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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侨报综合 1月 8日，2018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深圳16个
项目获奖。从获奖数量来看，这是历史

第二好成绩。据统计，自 2010年以来，

深圳已获国家科技奖达115项。

高新技术优势产业涌现新成果

此次获奖项目集中在电子信息、新

材料、新能源、土木建筑等板块，其中电

子信息领域占了 8个，占通用项目总获

奖数比重达到 57.1%。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独立完成的“新一代刀片式基站解决

方案研制与大规模应用”项目，拿下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华为时隔17年
后再度摘得此项桂冠，也是华为连续第

12年荣获国家科技奖。

由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牵头完成的“锌清洁冶炼与高效

利用关键技术和装备”项目（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聚焦锌冶炼清洁生产与高

效利用的共性需求，从源头减排、全过

程优化和装备升级三个方面，开发了系

列锌冶炼清洁生产及稀有金属综合回

收新技术及智能化大型装备。该项目

首次研发出锌精矿“一段低温同步还原

——二段高温氧压浸出”新技术，建成了

世界首座综合回收镓锗的锌加压浸出

厂，实现了同时高效回收锌及共伴生金

属的目标；开发出系列锌浸出溶液深度

净化新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试剂单耗，突

破了电解液杂质对大极板长周期锌电解

制约的技术难题；开发了锌冶炼过程共

伴生金属提取等关键技术，实现了镓锗

铟硫高效回收，研制出大型锌自动熔铸

炉、精准吊车、锌粉电炉等系列锌湿法

冶炼智能化大型关键装备。主要技术

均为国内外首创，在十余家大型企业实

现推广应用，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75.86
亿元，利润15.56亿元。项目成果代表了

锌清洁冶炼的主要发展方向，对锌冶炼

行业科技进步、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具

有重要意义。

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郭振华

参与完成的“大人群指掌纹高精度识

别技术及应用”项目（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发明了面向低质量指掌纹的

特征提取、配准、比对等新方法，获发

明授权专利 29 件（含美国发明专利 5

件），形成核心技术专利池，带来直接

经济效益 20.5 亿元，指纹识别算法在

国际权威在线评测上排名第一。成果

在我国电子护照、港澳通行证、身份证

登记等重大工程中广泛应用，占全国

刑侦领域使用量的 70%，近 5年破案 40
多万起，其中命案 2000多起，产生了重

大社会效益。

由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参与完成的“大规模街景系统及其位置

服务关键技术”项目（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提出了街景处理及位置服务的一

系列创新技术，自主研发了大规模街景

及位置服务系统，填补了国内在大规模

街景采集技术与在线网络服务方面的空

白，并在国内最早开展了大规模街景数

据采集，成为国内首家获得资质并正式

运营的街景系统，总里程超过 100万公

里，覆盖 296座城市。该系统 2012年底

上线，免费向社会提供服务，取得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获奖项目九成由企业主持或参与

据统计，此次深圳的获奖名单（通用

项目）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获奖的达

13项之多，占通用项目深圳获奖总数的

92.9%。当中既有华为、中金岭南、腾

讯、中兴通讯、比亚迪、海思半导体等知

名企业，也出现了格林美、任子行、麦捷

微电子、中天迅通信等迅速崛起的细分

行业生力军。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等高校也榜上有名。此

外，深圳还有2个专用项目获奖。

作为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单元的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已成为科技创新

沃土。1月8日，记者从深圳市科创委获

悉，预计2018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000家，总数将超过 1.4万家，形成强大

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

通过聚焦基础研究重大设施，深圳

着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究战

略性新兴产业“卡脖子”领域，部署 10
项关键零部件替代进口技术攻关。目

前，省部共建肿瘤化学基因组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已获批成立，实现了深圳

市院校类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

鹏城实验室正在推进建设，生命信息

与生物医药广东省实验室已启动建

设。据统计，深圳已累计有国家、省、

市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

研究中心等创新载体 1877 家，其中国

家级 114家。

深圳摘得16项国家科技奖
获奖项目九成由企业主持或参与

自2010年以来深圳已获115项国家科技奖

深圳侨报综合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出

炉，由华为主持完成的“新一代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研制与大规

模应用”获得通用项目类一等奖。华为的刀片式基站目前已在

全球大规模部署，2015年-2017年累计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元。

为了提供良好的覆盖并支撑数十倍的容量增长，运营商需

要建设大量的基站，比如中国三大运营商累计建设 4G站点数

量达400万个。如何快速建设基站并尽可能降低基站的部署和

运维成本，是运营商面临的巨大挑战。

华为推出的新一代刀片式基站解决方案，基带、主控、传

输、中频、射频芯片都是自主创新，基站技术高效节能，推动了

10G光模块国产化，大幅节省成本。在部署方面实现了“零占

地”，目前已在全球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华为刀片式基站自 2012年推出以来，全球累计已发货超

1500万片，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VDF集团等超过

170 个国家 310 张网络中成功商用部署。华为刀片式基站

2015年-2017年累计销售收入达 2788.49亿元，利润为 418.3亿

元，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该项目成果已获得2016年深圳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7
年巴塞罗那通信展最佳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奖，还通过了国内外

权威机构的安全认证、设备入网许可证以及可靠性认证。

华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刀片式基站三年销售收入达2788亿元

相关新闻

侨报融媒记者何小娟通讯员杨惠

仪报道 1月 5日，2019WTA深圳公开赛

在龙岗体育中心落下帷幕。头号种子

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战胜世界排名

第62位的美国选手里斯克，夺得单打冠

军。双打比赛，二号种子中国组合彭帅/
杨钊煊首次搭档就击败中国和捷克的

跨国组合段莹莹/沃拉科娃夺得冠军。

年仅 20岁、世界排名第 13位的白

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在半决赛中击败

中国球员王雅繁，在决赛中与美国选手

里斯克相遇，这也是里斯克四年里第三

次杀入深网决赛。她此前曾和萨巴伦

卡在2018罗马红土赛上交手过一次，但

以落败告终。此次在深网决赛中再次

遭遇，状态正佳的萨巴伦卡再次获胜。

这次问鼎也是萨巴伦卡继 2018年获得

纽黑文和武汉站的冠军之后拿下的第

三个冠军。

过去六年，深圳公开赛都是作为

WTA新赛季的揭幕战打响。在这里，我

们见证了李娜、哈勒普、A-拉德万斯卡、

斯尼亚科娃等众多网球名将问鼎冠

军。2019赛季同样如此，总奖金高达75
万美金的WTA深圳公开赛再次在龙岗

起航，国际网坛最为著名的运动员之一

莎拉波娃携手大满贯冠军奥斯塔彭科，

领衔新一届深圳公开赛的参赛阵容。

此外，法国球星加西亚、来自中国的

大满贯青少年冠军王欣瑜和王曦雨

也亮相本届赛事，参赛阵容集结了诸

多实力与人气兼备的顶级球星，为深

圳球迷献上了为期一周的体育盛宴。

单打冠军萨巴伦卡兴
奋地亲吻冠军奖杯。侨报
融媒记者 钟致棠 摄

2019WTA深圳
公开赛龙岗落幕

侨报融媒记者刘芳菲通讯员李永

秋周子恒王丽敏报道 1月7日，深圳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布吉所、龙岗所分别向

平湖街道山厦实业股份公司、南湾街道

南岭股份有限公司、宝龙街道同乐股份

公司发出三本历史违法建筑处理确认不

动产证书，这标志着龙岗区在全市范围

内率先产生第一批历史违建处理确认

“房产证”，实现了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

多种类型历史违建处理确认“零”的突

破，为深圳市全面推进历史违建处理确

认工作开了好头。

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全市启动产

业类和公共配套类历史违法建筑处理

工作以来，龙岗区率先完成“四种类型”

历史违建处理确认工作（全市第一宗工

业类确权给企业：平湖街道山厦实业股

份公司洋坑工业区厂房项目；全市第一

宗工业类确权给原集体：南湾街道南岭

村大龙山物流园厂房项目；全市第一宗

办公类确权给原集体：宝龙街道同乐股

份公司办公楼项目；全市第一宗公配类

确权给原集体：南湾街道南岭股份合作

公司南岭村社区岭排配电房项目、深圳

市甘坑股份合作公司吉华甘坑新村配

电房），产生全市第一批产业类历史违

建处理确认的“房产证”，实现了多种类

型违法建筑处理确认“零”的突破，这对

深圳市解决基层土地历史遗留难题、严

查严控违法建设行为、保护盘活空间资

源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深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已对前 3宗产业类历史违

建发放不动产登记证书，2宗公共配套

类确权项目正在进行受理并进入公示

期，期满后将获市公共配套类历史违

建房产证。

深圳侨报综合 新年伊始，深圳 403个地铁工

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2019年，共有 15条线

路约 284公里项目同时在建，总投资超过 2700亿

元，在建里程全国第一。其中，5号和9号线延长线

有望今年底通车。

目前，地铁三期二阶段工程建设已经全面进

入了主体结构工程与站后工程齐头并进的关键阶

段。三期二阶段工程包括 2、3、4、5、6、9号线延长

线、9号线支线，6、8、10号线。其中，市地铁集团负

责建设的 78座车站已封顶 66座，主体结构完成

95%；港铁负责建设的 4号线北延段 8座车站已封

顶5座，车站主体结构完成75%。随着多个地铁项

目的启动，深圳地铁发展迎来井喷期。2019年，共

有地铁三期、四期工程的 15条线路约 284公里项

目同时在建，施工工点达403个，总投资超2700亿

元，创历年之最。

值得期待的是，地铁5号和9号线延长线有望

于今年底开通。目前，这两条线的车站主体工程

已完工，正全面开展铺轨和安装装修作业。作为

串联前海蛇口自贸新城的重要地铁线路，5号线南

延段起于前海湾站，经前海、南山，终点与地铁2号
线赤湾站换乘。线路自北向南贯穿前海新区，全

长约7.65公里，共设车站7座，均为地下站。

9号线西延段东起红树湾南站，经深圳湾至前

海湾，终点为前湾站，与5号线南延线换乘，线路全

长约10.8公里，设站10座。9号线西延段可快速串

联罗湖、福田、南山等重点发展片区，将有效支撑

前海蛇口自贸新城的发展。

根据规划，到 2035年，深圳将拥有 33条地铁

线路，计划总里程 1335公里，是目前已开通长度

的 4.7倍。深圳地铁还将进一步推进建设标准完

善，提升车站规划设计水平，综合考虑城市文化、

地区发展历史和自然主题等元素，打造体现深圳

特色、深圳水平的地铁车站，打造符合深圳国际化

城市定位的地铁文化。

龙岗区在深圳市率先产生三种类型
历史遗留违建处理确认“房产证”

深圳地铁在建里程
全国第一

今年深圳地铁15条线并进

总投资超27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