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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组织管理突出贡献奖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赵  敏（女）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2 夏秋雨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3 汤立达 天津药物研究院 

4 杨  玲（女）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5 丁志华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 

6 潘志勇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7 秦太龙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8 马  强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9 史学文 赤峰市科学技术局 

10 刘晓东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11 马晓禾 本溪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12 万载斌 长春市科学技术局 

13 毛  健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14 陈  毅 佳木斯市科学技术局 

15 陈  杰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6 马兴发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7 郑加强 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8 朱克江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19 徐  俊（女） 金华市科学技术局 

20 赵新龙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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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  伟 合肥市科学技术局 

22 张晓伟 芜湖市科学技术局 

23 庄荣文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4 黄建明 三明市科学技术局 

25 贺志胜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26 陈喜民 南昌市科学技术局 

27 李春玲（女） 潍坊市科学技术局 

28 许前东 烟台市科学技术局 

29 方振乾 郑州市科学技术局 

30 贾  跃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31 王  爽 十堰市科学技术局 

32 王慧萍（女） 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33 夏森林 衡阳市科学技术局 

34 王柯敏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35 李兴华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36 徐小莉（女） 中山市科学技术局 

37 董颖聪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38 李昌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39 王圣俊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40 何瑞梓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41 刘小川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42 程友明 重庆市涪陵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3 丁  琴（女） 成都市科学技术局 

44 张  雄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45 郭绍源 贵州省毕节地区科学技术局 

46 于  杰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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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龙  江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48 许  健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49 包汉文 西藏阿里地区科学技术局 

50 俞宏文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51 和惠敏（女） 宝鸡市科学技术局 

52 邱义路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53 张天理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54 杨秀峰 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55 马丽岩（女） 银川市科学技术局 

56 陈国顺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57 李  华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58 戴  航 西宁市科学技术局 

59 王  颖（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60 张  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61 戚  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科学技术局 

62 崔  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63 刘晓英（女）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64 王安民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65 杨  甦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66 孙笑东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67 涂  欢（女）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68 张迎红 外交部一局 

69 刘艳荣（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 

70 谢焕忠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71 范书建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72 刘  烁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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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刘  军 国家安全部科技办公室 

74 柳  拯 民政部科学技术办公室 

75 赵  路 财政部科教文司 

76 单卫东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77 赵英民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 

78 张福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79 郑代珍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 

80 齐向阳 铁道部科学技术司 

81 吴宏伟 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82 翟  勇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 

83 鄂德峰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 

84 何  维 卫生部科技教育司 

85 张世琨（女）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司 

86 杨  竑（女）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 

87 周德铭 审计署信息化建设办公室 

88 蒋晓红（女）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局 

89 郭  佳（女） 海关总署科技发展司 

90 王甲正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司 

91 盛志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科技司 

92 蒋志学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93 周北驹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划科技司 

94 康  君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 

95 杨锋伟 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 

96 齐  禾（女） 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 

97 李  明 国家地震局科学技术司 

98 张跃堂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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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单继进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中心 

100 王  丽（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管部 

101 高大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02 孙晓兴（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实验室工作办公室 

103 吴志坚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系统工程一司 

104 冯立民 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 

105 吴  岚（女） 国家测绘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106 张西武 中国民用航空局人事科教司 

107 罗  静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 

108 李冠民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109 苏钢强（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110 王铁根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科技装备司 

111 王松均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技教育部 

112 张慧琴（女）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 

113 姜尚清（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 

114 李冬茹（女）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工作部 

115 刘  峰 中国煤炭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116 查长全（女）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办公室 

117 胡迁林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部 

118 史文方（女）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学技术部 

119 杨崇峰 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电子装备局 

120 魏少军 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 

121 梁  胜 北京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22 叶甜春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123 于燮康 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4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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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于生多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126 董晓鲁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127 卢秉恒 西安交通大学 

128 王建宇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 

129 苏  铮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 

130 方朝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 

131 贾承造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32 袁士义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 

133 张作义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134 孟  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35 刘志全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 

136 万建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137 张  文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138 程旭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139 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 

140 张永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141 侯云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2 吴沛新 卫生部科技教育司 

143 张彦仲 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委员会 

144 吴  跃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 

145 郭树人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七室 

146 荆木春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47 沈锡钢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148 田玉龙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 

149 王礼恒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150 魏毅寅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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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张光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实施管理中心 

152 张嘉浩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