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中国稀土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表 

2017年 11 月 18 日 

序

号 
项目编号 申报人 申报单位 完成单位 项目名称 申请类别 评定等级 

1 RESTA2017-013 沈美庆 天津大学 
1、天津大学，2、无锡威孚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3、

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高性能稀土汽车催化剂/器制备及

应用 
科技进步类 一等奖 

2 RESTA2017-030 廖伍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稀土资源中伴生钍资源的回收与核

纯化 
技术发明类 一等奖 

3 RESTA2017-007 黄焦宏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稀土磁制冷材料及磁制冷冷藏柜 技术发明类 一等奖 

4 RESTA2017-008 杨占峰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含镧、铈稀土 PVC 热稳定剂的研发 科技进步类 一等奖 

5 RESTA2017-025 张密林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稀土镁（锂）合金电解制备及合金

化机理 
基础研究类 二等奖 

6 RESTA2017-029 黄焜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1、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低浓度稀土溶液大相比鼓泡油膜萃

取技术与装备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7 RESTA2017-031 李德谦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福建省长汀

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3、赣州稀土（龙南）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 4、江西金世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稀土分离新工艺制备高纯氧化镥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8 RESTA2017-027 李永绣 南昌大学 
1、南昌大学，2、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

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4、赣州湛海工贸公司 

高纯稀土碳酸盐和氧化物的物理调

控与应用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序

号 
项目编号 申报人 申报单位 完成单位 项目名称 申请类别 评定等级 

9 RESTA2017-014 侯瑞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超低剩磁温度系数测量方法的研究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10 RESTA2017-005 刘国征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高稳定性烧结钕铁硼辐射（多极）

磁环产业化开发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11 RESTA2017-028 王炯辉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离子型稀土资源清洁高效勘查开发

利用关键技术及示范工程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12 RESTA2017-024 陈吉文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北方稀土（集团）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 

稀土元素现场在线快速分析依稀的

开发与应用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13 RESTA2017-016 廖伍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系列含氮中性磷稀土萃取剂的设计

与合成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14 RESTA2017-019 张先恒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真空蒸馏法制备高纯稀土金属镱及

靶材关键技术研发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15 RESTA2017-017 陈建利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1、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包头稀土研究院 3、包头华美稀土有限公司 4、内蒙

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白云鄂博稀土矿高效清洁选冶工艺

技术开发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16 RESTA2017-026 陈飞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赣南地质工程院 
南方离子型稀土勘探开采工艺与采

场边坡滑坡防止关键技术与应用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17 RESTA2017-020 孙东江 
赣州稀土开采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1、赣州稀土开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赣州稀土矿

业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离子型稀土绿色无铵开采

提取工艺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序

号 
项目编号 申报人 申报单位 完成单位 项目名称 申请类别 评定等级 

18 RESTA2017-022 陈冬英 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 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 稀土生产无氨化工艺研究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19 RESTA2017-023 刘鸿 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 
1、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2、包头稀土研究院，3、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钆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20 RESTA2017-018 尹祖平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北方稀土等 氟化稀土产品及化学分析方法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21 RESTA2017-003 郝宏波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新型铁基稀土磁致伸缩材料在传感

器中的应用研究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22 RESTA2017-002 崔凌霄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

限公司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半导体用光掩模专用稀土抛光粉的

研制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23 RESTA2017-012 陈耀强 四川大学 1、四川大学，2、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满足国 V 排放标准的天然气汽车尾

气净化催化剂研究及应用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24 RESTA2017-015 马忠威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 科技进步类 二等奖 

25 RESTA2017-001 刘建钢 
包头市宏博特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包头市宏博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法国先进技术设备年产 500 吨

绿色环保稀土颜料产业化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26 RESTA2017-004 闫慧忠 包头稀土研究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La-Fe-B 系贮氢电极合金中硼对动

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 
基础研究类 二等奖 

27 RESTA2017-011 吴政明 
上海祥羚光电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祥羚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种抑制富蓝光的 LED 二次光转换

技术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28 RESTA2017-010 祝社民 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蜂窝式 SCR 稀土脱硝催化剂 技术发明类 二等奖 

注：评定等级内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