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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奖评审通过目录

序号 名称 申报单位

1 甘蔗原醋新型产品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2 土传病害关键防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3 中畜草原白羽肉鸭选育技术与应用 赤峰振兴鸭业科技育种有限公司

4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5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6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7 丁迪云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8 刘晓红 新疆前海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9 吕名礼 华维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史芳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11 谭 琦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12 姚建民 山西微通渗水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张国良 淮阴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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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项目评审通过目录

序

号
名称 申报单位

1
“提高油菜核不育系产量与制种纯度的选育方法”技术

的应用与推广
湖北利众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 4GXJ 系列便携式电动割胶装备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3 4YZPSJ-5 型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 山东金大丰机械有限公司

4 AHS 先进农装智能液压控制系统 博鼎精工智能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5 SRG 新概念农业 尼希（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 百库洁水渔业 丽水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7 保护地主要蔬菜新品种引进选育与示范推广 包头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

8 畜禽养殖废弃物替代化肥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与示范 甘肃丝路盛丰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 畜禽用环境友好型中兽药系列产品的研制 沈阳伟嘉牧业技术有限公司

10 大丽轮枝孢激活蛋白（VDAL）的研究与应用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1 大鳞副泥鳅养殖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 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12 大米姐稻米产业园 吉林省柳俐粮食有限公司

13 大蒜提取物在护肤品领域应用科技成果 欧露莲生物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14 大田滴灌精准水肥一体化技术装备的研发及应用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15 淡水水产品健康高效养殖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湖南文理学院

16 第十师肉羊产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 新疆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17 动物新型药物制剂创制及在健康养殖中的应用 石家庄市畜产品和兽药饲料质量检测中心

18
鄂尔多斯细毛羊冬春季节高效舍饲养殖配套技术研究

及示范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

19 番茄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及示范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20
甘肃省干旱、半干旱地区水盐运动迁移参数与盐渍化防

治研究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

究所

21 柑橘标准化采后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

22 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广东德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3 功能性生物菌剂(肥)在蔬菜上的应用研究与推广 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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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贵州特色林产品体验中心及信息发布平台 贵州森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6 果蔬汁高值化清洁加工技术与装备创新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7
河西走廊中部绿洲生态循环农业和绿色发展集成技术

示范与应用
高台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

28 黑河流域（甘州段）生态修复林业综合治理项目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林业和草原局

29
烘焙和膨化等方便食品加工中全谷物应用关键技术创

新与产业化
渤海大学

30 环保型低成本生物降解农膜的研究与示范推广 山东天一生物降解塑业有限公司

31 环渤海区域盐碱生态本质修复及改良项目 山东夙沙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32 环境友好高效中医农业创新技术应用 上海大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3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蛋鸡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 北京沃德博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4 嘉双利巨菌草发酵剂在巨菌草青贮饲料中的应用 北京嘉双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 茎叶类蔬菜机械化生产关键装备创制及技术应用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36 蓝莓酵素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南京中亮有机蔬果食品有限公司

37
利用高效育种技术选育高产、优质、广适性大豆新品种

与开发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8 林下耐高温型大球盖菇菌株筛选及配套技术示范 山东农业大学

39
马铃薯淀粉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环境安全控制技

术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40 芒果采后保鲜与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合浦果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41 蒙式特色食品微生物发酵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内蒙古蒙元宽食品有限公司

42
魔芋营养特质及其糖尿病全营养配方食品创新研究及

产业化
山东汇润膳食堂股份有限公司



43 母猪和仔猪一体化营养研究与推广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4 南方发酵床肉牛养殖技术 新余市洪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5 农田残膜机械化回收装备研发与产业化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46 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47 农业抗旱防雹人影通讯作业终端的研制与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48
农业零碳资源化生态产业园-林甸四合乡农业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
哈尔滨市博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9
气候变化对四川主要作物的影响及在脱贫攻坚中的应

用
四川省气候中心（西南区域气候中心）

50 日光温室创新与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开发与应用 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1 山东茶园有机肥替代化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固特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
设施蔬菜药肥减量增效与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研究与推

广
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53 沈阳市青年农民创客之家
沈阳市重要技术创新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

54 生态降解地膜的研制开发与推广应用 山东天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5 生猪产业数智生态服务平台 北京农信互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6 食用菌复合生态栽培、民生改善与生态提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57 蔬菜果树水肥精准管理装备的研发 江西沃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8 数字农业产业生态平台 北京全息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59 太赫兹技术在农业上应用 浙江万旭太赫兹技术有限公司

60 特色林果漫灌改滴灌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61 特色林果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云南省气候中心

62 甜菜种子纸带直播技术 商都县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63 无抗饲料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辽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64 无水免冲智慧生态厕所 张掖兰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5 物联网下农业病虫害智能测控系统的构建及应用 济南祥辰科技有限公司

66 新疆荒漠化土壤高效植树机的研制 图木舒克银丰现代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67 盐碱地稻作改良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 兴安盟隆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8 一站式农民综合服务平台 农芯（南京）智慧农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69 优质种驴高效生产与全产业链技术推广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70 油莎豆种植及深加工项目 北京三礼豚科技有限公司

71 油用向日葵轻简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湖南省作物研究所

72 油脂稳定性与安全性关键控制技术性研究 山东渤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3 有机稻鳖共栖模式的技术示范与产业化开发 江西嘉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4 有机硅功能肥治理盐碱土壤技术项目 河北硅谷肥业有限公司

75
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创制及高产、抗倒、耐热杂交种选育

应用

邯郸市农业科学院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东昌种业有限公司

76
玉米种植面积提取及卫星遥感监测定损和测产技术服

务
航天信德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77 早熟优质水稻新品种圣稻 19 选育及轻简栽培技术应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湿地农业与生态研究所

（省水稻研究所）

78 长效兽药制剂的研制开发与应用 山东华辰制药有限公司

79
沼气农业复合系统生态核算与优化模式方法构建与技

术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中源创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0 沼液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 甘肃方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81 智慧养鸡管理系统平台 凤芯微电子科技（聊城）有限公司

82 中华鳖日本品系高效膨化配合饲料研发与应用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83 中田农业三次发酵生态循环双孢蘑菇全产业链项目 江西中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4 中药复方制剂防治家禽疫病的开发与应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

85 种鸡“叠层笼养+人工输精”立体高效繁殖技术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86 苎麻生态加工与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江西恩达麻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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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评审通过目录

序号 名称 申报单位

1
北京中农大创新研修学院（原北京建设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园

北京中农大创新研修学院（原北京建设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园

2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

3 杜鹃人 杜鹃人

4 抚州市科学技术局 抚州市科学技术局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科技成果转

化中心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

6 淮阴师范学院联合技术转移中心 淮阴师范学院联合技术转移中心

7 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8 江苏富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富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10 金果天地（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金果天地（北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1 九方泰禾国际重工（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九方泰禾国际重工（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12 克拉玛依五五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五五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3 辽宁弘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弘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临沂市农业科学院 临沂市农业科学院

15 南京康之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团队 南京康之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团队

16 南京农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南京农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17 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18 上海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上海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19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20 新疆 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 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1 优质常规稻育种研究团队 优质常规稻育种研究团队

22 云南褚氏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褚氏农业有限公司

23 浙江海洋大学三农科技服务团队 浙江海洋大学三农科技服务团队

24 中国养蜂学会 中国养蜂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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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评审通过目录

序号 名称 申报单位

1 鲍岩峰 开鲁县元大种子培育有限公司

2 曹建明 山西省河津市农业农村局

3 曹 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4 邓建平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 邓梦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八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6 邓庭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农业技术推广站

7 丁 宁 枣庄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8 范宝鹤 武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9 方青春 武威市科学技术局

10 付自政 湖南省合创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11 高庆华 塔里木大学

12 高 勇 沈阳市现代农业研发服务中心（沈阳市农业科学院）

13 韩志江 天津市津南区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4 郝明灼 江苏青好景观园艺有限公司

15 贾敬亮 衡水市畜牧技术推广站

16 江 彪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17 康林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18 赖林生 江西省森旺现代农业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9 李 林 山东众力棉业科技有限公司

20 李瑞锋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农业农村局

21 李 巍 四川战友兴农科技有限公司

22 林 平 山东科源种业有限公司



23 林为恒 广西绿公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刘国君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25 陆 君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26 马进琴 甘肃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27 孟继森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事务中心

28 南 虹 巴彦淖尔市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中心

29 尚维孝 吉林省好易收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 邵秋玲 东营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1 沈世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32 孙 皓 北京沃德辰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孙宏义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34 孙考仲 吉林省永吉县畜牧兽医总站

35 孙学保 武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36 孙志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37 唐 杰 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38 滕年军 南京双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9 铁木尔巴格那 乌审旗嘎鲁图镇人民政府

40 涂从勇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41 涂维浩 绿自然农业发展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42 王必强 泾源县香水畜牧兽医工作站

43 王 刚 淮安市师苑技术转移有限责任公司

44 王继辉 乌苏市哈图布呼镇人民政府

45 王连祥 菏泽市农业科学院

46 王 宁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47 王 强 北京工信研拓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48 王文林 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49 王 颖 重庆市江津现代农业气象试验站



50 王有基 上海海洋大学

51 王玉华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52 魏立新 北京中科老专家技术中心

53 吴宗智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农艺协会

54 伍千军 八戒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5 谢 光 天津市蓟州区绿色食品开发总公司

56 徐 鹏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57 闫春鸣 甘肃张掖生态科学研究院

58 杨光富 华中师范大学

59 杨 蕾 甘肃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甘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60 杨文飞 淮安飞龙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61 杨棪棪 邯郸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 姚志龙 陇东学院

63 张会臣 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农村局

64 张家宏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65 张立果 乌兰察布市畜牧工作站

66 张 伟 山东省农业科技转化促进会

67 赵 洁 石河子大学

68 郑 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69 郑洪建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70 钟秋平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71 朱培林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

72 朱述斌 江西农业大学

73 左明湖 开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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