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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要闻

我校三个项目获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5 年 1 月 9 日上午在京举行国家科技奖励

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

为获奖代表颁奖。大会共授奖 318 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 1个外国

组织。

我校三个项目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个项目分

别是，生物学院肖冬光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高耐性酵母关键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项目（我校第二单位），食品学院张泽生教授带领团队

完成的“辣椒天然产物高值化提取分离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我

校第三单位）以及食品学院王昌禄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非耕地工业

油料植物高产新品种选育及高值化利用技术”项目（我校第三单位）。

这是学校连续第三年获得国家奖，实现了国家奖“三连冠”的科研目

标，标志着我校“国字头”品牌建设项目再次实现新突破。

科技奖励的获得，是学校多年来大力实施科技兴校战略、人才强

校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力证明，是科研人员致力于学术追求

和科学研究的有力印证。

逐梦滨海，浪遏飞舟，在学校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下，我校的科技

工作将继续紧紧围绕学校“顶层设计”规划目标，激励全校师生继续

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科研竞争力，为落实顶层设计战略目标、开创

有特色高水平科技大学新局面、实现“科大梦”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

“天津食品安全低碳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在我校揭牌

1 月 17 日，“天津食品安全低碳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 3 -

在我校河西校区主楼第二会议室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

学校长孙宝国，科技部农村司巡视员王喆，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韩金玉，

校党委书记李旭炎共同为中心揭牌。

校长王硕主持揭牌仪式。副校长路福平，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

李占勇，天津市教委科技处处长林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果蔬

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胡小松，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有斌，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科技开发部部长穆国春等出席

揭牌仪式。科技处负责同志及协同创新中心师生代表参加仪式。

校党委书记李旭炎代表学校向各位领导、嘉宾致以诚挚的欢迎和

感谢。李旭炎指出，科技大学高度重视协同创新工作，2014 年，获

批“天津食品安全低碳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并推荐参评国家级协同

创新中心。作为滨海新区唯一一所整建制高校，学校要借力“滨海新

区开发开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在滨海新区叠加的优

势，加快中心建设步伐。李旭炎对中心发展提出五点具体意见：进一

步凝练研究方向，联合开展重大科研攻关，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积极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加强中心日常管理与建设运行并鼓励中心在组织

管理、团队建设等方面大胆改革创新。

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韩金玉指出，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遵循先

建设后认定的原则，范围不再限定在 985、211 等重点大学，是地方

高校难得的发展机遇。“天津食品安全低碳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的建

设契合了科大的科研特色和学科优势。他表示，希望科大把握住机遇，

努力加快协同创新中心和学校建设，力争将中心建设成为国家级协同

创新中心。

2015 年我校受理 21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5 年我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期共计受理基金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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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210 项通过形式审查。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受理总数增加 17项，申请项目类别更加

多样。其中，杰出青年基金 1项、优秀青年基金 1项、重点基金 3项、

面上基金 87项、青年基金 112 项、专项基金 4项、国际（地区）交

流合作基金 4项、联合基金 1项、海外及港澳合作基金 1项。

申请基金的学院（部门）分布为：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 47

项、生物工程学院 36项、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30项、理学院 23项、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22项、机械工程学院 20项、电子信息与自

动化学院 16项、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7项、包装与印刷工程

学院 6项、经济与管理学院 5项、食品安全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 1项、

图书馆 1项。

科技处深入理工类各学院开展调研工作

为更好地深入推进顶层设计，科学制定科研工作指标，更好地规

划、推动学院与部门的科研工作，科技处自开学一月内，深入走访理

工类各学院开展调研工作，就 2014 年各学院科研工作完成情况和

2015 年工作任务进行了交流。

调研中，科技处姜涛处长、刘鼎成副处长围绕“国家级奖励培育”、

“省部级一等奖申报”、“各级各类基金项目受理”、“高水平文章

发表”、“知识产权布局”、“科研经费使用”、“平台中心建设”、

“产学研合作”等方面与各学院主管科研院长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

2015 年科研工作任务和指标情况进行了说明。各学院领导也结合学

院实际情况，从发展优势、存在问题、努力方向三个方面进行了汇报。

工作重在部署，部署重在落实。调研工作的开展，不仅加强了学

院和部门的交流，掌握各学院科研动态，还为落实和完成年度科技工

作任务，促进科技工作发展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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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处召开 2015 年理工类科技工作会议

4 月 14 日，我校 2015 年理工类科技工作会议在泰达中校区图书

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副校长路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财务处、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理工类学院、平台、实验室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相关

学院科研主管领导、科研秘书，科技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副校长路福平在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会议有利于各学院及相关

部门了解科研情况、掌握科研动态、明确科研任务，更好地规划、推

动学院与部门的科研工作。他要求各学院和部门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管

理，严格遵守经费报销管理规定；高度重视项目全过程管理、开展项

目进度检查工作；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提升专利布局意识，注重

产学研合作；合理优化资源配置，认真落实各项科研指标，不断提升

我校科技工作水平。

科技处处长姜涛对我校理工类 2014 年科研情况进行了总结分

析，解读和说明了新的文件政策精神，并布置了科研相关单位 2015

年科研任务和指标。财务处处长李福星、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李

彦启分别就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和仪器设备及试剂采购情况进

行了说明讲解。

会上，相关单位还围绕科技工作、科研经费使用情况和仪器设备

采购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来校调研

4 月 29 日，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来我校调研。校

党委书记李旭炎、校长王硕、副校长路福平热情接待贾敬敦主任一行。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综合计划与监督处处长张辉、农业高技术处处

长葛毅强陪同调研。天津市科委农村处、校办公室、科技处、食品学

院、生物学院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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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李旭炎代表学校对贾敬敦主任一行致以热烈欢迎，向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一直以来对我校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并就我校战略东移、办学规模、内涵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

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调研座谈会在河西校区主楼第一会议室举行。座谈会上，副校长

路福平向贾敬敦主任一行详细汇报了我校科技平台建设情况、“十二

五”科技项目承担情况和研究特色及标志性成果。

在听取校领导汇报之后，贾敬敦主任高度肯定我校近年来在科技

创新、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他表示，科技大学与中国

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在科学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

础，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京津冀一体化

提供科技动力和人才支撑。

校长王硕表示，贾敬敦主任的讲话指出了食品科学下一步发展的

重要趋势，对于学校进一步加强食品学科建设、开展科技创新，促进

国家食品研究领域和食品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还围绕相关热点研究领域和“十三五”农业

科技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讨。

简讯

1.2015 年 2 月 26 日，2014 年度天津市科技奖励大会隆重召开，

我校共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奖 4项（均为第一完成单位），其中科技

进步二等奖 2项；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

2.在 2014 年度行业协会评奖中，我校李喜宏等申报的《果蔬微

型冷库保鲜技术与装备多元创新和推广》项目获得 2014 年中国商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唐娜等申报的《基于岩盐溶腔地下装置

化利用的盐碱钙联合循环生产新技术》项目（我校第二完成单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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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014 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李喜宏等申报的《微

型保鲜冷库》项目获得 2014 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陈东等申报的《热泵技术手册》项目获得 2014 年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3.2015 年 3 月 26 日，学校完成征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优先启动重点研发任务建议 8项，任务建议主要涵盖“人口与健康、

资源环境、农业技术、海洋生态”等领域。

4.2015 年 4 月 19 日，我校申报的 4项 2015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项目均通过形式审查公示期，其中，主持的 1项，参与申报的 3项。

5.由教师个人申报，经校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专门委员会委员评

议，学校推荐生物工程学院钟成申报 2015 年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

会“青年教师奖”，推荐生物工程学院罗学刚、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

学院生威申报 2015 年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

6.2015 年 1 月-4 月，我校共完成技术合同交易 26项，技术交易

额达 469.50 万元。

科研成果

海洋学院王昶教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集成与集中运营

模式应用”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5 年 1月 8日下午，天津市副市长王宏江、天津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朱清相、天津市农业委员会张世伟副主任和沈欣副主任、天

津市科技委员会宋广平副局长、天津市静海县等领导一行参观了位于

静海县蔡公庄惠丰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基地。该示范基地是

天津科技大学王昶教授主持的美丽天津重大工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技术集成与集中运营模式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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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参观过程由天津市科技委员会农村处夏正淮处长带领，市委

领导首先参观了位于惠丰西村的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展览室，夏正淮处

长通过展板介绍了在天津农村地区开展的各种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工

程和惠丰西村示范村的生活用水情况。王宏江副市长非常关心当前各

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成本问题，看到王昶教授的净化槽展板

时，询问了净化槽的建设成本、污水处理成本等问题，王昶教授都做

了详细的解答。然后王宏江副市长参观了净化槽模型，了解到单户型

净化槽的示范已经取得良好效果后，认为既然已经有好效果就应该大

规模推广，特别指示相关领导要重视起来。另外该项目的合作参与方

北京思清源公司的工程师也向市领导介绍了他们的 SSLE 设备和在线

远程监控设备。

参观完展览室后，市委领导现场调研了已经建设完成的净化槽示

范工程，包括单户型和多户联用型净化槽，也肯定了农村生活污水分

散式处理方式的优点。除了看到现有的成绩，市长还非常关心当前项

目中存在的问题，天津市科委农村处夏正淮处长汇报了三个主要问

题：集中处理模式的成本有待降低、项目后期维持的资金来源问题和

农民水环境意识有待加强。

最后王宏江副市长强调，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把项目做好做

强，为实现美丽天津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科技合作

我校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企业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日前，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马金刚及州内企业代表一行

来我校进行科技合作交流。路福平副校长亲切会见了马金刚副州长一

行，生物、食品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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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福平副校长代表学校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领导和企业家

代表来校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相关学科的科研情

况。他谈到，黄南藏族自治州是天津市定点援建单位，学校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黄南藏族自治州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建设。去年校州签署科

技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后，学校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

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围绕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自身发展特色和区域内企

业的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深入合作，为州内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

持。

马金刚副州长详细介绍了黄南藏族自治州情况以及随行企业的

技术需求。我校生物、食品学院教师代表与参会企业展开科技合作洽

谈。

会上，校企双方签署关于三文鱼、牦牛乳和黄果梨加工的三个科

技合作协议，双方将有针对性的推进技术开发，促进我校科技成果转

化与应用技术的转移和落地，助推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会后，马金刚副州长一行还参观了我校食品生物技术工程中心、

生物学院和食品学院相关实验室。

平台建设

食品生物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暨

天津市食品技术工程中心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我校召开

1 月 17 日，食品生物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暨天津市食品技

术工程中心 2014 年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河西校区主楼第一会议室召

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科技部农村司巡视

员王喆，天津市科委副巡视员宋广平，天津市科委农村处处长夏正淮，

天津科技大学校长王硕、副校长路福平，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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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农口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盟秘书长胡小松，东北农业

大学教授、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连洲，国家粮食局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谭斌，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有

斌，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主任陈历俊，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张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李敬光研究员，天

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部部长穆国春出席会议。科技

处及工程中心负责同志和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由我校副校长路福平主持。

王硕校长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领导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科技部农村司巡视员王喆强调，工程中心要不断加强工程化研究

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积极发挥在行业和领域当中的主导作用。

天津市科委副巡视员宋广平向来津的专家表示欢迎，并鼓励高校

积极申报建设工程中心，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服务经济

和社会发展。

会议第二阶段由孙宝国院士主持。

工程中心主任张民教授从平台建设、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

服务、人才培养五个方面做工作报告。

委员们围绕工作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给出了宝贵建议。专

家们一致认为，工程中心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建立了四个特色鲜明的

平台，开展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专家们建议中心进一步凝练研发方向，

突出发酵特色，以现代发酵工程技术开发为核心，以中华传统发酵食

品工程为特色，以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为关键，继续加大投入，加

快开展申报国家工程中心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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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中心通过 2015年国家计量认证

复查扩项评审

4 月 24 日-26 日，天津科技大学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中心（国家

CMA 资质）2015 年国家计量认证复查评审工作在我校进行。此次复查

扩项评审工作的国家计量认证海洋评审组成员包括国家海洋局北海

环境监测中心总工张友篪、国家海洋局上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

沈幼元、山东省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马建新和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

心副主任隋军。

24日上午，复审工作举行首次会议，副校长路福平参加并致辞。

会上，张友篪总工宣布评审准则和任务要求。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监测中心主任唐娜汇报了 2012 年中心复评审整改工作落实

情况、上次复评审至今质量体系运行情况和本次复评审准备情况。

经过专家客观评审，监测中心顺利通过 2015 年国家计量认证复

查扩项评审。

学术交流

食品安全名词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3 月 28 日上午，食品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食品安全分委

员会”食品安全名词研讨会在河西校区主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副校长

路福平出席会议，代表学校对名词委员会专家表示欢迎，并对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委托天津科技大学牵头组织食品安全名词编写工作

表示感谢。

食品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食品安全分委员会”委员及委员

代表、渤海大学副校长励建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秀梅研究员，

南昌大学中德联合研究院副院长陈红兵，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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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秀兰，广东省食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雷红

涛教授，我校食品学院王俊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大鹏副教授、西

南大学叶发银博士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由我校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

院院长张民主持，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负责名词工作副秘书长郭勇

到会指导。我校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列席会议。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所颁布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

手册》的要求，会议逐一讨论各工作组前期完成的名词条目，完善了

食品安全名词框架设计，就收词范围、收词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并对下一步的编写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整个工作将在 2016 年底前完

成。

据悉，国务院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

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

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食品安全名词的编写和发布对于普及食

品安全知识、规范食品安全名词用语，提高食品安全媒体报道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食品安全科技发展的重要标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