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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要闻

我校获天津开发区科技创新 20 强荣誉称号

5 月 11 日，天津开发区 2014 年度“百强企业”、“科技创新单

位”、“科技小巨人”、“社会责任贡献奖”、“建功立业奖”等奖

项颁奖大会在投资服务中心举行。我校获“2014 年度天津开发区科

技创新 20强”荣誉称号，这是我校首次获得该项荣誉。副校长路福

平参加表彰会并上台领奖。

同时，由我校生物工程学院朱涛教授领军创办的天津康希诺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也获得天津开发区科技创新 20 强单位称号，并作为获

奖代表进行大会发言，与参会嘉宾一同分享创新创业经历。

河西区第 29 届科技周在我校开幕

5 月 15 日下午，以"创新创业、科技惠民"为主题的河西区第 29

届科技周在我校河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幕。河西区区委书记贾凤

山，天津市科协副主席段志强，河西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苑广睿，区

委常委、副区长肖仲慧，区人大副主任孟华出席科技周启动仪式。校

党委书记李旭炎、副校长路福平出席活动。河西区及我校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专家代表、创业导师、企业家代表、大学生代表 200 余人参

加活动。启动仪式由河西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肖仲慧主持。

河西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苑广睿致开幕辞。苑广睿指出，科技发

展和普及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科技周这一公

众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群众性科技活动品牌，进一步提高公众

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激发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大众创新创造活力，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社会基

础。

校党委书记李旭炎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对科技周隆重开幕表示热

烈祝贺，对天津市科协、市科委、河西区多年来对学校建设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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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创新是一所大学灵魂，学校始终把

科技创新作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科技大学，提高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随着科技兴校、人才强校战略的加快实施，在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强调，学校长期以来与河西区开展

了广泛务实的合作，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双方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做好创新创业这篇大文章。最后，李旭炎书

记预祝本届科技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天津市科协副主席段志强在启动仪式上讲话，指出一年一度的科

技周活动体现了河西区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并充分肯定了河西区

在科普工作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科学态度在

群众内心扎根，让创新创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启动仪式上，大学生创业人才、南开大学郭鑫同学结合创业经历

讲述了自己对创新创业的理解。天津市汇川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连池就大学生创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发言。

在启动仪式后的政策指导环节，河西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科科长李

硕向在场同学全面介绍了当前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河西区人力

社保局培训科科长王丹就大学生最关心的创业贷款及培训相关政策

进行了详细解读；共青团河西区区委统战部部长、区青联秘书长张雪

海就共青团青年创业小额贷款政策进行了讲解。天津理工大学大四创

业学生林标祥回顾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与同学们分享了创业感悟和创

业经验；河西区 460 国际设计园负责人就园区众创空间相关情况进行

了介绍。富有实效性和针对性的互动，充分展现了创新、创业、创客

的新风貌，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之路指明了方向，令在场同学深受鼓舞，

获益匪浅。

据悉，本届河西区科技周活动围绕"创新创业，科技惠民"这一主

题，突出科技惠及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科研院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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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作者们通过创新创业，将自己与所在团队的科研成果通过生产实

践，转化为科技生产力，最大限度的造福人类。后续将通过组织科普

专家进社区报告会、展览会、竞赛、培训、咨询服务、学术研讨等多

种形式，在全区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政策宣讲、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安全与健康、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移风易俗等 40余

项科普宣传教育活动。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钱桂敬校友来校调研指导

科研与学科建设工作

7 月 3日上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钱桂敬校友来校调研指

导科研与学科建设工作。校长王硕、副校长路福平热情接待了钱会长

一行并参加调研座谈会。座谈会由副校长路福平主持。校办、科技处、

研究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学院院长、主管科研工作院长、主管学科

工作院长和部分学科带头人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在滨海中校区 1号楼 305 会议室举行。钱桂敬副会长介绍

了目前我国轻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对轻工行业

未来的发展大趋势进行了详细讲解。就我校的科研与学科建设工作，

钱会长针对食品、发酵、造纸、塑料加工、化工、机械等轻工特色学

科，逐一分析了其当前发展状况和“十三五”规划发展重点。他指出，

新形势下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学科融合，注重发挥学科的整体优势，

打破学科间界限，更好地发挥各学科的优势特色，提升学校科研整体

水平。

王硕校长代表学校对钱桂敬校友多年来对母校的关心和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他强调，钱会长为我校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发展提出

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希望各学院和部门认真研究落实。同时，王硕校

长提出三点要求：一要主动打破壁垒，加强学科间、专业间的合作与

融合；二要密切联系行业实际，主动走出去，积极服务行业企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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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与轻工业联合会的沟通交流，及时掌握行业最新发展动态。

座谈会上，钱桂敬副会长还详细解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并

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加强与外界的互动

交流。

座谈会前，钱桂敬副会长一行在王硕校长和路福平副校长的陪同

下参观了滨海校区校园。

简讯

1.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期受理 214 项，顺利通过

形式审查 210 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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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2项、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专项 1项、

科技部科技援外备选项目 1项,完成 1项国家级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复审报送工作。

3.受理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青年教师奖1项、青年教师基金2项。

4.获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6项（第 49 批、

50 批各 3 项）、征集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任务 2项、申报天津市国

际合作基地 1项。

5.受理天津市海洋局2015 年涉海项目简表申报29项，推荐2015

年度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候选人 1人。

6.完成 1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题验收；完成 5项天津市科委

项目结题验收、完成天津市科委成果登记 20 项、完成 5项天津市教

委项目结题验收。

7.受理第十七届中国专利金奖 2项；受理 2015 年天津市科学技

术奖 7项，其中一等奖 4项；受理 2014 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

术奖 5项，其中一等奖 3项；受理 2014 年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奖 3项，其中科技进步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受理 2015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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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 8项，其中，优秀论文奖 6项，杰出青

年奖 1项，突出贡献奖 1项；受理 2015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

进奖一等奖 1项；受理 2015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项。

8.开展高水平专家学术交流专家讲座（理工类）17 场，其中邀

请国外专家 13人，国内专家 4人，参加讲座师生达 2000 余人。

9.截止 2015 年 7 月 31 日，到校科研经费总计 5070.5 万元，其

中纵向经费 3316.1 万元，横向经费 1754.4 万元。

科研成果

农业科学学科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 1 %

根据美国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

库）2015 年 3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我校农业科学学科 ESI 排名首

次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前 1 %，这是我校学科影响力取得的重要

突破。

我校农业科学学科被 ESI 收录论文 255 篇，主要来自于食品、生

物、海洋等学院，被引 1569 次，篇均被引次数为 6.15，在进入 ESI

排名前 1%的 706 个研究机构中，总被引次数位居 685 位，这标志着

我校农业科学学科在国际上已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我校农业科学

学科被 ESI 收录论文中，食品学院所属的食品营养与安全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和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所发文章被引贡献度分列第一和

第二位。论文高产出及高影响力作者 TOP20 中，有 15 位为食品学院

教师。

据悉，ESI 是基于 WoS（Web of Science）所收录的全球 11000

多种学术期刊的 1000 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型数据库，

被其收录的“高被引文章”选取的是最近 10年在各学科中影响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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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 1%的文章，它将全球学科分成 22个大学科，对来自于 WoS 数据

库的 10 年滚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ESI 是目前国际上有效评价科学

研究水平应用最为广泛的系统，被国内多所开展学科评价的著名高校

所采用。2012 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将 ESI 收录的“高被引

论文”和 SCI 论文的他引次数纳入了评估指标体系。2014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再

次强调了高校学科的 ESI 国际排名重要性，要求高校积极提高学科的

国际影响力。

科技合作

我校与河西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化区校合作，5月 22

日上午，我校与河西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河西区区委书记

贾凤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苑广睿，区委常委、副区长肖仲慧、副区

长刘永刚出席合作座谈及签约仪式。校党委书记李旭炎，校长王硕，

校党委副书记夏静波，副校长路福平，校长助理李占勇出席签约仪式。

我校与河西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校党委副书记夏静波主持签

约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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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举行的签约仪式上，贾凤山书记和李旭炎书记

共同为天津科技大学创业孵化基地揭牌。苑广睿区长和王硕校长分别

代表河西区人民政府和天津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贾凤山书记在签约仪式上讲话，对区校战略合作协议的成功签署

表示祝贺。他指出，科技大学与河西区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科

技大学能继续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优势特色，为推动河

西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同时，要求河西区委区政府各有关部门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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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地为科技大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共同打造更为广阔的创

新创业平台，希望双方积极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合作

共赢。

王硕校长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概况、办学定位、创新平台、科

研特色及顶层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并表示将以区校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签订为契机，充分发挥学校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资源优势，

大力推动产学研务实合作、服务河西区经济社会发展。

苑广睿区长介绍了河西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概况，对科大给予河

西区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科技创新对城市发展的竞争力至

关重要，目前河西区正处于加快开发建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希望科大能充分发挥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创

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充分利用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等合作载体，推动与河西区的深层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签约仪式前，贾凤山书记一行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参观考察

了位于河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大学生创业基地，包印学院、机械

学院实验室及校史馆，与创业学生亲切交谈，对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情况、优势学科特色及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平台建设

我校新获批牵头组建两个天津市工程中心

日前，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发《关于批准组建天津市工程中

心的通知》（津科创〔2015〕42 号），依托我校申报的“天津市食

品加工过程控制与安全技术工程中心”和“天津市微生物代谢与发酵

过程控制技术工程中心”获批组建。

天津市食品加工过程控制与安全技术工程中心由我校牵头联合

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九鼎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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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建，重点针对农兽药、毒素、重金属、环境污染物、食品加工过

程危害物、致病微生物等食品安全危害因素，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工作。中心目标为研发一批新技术产品、形成面向社会的检测服务

平台、建立加工过程安全控制工艺以及面向企事业单位质控人员的专

业培训体系，进而促进天津地区食品安全检测与控制技术的提升以及

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天津市微生物代谢与发酵过程控制技术工程中心由我校牵头联

合天津实发中科百奥工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等单位组建，依托我校发酵工程重点学科、天津市工业微生物

重点实验室等优质资源，以服务天津市生物医药企业为目标，面向中

小企业开展发酵技术开发与服务，积极开展实验室科研成果的转化服

务，开发成熟、配套的技术、工艺、装备与新产品。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不断加大工程中

心、工程实验室等工程化研究开发平台建设力度。截至目前，我校已

建成1个国家级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1个工信部检测示范中心、4个天津市工程中心。各工程中心和实验

室将继续以应用为导向，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完善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为行业技术进步提供重要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

我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关键控制技术研究”教育部创新团队

以优秀成绩通过结题验收

7 月 21 日，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天津市教委组织专家在我校

滨海校区对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关键控制技术研究”教育部创新团

队进行结题验收。结题验收会前，副市长曹小红亲切会见了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担任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

薇、华南理工大学赵谋明教授、浙江大学叶兴乾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江正强教授、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陈颖研究员、天津商业大学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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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生教授为成员的 7人结题验收专家组一行。校党委书记李旭炎、校

长王硕等会见时在座。

校长王硕、副校长路福平，天津市教委科技处副处长李英霞出席

结题验收会。我校科技处、生物工程学院、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

等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及创新团队代表参加了验收会。验收会由李英霞

主持。

我校校长王硕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和专家长期以来对科技大学

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一如既往加强团队支持力度，

创新团队组织模式，并要求创新团队及相关处室认真听取各位专家组

意见，进一步做好创新团队后续建设工作。

会上，创新团队负责人路福平教授作总体汇报。汇报以创新团队

研究方向为主线，回顾了团队形成和发展背景，详细介绍了团队建设

期以来的发展与平台建设、创新能力与社会贡献、科教结合支撑人才

培养、团队文化与管理运行等方面的建设情况与取得的成绩。

验收专家组通过现场考察创新团队主要科研场所和听取总体情

况汇报后，经评议一致认为：“食品安全与营养关键控制技术研究”

教育部创新团队在学术创新能力、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及

团队运行等方面成绩突出，完成了建设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成绩

优秀、同意通过验收。同时建议创新团队继续深化食品安全与营养关

键控制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为食品更加安全和营养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