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文件

豫科资 〔2021〕33号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公布2021年第一批省重大科技专项

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科技局、财政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各有关单位:

根据 《河 南 省 重 大 科 技 专 项 管 理 办 法 (试 行)》(豫 科

〔2019〕96号)、《河南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豫

财科 〔2017〕120号)、《河南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绩效管理

办法》(豫财科 〔2019〕91号),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组织专家

对提出验收申请的省重大科技专项开展了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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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年第一批省重大科技专项验收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主管部门
验收评价
结 果

1 201110210400
硬脆材料加工用泡沫金刚石
系列微粉的开发及产业化

柘城惠丰钻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万 隆 商丘市 良

2 201110210700
精密显示用 HDI电路板关
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河南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孟跃东 商丘市 优

3 161100210200
高速可见光通信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示范

信息工程大学 张 剑 省科技厅 通过

4 181100210300
地铁牵引供电双向变流装置
研制与应用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张海龙 许昌市 良

5 181100210700
高纯硅烷CVD法制备电子
级多晶硅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杨红深 许昌市 良

6 181100211400
豫酒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及装
备研发与产业化

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
有限公司 (豫酒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许育民 省科技厅 良

7 201110210200
海上3兆瓦及以上大功率风
电机组双列圆锥滚子主轴轴
承的研发及产业化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
限公司

郝文路 洛阳市 良

8 191110211300
低风速轻质型2MW 叶片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洛阳双瑞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林 明 洛阳高新区 优

9 191110210800
超大吨位陆上及海工装备起
重机关键技术研发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聂福全 长垣市 优

10 191110215000 煤机装备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王永强 郑州市
核定补助
基数946.31
万元

11 191110211900
智能旅客安检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一三研究所

王建楹 郑州市 通过

12 191110212500
高饱和磁感应强度非晶节能
材料集成制造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李希涛 郑州市 通过

13 191110213100
企业信用大数据 综 合 服 务
平台

河南拓普计算机网络工程有
限公司

李善平 郑州市 通过

14 201111210500
工业车辆智慧车辆终控系统
系列产品研发与产业化

郑州嘉晨电器有限公司 马 彪 郑州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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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主管部门
验收评价
结 果

15 201111212400
智能网联电动客车关键技术
研发及示范应用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朱光海 郑州市 通过

16 201111211000
3C行业精密加工用超硬刀
具关键技术研发

富耐克超硬材料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沈元勋 郑州高新区 通过

17 191110212300
阳离子可染假发用聚酯纤维
研发及产业化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吴学丙 许昌市 通过

18 191110213500
高性能混凝土振动搅拌成套
装备研究及产业化

许昌德通振动搅拌技术有限
公司

李冠峰 许昌市 通过

19 191110213600
基于物联网的钟形壳、筒形
壳及中间轴智能制造过程大
数据应用关键技术研发

许昌远东传动轴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陈云升 许昌市 通过

20 191110214500
智能型地铁直流牵引供电开
关及保护设备关键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

许昌智能继电器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朱宁超 许昌市 通过

21 191110212100
低温收缩防伪面材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王宏磊 新乡市 通过

22 191110213000
单晶 NCM811三 元 材 料 产
业化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王瑞庆 新乡市 通过

23 201111212500
涡轮增压器中间壳体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西峡县众德汽车 部 件 有 限
公司

杜学山 南阳市 通过

24 201111212200
新一代超精密微棱镜关键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

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许文民 南阳高新区 通过

25 191110212900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轻量化
悬置研发及产业化

河南恒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红江 长垣市 通过

26 201111210300
无人值守智能起重机开发及
示范应用

河南巨人起重机 集 团 有 限
公司

董雪寒 长垣市 通过

27 191110212700
高效制氢分子筛的创制及产
业化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李朝峰 洛阳市 通过

28 191110214600
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自动化
和智能化应用

济源海湾实业有限公司 席卫民 济源市 通过

29 201111212000
抗静电 V带系列产品及工
艺的研制

尉氏县久龙橡塑有限公司 周凤莲 开封市 通过

30 191110212600
5-甲基四氮唑的绿色合成
工艺研究

濮阳天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日松 濮阳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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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主管部门
验收评价
结 果

31 191110214200
锂电池智能干燥装备的研发
及产业化

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刘远兴 商丘市 通过

32 141100110600
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与示
范--花生、水稻新品种选
育与示范

河南省农科院棉花油料作物
研究所

汤丰收 省农科院 通过

33 141100110400
速冻面米食品高效节能与品
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示范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陈 南 郑州市 通过

34 171100110300
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选育及
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尹海庆 省农科院 良

35 181100110200
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选育与
示范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 小 麦 研
究所

雷振生 省农科院 优

36 191110110200 高直链淀粉的研发及产业化
河南恒瑞淀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高明谦 漯河市 通过

37 191110110300
环保型安全食品成套装备研
发及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冯毅雄 许昌市 通过

38 191110110700
矮秆多抗高产小麦优异种质
创新及新品种培育

河南科技学院 欧行奇 省教育厅 通过

39 201110110100
真空油炸与微胶囊包埋相结
合制备天然健康复合调味料
技术研究与开发

河南京华食品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张伟科 焦作市 良

40 191110111000
金刚石涂焊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发及产业化

河南豪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龙伟民 许昌市
核定补助
基数1739
万元

41 141100310100
3.1类新药--盐酸右哌甲
酯原料及制剂的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河南中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孙卫东 郑州市 通过

42 151100310200
炉冷烧结机余热发电技术研
究及工程示范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彭 岩 洛阳市 终止

43 151100310600

基于嵌合抗原受体 (CAR)
的淋巴细胞基因修饰技术研
发及其在恶性肿瘤中的应用
研究

河南省华隆生物 技 术 有 限
公司

韦 丹 新乡高新区 终止

44 151100311000
河南页岩气勘查开发及示范
应用研究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李中明 省地矿局 通过

45 161100310300
节能高效清洁能源烘烤技术
与装备

河南佰衡节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程 烨 新乡高新区 终止

46 161100310500 膝悦颗粒的产业化 河南省洛正制药厂 杜志谦 省中医管理局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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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主管部门
验收评价
结 果

47 161100310700
河南省典型村镇生活污水处
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赵 伟 省教育厅 通过

48 161100310900
合成生物 控 制 与 NK/T 细
胞改造相集成的实体瘤精准
治疗新技术研发

新乡医学院 朱武凌 省教育厅 通过

49 171100310100
城镇地下供水和排水管道安
全防护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建筑第七工 程 局 有 限
公司

焦安亮 郑州市 良

50 171100310400
新型高效广谱流感疫苗的研
究及产业化

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潘若文 新乡高新区 良

51 171100310500
地黄、山药、牛膝豫产道地
药材品质保障关键技术与品
质特色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 冯卫生 省教育厅 良

52 191110310500
可再生植物蛋白无甲醛胶粘
剂和无醛人造板产业化

郑州轻院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方少明 郑州高新区 通过

53 191110310700
生活垃圾智能分选成套处理
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王延益 新乡市 通过

54 191110310800 尿嘧啶工艺的研发及产业化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西宁 新乡高新区 通过

55 191110310900
中药配方颗粒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孙 锋 南阳市 通过

56 191110311300
新型磁疗康复诊疗设备关键
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李卫峰 安阳市 通过

57 191110311400 通络祛痛膏大品种二次开发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陈羽凡 信阳市 通过

58 191110311600
用于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和区
域安全保障的人工智能多维
度安检平台

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王 坤 郑州高新区 通过

59 191110312100
新型动物用全悬浮细胞培养
疫苗关键技术

商丘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姬星宇 商丘市
核定补助
基数2630
万元

60 20110031070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序贯性氧疗策略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张晓菊 省卫健委 通过

61 2011003108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
规律及防控措施研究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郭万申 省卫健委 通过

62 201100311000
恢复期血浆治疗在重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国俊 省教育厅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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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 目
负责人

主管部门
验收评价
结 果

63 201100311400
新型全方位功能型头面部防
护装置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
公司

常省委 长垣市 通过

64 2011003118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的研
究与开发

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安文琪 新乡高新区 通过

65 201100312100
基于二代测序的新型冠状病
毒变异、毒力分析及疫情监
控研究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刘剑波 省教育厅 通过

66 201100310100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 郑州大学 张改平 省教育厅 通过

67 201100310200
全自动高通量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研发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付光宇 郑州市 通过

68 201100310300
4通道新型冠状病毒 (2019
-nCoV)跨平台通用检测
体系开发

河南省生物工程 技 术 研 究
中心

李振勇 郑州市 通过

69 20110031040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
临床特征与证候规律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 一 附 属
医院

李建生 省教育厅 通过

70 20110031050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
西医结合治疗方 案 优 化 及
评价

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 一 附 属
医院

李素云 省教育厅 通过

71 201100310900
高危人群和感染者免疫力的
评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 毅 省教育厅 通过

72 201100311200
间充 质 干 细 胞 (MSC)治
疗冠状病毒引起的重症肺炎
有效性临床研究

省人民医院 康 谊 省卫建委 终止

73 201100311300
疫情防护产品的 辐 照 灭 菌
方法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
公司

王国锋 长垣市 通过

74 201100311500 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筛选 河南师范大学 常俊标 省教育厅 通过

—7—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6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