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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受理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名单 提名单位 提名等级

农林养殖专业评审组 F011

1

优质肉鸡效率育

种关键技术开发

与应用

罗成龙（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瞿浩（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舒鼎铭（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王艳（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马杰（广东智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鹏（广东智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劼（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李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刘天飞（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徐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计坚（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严霞（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黄爱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邹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蔡曼珊（广东智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
一等奖

2

优质家禽羽毛成

熟性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技术的应

用

李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于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培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谭淑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张正芬（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胡拥军（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邝智祥（广东爱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栋林（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方桂军（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姜慧绘（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赵海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黄得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杨映（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沈峰（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学技

术局
一等奖



- 2 -

3

淡水池塘环境生

态工程调控与尾

水减排关键技术

及应用

谢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刘兴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研究所）

程香菊（华南理工大学）

李志斐（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刘汉生（广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王广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郁二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余德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张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龚望宝（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潘厚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符云（广东省渔业技术推广总站）

蒋天宝（广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夏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桑朝炯（广州先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一等奖

4

轻量化水果采摘

视觉机器人关键

技术

邹湘军（华南农业大学）

王红军（华南农业大学）

熊俊涛（华南农业大学）

唐昀超（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李兰云（广东若铂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陈燕（华南农业大学）

林桂潮（华南农业大学）

彭红星（华南农业大学）

陈明猷（华南农业大学）

黄矿裕（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5

新型环保络合工

艺全水溶肥料的

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曹向东（深圳溉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飞宇（深圳溉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曹连川（深圳溉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6

胡椒鲜果高效脱

皮工艺及配套装

备

张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李明福（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韦丽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邓怡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李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李玉林（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葛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罗文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陈雄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张晓红（湛江市麻章区仓龙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湛江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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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专业评审组 F02

1

创新中药蛇床子

总香豆素治疗重

大免疫疾病银屑

病关键技术应用

开发

杨利平（广东海赛特医药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向仁德（江苏省药物研究所）

杨江（广东海赛特医药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胡镜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刘瓦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张根元（江苏省药物研究所）

王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刘传明（广东海赛特医药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周少君（广东海赛特医药器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钟南山，曹晖，

葛发欢
一等奖

2

3D 打印骨修复材

料制备技术与临

床应用

秦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赖毓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马建立（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伟民（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明（深圳中科精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李娜娜（深圳市光韵达增材制造研究院）

李龙（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王新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张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李喜露（深圳市光韵达增材制造研究院）

龙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白雪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曹会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陈斐（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3

高端宽体 CT 低剂

量成像关键技术

与系统研发及应

用

马建华（南方医科大学）

陈武凡（南方医科大学）

边兆英（南方医科大学）

李双学（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楼珊珊（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相欣（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南方医科大学）

黄静（南方医科大学）

逄岭（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黎新亮（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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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MicroCT/MR

成像的周围神经

内部束型三维结

构可视化关键技

术及应用

戚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闫立伟（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朱庆棠（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小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陆遥（中山大学）

钟映春（广东工业大学）

顾立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卢宇彤（中山大学）

全大萍（中山大学）

广东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
二等奖

5

呼吸康复治疗技

术装备的研发及

其产业化

郑则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结兵（东莞永胜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杨青（东莞永胜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胡杰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国土资源组 F03

1

重大基础设施结

构形变精密三维

测量技术与装备

李清泉（深圳大学）

毛庆洲（武汉汉宁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陈智鹏（深圳大学）

曹民（武汉武大卓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朱家松（深圳大学）

汪驰升（深圳大学）

周宝定（深圳大学）

文艺（武汉武大卓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马海志（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王敬飞（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郑继忠（武汉汉宁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卢永华（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卢毅（武汉武大卓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熊智敏（深圳大学）

樊廷立（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环境与水利组 F04

1

臭氧污染消除及

利用的新型催化

材料

黄海保（中山大学）

叶信国（深圳科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纪建（中山大学）

舒亚婕（中山大学）

余忆（中山大学）

刘水莲（中山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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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密度建成区黑

臭水体“厂网河

（湖）城”系统治

理关键技术与示

范

俞露（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骏飞（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张显忠（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张亮（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雷雨（同济大学）

汤钟（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叶伟武（杭州银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谢勇（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李晓君（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程勘

察设计行业协

会

二等奖

3

高水分有机固废

安全处置与土壤

高值化利用技术

及装备

袁浩然（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刘欢（华中科技大学）

邓丽芳（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李世坤（广东润田肥业有限公司）

王琳玲（华中科技大学）

韩颖（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顾菁（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鲁涛（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陈勇（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轻工与纺织组 F05

1

高分子高端绿色

制造关键设备与

技术的研发及应

用

黄汉雄（华南理工大学）

张 涛（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许锦才（江门市辉隆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徐文良（苏州同大机械有限公司）

黄耿群（华南理工大学）

黄伟伦（江门市辉隆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蒋 果（华南理工大学）

隋铁军（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吕晓龙（华南理工大学）

李炯城（华南理工大学）

吕柏源（华南理工大学）

蒋小军（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颜家华（华南理工大学）

何建领（苏州同大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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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散染料连续轧-

烘-焙蒸短流程清

洁染色工艺及设

备

李智（东莞市金银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栗岱欣（东莞市金银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梁芳（东莞市金银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李裕（广东智创无水染坊科技有限公司）

范洪波（东莞理工学院）

唐华荣（东莞市金银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杨兴宇（东莞市金银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刘鹏（东莞理工学院）

刘骏龙（东莞理工学院）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一等奖

3

偏心扰流智频破

壁关键技术创新

及产业化

李家勋（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徐建飞（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刘春雨（主力智业（深圳）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翁文丰（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曾祥和（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刘榕（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梁显堂（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皮学军（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化工组 F06

1

精密设备特种润

滑材料的研制及

产业化

纪红兵（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晏金灿（惠州学院）

戴恩期（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周贤太（中山大学）

黄港滨（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宋伟（中山大学）

温绿辉（惠州市阿特斯润滑技术有限公司）

蓝秉理（深圳市合诚润滑技术有限公司）

代书雷（深圳市艾仑宝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李启灵（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广东省石油和

化学工业协会
二等奖

2

固定化酶催化生

产胞磷胆碱钠的

研究

刘桂祯（开平牵牛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黄炯威（开平牵牛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周华润（开平牵牛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莫世艺（开平牵牛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劳瑞雄（开平牵牛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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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冶金组 F07

1

III-V 族化合物半

导体材料及器件

的界面调控技术

李国强（华南理工大学）

王文樑（华南理工大学）

徐亮（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洪晓松（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刘兴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高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雷自合（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高俊宁（华南理工大学）

林志霆（广州市众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芳亮（华南理工大学）

向荣（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阳志超（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2

片状微晶玻璃陶

瓷复合砖制备的

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

戴长禄（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杨勇（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杨明（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罗伟汉（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卢宝昌（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俞诗雄（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严秀华（广东博德精工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材

料行业协会
二等奖

3
高分散性纳米抗

磨擦材料的研发

孙大陟（南方科技大学）

李丹丹（南方科技大学）

张至（深圳南科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雷凡（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4

G8.5 代高纯铝旋

转靶材制备关键

技术及应用

文宏福（韶关市欧莱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正昌（东莞市欧莱溅射靶材有限公司）

郭文明（东莞市欧莱溅射靶材有限公司）

张中美（东莞市欧莱溅射靶材有限公司）

吴本明（韶关市欧莱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韶关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5

新型聚氨酯类医

用低温热塑材料

技术及应用

章中群（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詹德仁（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林才生（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刘海宏（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周郭煌（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王玮（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吴佳胜（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李蓓（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 8 -

机械与动力组 F08

1

光储空调直流化

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赵志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蒋世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贺小林（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张雪芬（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陈万兴（珠海格力节能环保制冷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杨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李宏波（珠海格力节能环保制冷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张有林（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张仕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刘克勤（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黄猛（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宋德超（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华洪香（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王喜成（珠海格力节能环保制冷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珠海市科技创

新局
一等奖

2

大型半潜式海洋

波浪能发电技术

与装备

盛松伟（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游亚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王坤林（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张亚群（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吝红军（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王振鹏（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黄硕（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叶寅（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王文胜（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姜家强（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彭雯（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黄圳鑫（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乐婉贞（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 9 -

3

基于低碳理念的

复合薄膜先进制

造技术及应用

瞿金平（华南理工大学）

黄镇荣（东莞市正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杨智韬（华南理工大学）

林城（东莞市正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张桂珍（华南理工大学）

黄卫东（东莞市正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何和智（华南理工大学）

冯彦洪（华南理工大学）

殷小春（华南理工大学）

晋刚（华南理工大学）

全明德（东莞市正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何光建（华南理工大学）

曹贤武（华南理工大学）

宋建（华南理工大学）

王蒙蒙（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4

3D 打印聚合物复

合材料的制备与

多种材料成形技

术

史玉升（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闫春泽（华中科技大学）

傅轶（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汪艳（武汉工程大学）

李中伟（华中科技大学）

文世峰（武汉华科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张李超（华中科技大学）

刘冉（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史云松（银禧工程塑料（东莞）有限公司）

陈森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李昭青（华中科技大学）

刘洁（华中科技大学）

李晨辉（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爱军（武汉工程大学）

闵成勇（东莞市银禧光电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学技

术局
一等奖

5

牙科种植体的核

心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陈贤帅（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潇（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阳江林（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如虚（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邓飞龙（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建宇（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春雨（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6

一种用于生产手

机及电源适配器

的塑胶模具

张树刚（鹰星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张小英（鹰星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陈焱（鹰星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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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组 F09

1

多模态脑机接口

关键技术及临床

应用

李远清（华南理工大学）

潘家辉（华南理工大学）

张瑞（华南理工大学）

虞容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王斐（华南理工大学）

肖君（华南理工大学）

余天佑（华南理工大学）

谢秋幼（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何艳斌（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邵明（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王其红（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

王晓云（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杨幸华（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肖景（华南理工大学）

俞祝良（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2

视频的深度表征

与识别技术及应

用

乔宇（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王晓刚（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王利民（南京大学）

闫俊杰（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彭小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王亚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赵瑞（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广

州分院
一等奖

3

升维降维思维在

勘测规划设计领

域中的理论创新

及应用

魏金占（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赵自力（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岳国森（广东中冶地理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蒋联余（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

王海英（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

陈思宁（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礼江（广东中达规谷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韦廖军（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

兰度（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

刘纪东（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科技创

新局
二等奖

4

基于大数据分析

的个性化资讯推

荐新媒体平台

李森和（广州坚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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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组 F10

1

地下结构截排减

压主动抗浮关键

技术与工程应用

曹洪（华南理工大学）

潘泓（华南理工大学）

骆冠勇（华南理工大学）

唐孟雄（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康景文（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贺松（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朱东风（华南理工大学）

房营光（华南理工大学）

董志良（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立宁（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鹏（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郑建东（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谷任国（华南理工大学）

周红星（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硕（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