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 8个科研项目获全省科技进步奖的消息振奋遂宁。同时也有外界关注：为什么要研发这

些项目？研发中经历了什么困难？多久才研发成功？项目带来了什么效益？带着这些问题，《遂

宁日报》记者于日前对部分科研项目牵头人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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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市科技创新工作创历史最好成绩

8个项目斩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本报讯（余波 全媒体记者 熊燕）日前，我市 8

个科创项目荣获 2018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4 个，且 3 项是

主研单位，5 项作为参与单位，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折射出我市科技创新取得的新成效。

据悉，全省共 287 个项目获 2018 年度四川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34 项一等奖，81 项二等奖，172 项三

等奖。其中，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

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参与的“寒武系特大型低

孔碳酸盐岩气藏整体高效开发的理论与关键技术

创新”项目，由遂宁市安居区永丰绿色五二四红苕

专业合作社参与的“优质专用甘薯产业关键技术创

新与集成推广”项目，均荣获科技进步类一等奖；由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导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

锂材料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由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

矿参与的“非常规气藏开发井下关键装备研制与应

用”，均荣获科技进步类二等奖；由四川蓝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主导的“高可靠恒流驱动与保护系列功

率集成电路的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由遂宁

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参与的“无甲醛仿活性涂料

印染粘合剂及其应用产业化”项目，由遂宁市中心

医院主导的“超声微泡造影剂在超声消融治疗子宫

肌瘤中的增效作用研究”项目，以四川高金为依托

的四川科领生猪产业技术研究院参与的“常用饲料

添加剂在猪上的安全使用技术构建与应用”项目，

均荣获科技进步类三等奖。

“相比 2017 年度获得的 4 项三等奖，2018 年度获

奖项目可谓量质齐升。”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获奖的主研单位和参与单位双双增加，科研

项目还从 2017 年度单一的工业领域扩大到 2018 年

度的农业、医疗领域，折射出全市科技创新浪潮已

渗入各领域。”该负责人还表示，从全省获奖项目来

看，企业成创新主体，产学研协同成主流，“5+1”产
业正成为科技创新“主战场”之一，而遂宁获奖项目

同样具备这些特点。今年，全市还将继续深化创新

驱动战略，助力全市加快构建“5+2+1”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余波 全媒体记者 熊燕）日

前，市政府印发《遂宁市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奖励在科学技术

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本

《办法》自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施行，有效

期 3 年。《遂宁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市

政府令第 20 号）同时废止。

《办法》明确，全市从事科技创新的个

人和组织，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

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有重大科学

发现的；运用科学技术在产品、工艺、材料

及其系统等方面有重大技术发明的；在引

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有

重大创新，贡献突出的；在加速科学技术

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

完成重大、重点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

等方面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作出突出贡献的；在社会公益项

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

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实践检验，创

造显著社会效益的，可由县（区）政府、市

直园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经市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符合推荐条件的其他

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推荐参加。

该奖项由市政府设立的遂宁市科学

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

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每年评审一

次，共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 个等

级，由市政府发文表扬通报并颁发奖励证

书。此外，不得推荐已经获得国家或者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的，已申报市科技进步

奖并明确为不予授奖的，在知识产权或者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完成人等方面存在争

议的。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政府

设立遂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对推动本市

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予以奖励，将充分调动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

自主创新，强化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促

进科技成果资本化和产业化，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促进遂

宁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们这一代是从

传统开刀手术的医师转向腹腔镜微创的手

术医师，当 10 年前带领科室开展腹腔镜手

术后，并没有停止追求更加有利患者的技

术方法，反而更加关注对患者治疗伤害更

小的治疗方法，这时候 HIFU 技术出现了。”

当时在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工作的何佳，一

直关注如何从传统巨创手术向微创甚至无

创手术“攻关”。

“遂宁市中心医院于 2010 年 10 月开始

临床使用 HIFU 技术。”何佳曾多次参与、主

持国际和国内、省内妇产科学术会议及“十

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计划课题研究；主

持多项部省级及市级科研工作 ,并荣获四川

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遂宁市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等荣誉，同时被评为“四川省学

术学科带头人”“遂宁市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她坚信在医院支持下团队可以完成相

关研究。

在初期 HIFU 临床治疗过程中，团队发

现 HIFU 消融子宫肌瘤或子宫腺肌瘤超声实

时监测或术后 MRI 评价 HIFU 消融子宫肌瘤

疗效存在主观性、滞后性，影响治疗效果。

为解决 HIFU 临床治疗这一技术瓶颈问题、

提高疗效，团队提出以 HIFU 联合六氟化硫

微泡（SonoVue）消融子宫肌瘤为研究内容，

探讨增效剂 SonoVue 在 HIFU 治疗子宫肌瘤

的安全性、术中即刻评价的有效性及其对

消融率的影响。何佳告诉记者，“这是临床

治疗的需求，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 HIFU 疗

效及安全性，满足更多患者安全治疗的需

求。”

实现技术突破并非易事。目前，全国有

160 多家中心在应用 HIFU 技术，但很多中

心是近 2 、3 年才建立的。由此可见，遂宁

当初开展这项临床研究，面对的压力是很

大的。“不仅一些临床研究处于空白阶段，

要自行摸索其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治

疗参数等，还要在百分百告知患者保证安

全前提下进行。另外，还需要申请科研课

题及相关经费等。”何佳说，项目研究中，整

个科室团结一致，多次撰写科研标书，并获

得省级科研立项；在临床实施中，科室成员

积极收治适宜患者，反复与患者进行沟通，

如期保证病例数的收治。经过持续 3 年的

研究最终获得成功。

“项目自 2012 年以来，本研究前期通

过 80 例单发的子宫肌瘤患者进行小样本研

究，证实应用 Sonovue 的患者 HIFU 治疗时

间、辐照时间、术中术后不良反应明显低于

未使用超声造影剂患者，且消融率明显高

于 未 使 用 者 。”何 佳 深 感 欣 慰 ，目 前 完 成

7000 余例患者治疗，均无不良严重并发症

发生，患者的有效消融率提高。同时，因为

该研究成果，保留更多女性子宫，造福了数

千个妇女及他们的家庭。

不仅如此，这一项研究成果还提升了市

中心医院妇产科的学术地位。 2012 年以

来，该科室不但持续进行 HIFU 技术临床应

用，还申请了与 HIFU 技术相关的数十项科

研，这一技术也成为科室发展重点方向之

一。受此作用，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也成为

四川省地市州唯一一家重点学科，2018 年

还牵头成立四川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学组，

进一步优化探索 HIFU 技术临床治疗流程，

深化微无创治疗技术内涵。

如今，HIFU 技术的临床应用及科研探

索，已让遂宁市中心医院每年接待上百家

国内外学术交流团队，并积极建立国家交

流合作医院。而现在是市中医院院长的何

佳，也将带领新团队开展临床治疗及基础

科研，希望将无创技术治疗流程规范化，加

强与全国各地不同中心交流，使业内治疗

更加规范化，保证安全提高疗效。

（全媒体记者 熊燕）

“由四川蓝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研的

‘高可靠恒流驱动与保护系列功率集成电路

的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获得四川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激励我们再接再厉，在科技

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4 月 1 日，面对

《遂宁日报》记者专访，四川蓝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为民难掩获奖喜悦。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指路明灯”。

蓝彩电子自 2010 年成立开始，便将科技兴

业、创新兴业放在公司发展中心位置。为有

效解决现目前高可靠半导体出现的问题，蓝

彩电子决定与电子科技大学共同合作研究

一项技术。2015 年，公司成立关于“高可靠

恒流驱动与保护系列功率集成电路的关键

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的课题组，校企合作

进行课题研究，经过 2 年的持续研究，最终

于 2018 年完成了鉴定申报。

“创新的这项技术，不只是针对蓝彩电

子公司内高可靠半导体出现的问题，还主要

服务于整个行业，着手解决整个电子行业出

现的同类问题。”李为民信心满满，通过积

极主动创新技术，实现行业内技术共有、企

业双赢局面。

研究项目，可以提升企业的科研水平，

帮助解决企业生产上的一部分困难，但要实

现创新成果的最大程度使用率，还要涉及科

技成果的转化。李为民表示，“项目研究成

功后，我们将其中一部分运用于公司技术层

面解决问题，另一部分作为储备成果进行创

新成果再转化。”

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无外乎生产能力

和技术水平。此次的创新项目，正是技术水

平的一个有力体现。蓝彩电子也将继续夯

实科研基础，加大研发投入，激发团队创新

能力，引领市场蓬勃发展。“2019 年，依托自

身的劳模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和企业内

的工作团队，预计实施 4 个创新项目，同时

与电子科大预计实施 1 个创新项目，企业也

将按照固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上，

保障研究项目顺利进行，推动企业科研再创

新高。”

（全媒体记者 熊燕 实习生 蒋庆）

蓝彩电子忙碌的生产线

延 伸 新 闻

《遂宁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出炉

奖励在科学技术活动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历时3年完成治疗技术研究 造福7000余个家庭
——专访“超声微泡造影剂在超声消融治疗子宫肌瘤中的增效作用研究”项目带头人何佳

两年磨一剑做科研 技术将惠及整个行业
——专访四川蓝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