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科发 (⒛20)” 号

关于下达 ⒛⒛ 年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

项目 (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现将 ⒛20年度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项目 (课题)下 达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按照 《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

(辽科发 (⒛ 19)辊 号)和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进和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辽 委办发 〔⒛17)5号 )等相关文件规定 ,

以及 《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课题)合 同书》的有关要求 ,

请各有关单位及时协调项目 (课题)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严格规

范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按计划完成预期目标。省科技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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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承担单位牵头负责本项目及下设课题的组织实施、日常管

理、督促执行和综合验收等工作。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下设的课

题视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者及其承担单位具有相应的

权利和义务。同时,请项目初审推荐单位按要求将项目及下设课

题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及时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附件:⒛20年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课题)及资金

分配表

(此件依申请公开 )

嘤J嗡

辽宁省科技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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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19日 印发



附件

⒛⒛年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课题 )及资金分配表

序号 项 目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课题 )

负责人

支持金额 (万元 )

|2020荃
F | 2021垄F

合 计 31000 17800 13200

1

国产高档五轴卧式镗铣车复合加工中心的研

制与应用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陈玉峰 1000 400

极端环境海洋工程装备用钢关键技术及示范

应用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工 华 1000 400 600

3
氟化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膜材料关键技术攻关

及应用示范
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 刘兆滨 400 600

4
劣质重芳烃生产高品质针状焦技术的研发及

应用项目

辽宁宝来生物能源有限

公司
茁祖斌 400 600

高效过滤用超细无机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及产

业化

辽宁新洪源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
宋朋泽 1000 600

巾问相沥昔基高模碳纤维
辽宁诺科碳材料有限公

司
计⒋丿巴丿⒈ 1000 400 600

XXI′ 5̄00型 500kW全五轴主动磁悬浮轴承飞

轮储能装置研发

沈阳微控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
工智洋 1000 400 600

重载汽车稀土永磁涡流缓速器研发及产业化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陈德民 1000 400

高集成化三合一动力总成系统 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i1 张志华 1000 400 600

优化决策与控制的工业人工智能平台 东北大学 柴天佑 1000 400 600

工业原料在线智能检测装各研发与应用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龚亚林 1000 400 600

移动智能终端核心组件研发及产业化
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吴发权 1000 400

高端装各复杂流场CΛE软件研发与应用
英特工程仿真技术 (大

连)有限公司
张 群 1000 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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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课题 )

负责人

文持金额 (万元 )

|2020年 |2o21年

儿童重大致死性疾病精准诊疗及临床路径优

化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 文刂,虐冖山华 1000 400 600

课题

1,提 高早产儿生存率及生存质量的精准

诊疗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 富建华 140 210

2,儿童重症感染序贯性一体化精准诊治

平台建设
中国医科大学 文刂;虐卩山辇 140 210

3,儿童恶性肿瘤遗传学特征分析及精准

医疗建立
巾国医科大学 蔡炜嵩 60 90

4儿童白血病及骨髓衰竭性疾病个体化

精确诊治研究
中囡医科大学 郝 良纯 90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策略优化及新技术应用研

究
中国医科大学 孙英贤 400 600

课题

1,心脑血管疾病队列及预测预瞥模型的

建立与验证
中国医科大学 潘国伟 74

2,以 控制高血压为核心的心脑血管疾病

综合防治模式研究及应用
屮国医科大学 孙英贤 154

3,心 脑血管疾病急救新技术应用与路径

优化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

区总医院
荆仝民 190 114

4,心血管疾病新技术应用与诊疗方案优

化研究
辽宁省人民医院 侯爱洁 140 84

5.脑 血管疾病新技术应用与诊疗方案优

化研究
中lIll医科大学 滕伟禹 100 60

新药人源化抗人TNFα单克隆抗体关键技术及

临床研究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
靳 征 1000 400 600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细胞工程产湿l产业化
大连普瑞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刘汉石 500 300

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累及心脏疾病中药大浔1

种瘀血痹制剂创新研发

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于 睿 5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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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课题)

负责人

支持金额 (万元 )

|zOzOs|赢

辽宁特色海产品深加工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

利用与示范

大连乾日海洋食品有限

公司
穆云奎 400

课题

1,海 洋中餐工业化食品加工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

大连乾日海洋食品有限

公司
穆云奎 140 220

2海洋叩食类食湿l加 工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北京同仁堂健康 (大

连 )海洋食品l有限公司
焦lllI 240 140

3,海 洋源功能因子筛选及工业化制各技

术
大连海洋大学 赵前程 70 100

4,海 洋源功能因子构效关系及共个性化

营养健康食品开发
大迕I业大学 朱蓓薇 230 140

辽宁重要海水鱼类高效绿色生产模式研发与

示范
大迕海洋大学 宋林生 1000 400

课题

1辽宁重要海水鱼类种质创制及高效绿

色生产技术研发
大连海洋大学 未林生 220

2辽宁重要海水鱼类种质资源库构建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

究院
刘卫东 100 40 60

3,辽宁重要海水鱼类绿色养殖标准化体

系构建与产业化示范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盖雪松 350 140 210

0
∠

猪基囚组育种与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辽宁伟嘉农牧生态食品

有限公司
廖 峰 1000 600

课题

1,猪 抗病育种与仝基因组选育技术研究
辽宁伟嘉农牧生态食品

有限公司
廖 峰 600 240

2规模猪场重大疫病防控体系研究 沈阳农业大学 刘显军 300 120

3,规模猪场健康高效养殖技术开发与示

范

本溪宏大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于学武 100 40 60

第 3页 ,共 5页



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课题 )

负责人

支持金额 (万元 )

|2020年 | 2o2芷
F

辽西北生态系统恢复治理技术集成及生态产

业发展示范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王正文 1000 400

课题

1,生态恢复空间格局优化与生态产业可

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布仁仓 190

2沙化草地天然植被恢复与重建关键技

术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王正文 230

3,土壤改良与养分渊控关键技术
辽宁华电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王远飞 190

4人工草地建植与管理关键技术
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
研究丿9亍

于国庆 200

5.多 功能生态经济型防护体系构建关键

技术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于景华 190

大宗工业固废含铁尾矿资源化处理技术及工

程示范

辽宁壹立方砂业有限贲

任公司
顾晓薇 1000 400

课题

1,大宗工业固废含铁尾矿梯级精细化预

处理关键技术
东北大学 谢 锋

2.大宗工业固废含铁尾矿大掺量制各装

配式混凝土预制结构构件关键技术
东北大学 顾晓薇 300

3大宗工业固废含铁尾矿大掺量制备装

配式混凝土预制非结构构件技术
沈阳工业大学 宁宝宽 100 40

4,大宗工业固废含铁尾矿超细粉料制备

胶凝材料及充填关键技术
东北大学 邱景平 150

5,大宗工业固废含铁尾矿资源化利用工

程示范

辽宁壹立方砂业有限责

任公司
张双成

0
∠ 180

通航飞机电摊进系统 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 樊馨月 1000

单视角工业CT智 能在线检测装各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

有限公司
李义彬 1000 1000

合成气制乙醇 (DM'ΓE)技术工程化与核心催

化剂产业化及其衍生大宗化学品催化技术开

发

延长中利 (大连)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裴仁彦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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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 (课题 )

负责人

支持金额 (万元 )

|2o20年 |2i21年

超大型气动试验装置主压缩机组研制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郑志国 1000 1000

中国标准动车组CR400BF车辆转向架超低温

高韧性球铁轴箱系列产品核心技术开发与国

产化

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曲昕旺 1000

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座舱及车联网服务平台研

发与应用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闻英友 1000 1000

30 输变配电装备健康管理与智能预警平台
辽宁达能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高 艺 1000 1000

智慧消防协同一体化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营口天成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
韩任隆 1000 1000

200mm半导体级低缺陷硅单晶抛光片研发及

产业化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

∮艮公司
潘迕胜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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