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文件

宁政发〔2019〕 27 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宁夏落地落实，进一步营造人才辈出、人尽

其才的创新发展环境，激发全区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为我区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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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

重要论述和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

代会安排部署，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创新事业取得显著

进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宁夏回族

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定，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

委员会评审、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准，授予“构祀新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

1 项成果 2018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授予“户内多

维轨道式电力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4 项成果

2018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授予“盐定 靖安地区

低渗透油藏高效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17 项成果 2018 年度自

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授予“城市轨道车辆轴箱轴承研制”

等 46 项成果 2018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各

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营造鼓

励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激励广大科研人员争当创新驱动的推动

者和实践者，着力实现科学技术重大突破，提升我区自主创新能

力。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继续发扬无私奉献、追求真理、服务国

家、造福人民的光荣传统，再接再厉，勇担重任，勇攀高峰，再

立新功。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获奖单位和人员为榜样，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发扬团结协作、潜心钻研、求真务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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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的科学精神，面向全区经济主战场和重大科技需求，加快

各领域科技创新，破解创新发展难题，创造更多科研成果，为实

现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与全国同步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

附件 ： 2018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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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一、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1 项）

构祀新品种选育及提质增效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构祀工程技术研究所、宁夏农林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

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中宁县构祀产业发展服务局、宁夏中

祀构祀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百瑞源构祀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源乡

构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全通构才己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曹有龙张蓉闰亚美秦垦石志刚

戴国礼张艳安巍何军何嘉王晓菁刘兰英

张学军王芳李晓莺罗青王亚军张学俭贾占魁

郝万亮

二、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4 项）

（一）户内多维轨道式电力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刘志远赵欣洋 于晓军 王化玲邹洪森

李冬松韦鹏徐辉韩磊李宁尹磊潘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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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东何玉鹏蒋克强

（二）超大口径高硬度全金属密封高性能蝶阀设计制造工艺

攻关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玉山 常占东李虎生岳玲曹勘成

贾华周永兴贾伟荣刘增强张耀华徐乐朱耀龙

李小娟徐喜龙 贾斌斌

（三）优质高产抗逆水稻新品种选育与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宁夏大学、宁夏

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宁夏科泰种业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原种场、宁夏早田种业有限公司、宁夏钧凯种业有

限公司、宁夏穗丰种业有限公司、宁夏塞外香食品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炜安永平殷延勃李培富张振海

孙建昌李树华史延丽强爱玲杨生龙马静王彩芬

王坚王昕杨淑琴

（四）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基因研究及临床转化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盛迅伦容维宁 庄文娟 刘雅妮李慧平

李自立房心荷郭慧青刘洋王晓光贾沁韩英

潘波齐小龙李翠荣

三、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7 项）

（一）盐定一靖安地区低渗透油藏高效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

三采油厂、西安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

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沈复孝高辉杨学武赵金省杨国斌

黄兴马国梁杨玲文，j建升

（二）大型甲醇制丙烯装置及工艺新技术集成应用。

完成单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蔡力宏焦洪桥王林姚敏雍晓静

金政伟袁炜齐静关引中

（三）宁夏装备制造和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创新方法集

成应用与示范。

完成单位：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共享铸钢有限公

司、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北京亿维讯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学韩博赵功强易静华李玉凤

杨芳马文治马波张晓

（四）新型高效 H 级重型燃气轮机关键部件研制及产业化 。

完成单位：共享铸钢有限公司、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纳建虹罗永建苏志东戚梦林陈洪涛

张生存马秉平刘振陈思明

（五）倒置式电流互感器故障机理及诊断技术。

完成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西安交

通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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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

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吴旭涛马波汲胜昌李秀广 叶逢春

何宁辉是艳杰朱洪波周秀

（六）梯度陶瓷复合材料断裂力学和接触力学的理论与应用

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

主要完成人：李星丁生虎汪文帅周跃亭王旭

马海龙赵雪芬杨娟张保文

（七）废弃矿井瓦斯综合治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

完成单位：中节能宁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信息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安

徽理工大学

主要完成人：于志军 刘双林杨立新任育杰刘文革

刘天绩祁铭赵彦田华

（八）多塔连跨叠合梁自锚式悬索桥拼裴顶推关键技术。

完成单位：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绿地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银

川市交通运输局

主要完成人：周功建曹克强代永涛王健李伟

朱星炜张春生刘振之孙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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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级多孔材料中孔隙、骨架与物质传输调控机制研究

及功能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赖小勇赵义军薛屏王晓中刘英涛

毛丹杨庆风杜江杨晓梅

（十）宁夏全域多端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云平台建设与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经

济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宁夏智图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永宁县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青铜峡市农

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中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王明国徐润邑张学俭李欣海云瑞

尹学红王生明王翰霖张丽

（十一）沙漠腹地沙尘监测与信息获取技术合作研究 。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李新碗杨泽林马 鑫 李春树王贺升

彭宏利李兴财王旭明 张正佟

（十二）宁夏南部山区水源、涵养林多功能管理技术。

完成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

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固原市六盘山林业局、原州区自

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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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王彦辉于澎涛熊伟余治家胡永强

王绪芳樊亚鹏余萍李遇春

（十三）宁夏干旱风沙区退化草地恢复与适应性管理。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

主要完成人：谢应忠许冬梅沈艳马红彬曹兵

王红梅马峰茂邱开阳宋丽华

（十四）宁夏土地沙漠化动态监测与农田防护林体系优化。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

区林业调查规划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

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

主要完成人：左忠温学飞潘占兵俞立民许浩

王东清魏永新余殿李浩霞

（十五）非综合征型唇月号裂易感基因筛查、检测及环境因素

相关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黄永清马坚于丽丽周忠伟翠垄

朱晋芳王怡瑞杜雪飞马丽娟

（十六）无机材料复合 BMP-2 基因修饰的问充质细胞组织

工程化骨在增加种植体周围骨量中的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孙小娟曹昆乔光伟周忠伟胡晨

康佳楠刘乃彬姜舰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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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滑膜成纤维细胞分泌赖氨耽氧化酶参与类风湿关节

炎滑膜增殖和血管劈形成。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医科大学

主要完成人：刘荣清韩梅李海波池淑红季 晨

文嘉万娟张宁史琳

四、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46 项）

（一）城市轨道车辆轴箱轴承研制。

完成单位：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郝彭李宏滨王丽君崔明广刘凡

袁和会王学辉

（二）刮板输送机铸焊中段智能焊装线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焊接研

究院有限公司、宁夏天地重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杜兵宋智丽赵德民张林白德滨

吴立忠周坤

（三）一种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生长方法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

完成单位：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滕斌康森丁任明常慧段斌斌

王子学 王国强

（四）基于机器视觉的煤矿智能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

完成单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矿业大

学、宁夏广天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七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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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邵俊杰杨建国杨成龙张杰朱长勇

林红梅李铮

（五）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化工厂管理平台。

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化分公司、

航天科工仿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坚杨方廷刘玉明姜磊管文艳

韩哲王永平

（六）宁夏全域旅游智慧管理与服务平台。

完成单位：宁夏旅游信息中心、浙江传媒学院、宁夏大学、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仁汉周庆鹏刘日伟邢博王磊

朱旭光马林

（七）新能源场站集中防孤岛保护控制关键技术。

完成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华

北电力大学、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王小立郑涛薛峰蒙金有徐海波

蔡乾吴建云

（八）风电／光伏发电多层级优先调度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耿天翔黄越辉蒙金有王勃耿多

王铮许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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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型能源基地送端电网连锁故障风险快速坪估与控制

决策。

完成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

主要完成人：李旭涛沈沉赵晓东王志文田蓓

马志远张迪

（十）基于 soc 宽带双模 DLMS 交互式 STS 羊相费控智能

电能表。

完成单位：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建炜常兴智张军罗长荣谭忠

陈良才 武晓勇

（十一）液化气和石脑油芳构化是斤工艺的研究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宝塔石化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银川宝塔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孔德林孙巧莉马程张立忠李国明

刘涛张秉钧

（十二）煤基碳氧化物选择转化制化学品高效催化剂。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 University of Toyama、国家能源集

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赵天生 张建利 马清祥 Noritatsu Tsubaki 

马玉龙 范素兵高新华

（十二）多晶硅副产聚硅：比催化裂化工艺产业化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胜蓝化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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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沈俊赵燕朱学军

（十四）宁夏盐池 彭阳地区百万吨油田效益开发工程研究。

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

三采油厂

主要完成人：高占武陈守民张营王碧涛王军锋

郑家住 郎庆利

（十五）宁夏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坪价与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

主要完成人：高宇 闰子忠张建华陆彦俊杜亮亮

李晓慧 刘志坚

（十六）宁夏区域重磁资料开发利用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主要完成人：李宁生 安百州 虎新军 李新虎 白亚东

曾建平 刘天佑

（十七）宁夏区域地质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主要完成人：王成程建华孟方李天斌尹秉喜

宋新华余秋生

（十八）目标传导式绩效管理研究与实践。

完成单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辽宁运和

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姚敏任跃新兰志强王放王玉芹



赵春晓闵锐

（十九）宁夏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工和品牌才是升路径与实践。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宁

夏红构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沃福百瑞构祀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企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温淑萍张治华潘泰安崔振华郭涵

郭荣辛健

（二十）构祀营养复合饮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宁夏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宁夏祀乡

生物食品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敦华阮世忠全亚平王自贵谭勇

黄青松李勇

（二十一）胡麻新品种宁亚 20 、 21 号选育及轻简高效种植新

技术与示范推广 。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

主要完成人：曹秀霞张炜杨崇庆钱爱萍陆俊武

划宽将 常富德

（二十二）宁南山区冷凉蔬菜产业优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宁夏科

泰种业有限公司、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宁夏

农林科学院种质资源研究所、宁夏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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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桂林国王学铭李冬何进勤尹志荣

曲继松郭松

（二十二）宁夏早作区枣树蔬菜病虫害灾变规律和绿色防控

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宁夏职业技术

学院、同心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盐池业县农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中卫市林木检疫站

主要完成人：沈瑞清康萍芝查仙芳 张华普 张丽荣

杜玉宁张萍

（二十四）宁夏马铃薯晚疫病监测预警及综合防控技术集成

推广项目。

完成单位：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固原市原川、｜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固原市西吉县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固原市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杨明进刘嫂杨宁权沈瑞清董风林

何建国王玲

（二十五）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优质高效栽培土肥水综合管

理技术。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宁夏润禾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夏

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宁夏农垦玉泉营农场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孙权王锐孙纪元良纪丽萍纪静雯



黄越何金柱

（二十六）生物质能源植物柳枝被引种试验示范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甘肃茂森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营前进农场

主要完成人：孙兆军刘吉利何俊王芳秦萍

马永清 范希峰

（二十七）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厌氧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研究与示范 。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宁夏农

业环境保护监测站、宁夏农村能源工作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宁夏五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学军 马建军 贾向峰李云翔 马京军

邱凌王金保

（二十八）宁夏肉牛支原体病及常发疾病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宁夏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固原市动物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主要完成人：何生虎 郭亚男 余永涛郭爱珍李继东

李昕吴建宁

（二十九）宁夏肉牛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集成与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中国农业大学、宁

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宁夏夏华肉食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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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罗晓瑜洪龙封元陈亮张凌青

吴彦虎王瑜

（二十）肉羊舍饲养殖标准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宁夏大学农学

院、平罗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梁小军柴君秀丁伟岳彩娟周玉香

张国鸿 沈明亮

（三十一）宁夏引黄灌区经济作物（酿酒葡萄）滴灌技术集

成示范 。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杜历刘学军武慧芳朱洁雷彼

顾靖超王永平

（三十二）宁夏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北京林业大

学、沃德兰特（北京）生态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崇德王冬梅周茂荣史常青张琳琳

王立明 哈玉玲

（三十二）糖尿病通过线粒体通路加重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及

其干预措施研究 。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景丽马艳梅贺茂涛张竞文葛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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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越贺岭风

（三十四）少交胶质细胞分化和髓勒损伤修复的机制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银李云鸿侯晓霖王俊燕郑晓敏

毕逢辰王义勇

（二十五） miRNAs 作为肿瘤生物标志物在肝癌早期诊断、

治疗及预后坪价中的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徐广贤蒋丹楚元奎李元杰张玉英

王利新崔洁

（二十六）稀释氧化亚氮速效镇痛技术在临床急性疼痛的应

用研究 。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李玉香余佳宁余建强杨立山 鲍文强

左锋田甜

（三十七）同型半月光氨酸经纽蛋白乙眈化作用调控 LXRα 促

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贾绍斌丛广志金萍黄晖王凯

燕茹陈大鹏

（二十八） 6 分钟步行试验、 CMR 联合肺功能在 COPD 综合

评价体系的建立。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陈娟朱力何进喜李锋郭晓桐

范玉春郝斌威

（三十九） Oxford 微创羊间室置换术在膝骨性关节炎治疗中

的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马军杨绿林黄朋梁任琪李军

白志刚 郭崇军

（四十）全肝血流阻断、半入肝血流阻断技术在肝脏外科的

临床应用。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李明晗张涛王克华王立云丁洋

（四十一）多重耐药铜绿假羊胞茵微阵列芯片快速监测技术

及其临床应用研究 。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贾伟赵志军李刚陶佳师志云

崔洁何涛

（四十二） II b 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折虹杨治花张宇卉马建萍王艳阳

何剑莉海平

（四十二）多模态神经导航辅助功能区肿瘤手术的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马辉王晓东孙海峰李宗正朱凯

孙胜玉 刘文翻

（四十四）空间时间相关成像（STIC）技术在胎儿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中的应用研究 。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纪学芹锁耀宇丁莉莉史瑞仙吴喋

夏艳高薇

（四十五）基于 JNK/SAPK 信号通路介导对温针灸治疗

KOA 机理的实验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要完成人：武永利文，j 姊李春席向红刘君伟

张艳玲杨磊

（四十六）强力五虎合剂的工艺研究。

完成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王艳平田杰宁娱王仲艳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宁夏军区 。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高级

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中央驻宁各单位 。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委员会 。

宁 夏 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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