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服务精英）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程凤秀 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2 崔铁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3 李保来 蒙阴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4 郭  艳 烟台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5 蔡定国 明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 王秀丽 兰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7 徐德锋 常州大学 

8 赵  伟 萃智指南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9 林  影 宁德市标准化协会 

10 白  青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11 刘  怡 西安生产力促进中心 

12 张志强 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服务精英）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周长波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2 花婷婷 广州市花都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3 李  渊 陕西机械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 王佩忠 包头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5 曹一清 太仓市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6 马  涛 东南大学 

7 张宏琦 鞍山市技术创新与研发服务中心 

8 尚毅梓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9 刘  佳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10 屈  丽 天津滨创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11 毛绍庆 吉林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 李孟顺 澳门城市大学 

13 伍  彬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14 李旭红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15 刘会涛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6 张  叶 温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17 折占平 鄂尔多斯科教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 

18 魏宗旺 秦安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19 孙学保 武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 闫守强 东风（十堰）液压动力有限公司 

21 薛  萌 广东邦固薄膜涂料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22 武战翠 甘肃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23 陈  楠 武山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服务精英） 三等奖 

1 蔡  博 中建材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2 张万军 甘肃泽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 于  海 威海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 

4 廖思成 广东高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 肖继攀 重庆控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 刘小琴 天水生产力促进中心 

7 王  猛 石家庄生产力促进服务中心 

8 唐  岚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9 杨春红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10 洪  华 北京青禾谷仓科技有限公司 

11 陈旭东 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朱振文 兰州科技评估中心 

13 姜  磊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4 余长林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15 李  倩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16 尚雅婧 天津高科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17 陈立文 湖南紫荆厚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8 葛  鹏 徐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19 黄文贵 昆山市中孵创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 吕  强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21 贾子先 中欧生产力中心 

22 张立生 宁波德泰中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3 张  一 北京望京科技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24 熊勇刚 湖南工业大学 

25 高  君 沈阳汉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26 董  博 北京氪星创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 张  超 盐城市大丰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28 宋皖舒 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29 席艳峰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李  梦 天津科创医药中间体技术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31 范宝鹤 武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服务贡献）奖 

1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广州）有限公司 

2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3 湘潭市天一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5 鄂尔多斯启迪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6 石家庄生产力促进服务中心 

7 常州市生产力发展中心 

8 北京青禾谷仓科技有限公司 

9 无锡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10 北京德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1 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 

12 广东高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3 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14 益阳中开院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5 扬州博士创新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16 吉林省国科创新孵化投资有限公司 

17 深圳市众创空间协会 

18 青海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19 鄂尔多斯东胜区草原额吉企业孵化园 

20 太仓市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21 北京北科控股有限公司 

22 马鞍山华林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23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24 苏州富纳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25 阜阳佳派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26 昆山市中孵创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7 萃智指南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8 秦安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29 宁波德泰中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 吉林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1 徐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32 威海智慧谷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33 湖南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34 平江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35 东营市火炬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6 湖南紫荆厚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37 山东四君子集团有限公司 

38 北京望科易创科技有限公司 

39 安徽华普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0 睿华创新管理研究院（杭州）有限公司 

41 温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2 北京八月瓜科技有限公司 

43 广州市番禺区创新科技企业协会 

44 重庆弘旺畜牧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45 安徽高歌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46 兰州生产力促进协会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发展成就）奖 

1 安徽新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 北京京东方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4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5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 广州九恒条码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8 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湖北和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13 西安生产力促进中心 

14 广东邦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15 承德隆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6 宁波万航实业有限公司 

17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广东科泰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 广东国鸿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21 雅安百图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 浙江吉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3 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4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5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北京臻味坊食品有限公司 

27 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8 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 深圳市拓维模型技术有限公司 

30 杭州笨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1 哈尔滨哈船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32 深圳市金泰克半导体有限公司 



33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 宣城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创新发展）一等奖 

序号 主申报单位 联合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名称 

1 清华大学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长三角（嘉兴）分院、湖
南大学、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整车设计制造与监管关键技术及其
应用示范 

2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浙江有 限公司、昆仑数智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珠江航务管理局 

基于重点行业关键业务信息系统国产化迁移
适配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3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浙江大学、浙江省耕地质量与肥料管理总站、
浙江坤伦有机肥料有限公司 

内生真菌绿色高产抗病技术的研制及应用 

4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山东省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港区道路桥梁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推
广应用 

5 西安大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交通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肿瘤医院 

创新数码放疗技术研发、产业化及推广应用 

6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合成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凯赛(金乡)
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凯赛（乌苏）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 

生物基聚酰胺及其重要单体生物法合成关键
技术研发与应用 

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山西农业大
学、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限公司、浙江宾
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碳微藻联产高附加值产品关键技术及示范 



8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广州）有限公司 、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复杂气象条件下自动驾驶汽车性能测试技术
及应用 

9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基于生物增材制造技术的人工硬脑膜的产业
化 

10 塔米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中医院、辽宁省朝阳市中
心医院 

智慧医院无人化医废收集等全场景机器人服
务及运营项目 

1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标准化治理技术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
建设与应用推广 

12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中山大学、暨南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经典名方制剂小柴胡颗粒质量与药效再评价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推广应用 

13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 

14 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任公司 无 材料老化与防老化应用技术 

15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东
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中心、天津市科技咨询业协会 

车辆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测试方法及关键技
术研究 

16 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 无 超高纯铜钴镍产业关键制备技术开发 



17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无 
高性能热熔型聚烯烃粘接材料关键制备技术
及产业化 

18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无 
基于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面料与服装
协同设计系统研发与应用 

19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无 创新管理体系认证评价的研究与应用 

20 广州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无 
基于智慧灯杆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云平台及
终端设备研发 

21 广州市一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无 
一种紧凑型高过载能力低温升电力变压器技
术及其产业化 

22 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黑龙江科技大学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全生命周期、全流程质量
管控关键技术研究 

23 松诺盟科技有限公司 无 高性能纳米薄膜压力传感器 

24 埃克斯工业（广东）有限公司 无 新一代半导体智能制造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2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安亭发动
机厂 无 

机加工数字虚拟系统在发动机制造中的创新
运用 



2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无 精细石油功能化学品创制及应用 

27 北京华逸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 一种风幕装置、风幕操作台及风幕消毒柜 

28 广东东晟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无 
新型旋转格莱圈及其自动化生产模式以及安
装夹具 

29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 

圩区黑臭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应用 

30 广州博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 南箕涌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创新发展）二等奖 

序号 主申报单位 联合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名称 

1 东南大学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安居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金砼预制装配建筑

发展有限公司 

低碳装配式住宅设计理论、技术与应用 

2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无 静音式止回阀 

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汽信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 

汽车电控动力域数字化状态评估、诊断分析

的远程安全监控平台技术应用 

4 灵犀科技有限公司 无 产业大数据决策与服务平台 

5 洛阳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森康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天之

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要动物疫病诊断检测关键技术创新、系列

产品创制与应用 

6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无 天启物联网星座 



7 广州悦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 悦跑圈 APP 

8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消费品安全风险评估、控制方法研究及应用 

9 深圳市拉普拉斯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 拉普拉斯（无锡）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光伏及半导体的热制程、镀膜高端装备

研发及产业化 

10 南京芯视元电子有限公司 无 
高速实时高帧率微 1080P 硅基微显示芯片设

计研发 

11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瑞恒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瑞祥化工有限公司 

微通道连续流催化合成吡啶杂环类产品清洁

生产技术及其工业化应用 

12 浙江糖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糖能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中海油常州涂料研究院、中原工学院 

生物基聚酯  PEF 及其核心单体  HMF 和 
FDCA 的产业化生产项目 

13 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无 基于 RFID 技术的智能全自动图书盘点设备 

14 沈阳建筑大学 
中咨公路养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华路

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

物理勘探研究院 

高性能聚氨酯水泥复合材料开发及加固旧桥

关键技术 

15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无 SMART   PATCH 



16 中山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无 
中山市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

（中山协同创新网） 

17 重庆大学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市电

力公司 

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失效演化动态模拟及可靠

性评测应用 

18 无锡市德宁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安全高性能新型绿色节能护栏关键技术研发

及应用 

19 德盛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泰山科学技术研究院 高性能土工及防水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20 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江苏威拉里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增材制造高性能金属材料-结构设计制造与

应用 

2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烟台华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承启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亿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现代农业的植物工厂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22 苏州英特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无 
新能源汽车功率级在环虚拟仿真测试研发及

其产业化 

23 宁波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无 宁波科技大市场服务平台（线上、线下） 

24 安庆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浙江理工大学、金锋馥（滁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方位智能矩阵分拣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规

划规模应用 



25 甘肃泽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兰州工业化设备有限公司 

基于高速高精度复杂数控插补与 CNC 交叉

耦合轮廓跟踪误差的关键技术研究及深入分

析 

26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

洋大学、烟台新时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山

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海洋功能蛋白和活性肽制品产业化关键技术 

27 绿燃（佛山）科技有限公司 
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瑞典梅拉伦达大学、西

南石油大学、中欧生产力中心核技术研究中

心 

基于绿氢的电燃料工程技术研究与应用 

28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无 
多环境领域地下水污染管控系统技术研发与

应用 

29 广州云蝶科技有限公司 无 云蝶智慧课堂 

3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

室、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北斗

地球空间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融合卫星重力/测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反

演全球高精度和高空间分辨率海洋重力场模

型关键技术及应用 

31 山东乐普韦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 无 10kV 带电作业机器人及智能化作业工具 

32 广东邦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邦固薄膜涂料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保护汽车漆面的自修复薄膜涂料开发及产业

化 

33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

司 无 
现代中药制剂脑心清片上市后创新性开发与

产业化 



34 暨南大学 
广东羚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研理

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润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多重微纳结构碳与导热导电碳/聚合物基复

合材料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35 江苏理工学院 张家港市张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电梯导轨自动矫直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36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绿燃（佛山）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爵格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 

移动式绿电制氢加氢站氢泄漏防控技术 

37 深圳市纳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无 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外延设备开发 

38 广州声博士声学技术有限公司 无 静音舱 

39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 
基于电力营销画像的数字化供电服务支撑平

台建设 

40 广东盛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交通

科技有限公司 

现浇轻质直立式路基快速构筑成套技术及产

业化 

41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店北京人

遗址管理处、北京建筑大学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整体三维数字化测绘与保

护应用 

42 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 无 
高性能多轴注塑机械手运动控制系统的研发

及产业化 

mailto:guosta@126.com


43 深圳粤通新能源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国研科教工程技术研

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生物质能+氢能+烟气增氧回用技术及系统装

置 

44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科学

技术研究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 
融合多源信息的巨型梯级水库群预报调度关

键技术及应用 

 

 

 

 

 



附件：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奖”获奖名单 

2021 年度生产力促进（创新发展）三等奖 

序号 主申报单位 联合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名称 

1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中公高远（北京）汽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道路运输标准化

与装备技术研究 

2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中国民航大学、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大型客运机场地面交通系统疏解成套技术研

究及应用 

3 华蔚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无 
基于 OMO 的中小学课后服务公共管理平台

开发与应用 

4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

室、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光谷北斗地球空间

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基于北斗卫星、大数据信息融合及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的地铁沿线保护区异常状况监测关

键技术及应用 

5 蒙阴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临沂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蒙阴县农业农村

发展服务中心、蒙阴县北方果树研究所、蒙

阴县科学技术局 

以苹果生产科技创新引领的农商文旅融合发

展 

6 天津炬实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逸兴

泰辰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海泰环保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低碳技术的道路快速维修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 

7 成都佳灵自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 佳灵量子冷热机 



8 深圳粤通新能源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广东省低碳企业协会、国研科教工程技术研

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氢能助燃超低氮燃烧机 

9 竹山县秦巴钡盐有限公司 湖北谷城新和有限公司、帕特克（武汉）科

技有限公司 

硫酸钡品质提升及利用副产物生产高纯纳米

硫化锌的循环交互式生产工艺技术开发 

10 浙江鑫宙竹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无 竹缠绕管廊 

11 泰安市农业科学院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盛农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山东（临沂）现

代农业科学院 

基于设施栽培的土壤生态与番茄产量协同提

升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12 广州宏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 区块链可信数据平台 

13 广东蔚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种实现高效、绿色健康养殖的饲料添加剂

—改性植物甾醇 （蔚莱 1 号） 

14 乳山市华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妇幼儿童医院、乳山市

铸福食品有限公司 
牡蛎活性肽系列产品开发及产业链构建 

1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

学研究所、重庆控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市安帕尔科技有限公司 

重点场所病毒气溶胶监测与消杀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16 东风（十堰）液压动力有限公司 无 
一种驾驶室翻转举升油缸机器人自动焊工作

站及工艺方法 



17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湖北宇浩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能量密度磷酸铁锂的研发和产业化 

18 广州九恒条码股份有限公司 无 自行研发全自动不干胶模切卷装产品生产线 

19 济南章力机械有限公司 无 重型高速数控机床 1616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0 大连博事等离子体有限公司 无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技术及设备研究应用 

2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广西扬翔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贵港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种猪高效选育技术研究与优秀基因推广 

22 湖北汉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 
3D 投影自动测量技术在商用车驾驶室检测

中的研究及产业化 

23 湖北和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无 一种 10T 级高端轻量化免维护驱动桥总成 

24 四川南山射钉紧固器材有限公司 南溪南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一体钉紧固技术及产品系列化开发 

25 潍坊科技学院 
上海热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铝谷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鹰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高效两相流散热器制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26 青岛大学 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能源系统多维度智能表征与管理关键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 

2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山东精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煤矿灾害演化理论研究与智能预警关键技术

应用 

28 连云港和昌机械有限公司 无 智能视觉自动装车鹤管 

29 诸城市宏利圣得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诸城市宏利机械厂 农村生活垃圾焚烧炉 

30 鄂尔多斯市科技事业发展中心 无 
鄂尔多斯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 

31 江南大学 浙江长盛塑料轴承技术有限公司、无锡学院、

苏州大学 
滑动轴承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32 黑龙江省吉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无 
分时饱和水无水层灌溉寒地水稻旱直播栽培

技术与应用 

33 盐田海事局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清洁燃料工作室 
大鹏湾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监测监管试

验区 

34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郑州精密新材料有限公司 
大型海洋油气田输送柔性管关键部位用 S
形扁钢的研制和开发 



35 深圳德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检技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丘引助手系统【简称：丘引助手】V1.0 

36 太原科技大学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鹤壁万丰矿山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矿井提升装备运行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37 西昌学院 
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公司、四川省烟草公

司攀枝花市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

所 

四川凉山脱贫地区“烟草+”特色粮经作物复合

生产模式创建及产业化应用 

38 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 面向乡村振兴的一站式聚合支付解决方案 

39 武汉圣禹排水系统有限公司 武汉车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应用于管网改造的智能分流井技术研究及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