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突出贡献项目奖评审通过目录

（按拼音排序）

序号 获奖名称 申报单位

1 48 对棒大型加压还原炉研发及规模化应用技术 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

2 5G 通讯高导热与汽车轻量化高强韧半固态新材料 福建科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城市轨道交通装配式浮置隔振轨道关键技术及应用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大豆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 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5
大型复杂低渗特低渗及致密油气藏效益开发关键技

术及工业化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6 大型输电工程三维设计软件研发 北京道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7 大型装置用 C307-M 型甲醇合成催化剂 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8 道路工程低碳建养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宁通智能交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大学

9 动物疫苗大规模细胞悬浮培养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复杂场景下视听觉行为分析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天津大学/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11 钢铁窑炉烟气细颗粒物超低排放控制技术与装备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高比能动力电池用高镍氧化物材料关键技术研究和

应用
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
高瓦斯低渗透煤层改性压裂增透关键技术与装备研

究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高性能超微穿孔吸声体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上海申华声学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声远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15 高性能组合结构桥梁先进建造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深圳大学深圳市桥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16
固废协同化处理制备盐碱土壤多元化修复剂关键技

术及示范推广
陕西清北雅柯环保可以有限公司



17
广适稳产高产小麦新品种鲁原 502 良种产业体系建

立及推广应用
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

18 海运船舶柴油机硫排放控制关键技术与装备 大连海事大学

19 核电用高品质不锈钢制造技术及品种开发 中国宝武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
基于《科技咨询师新标准》搭建人才培养协同化工作

体系项目
中科研（北京）科技评估中心

21
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微纳米生物质复合基柔性电子器

件的研发及应用
衢州学院

22 集成电路用含氟高纯电子气体制备技术与产业化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3 交通行业分散式污水减污降碳协同处理技术及应用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 金龙优系列杂交水稻组合选育与产业化应用 肇庆学院

25 沥青路面疏水缓释抗凝冰涂层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交科院公路工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26 煤化工废水全过程优化集成处理与回用技术 北京赛科康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7 密集无线网络的云雾化适配处理技术及应用 北京邮电大学

28 棉花生产数字化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示范推广 石河子大学

29 面向能源互联网的数据感知与接入关键技术及应用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0
面向全自动运行的轨道交通智能通信平台关键技术

及应用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子计算

技术研究所

31 面向特种作业场景的集成智能交互系统 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

32 木质活性炭功能化定向调控关键技术开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33 桥隧工程空天地一体化地质探测及检测新技术 山东大学

34 燃煤烟气脱硝催化剂提质降耗关键技术与应用
杭州华电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5 生态道路功能型铺装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同济大学

36 首台 25MW 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37 梯度耦合膜分离提锂关键技术与示范
五矿盐湖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38 系列化水下滑翔机产品化 天津大学医疗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研究院

39 增材制造用金属粉末材料及其在工模具中的应用 中机新材料研究院（郑州）有限公司

40 中国海油闭环导向钻井系统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突出贡献集体奖评审通过目录

（按拼音排序）

序号 获奖名称 申报单位

1
北京海鹰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
北京海鹰科技情报研究所

2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

3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4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5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6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东北大学

7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8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顺德创新园区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9 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 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

10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12 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13 山东高速淄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淄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4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15 上海东部科技成果转化有限公司 上海东部科技成果转化有限公司

16 四川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四川大学

17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

化处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9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第十一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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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名称 申报单位

1 常 欣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陈建利 上海立芯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 陈 明 上海海洋大学

4 方 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 葛均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6 黄 瑛 东南大学

7 黄中华 湖南工程学院

8 李冬生 山西路桥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 李广民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0 刘 宇 电子科技大学

11 卢国全 湖南中洲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罗林波 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13 罗 顺 甘肃健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马 磊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15 沈一春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石 磊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17 王 冰 南开大学

18 王 迪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19 吴 静 清华大学

20 闫焉服 河南科技大学

21 严长春 北京知呱呱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2 颜明峰 上海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

23 杨世春 中关村普天新能源物流车产业技术联盟

24 易中懿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25 张 军 海南银星振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6 张立峰 北方工业大学

27 朱尔玉 北交天轨交通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