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
甘政发 〔２０２２〕３９号

甘 肃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２０２１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中央

在甘各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省政府决定,表彰奖励

２０２１年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和

科技工作者.根据 «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甘肃省人民政

—１—



府令第１５７号)规定,经评审审核,授予:

一、兰州大学任继周同志、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潘吉祥同志甘肃省科技功臣奖.

二、“有机多孔材料的创制”甘肃省自然科学奖特等奖;“黑

碳气溶胶跨境传输及其对青藏高原气候和冰冻圈变化的影响”等

３项成果甘肃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重要中草药化学成分与靶

酶筛药和智能释药技术体系研究”等６项成果甘肃省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甘氨酸衍生物碳氢官能团化反应研究”等１１项成果甘

肃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三、“猪用重组口蹄疫 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的创制与应

用”等２项成果甘肃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钢框架结构减隔震

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２项成果甘肃省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重离子辐照诱变产苦马豆素内生真菌及产业化”等２项成

果甘肃省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四、“空间电场探测技术与应用”等２３项成果甘肃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甘肃典型种植区系列残膜回收机研发与应用”等

６０项成果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异形不等壁厚氟化钙坩埚

自动化生产技术”等８７项成果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五、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企业技术创

新示范奖.

六、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牛文斗同志甘肃省优秀科技

创新企业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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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向此次获奖者学习,自觉践行和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追求真理、潜心研究、勇攀高

峰,积极投身强科技行动,争做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努力

创造更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为服务国家高水平自立自强砥砺前行、踔厉奋发,为谱写加

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２０２１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名单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６月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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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１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名单

甘肃省科技功臣奖

兰州大学 任继周

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潘吉祥

甘肃省自然科学奖

特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T—００１

项目名称:有机多孔材料的创制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王为,丁三元,马天琼

一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１—００１

项目名称:黑碳气溶胶跨境传输及其对青藏高原气候和冰冻

圈变化的影响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康世昌,游庆龙,李潮流,吉振明,张强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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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１—００２

项目名称:平流层过程在亚欧大陆关键区天气气候和大气环

境变化中的作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田文寿,张健恺,田红瑛,雒佳丽,卞建春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１—００３

项目名称:作物种间配置降损增效及减排机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柴强,赵财,殷文,胡发龙,樊志龙

二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２—００１

项目名称:重要中草药化学成分与靶酶筛药和智能释药技术

体系研究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师彦平,哈伟,杨军丽,陈娟,于京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２—００２

项目名称:图像乘性噪声去除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黄玉梅,文有为,卢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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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２—００３

项目名称: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干旱区水循环同位素示踪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张明军,王圣杰,孙美平,陈粉丽,车彦军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２—００４

项目名称:原子和高电荷态离子的精密能谱和碰撞性质的理

论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董晨钟,蒋军,武中文,颉录有,张登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２—００５

项目名称:几种重要新发蜱媒人畜共患病原菌的发现、鉴定

与溯源研究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杨吉飞,牛庆丽,刘志杰,殷宏,关贵全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２—００６

项目名称:非合作耦合反应扩散系统的传播动力学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林国,薄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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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１

项目名称:甘氨酸衍生物碳氢官能团化反应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霍聪德,袁勇,权正军,苏瀛鹏,王喜存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２

项目名称:环与半群的相对同调理论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乔虎生,卢博,陈文静,杨晓燕,刘仲奎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３

项目名称:类石墨烯及钙钛矿型氧化物LaFe (Ni)O３ 体系

储氢机理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陈玉红,元丽华,张梅玲,刘婷婷,张材荣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４

项目名称:稳定 (上)同调与Gorenstein同调理论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梁力,杨刚

—７—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５

项目名称:学习型智能优化算法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赵付青,唐建新,刘洋,刘欢,秦烁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６

项目名称:一氧化氮参与氢气调控园艺植物生长发育机制

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廖伟彪,张美玲,王春蕾,胡琳莉,牛丽涓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７

项目名称:小麦重要性状遗传解析及基因聚合方法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杨芳萍,白斌,刘金栋,兰彩霞,夏先春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８

项目名称:基于二元金属氧化物的阻变存储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高晓平,李颖弢,韩根亮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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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AEE 降血脂、预防血栓和抗氧化应激的调控

机制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李剑勇,杨亚军,刘希望,马宁,黄美州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１０

项目名称:Bessel型光晶格中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动力学

特性及相变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陈艳,张科智,熊丽,何永林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Z３—０１１

项目名称:新能源材料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研究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彭辉,马国富,王伟,康玉茂,杨谦

甘肃省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F１—００１

项目名称:猪用重组口蹄疫 O 型、A 型二价灭活疫苗的创

制与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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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郑海学,杨帆,何继军,朱紫祥,刘学荣,赵

丽霞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F１—００２

项目名称:甘肃省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二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F２—００１

项目名称:钢框架结构减隔震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李晓东,殷占忠,王文辉,吴富明,梁亚雄,

杨博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F２—００２

项目名称:利用初衬构造塌腔充填轻质材料注浆加固隧道冒

顶片帮施工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主要完成人:王龙飞,张成都,袁海峰,闫有民,徐华鑫,

骆维斌

三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F３—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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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重离子辐照诱变产苦马豆素内生真菌及产业化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梁剑平,郝宝成,刘宇,王学红,尚若锋,李

尚玮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F３—００２

项目名称:选冶联合工艺从锌浸出渣中综合回收有价组分的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提名单位:白银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李国栋,郭艳华,刘剑,苗梁,彭贵熊,刘坤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１

项目名称:空间电场探测技术与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第五一○

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雷军刚,王润福,马勉军,李世勋,李诚,宗

朝,谢朝阳,刘泽,崔阳,李云鹏,胡向宇,

毛俊程,苗园青,王佐磊,吴先明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东方红卫星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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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２

项目名称:陇东百万吨页岩油示范区规模效益开发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永康,何永宏,吴志宇,时建超,谢启超,

成良丙,王博,吴大康,薛婷,何右安,李

桢,赵国玺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

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３

项目名称:微晶磷铜球关键技术及自动化成型装备的研发与

产业化

提名单位:金昌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李少利,于国军,张忠科,王世卓,姚辉,赵

长忠,张昌青,张胜全,张秀德,王红玲,任

学良,徐军章,陈世雄

主要完成单位:金昌镍都矿山实业有限公司,兰州理工大

学,西安麦特沃金液控技术有限公司,金

川集团机械制造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４

项目名称:面向核废料嬗变的２５兆电子伏质子超导直线加速器

—２１—



提名专家:魏宝文,陈森玉

主要完成人:何源,赵红卫,张军辉,王志军,张斌,张生

虎,詹文龙,岳伟明,贾欢,武启,石爱民,

郭玉辉,万玉琴,吴巍,张雍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５

项目名称:工程装备高端自润滑滑动轴承

提名单位: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

主要完成人:张俊彦,王宏刚,孟军虎,杨生荣,马学鹏,

李炯,任俊芳,姜峰,张爱军,郭维新,高

贵,张涛,徐瑞祥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兰石

重工有限公司,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星火机床有限公司,兰州兰泵有限

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６

项目名称:湖羊选育扩繁和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李发弟,王维民,乐祥鹏,王新基,李积友,

李万宏,张小雪,莫负涛,张清峰,喇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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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开云,许辉,李建栋,牛骁麟,韩芙蓉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天津奥群牧业有

限公司,民勤县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甘

肃润牧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中天羊

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兰天同和农业有限公

司,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武威市畜牧

兽医科学研究院,民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７

项目名称:新型超耐蚀合金镀层板带产品开发

提名单位:嘉峪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杜昕,董世文,王瑾,赵永科,张国堂,孙朝

勇,陈翠,史军锋,李积鹏,刘海军,茹亮

中,杨国星,马维杰,高伟民,王海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８

项目名称:油橄榄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提名单位:陇南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姜成英,刘玉红,王成章,李朝周,吴文俊,

李建科,周昊,赵梦炯,赵海云,金凤,张

昌伟,陈炜青,李乔花,吴龚鹏,罗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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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

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０９

项目名称:治疗仔畜腹泻中兽药的创制与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王胜义,刘永明,齐志明,荔霞,刘世祥,崔

东安,王慧,严作廷,王海军,夏鑫超,李胜

坤,黄美州,妥鑫,吕亚楠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成

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郑州百瑞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山东德州神牛药业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０

项目名称:大规模新能源电站多层级智能化运行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

提名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明,马彦宏,吕清泉,赫卫国,张珍珍,姜

达军,周强,郭小江,张睿骁,王明松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

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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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中广核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临夏

供电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

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酒泉供电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１

项目名称:干旱灾害形成机制与风险特征及预测调控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主要完成人:张强,李栋梁,王劲松,姚玉璧,王莺,王

慧,韩兰英,王素萍,司东,岳平,王芝兰,

李清泉,王静,曾刚,王欢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兰州区域气候中心,国家气候中

心,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资源

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２

项目名称:高寒生态脆弱区路基工程绿色建设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张明义,裴万胜,赖莹,金龙,喻文兵,单永

体,谢胜波,白瑞强,王俊峰,李双洋,张熙

胤,温智,张淑娟,李东庆,罗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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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交

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大

学,重庆交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西京

学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３

项目名称:医用药包材聚烯烃树脂技术开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福善,杨世元,侯景涛,赵东波,吴建,于

国滨,王卓妮,徐元德,张红星,杨令衡,魏

钦,熊华伟,高艳,李广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

研究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４

项目名称:钢桥新结构设计理论及建造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冀伟,赵彦华,蔺鹏臻,冯建军,闫林君,姜

红,王维,何维,崔文科,刘江,王力,唐海

波,筵玉涛,韩大栋,苏伟业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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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湖南大学,甘肃博睿交通重型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５

项目名称:能谱CT的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周俊林,张文娟,刘建莉,赵建洪,魏晋艳,

张国晋,张学凌,张玉婷,谢一婧,罗永军,

王丹,徐瑞,周青,曹云太,黄乐乐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６

项目名称:石羊河流域固沙植被退化过程、机制与修复关键

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主要完成人:徐先英,马全林,何芳兰,唐进年,柴成武,

赵鹏,付贵全,唐卫东,王方琳,刘虎俊,

张大彪,尉秋实,金红喜,陈芳,李亚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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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铜铅锌冶炼多源固废协同利用关键技术开发及

应用

提名单位:白银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鲁兴武,王军辉,王长征,柯勇,李毅,焦晓

斌,闵小波,于建忠,金竹林,谭承锋,殷勤

生,金明虎,李彦龙,李俞良,陈一博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矿冶研究院,中南大学,白银有色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洛

南环亚源铜业有限公司,甘肃厂坝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成州锌冶炼厂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８

项目名称: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再生混凝土围护体系与低

碳示范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曹万智,肖建庄,王洪镇,王秀丽,薛明利,

甘季中,杨永恒,王洪群,郭启龙,田彦智,

马亮亮,吴忠铁,常鹏麟,马得俊,苏明明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海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同济大学,兰州海锋建材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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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兰州民大土木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兰州

生产力促进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１９

项目名称:甘肃方剂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应用及化学生物信

息学分析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张志明,刘永琦,张利英,靳晓杰,刘东玲,

魏本君,雍文兴,宋忠阳,王鑫,龚红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２０

项目名称:多抗高产广适兰天系列冬小麦新品种选育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鲁清林,张礼军,周刚,汪恒兴,白玉龙,张

文涛,周洁,郭四拜,剡旭珍,杨晓辉,朱浩

军,化青春,杨玉梅,马正忠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天水农业学

校,天水市种子站,陇南市种子管理总站,

平凉市种子站,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徽

县华澳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天水捷事达种业

有限公司,陇南民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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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２１

项目名称:膝骨性关节炎综合防治技术作用机制与临床应用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谢兴文,黄晋,胡彬,李宁,李鼎鹏,李建

国,戴刚,吕立桃,王承祥,徐世红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

省中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２２

项目名称:瓜菜新品种选育及高品质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郁继华,王晓巍,吕剑,张学斌,黎家,刘

华,张国斌,邵景成,王兰兰,侯栋,颉建

明,常国军,霍建泰,李锦龙,包文生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

所,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兰州大

学,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天水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天水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民圣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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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１—０２３

项目名称:甘肃省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二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１

项目名称:甘肃典型种植区系列残膜回收机研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赵武云,戴飞,刘小龙,孙伟,胡玉洁,石林

榕,魏丽娟,高爱民,杨小平,王久鑫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

技术推广总站,甘肃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

总站,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定西

市三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武威兴东机械有

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２

项目名称:甘肃河西地区葡萄节水控肥及品质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张芮,董博,王旺田,牛夏,吴玉霞,高彦

婷,李敏,王引弟,张有富,张国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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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河西学院,张掖市节水灌溉试验研

究中心,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祁连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３

项目名称:手术机器人临床应用技术创新及其指南研发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蔡辉,杨克虎,郭天康,赵国栋,杨熊飞,苏

河,苟云久,王海琳,田利民,张敏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４

项目名称:绿色宜机收敦玉系列玉米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提名单位:酒泉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闫治斌,马宗海,马世军,罗致春,闫富海,

王学,葸阳,郭纪坤,刘国华,殷玉山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

敦种作物种子研究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５

项目名称:高产优质、多抗、广适小黑麦新品种培育及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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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技术产业化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杜文华,吴建平,田新会,孙会东,宋谦,刚

永和,王文,赵方媛,刘晶,刘汉成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平凉市

农业科学院,甘肃华飞草牧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云南省种

羊繁育推广中心,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农业

学校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６

项目名称:苦水玫瑰品质评价、产品研发及产业化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毕阳,蒋玉梅,李霁昕,王波,米兰,盛文

军,冯丽丹,周小平,施孝昌,刘阿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九香玫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甘肃陇萃堂营养保健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甘肃东方天润玫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兰州海关技术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７

项目名称:多抗广适优质冬小麦新品种陇育５号选育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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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专家:赵振东,康振生

主要完成人:张成,施万喜,孟建军,刘自成,杨虓,乔

岩,王峰,赵国正,张珂,朱浩军

主要完成单位:陇东学院,庆阳市种子管理站,庆阳市天地

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固原市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平凉市种子站,定西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长武县种子管理站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８

项目名称:核级i—AY６反应堆智能化成套控制设备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王思润,邵旺海,刘雪吉,李彦红,杨敬华,

康晶,刘爱华,刘克新,于庆瑞,苏云云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０９

项目名称:设施桃新品种选育及绿色提质增效技术研发与集

成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王发林,王鸿,陈建军,李宽莹,赵秀梅,张

文利,裴希谦,张银祥,刘芬,杨怀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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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张掖节水农业试验站,秦安县果业管理局,

嘉峪关市文殊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０

项目名称:水下两相湿气流量装置研制及其关键技术的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主要完成人:潘艳芝,成永军,鞠朋朋,王镇岗,刘华建,

孙雯君,宋彬,文鹏荣,赵月前,陈联

主要完成单位:海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空间

技术物理研究所,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中海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１

项目名称:西成矿田隐伏铅锌矿床成矿预测与实践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张世新,丁振举,陈守余,陈双世,朱俊宏,

范立顺,吴永虎,刘堆富,张东旭,金安祥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勘探者地质矿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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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２

项目名称:高海拔冷凉区花椰菜种质创制及新品种选育与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陶兴林,朱惠霞,胡立敏,刘明霞,杨海兴,

李晓芳,常涛,王萍,段艳巧,魏红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榆中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甘肃民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３

项目名称:畜禽血清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马忠仁,丁功涛,张福梅,周雪雁,杨琨,王

家敏,李向茸,乔自林,张海霞,刘振斌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兰州民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临泽县兴龙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４

项目名称:高蒂巴因特殊药材新品种选育及水肥一体化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主要完成人:魏玉杰,杨振华,李彦荣,张梅秀,臧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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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毓杰,陈芳,龚永福,张兆萍,常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５

项目名称:内陆寒旱区盐渍土路基与半刚性基层病害机理及

防治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主要完成人:赵天宇,樊江,李晓民,汪建明,王骑虎,王

发旺,余小龙,李论基,张兴军,杨小森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远大路业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公

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６

项目名称:妇科肿瘤发病机制及治疗的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杨永秀,刘畅,许飞雪,梁晓磊,王静,毕学

汉,要慧萍,魏敏,杨利娟,张钗红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７

项目名称:口腔癌生物标志物和物理治疗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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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王静,陈健,张宝平,赵媛,高岑,国晋菘,

高雪翔,吴军正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８

项目名称:牙颌面畸形精准修复重建的关键技术研究与临床

创新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任利玲,马东洋,包广洁,康宏,庞超远,程

维平,范增杰,聂子焱,周平,张文凯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四○医院,西北民族大学,白银市第一人

民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１９

项目名称:胎儿结构畸形及胎源性心功能评价方法的研究与

临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李天刚,马斌,曹淑娜,祁平安,杨兰,王艺

璇,鲁琰,杨磊,李全琳,张耀月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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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０

项目名称:甘肃大宗道地药材产地加工炮制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胡芳弟,柴国林,李文,李晓东,崔方,孙

科,李芸,白瑞斌,王燕萍,孙伯禄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甘肃天然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省中医院,甘肃中医

药大学,甘肃佛慈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１

项目名称:甘肃黄河流域主要农作物节水减肥绿色增效技术

集成研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郭世乾,万伦,高飞,张志成,郑杰,闫龙

翔,董星晨,张立勤,陈渝阳,张鹏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兰州市农业

科技研究推广中心,上海绿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

业研究所,甘肃谷丰源农工场农业社会化服

务有限公司,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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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２

项目名称:苹果渣发酵生产蛋白饲料生产技术配套集成与示

范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陈伯祥,贺泂杰,赵子惠,李元新,秦天云,

成伟伟,常亮,仉连平,聂英,杨明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兰

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３

项目名称:抗病高产新品种西芪１号选育及配套技术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曹占凤,武永陶,刘润萍,周锐锋,孙雪艳,

周海,李振谋,赵光毅,王丽慧,黄耀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陇西稷丰种业

有限公司,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

息研究所,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临洮

四通药业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４
—１３—



项目名称:富水区超深基坑咬合桩支护设计理论与施工关键

技术开发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杨汝贤,王永胜,靳高明,董旭光,冯力强,

李元勋,张来安,张荣海,黎粤桥,赵雪红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甘

肃省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

大学,青海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５

项目名称:针刺优势病症循证评价及临床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李秀霞,汪永锋,严兴科,王世中,王荣,牛

军强,田金徽,陈耀龙,马彬,杨克虎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武威市人民医

院,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兰州大学第

一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６

项目名称:寒旱地区长距离输水工程运营安全关键技术与

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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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贡力,袁建平,雷晓辉,靳春玲,周政龙,耿

直,王娜,陶虎,肖强,石喜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网甘肃省电力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７

项目名称:基于功能磁性纳米材料的新型生物传感器的构建

及其推广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左显维,刘一丹,冯治棋,韩根亮,宋玉哲,

何欣,何永成,王玉祥,王焱,李工农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科学院传感技术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８

项目名称:甘肃省夏河—合作地区金矿整装勘查区矿产调查

与找矿预测

提名单位: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主要完成人:李康宁,严康,李学册,火登三,赵朝伟,王

建龙,田向盛,史海龙,刘景显,蔡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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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２９

项目名称:春油菜区域增产模式攻关新技术推广及新品种

选育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李城德,陈其鲜,李继强,郑果,李婷,董国

玺,赵小文,曾秀存,崔小茹,常爱玲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张掖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和政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积石山县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甘肃富瑞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山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０

项目名称:西北内陆盐碱地池塘养殖综合利用技术示范与

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邵东宏,蒋晖,张国维,崔健,杨树军,康鹏

天,葛文龙,李天元,付廷斌,贾旭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渔业技术推广总站,景泰县渔业技术

推广中心,靖远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永靖县渔业技术推

广站,景泰县谭周杨虾业养殖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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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景泰县长吉农牧专业合作社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１

项目名称:复杂应力条件下饱和黄土的动力特性与地基绿色

抗震处理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地震局

主要完成人:王谦,钟秀梅,王峻,马海萍,苏永奇,高中

南,郭鹏,王文丽,马金莲,刘钊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２

项目名称:基于生物监测的多环芳烃和重金属暴露水平、健

康风险和防控策略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王金玉,李盛,李普,冯亚莉,常旭红,孙应

彪,罗斌,阮烨,牛静萍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３

项目名称:甘肃人工种植养殖药材资源和品质评价及重点品

种的标准化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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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宋平顺,任淑玲,马潇,倪琳,赵端玮,刘富

强,马中森,杜雅娟,张明童,郭晓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陇西保和堂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岷县中

药材技术推广站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４

项目名称:黄土高原苹果园生草技术研发及其示范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沈禹颖,王自奎,姚志龙,刘兴元,高晓东,

杨惠敏,王先之,曹铨,邹亚丽,王军锋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陇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庆阳市果业发展中心,庆阳

市西峰区三姓林果专业合作社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５

项目名称:高压绝缘电缆专用料系列产品工业化开发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龚真直,魏福庆,孙建敏,曹永前,高艳,赵

廷哲,许惠芳,金俊杰,黄安平,罗小城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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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６

项目名称:新型高温高压临氢环境复合密封结构换热器国产

化研制

提名单位: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凯,贾小斌,郑维信,李向前,王翰,李亚

亚,张先亨,李学燕,祁梦玲,王金霞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７

项目名称:一种铀转化含铀含氟废水处理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矿区

主要完成人:耿龙,李天福,纪泽雨,常宇,李英锋,李贺

成,贠文江,魏刚,马治军,周天华

主要完成单位:中核四○四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８

项目名称:三次采油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玉门石油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王美强,罗文利,孙炜,高亮,陈宇家,周明

辉,吕剑锋,李君,林远平,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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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

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３９

项目名称:基于抗药性菌株低碳协同强化处理含新兴污染物

废水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主要完成人:赵霞,胡晓明,马军,齐明亮,刘全諹,陈忠

林,沈吉敏,马婷婷,姜峰,荆涛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

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０

项目名称:低温乙烯储罐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福录,党战伟,任永平,陈叔平,安林林,

李文冰,杨聪巧,高中稳,王万磊,冀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理工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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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钢管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抗震性能关键技术与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王文达,史艳莉,毛文婧,骆发江,鲜威,芮

佳,王景玄,王凤,郑龙,李世民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甘

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２

项目名称:归芪益元膏防治放化疗损伤的基础与临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李金田,梁建庆,李娟,张朝宁,张毅,蔺兴

遥,刘永琦,胡蓉,杜双桂,杜雪洋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３

项目名称:基于生态化学计量学理论的河西绿洲主要作物水

土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张恒嘉,吴彦霖,黄彩霞,李福强,芦倩,薛

燕翎,冯福学,薛晓峰,李晓飞,杨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张掖市节水灌溉试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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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４

项目名称:基于文博安全防范系统的实时语音信号增强关键

技术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徐岩,汤旻安,闫姝,邸敬,李新颖,杨桂芹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甘肃长兴电控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５

项目名称:新型可控电抗器关键技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田铭兴,高云波,张慧英,王田戈,田文君,

孙立军,邢东峰,徐金阳,王黎,王秀华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６

项目名称:大型渠道刚柔耦合防冻胀衬护结构创新及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李甲林,王正中,史中兴,王羿,张茂林,李

晓洋,闫立泰,申正香,朱琪,张景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水资源利用中心,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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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７

项目名称:高端半导体芯片用超高纯铜镍钴产业化制备技术

开发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杨晓艳,白延利,张亚东,胡家彦,曹笃盟,

常全忠,马骞,艾琳,柴明强,吕锦雷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８

项目名称:合金材料微观组织结构模拟技术与工业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冯力,李俊琛,周学渊,安国升,朱昶胜,肖

荣振,成波,张辛健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大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４９

项目名称:西北旱区马铃薯主粮化关键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胡新元,谢奎忠,李建武,李梅,柳永强,杨

昕臻,罗爱花,李高峰,陆立银,田世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甘肃省农

科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所,甘肃一航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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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甘肃薯香园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甘肃天润园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兰州麦粒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定西伊

口香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０

项目名称: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武,高彦萍,吴雁斌,梁宏杰,王敏,席春

艳,吕和平,李学才,陈富,张彤彤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甘肃一航

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农业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１

项目名称:基于阴中求阳理论对PDR阴阳两虚病机及防治

作用机制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罗向霞,张定华,顾立萍,王晓晖,王中霞,

李欢,杨敏,冯玉沛,胡婷婷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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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旱区西甜瓜水肥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创新集成与

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马忠明,薛亮,冯守疆,杜少平,冉生斌,李

伟绮,薛莲,白玉龙,唐文雪,罗双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

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民勤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庆阳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民勤县

富丰甜瓜产销专业合作社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３

项目名称:基于薄膜光电极的有机微污染处理关键技术开发

及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程修文,谢明政,苟剑锋,魏艳丽,邓小永,

崔雨琦,杨健龙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石化分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４

项目名称:人工关节置换治疗复杂性髋关节疾病关键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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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及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主要完成人:李旭升,周胜虎,陆皓,刘军,陈慧,张浩

强,乔永杰,叶铄,常彦峰,薛云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５

项目名称:陇东地区延长组低渗透油藏高能砂体精细刻画技

术与规模效益增储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

北分院

主要完成人:廖建波,李智勇,杨占龙,梁苏娟,余平辉,

黄军平,陈娟,张丽萍,张兆辉,邸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西北分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６

项目名称:面向数据服务性能提升的云边端一体化物联网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周睿,周庆国,郅朋,刘新,王金强,张雷,

吕清泉,周强,赵龙,刘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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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

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酒泉供电公司,深圳

神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７

项目名称:农业服务外包与特色农产品交易集成平台及关键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李广,刘强,聂志刚,王钧,芦倩,王瑾,雒

翠萍,韩俊英,张汉平,闫学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巨龙供销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农网分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８

项目名称:非电行业烟气脱硝催化剂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主要完成人:唐志诚,王志民,张国栋,周广贺,赵艳军,

祁连中,韩维亮,李慧远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山东天璨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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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山东杰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威市城区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５９

项目名称:甘肃省地理标志产品 (食品)标准化关键技术集

成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周春红,任海伟,张晓莉,方向毅,张增强,

蔡麟阁,程进成,张先茂,马鹏举,宋靖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兰州理工

大学,秦安县果业管理局,燎原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２—０６０

项目名称:甘肃省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三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１

项目名称:异形不等壁厚氟化钙坩埚自动化生产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矿区

主要完成人:郭晓东,李积成,房政军,孙鹤,杨廷贵,杨

强,石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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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中核四○四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２

项目名称:白花蛇舌草总黄酮的制备及其抑制胃癌的临床基

础探索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王秋兰,薛永杰,韩涛,林丽,凌佳音,梁浩

楠,刘庆波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３

项目名称:磁力泵自适应永磁驱动器及故障监控系统开发与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朱玉红,刘君,黎泉,林小军,秦娟娟,尹新

权,魏建升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工业学院,兰州天泉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兰州海兰德泵业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４

项目名称:葱蒜类作物根蛆类害虫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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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刘长仲,钱秀娟,史彩华,苟玉萍,吴青君,

尚永军,王国利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玉门市农林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甘谷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５

项目名称:多尺度动态行为—网络化交互作用下多速率采样

分布式预测控制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安爱民,于树友,王茜茜,牛进虎,张浩琛,

王平,孟凡成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国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６

项目名称:甘肃省两种动物绦虫蚴病的防控技术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孙晓林,苟惠天,徐轶飞,马永华,魏衍全,

范希萍,尚清炎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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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７

项目名称:甘肃四种特色濒危中药材繁育体系及驯化保护性

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栗孟飞,康天兰,杨德龙,孙萍,甘敏,康

璟,丁耀录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

站,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甘南藏族自

治州农业技术推广站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８

项目名称:羔羊早期培育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李冲,汪晓娟,张小雪,刘婷,王维民,王国

秀,翁秀秀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甘肃润牧生物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兰天同和农业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０９

项目名称:高原铁路运营线路设施健康状态智能图像感知技

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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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闵永智,马宏锋,张雁鹏,陈云峰,左静,李

国芳,岳彪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兰州工业学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０

项目名称:旱地春小麦高蛋白种质资源创制及新品种选育与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吴兵,牛小霞,刘宏胜,李映,高玉红,剡

斌,牛俊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会宁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

料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１

项目名称:黄芪及复方对理化因素诱发性造血行血器官损伤

的多靶点防护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舍雅莉,顾静,郭超,张秋菊,刘凯,李海

龙,李亚玲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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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２

项目名称:基于 “肾—血—精—骨”理论治疗慢性骨病的关

键机制及其临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颜春鲁,金华,安方玉,姚贞宇,王彩霞,伍

志伟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３

项目名称:基于智能广义逆解耦的网络化多电机协同与容错

控制技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李欣,李若琼,赵霞,刘立群,李帅兵,吴宗

霖,张强朝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４

项目名称:陇东肉牛种质资源评价及创新利用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赵生国,蔡原,焦婷,张小强,车陇杰,权金

强,张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泾川县畜牧兽医中心,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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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崆峒区畜牧兽医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５

项目名称:强冬性冬油菜品种选育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武军艳,马骊,李博文,张亚宏,刘丽君,李

学才,李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庆阳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６

项目名称:双塔丛式井复合冗余智能化石油钻机电传动系统

关键技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石建龙,张佩峰,高琛,胡志鹏,刘付泽,冯

益强,张振中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天

传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７

项目名称:小麦条锈病菌源区抗条锈品种选育及病害持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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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应用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张耀辉,孙振宇,岳维云,王万军,宋建荣,

谢晓丽,王伟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８

项目名称:铝电解智能操作系统与石墨坩埚试验系统的研发

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马琼,贾碧,张龙,毛文军,侯伟,施金良,

郑冬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中国铝业连城

分公司,重庆科技学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１９

项目名称:陇东特/超低渗油藏多级调驱关键技术及工业化

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杨海恩,吕伟,马波,朱家杰,薛芳芳,郭

勇,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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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

司,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０

项目名称:陇东非常规油藏水平井细分切割体积压裂技术及

规模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唐梅荣,赵振峰,陆红军,刘汉斌,杜现飞,

薛小佳,王治国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１

项目名称:西部高寒地区桥隧水库建设工程图像大数据智能

监测系统

提名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主要完成人:沈瑜,梁栋,胡瑶,苑玉彬,牛东兴,江娜,

王春丽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中铁科研院四川铁科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２

项目名称:玉米新品种陇单９号和陇单１０号选育及应用

—４５—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何海军,周玉乾,杨彦忠,连晓荣,寇向龙,

王晓娟,周文期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甘肃陇玉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３

项目名称:优质高秆饲草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应用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董俊,黄杰,郝怀志,王国栋,杨钊,王斐,

郝生燕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甘肃省草原技

术推广总站,甘肃共裕高新农牧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４

项目名称:西北地区玉米主要土传病害绿色防控体系构建与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郭成,段灿星,王春明,邢会琴,郭致杰,周

天旺,荆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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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河西学院,张掖

璐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５

项目名称:小麦条锈菌条中３４号监测及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贾秋珍,曹世勤,张勃,孙振宇,张晶东,王

万军,周喜旺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天水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６

项目名称: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及牛奶质量检测技术试验示范

提名单位:白银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彭五奎,朱彤,何继武,王亚犁,韩映梅,陈

宁兰,巩蕾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市畜牧兽医总站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７

项目名称:宝积山煤矿大断层附近煤层倾角剧变区冲击矿压

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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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主要完成人:高宏杰,李作泉,古亚丹,窦林名,何江,蔡

武,巩思园

主要完成单位: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８

项目名称:甘蓝型油菜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董云,王毅,靳丰蔚,刘婷婷,方彦,张炳

炎,张晓文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甘肃福成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政星月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２９

项目名称:民族特色农产品多语言网络交易展示平台关键技

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何向真,万福成,徐涛,孟祥和,于洪志,马

宁,马伟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甘肃鸿智达网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甘肃易览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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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０

项目名称:食源性蛋白 ACE抑制肽的定向制备技术开发及

应用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高丹丹,郭鹏辉,刘红娜,丁功涛,宋礼,曹

忻,杨具田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华羚乳品股份有限公

司,美泰科技 (青岛)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拜尔利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１

项目名称:铜锰渣资源化利用工艺技术研究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主要完成人:王永浩,郭秉堂,朱兵兵,岳心圆,李文臣,

李永鹏,赵彤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中心,兰州金川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２

项目名称:卡车车桥用长寿命高精度圆锥滚子轴承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师燚,县鹏宇,沈艳军,高春和,俞建珍,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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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王精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３

项目名称:优质高产啤酒大麦品种甘垦啤７号选育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主要完成人:张想平,王蕾,李润喜,牛小霞,韩钟英,毋

玲玲,苏毓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永昌县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新疆农业科学院奇台麦类

试验站,山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４

项目名称:基于游离DNA进行肿瘤早期筛查关键技术开发

与检测体系建立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尤崇革,沈明辉,张敏,张俊平,闫雯,杨美娟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５

项目名称:多酚类化合物对放射性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功能基

因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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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谢漪,金晓东,甘露,张红,李强,刘强,司婧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６

项目名称:糖尿病促进脑内 AD样病理形成及机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景玉宏,陈海超,尹洁,高丽萍,王俭勤,席

晓霞,孙婧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７

项目名称:两种陇产五加属植物有效成分的筛选与应用

提名单位:庆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胡浩斌,梁海鹏,李海明,袁茹楠,芦娅妮,

韩明虎,张腊腊

主要完成单位:陇东学院,庆阳市人民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８

项目名称:甘肃鼠疫自然疫源地风险评估及防控策略优化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席进孝,徐大琴,何爱伟,王鼎盛,春花,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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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王利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肃北蒙古族自治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酒泉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３９

项目名称:５００kA 全石墨阴极电解槽全电解质启动技术开

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嘉峪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杨成亮,高兴禄,刘进县,韩启超,杨珅,蔡

龙,李扬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０

项目名称:高产优质广适马铃薯新品种青薯９号种薯扩繁技

术集成及产业化应用

提名单位:定西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何小谦,王娟,剡晓萍,水建兵,谭伟军,陈

自雄,徐祺昕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定西百泉马铃薯有限公司,定西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定西市禾丰农作物种业中心,

定西市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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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１

项目名称:基于循环水养殖系统的现代生物技术在鲑鳟鱼育

种中的集成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杨濯羽,杜岩岩,杨顺文,苏子郡,李文,史

丽娜,史小宁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产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２

项目名称:窑街矿区特厚煤层开采冲击地压机理及综合防治

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袁崇亮,何江,王永忠,窦林名,张炳忠,曹

晋荣,王正义

主要完成单位: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３

项目名称:重离子辐照技术在大宗中药材新品种选育中的应用

提名单位:定西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尚虎山,王富胜,颉红梅,荆彦民,马伟明,

王兴政,杨荣洲

主要完成单位: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肃岷县当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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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甘肃扶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４

项目名称:超薄层油气藏 “两宽一高”地震资料处理解释新

技术及应用实践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

北分院

主要完成人:苏勤,曾华会,李海亮,肖明图,吴杰,徐兴

荣,王海龙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西北分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５

项目名称:内镜下微创介入技术在消化道良恶性狭窄中的应

用及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于晓辉,张久聪,刘鑫,郑英,李初谊,王俊

科,李斌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６

项目名称:适应新能源消纳的深度调峰综合性技术开发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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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嘉峪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米玉鸿,刘建平,赵洪山,章燎,王红锦,陈

亮,孙国梁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７

项目名称:敦煌地块南缘构造岩浆演化与成矿及找矿定量预

测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主要完成人:王玉玺,第鹏飞,汤庆艳,王晓伟,王怀涛,

王金荣,张翔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８

项目名称:高性能铜及铜合金线材强韧化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郭廷彪,丁雨田,曹军,凌得魁,吕长春,郜

阳光,封存利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河南理工大学,金川集团精密

铜材有限公司,河南优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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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高值抗逆胡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技术集成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赵玮,党照,李晓蓉,李博文,赵利,齐燕

妮,尚艳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兰州工业研

究院,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甘肃省农

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０

项目名称:微型套管桩在特殊土及胀缩地基工程中关键技术

应用研究试验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陈天镭,柴清,张杰,王旭,王博林,李旭

东,李颖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１

项目名称:环保型钢结构醇酸防腐涂料的研制及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李华明,王彦博,王燕莉,张福云,王丽娟,

罗腾,魏芳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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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２

项目名称:隧道初级支护稳定性三维数字信息化预警技术

提名单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唐述林,姜谙男,马碎学,卢长德,喻文国,

牛红梅,冯钰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海事大

学,兰州交通大学,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

三工程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３

项目名称:白血病多药耐药及其机制探究与推广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赵丽,郭鸿,周兰霞,刘蓓,张炜,成娟,董

守良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４

项目名称:黑河流域中小水电站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马明,卢小波,朱磊,吕生玺,胡斌超,张晓

明,葸学彦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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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甘肃黑河水电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５

项目名称:山区太阳辐射卫星遥感模拟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张彦丽,赵军,李净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６

项目名称:新型化学铣切保护可剥涂料的制备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郭惠霞,李清材,于建龙,席发臣,唐小华,

滕志春,吴明霞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７

项目名称:泥砾砂卵石胶结岩层防渗墙快速施工技术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缪建新,王天雄,张兆新,李伟,杨增权,裴

存定,李洪涛

主要完成单位:临泽县红山湾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处,中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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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８

项目名称:高扬程梯级泵站无人值班智能远程测控技术集成

应用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杨万勤,闫立泰,彭维恩,史中兴,庞敏,于

永海,孙江河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水资源利用中心,国

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河海大学,甘

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５９

项目名称:河西绿洲荒漠过渡带梭梭林土壤保育效应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王彦武,张峰,田晋华,高金芳,陈爱华,马

涛,董彦丽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０

项目名称:高 H２S、CO２、Cl—天然气净化装置长周期运行

关键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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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玉福,宋文明,苏厚德,段永锋,罗保军,

齐宏伟,李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石

化炼化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技术

研发中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

油田普光分公司,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

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１

项目名称:新型吸附剂的制备与吸附性能的产业化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姜丽丽,于海涛,丁万武,倪文杰,赵宇,崔亮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辽宁阜

新皮革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阜新皮革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２

项目名称:微生物有机肥水肥耦合效应及水肥互馈模式研究

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王以兵,吴婕,王文娟,梁川,丁林,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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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张杰武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兰州欣达立水肥一

体化服务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３

项目名称:MSOP系列集成电路承载带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马路平,邢速成,万小龙,张惠玉,丑永华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华天集成电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４

项目名称:苹果现代生物发酵加工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康三江,张海燕,曾朝珍,张霁红,袁晶,宋

娟,慕钰文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所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５

项目名称:西北水土流失和瘠薄干旱中低产田改良技术集成

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郭天文,张平良,谭雪莲,车宗贤,郭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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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博,卢秉林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

农业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

节水农业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６

项目名称:祁连山森林资源质量勘查评价及GIS系统开发

提名单位: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主要完成人:郭生祥,王善举,张建奇,袁虹,裴雯,汪有

奎,王零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兰

州大学,甘肃瑞特森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７

项目名称:甘肃省不同生态区食用菌栽培关键技术集成创新

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桂香,杨建杰,杨琴,任爱民,耿新军,刘

明军,张文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天祝臣祥菌

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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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８

项目名称:含油污泥生物消减工艺研发及过程强化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陈丽华,哈斯其美格,张冕,杨博丽,肖朝

虎,雒晓芳,李海玲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

有限公司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６９

项目名称:基于三维物料输送机器人的柔性多工位金属板材

剪切自动生产线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王东明,何应东,刘民祥,候玉龙,程海斌,

付忠诚,王亚利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锻压机床 (集团)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０

项目名称:脑卒中临床诊疗技术改进推广及相关分子生物学

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孙守元,鄢琦,任军,潘亚文,高俊玮,张海

林,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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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１

项目名称:陇东深厚黄土地基桩基础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提名单位:庆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刘万锋,张斌伟,周勇,朱彦鹏,刘俊锋,王

生强,胡爱萍

主要完成单位:陇东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甘肃第一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信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２

项目名称:肿瘤负荷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及预后判断的

价值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张皓,辛仲宏,崔兰兰,郭顺林,翟亚楠,王

梦书,魏柯香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甘肃省人民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３

项目名称:甘肃省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诊断—干预体系关键

技术与创新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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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尤涛,移康,王新宽,侯小东,丁凡,丁兆

红,刘兴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４

项目名称:甘肃省猪垂直传播疫病调查及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康文彪,宋建国,豆玲,周峰,张梅,田永

江,姚奕蕾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水市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凉州区畜牧兽医技术推

广中心,榆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５

项目名称:舍饲高效养羊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金昌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周勇,田芳,谭焓,闫超元,章程,曾远,张

惠芳

主要完成单位:金昌牧旺养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华中农业

大学,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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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外繁种业危险性病原检测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兰州海关

主要完成人:文朝慧,王秀芬,尤佳,王溪桥,李鑫,张丽

萍,刘志杰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海关技术中心,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７

项目名称:甘肃特色植物根际微生物资源挖掘及功能开发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祝英,王治业,王兆滨,熊友才,巩晓芳,金

军民,李国山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兰州大学,榆中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武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８

项目名称:静原鸡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提名单位:平凉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桑国俊,邹军,郭海龙,罗琰,石福岳,杨军

祥,张换成

主要完成单位:静宁绿洲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甘肃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平凉市畜牧渔业管理

站,平凉市静宁县畜牧兽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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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７９

项目名称:骨质疏松胸腰段骨折不全复位对邻近椎体力学稳

定性影响有限元分析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张晓刚,秦大平,赵文韬,王志鹏,杨学锋,

张宏伟,王柄訸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０

项目名称:黄芪治疗骨质疏松的临床应用及创新发现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成鹏,白银亮,叶凯山,南伟,张海鸿,周海

宇,胡彩莉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１

项目名称: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应用平台

提名单位:甘肃省通信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秦学寿,刘涛,牛宝童,姜旭东,陆飞,薛

霞,杨新楠

主要完成单位: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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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２

项目名称:咸化湖盆滩坝砂规模成藏机理、技术创新与勘探

突破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

北分院

主要完成人:张平,王建功,倪祥龙,肖明图,郭佳佳,赵

玉莲,王爱萍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西北分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３

项目名称:基于电网海量数据任意分割区域挖掘的节能降损

技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主要完成人:杨勇,何欣,井天军,韩旭杉,刘文颖,王

耿,梁琛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中国农业大学,郑州

大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恒博瑞数字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４

项目名称:河西走廊葡萄调质及病虫害精准预报技术研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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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提名单位:武威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李强,郭艳兰,史星雲,王多文,金娜,何

彩,王鑫

主要完成单位:武威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５

项目名称:寒旱区玫瑰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提名单位:兰州新区科技发展局

主要完成人:苗保河,赖玉章,王建康,赵欣欣,刘蓉,程

浩,曹炎生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兰州新区

玉达红玫瑰商贸有限公司,永登县苦水镇建

康花卉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北京市门头沟

区科技开发实验基地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６

项目名称:甘肃省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获奖编号:２０２１—J３—０８７

项目名称:甘肃省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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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企业技术创新示范奖

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优秀科技创新企业家奖

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牛文斗

—９７—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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