验活动，并于 10 月 17 日安全返回地面。这是
继 2003 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成功后，我国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完成的又一伟
大壮举。
10.我国实现国际最长距离实用光纤量子密码系统
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一个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解决了量子密钥分配过程
的稳定性问题，经由实际通信光路实现了 125 公里单向量子密钥分配。这是迄今为止国
际公开报道的最长距离的实用光纤量子密码系统。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开幕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1 月 9 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0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胡锦涛向获得
2005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叶笃正和中
科院院士、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随后，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的代表颁发奖励证书。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全体代表、200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首都科技界代表等出席了大会。

我国科技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十五”计划以来，我国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类科技中介机
构近 7 万个，从业人员达 120 余万人，创新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全国拥有各类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超过 500 个，列世界第二位。在孵企业 33213 家，
总收入 1481.1 亿元，累计毕业总数 11718 个，成为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和企业家的摇篮。
全国生产力促进中心数量已达 1218 家，2004 年共服务企业 92133 家，为企业增加销售
额 642 亿元、增加利税 88 亿元，为社会增加就业人数 175 万人。
国家大学科技园 42 个，累计毕业企业 1256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 131 亿元。2004 年在
孵高科技企业共 5037 家，企业总收入 235 亿元，上缴税金 12 亿元。
技术市场成交技术合同 99 万项，总金额 4085 亿元，同比增长 2.5 倍。科技评估机构已

经发展到约 100 家，专职人员近千人，科技咨询业迅速发展，从业人员达到十几万人，咨询
年收入超过 300 亿元。

中央工业企业全部建立国家级研发机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近日透露，目前，中央企业拥有各类技术创
新机构 476 个，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人员达 27.6 万人；中央工业企业已全部建立了国家级的
研发机构。
李荣融介绍说，今年以来，17 家中央科技型企业（即转制为中央科技型企业的 17 家技
术开发类院所）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省部级奖励 108 项；制订国际标准 20 项，
国家标准 97 项，行业标准 127 项。哈电、东电以三峡工程建设为载体，通过引进技术、消
化吸收再创新，使我国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在与国外一流
发电设备制造厂商竞标中，成功获得了三峡右岸部分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合同。航天科技集
团注重自主创新和关键环节的系统集成创新，在载人航天工程中，突破了许多国际公认的技
术难关，“神六”发射和成功返回，被胡锦涛主席誉为“今年我国最具影响、最具战略意义的
重大科技活动”，确立了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战略地位。
李荣融还就国资委 2006 年须着力推进的七项重点工作强调，中央企业要把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提高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首颗 WCDMA 手机专用芯片研制成功
中国 3G 终端核心技术获得重大突破，由江苏东大通信公司开发的国内首颗符合 WCDMA
国际标准的 3G 核心手机芯片 Noah3000 近日通过系统测试，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Noah3000 芯片集 16 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为一体，是手机芯片的核心——基带处理芯片。
Noah3000 是东大通信公司继 2003 年成功开发出国内首颗符合 CDMA2000 国际标准的手机芯
片后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截至目前，东大通信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 WCDMA 和 CDMA2000 手机专用芯片设计技
术的公司。WCDMA 国际标准是现有 GSM 系统的升级标准，预计在中国 3G 市场上将占据 75%
－85%的市场份额，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天骄”小型无人驾驶遥感飞机亮相
我国首个 50 公斤量级“TJ-1 型无人机遥感快速监测系统”近日由青岛天骄无人机遥感
技术有限公司研制成功。TJ-1 型无人机遥感系统具有高机动性、高可靠性、高智能化特点，
由无人驾驶飞行器、飞行控制系统、任务传感器、地面监控系统、数据处理与分析软件系统
组成，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翼展 4.2 米、机长 2.4 米、机高 0.9 米、飞行升限 3000
米、控制半径 100 公里、飞行速度 100 公里/小时、续航时间 4 小时，装载彩色摄像机、数
字相机、6 通道多光谱成像仪任务设备以自主或遥控方式飞行。
据介绍，具有多项技术创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个用于民用遥感监测的小型专
业级无人机型号产品，能够满足国土、海洋、水利、电力、交通、城建、农业、林业、环保
等行业对突发性事件应急动态监测和小范围大比例尺制图的紧迫需求，该成果标志着我国民
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及其应用市场的起步。

可适应－40℃镍—氢电池研制成功
两种适应低温恶劣环境使用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40℃应用的镍—氢电池”由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与相关单位合作共同研制成功。经检测，这两种电池在－40℃，分别
以 0.2C5A、0.4C5A 电流放电，放电容量均达到额定容量的 70%以上，完全满足使用需求。
2000 年 9 月，该所科研人员承担了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低温负极材料和镍—氢电池的研
制”。经过近 4 年多的刻苦攻关，他们在选择低温下有利于氢扩散构型的合金（非 AB5 型）
和有利于提高放氢平台压力的合金组合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进而开拓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非 AB5 型负极合金材料，为制备低温镍—氢电池奠定了重要基础。该负极合金材料室
温下最大放电容量约 300mAh/g，在－40℃以 65mA/g 电流放电，放电容量为 214mAh/g，是
普通负极材料的 15 倍以上。
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与有关单位合作，突破了系列低温电池制作方面的技术关键和工艺
难题，从而成功制作出 AA 型和 D 型两种高品质的低温电池，并在每 20 公斤负极材料合金
材料扩大实验中获得成功，为年产 50 万吨镍—氢电池负极合金材料奠定了生产工艺和关键
技术。

我国获得近百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类功能基因
863 计划实施以来，在人类功能基因组研究中已获得近百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在疾
病诊治和药物开发上显示应用前景的重要功能基因。
我国科学家建立和完善了人类功能基因筛选的平台技术，新克隆和鉴定了 1346 条新基
因，开展了规模化的基因功能筛查。在获得的近百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中，已有
20 多个基因进入实验室前期开发阶段。
同时，我国肿瘤和心血管疾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与老年性疾病）相关基因与其发病
机理的研究正不断深入。科学家还克隆鉴定了遗传性牙本质基因、遗传性儿童白内障基因、
遗传性房颤基因等一批遗传病基因，定位了鼻咽癌相关基因位点。这些原创性研究成果分别
发表在《自然》、
《科学》等杂志上，为我国相关遗传病的诊断和治疗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此外，我国的水稻基因组、微生物基因组、家蚕基因组、血吸虫基因组等研究也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进展。

我国科学研发经费占 GDP1.23%
国家统计局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04 年我国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达历史最高水平，为 1966.3 亿元，占 GDP1.23%。
《2004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说，分研究类型看，2004 年全社会科学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6%、20.4%
和 73.6%。
分部门看，企业科学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为 66.8%，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4.4%，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公报说，2004 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额达 109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占国家财政支
出的比重为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