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实戈等获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
共四人获奖，单项奖金达100万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2020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名单6日在京揭
晓，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教授张亭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
振义院士获“生命科学奖”，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卢柯院士获

“物质科学奖”，山东大学教授彭实
戈院士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生命科学奖”授予张亭栋、王
振义，旨在奖励他们发现三氧化二
砷(俗称砒霜)和全反式维甲酸对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作用。
20世纪70年代，张亭栋及其同事的
研究首次明确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20世纪80
年代，王振义和同事首次在病人体
内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
细胞白血病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张
亭栋和王振义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
了验证和推广，使三氧化二砷和全
反式维甲酸成为当今全球治疗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标准药物，拯
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

此外，卢柯因其开创性的发现
和利用纳米孪晶结构及梯度纳米结
构以实现铜金属的高强度、高韧性
和高导电性而获奖，彭实戈因其在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非线性
Feynman-Kac公式和非线性数学期
望理论中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奖。

未来科学大奖于2016年设立，是
中国大陆首个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
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评审体
系主要参考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
著名奖项，采取提名邀约制和国际同
行评议制，每年评选一次，单项奖金
为100万美元。奖金来自于行业领袖
定向捐赠，捐赠人包括李彦宏、沈南
鹏、徐小平、马化腾等知名企业家。

未来科学大奖强调奖励在大中
华地区完成，产生巨大国际影响，具
有原创性、长期重要性或经过了时
间考验的科研工作，旨在推动突破
性基础科学研究、表彰优秀科学家、
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促进科学事业
发展。2016年至今，大奖共评选出包
括薛其坤、施一公、袁隆平、王贻芳
在内的20位获奖者，获得了科学和
社会领域的广泛认可。

“未来科学大奖最初由一批中国
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发起，之后又联合
了一批优秀的华人科学家，这个大奖
天然地具有一种家国情怀。”未来论坛
秘书长武红说，终极目标是让这个华
人发起的科学大奖得到世界认可，让
更多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被世界看见。

“山东服务”亮相服贸会
大型国企也来寻求机会

本报济南9月6日讯 (记者
张阿凤) 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上，山东150多家企
业参展，向国内外参展者全方位
展示“山东服务”新形象。

9月4日-9日，2020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奥林匹克园区景观大道
及周边搭建展馆举办。来自山东
的150多家企业、机构和近400名
人员参展参会，并在综合展厅设
立山东展区，在旅游专题展厅设
立“好客山东”展区，大力推介“山
东服务”。

青岛海研电子有限公司就是
山东此次参展的高新技术企业之
一，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地球物
理、物理海洋、海洋地质、海洋环
境相关领域。作为一家主打海洋
装备的企业，公司销售总监王小
波告诉记者，海洋数据服务也恰

好是公司正在拓展的重要方向。
“深海观测数据传输一直是

行业痛点，我们经过多年科技攻
关，实现了350米深海温度盐度等
多项关键数据的长时间同步观
测。未来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肯
定会越来越大，我们会逐步从海
洋装备扩展至海洋数据服务领
域，利用产品的优势向服务贸易
领域转型。”王小波说。

今年服贸会首次把北京国际
旅游博览会纳入专业板块之一，
由山东省文旅厅牵头的“好客山
东”旅游品牌在旅游专题展厅集
体打包亮相。其中文旅产业资源
丰富的青岛西海岸新区，就带来
23家企业集中推介。

来自青岛的西海岸啤酒文化
集团有限公司带来了青岛啤酒节
上吸粉无数的哈舅玩偶、哈舅精
酿白啤等特色IP文创产品，希望

为金沙滩啤酒城和西海岸的文旅
产业发展探寻更多可能。“今年疫
情对旅游餐饮冲击不小，我们期
待能在此次服贸会上收获更多合
作伙伴。”

在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
山东的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服贸
会山东展区现场，济南市商务局
服务贸易处调研员陈萍告诉记
者，此次参会济南带来了“中国服
务外包示范城市”“国家中医药服
务出口基地”“国家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和“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4块国家级的牌子。

“济南在山东服务贸易领域
品牌可以说亮点十足，这次服贸
会我们有浪潮等软硬件服务器企
业、动漫影视及衍生品企业和大
型国企三类企业参展。越来越多
的大型国企来服贸会寻求机会，
这是一个新气象。”陈萍说。

济青威入围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202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新

一轮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济
南、青岛、威海三市入围试点，改革创
新、先行先试将成为主旋律，推动山
东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走出新路径。

近年来，山东把发展服务贸易作
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
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构建开放新
格局的重要内容。山东省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实

体货物贸易，包括商业服务、通信服
务、金融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
教育服务等在内的服务贸易的重要
性，正日益凸显。服务贸易具有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附加
价值高等特点，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
动力所在。下一步山东将通过服务贸
易形成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方向，为
对外服务贸易拓宽渠道、搭建平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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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此次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
奖”颁给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教授张亭栋和上海交通大
学教授王振义。其中王振义教授以
96岁的高龄摘得这一荣誉，成为未
来科学大奖自创立以来年龄最大
的获奖者。

几 千 年 来 ，三 氧 化 二 砷
（ATO，俗称砒霜）曾被试用于多
种不同的疾病，但其疗效一直没有
得到可靠的、可重复的和公认的结
论。20世纪70年代，张亭栋及其同
事的研究首次明确ATO可以治疗
APL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张亭
栋，1932年出生于河北省吴桥县，
1950年毕业于哈医大，后在黑龙江
中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班、辽宁中
医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了三年，此后
任职于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中医
科。早在1972年，他便开始使用黑
龙江省林甸县一所卫生院原本用
于 治 疗 淋 巴 结 核 及 癌 症 的 验
方——— 癌灵注射液（该药于1971年
3月制成，主要成分含砒霜、轻粉与
蟾酥）来治疗白血病。1 9 7 3年—
1979年间，张亭栋与他人合作发表

的多篇论文中，揭示癌灵注射液中
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成分以及对
APL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发现其
临床治愈率高达91%。

王振义，1924年11月出生于上
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终身教授，
主要从事血液内科以及血液学方面
的研究工作。2011年，王振义获得国
家最高科技奖。

20世纪80年代，王振义和同事
们首次在病人身上使用全反式维
甲酸治疗方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患者，取得了显著的治疗
作用，此后该疗法得到了同行的认
可和应用。在王振义教授的门下，
先后培养出诸多杰出学者，如陈
竺、陈赛娟、陈国强，三位学者均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国内医疗以
及卫生领域做出重要的工作。

张亭栋和王振义的这项工作
在国际上得到了验证和推广，从而
使得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维甲酸
成为当今全球治疗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的标准药物，拯救了众多
患者的生命。

“砒霜治白血病”疗法奠基者
斩获“生命科学奖”

葛相关新闻

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数
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授予山东
大学教授彭实戈。

彭实戈，1947年出生于山东
滨县，本科物理学出身的他以一
篇数学论文进入山东大学数学
系，开启数学研究生涯。随机控
制理论是彭实戈的主要研究方
向之一。1990年，彭实戈创造了

“彭最大值原理”，以解决随机系
统的最优控制问题，被国际著名
随机控制专家、加拿大教授豪斯
曼誉为“近十年来随机控制理论
的两个最重要贡献之一”。

彭实戈发展了非线性数学
期望的理论，这与传统的线性
数学期望有本质上的不同，但
相似的数学理论仍能够建立。

这对风险的定义和定量有重大
应用价值。

彭实戈是我国金融数学从
无到有的开创者之一。1996年12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金
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
由彭实戈任第一负责人。

在发布会现场，大家还与
彭实戈进行了连线。他表示，

“我非常高兴能获得未来科学大
奖，这个奖顾名思义是为了科学
的未来发展。我自己确实致力于
数学与其他科学的发展。数学的
发展也可以推动其他科学发展，
至于未来这个奖金怎么用，我要
用非线性期望再算一下。希望能
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

今年的未来科学大奖“物质
科学奖”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卢
柯，奖励他开创性地发现和利用
纳米孪晶结构及梯度纳米结构以
实现铜金属的高强度、高韧性和
高导电性。

卢柯，1965年生于甘肃华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研究员，沈阳材料科学国家
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金属纳米
材料及亚稳材料等研究。

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一直是
材料物理领域中最核心的科学问
题之一。通常材料的强化均通过引
入各种缺陷以阻碍位错运动来实
现，但材料强度提高的同时会丧失
塑性和导电性，这导致了材料领域

长期未能解决的材料强度与塑性
（或导电性）的倒置关系。如何克服
这个矛盾，成为国际材料领域几十
年以来一个重大科学难题。

卢柯及其研究团队发现了两
种新型纳米结构可以提高铜金属
材料的强度，而不损失其良好的塑
性和导电性，在金属材料强化原理
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卢柯16岁考取华东工学院(现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系攻读金属材
料与热处理专业，30岁担任博士生
导师。记者还特别留意到，2003年，
38岁的卢柯成为改革开放后最年
轻的中科院院士。资料还显示，
2018年10月起，卢柯已出任辽宁省
副省长。 本报综合

彭实戈：奖金将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葛现场连线

葛相关新闻

来自山东的150多家企业参加了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拿下“物质科学奖”的卢柯院士
同时也是辽宁省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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