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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2021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类别：技术开发类 

项目编号 B07-2021-J001 提名等级 一等奖或二等奖 

项目 
名称 

中文 褐藻寡糖类生物刺激素产业化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英文  
ke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rown Algae 

Oligosaccharide Biostimulant industrialization 

候选单位 
1、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中国农业大学;3、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4、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5、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6、北京农学院;7、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候选人 
1、汤洁;2、严国富;3、郭仰东;4、李凯凯;5、吕东平;6、王万兴;7、郭宁;8、

王宗义;9、张殿朋;10、陈思;11、赵从波;12、周利杰;13、周莹莹;14、赵

海红;15、花震 

提名者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联系人 吴琼 联系电话 010-69631633 

新冠疫情防控成果 否 

学科 
分类 
名称 

1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代码 4163045 

2 生物化学工程 代码 53067 

3 植物免疫学 代码 2106015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制造业 
所属北京市重

点发展领域 
节能环保 

任务来源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结题时间 

C 北京市科技计划 
首都食品质量安全保障

Z16110500060000 
2018年 12月 31 日 

A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 2018YFD0200800 
2021年 12月 31 日 

   

项目起始时间 201601 项目完成时间 201812 

成果登记号 9112022J013  是否涉密 否 是否出口 否 

是否国际合作 否 国际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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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提名者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联系人 吴琼 联系电话 010-69631633 

电子邮箱 kwnyk@126.com 传真 010-69624893 

提名意见：提名该项目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类别：技术开发类）（一等奖或二等

奖）。该项目在“首都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北京市重大专项和“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

与示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取得了四项技术和创新成果：1.基于融合 PCR 克隆技术构建

高酶活和高扩繁能力的褐藻多糖裂解产酶菌株。2.通过 PCR 技术受寡糖诱导表达的实时检测以及

植物对病原菌细菌抗性的量化分析，反向筛选出 2-20 聚合度促生抗逆功能褐藻酸寡糖和富含硫酸

基的抗病抗病毒功能岩藻寡糖。3.研发应用海藻酸裂解酶和岩藻多糖裂解酶定向酶解褐藻酸和岩

藻多糖及绿色制备技术。4.研发褐藻寡糖抗病、抗病毒、增产、化学肥料农药减施应用技术。项

目获中国发明专利 6 件，发表论文 8 篇。获农业部肥料登记证 3 个，获欧洲 REACH 注册和欧美、

国标有机投入品认证。近 3 年销售收入 8800 万元，间接效益 15.5 亿元。产品销售至国内 19 个省

和 35 个国家，在小麦、马铃薯等农作物上大面积推广应用，近 3 年国内施用面积 110 万亩，国际

施用面积 8万公顷。项目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提名该项目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或二等奖。 

声 
明 

本单位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提名

制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提名书

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提名资格条

件，并履行了公示程序，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提名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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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可公开宣传） 

近年来含海藻多糖的藻源生物刺激素因其在提高作物营养效率、增强作物对非生

物胁迫的耐受性和改善作物品质性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受到全球农业市场的认

可。藻源生物刺激素多为从海藻提取的混合物，作为主要活性成分的海藻寡糖含量偏

低。长期以来，将海藻多糖酶解制备寡糖的关键技术非常缺乏、功能因子的结构又不明

确，藻源生物刺激素在农作物的应用作用机理研究较少，这些因素成为制约其产业化发

展瓶颈。本项目通过天然海洋微生物资源的挖掘、高酶活菌种的筛选、特定聚合度海藻

酸寡糖和岩藻寡糖植物免疫调节和抗逆作用机理的解析、高酶活海藻多糖裂解酶菌种定

向诱导和发酵条件的精准调控、制剂配方与工艺创新等关键技术和农业应用技术的系统

创新，实现了褐藻寡糖类生物刺激素产业化开发与应用。项目形成的关键技术和创新成

果如下： 

1.基于融合 PCR 克隆技术构建高酶活和高扩繁能力的褐藻多糖裂解产酶菌株，通过

目标菌响应底物为唯一碳源，结合等离子突变和多因子复合诱变，获得目标基因 16SDNA

片段，并进行同臂融合克隆，分别获得酶活提高 17.6 倍和 21.3倍的褐藻酸裂解和岩藻

多糖裂解产酶纯菌株 2株和 2 株，发酵液酶活分别为 1500U/ml 和 500U/ml。 

2.通过利用反转录-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免疫标志基因受寡糖诱导表达的实时检测

以及植物对病原菌细菌抗性的量化分析，反向筛选出 2-20聚合度促生抗逆功能褐藻酸

寡糖和富含硫酸基的抗病抗病毒功能岩藻寡糖。精准制备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功能因

子，获得原粉 8 个，纯度 95%以上。建成年产 300 吨生产线。 

3.研发应用海藻酸裂解酶和岩藻多糖裂解酶定向酶解褐藻酸和岩藻多糖技术，采用

微滤、超滤、纳滤三膜分子筛技术，实现不同聚合度寡糖分离分级、浓缩除重金属一体

化精制。获得 2-20 聚合度褐藻双寡糖粉剂和水剂产品 3 个，回收率 85%以上。建成年

产 3000 吨（千升）褐藻寡糖制剂生产线。 

4.以小麦、番茄等为模式植物，研发褐藻寡糖抗病、抗病毒、增产、化学肥料农药

减施应用技术，使作物病菌和病毒侵染率降低 16.3%-56%，化肥减量 30%-50%，化学农

药减量 15%-30%，增产 8.4%-35.6%，开辟了寡糖对作物免疫调节和绿色防控结合的新途

径。 

项目获中国发明专利 6件，发表论文 8 篇。获农业部肥料登记证 3 个，获欧洲 REACH

注册和欧美、国标有机投入品认证。近 3 年销售收入 8800万元，间接效益 15.5 亿。产

品销售至国内 19 个省和 35 个国家，在小麦、马铃薯等农作物上大面积推广应用，近 3

年国内施用面积 110 万亩，国际施用面积 8 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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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4.1 研究背景和总体思路 
藻源生物刺激素是以马尾藻、海带等褐藻为原料，采用化学法或生物法提取制备，产品

含有海藻酸多糖、岩藻多糖、钾、碘和植物激素等物质。我国是海藻资源大国，养殖海藻年

产量为 261.51 万吨（2020 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褐藻酸多糖和岩藻多糖在褐藻中的含量

高达 20%-30%。虽然褐藻寡糖和岩藻寡糖对作物的抗逆和抗病有初步研究报道，但我国褐藻

寡糖类生物刺激素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产酶微生物研究缺乏、酶制剂专一性差、定向性差、酶

活不高、未工业化制备等问题，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对作物免疫活性和抗病抗病毒的机理

研究缺乏。当前我国面临着化肥和农药投入减量任务重，作物免疫力下降问题越来越突出，

很多病害发生的早期都是由于作物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单纯靠化学农药不能解决。 

本项目从海洋微生物资挖掘入手，研究褐藻酸裂解酶目标菌株和岩藻多糖裂解酶菌株介

导的寡糖生物转化技术和特定聚合度的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定向酶切技术，利用生物工程

与酶工程的方法批量制备高纯度褐藻寡糖和岩藻寡糖。精准制备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功能

因子，获得原粉，通过生物测定、构效关系研究和作物免疫应答的研究和评价对褐藻双寡糖

进行增效配伍研究，优选形成褐藻双寡糖免疫调节剂，研究其高效节能绿色制备技术和生产

装置，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褐藻酸裂解和岩藻多糖裂解产酶纯菌株，实现发酵液酶活分

别为 1500U/ml 和 500U/ml 的目标。研发褐藻寡糖抗病、抗病毒、增产、化学肥料农药减施

应用技术，在粮食作物（小麦）、蔬菜（番茄）、浆果（草莓）上进行大规模示范，建立褐藻

寡糖类生物刺激素示范基地。 

项目由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领军人才汤洁为总负责，联合了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北京市耕地质量保护中心、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组成

了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在牵头单位 20 多年技术研发积淀的基础上进行统筹策划、资源整合

和实施落实。 

本项目研究及推广应用可激发作物自身潜能，破解作物健康调控难题，具有资源再生、

安全性高、功能独特和绿色环保等特点，有助于提高藻类资源的利用水平和北京生物农业的

创新水平。可实现化肥和农药减施，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及质量安全

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北京都市农业和农产品安全重要的技物支撑和绿色安全的农业投入品。

项目成果属国家级战略级新兴产业，将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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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4.2 主要技术创新点及其主要内容 
 
    本项目在 “首都食品质量安全保障（Z16110500060000）”北京市重大专项和“马铃薯

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2018YFD020080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历经 6

多年持续深入研究，通过天然海洋微生物资源挖掘、高酶活菌种筛选、特定聚合度海藻酸寡

糖和岩藻寡糖的免疫调节和抗逆作用机理发现、海藻多糖裂解菌种定向诱导和发酵条件精准

调控、制剂配方与工艺创新等关键技术和农业应用技术的系统创新，突破性的实现了褐藻寡

糖生物法批量制备，创制了褐藻双寡糖作物免疫调节剂，形成以下 4 点关键技术和创新成果： 

（1）基于融合 PCR 克隆技术构建高酶活和高扩繁能力的褐藻多糖裂解产酶

菌株 

所属学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生物化学工程。旁证材料：附件 1、2，附件 9，
附件 22、23、24. 

通过目标菌响应底物为唯一碳源，结合等离子突变和多因子复合诱变，获得目标基因

16SDNA 片段，将片段上下游同臂融合并克隆，获得酶活提高 17.6 倍的褐藻酸裂解酶产酶纯

菌株 2 株和酶活提高 21.3 倍岩藻多糖裂解酶产酶纯菌株 2 株，发酵液酶活分别为 1500U/ml

和 500U/ml。 

 

 

 

 

 

 

 

 

 

 

 

 

 

             图 1 海藻酸裂解酶和岩藻多糖裂解酶育种技术流程图 

① 建立目标菌的高通量定向筛选技术体系 

以海藻酸或岩藻多糖为唯一碳源定向筛选的效果明显（表 1），海藻酸裂解酶（Alginic 

acid lyase，AAL）发酵液酶活最高到 85.1U/ml，岩藻多糖裂解酶（Fucoidan lyase，FCL）

发酵液酶活最高到 23.5U/ml（图 3、5）。 

表 1 菌株定向筛选培养基配方 
 驯化富集 平板分离 液体发酵 试管斜面 
褐藻酸/岩藻多糖 % 0.2-2 0.2-1.0 0.5-0.8 0.5-0.9 
(NH4)2SO4  % 0.5-1.0 0.6-0.8 —— —— 
NaCl  %         3.0-5.0 0.5-0.9 1.5-2.5 —— 
K2HPO4  % 0.2-2.0 0.2-1.0 0.2-0.6 —— 
MgSO4∙7H2O  %  0.05-0.1 0.03-0.06 0.05-0.09 —— 
琼脂  % —— 1.8-2.5 —— 3.5-4.0 
蛋白胨 % —— —— 0.5-1.0 —— 

② 进行菌株等离子突变和多因

温育 
增殖 
目标菌 

定向育种 

淘汰达不到生
产要求菌株 

淘汰酶活低，酶
切位点不对，长
势弱的菌株 

岩藻多糖唯一碳源纯化富集
产岩藻多糖裂解酶菌株 

活性鉴定 

获得高产正
变菌种筛选 

高通量筛选排除
大量负变菌株 

海藻酸钠唯一碳源纯化富集
产褐藻胶裂解酶菌株 

涂布
分离
纯菌
株 

原生野生菌 
 

保 留 酶 活
高，酶切位
点正确，生
长快的菌株 

筛选诱变
出发菌株 

诱
变
育
种 

获得目标高产 
菌株达到要求 

培养优化生产
放大试验 

规模化制备 

获得原始产
酶目标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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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复合诱变育种 

等离子（ARTP）引起的 DNA 突变丰度更高，经过突变后，AAL 发酵液酶活由 85.1U/ml

突破至 150U/ml，FCL 发酵液酶活由 23.5U/ml 突破至 50.3U/ml，并且为后续多因子复合诱

变提供丰富的突变体（图 2）。 

通过紫外+亚硝酸+利福平/大血藤复合诱变效果突出（表 2），AAL 发酵液酶活由 150U/ml

增加到 500U/ml，FCL 发酵液酶活由 50.3U/ml 突破至 152.5U/ml 

 
 

 

 

表 2 菌株复合诱变方法 
类别 作用机理 诱变因子 
第一类 造成 DNA 损伤 紫外线、亚硝酸、叠氮化钠、5-溴尿嘧啶、6-巯基嘌呤、

盐酸羟胺、甲基磺酸乙酯等 
第二类 抑制 DNA 修复酶的活性 氯化锂、咖啡因、利福平、苯甲酰胺、大血藤等 

③ 融合 PCR 克隆技术实现目的基因 16SDNA 片段克隆 
通过融合 PCR 技术将目的基因 16SDNA片段的上下游同源臂融合并克隆到 PSKH 质粒上，

将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 S17λpir中，再接合转移到枯草芽孢杆菌菌株内，经 pDS132 质粒

上 sacB 基因的反向筛选得到突变株，酶活提高 3 倍以上，AAL 发酵液酶活由 500U/ml 增加

到 1500U/ml，FCL 发酵液酶活由 15.5U/ml 突破至 500U/ml。 

通过使用上述技术，AAL(Vibrio alginolyticu-LL-001) 发酵液酶活提高了 17.6 倍，

FCL(Bacillus thuringiensis -LL-102) 发酵液酶活提高了 21.3 倍（图 4、6）。 

（2）精准制备褐藻寡糖功能因子及研究其作用机理 
所属学科：生物化学工程、植物生理。旁证材料：附件 1、2、3、4，附件 7、8，附件

10、11，附件 22. 
① 精准制备褐藻寡糖功能因子 

以 95%褐藻酸钠（sigma)和自制 90%岩藻多糖为研究对象，利用自制海藻酸裂解酶和岩

藻多糖裂解酶酶制剂，通过微滤、超滤、纳滤三膜分离分级、凝胶-液相法精制，分别获得

2-8、8-12、12-20 和 2-20 聚合度的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原粉，纯度 95%以上，回收得率

90%以上。建设生产线，年产量 300吨。 

②褐藻寡糖功能因子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UPLC-ESIMS/MS)物质结构分析 

以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功能因子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UPLC-ESIMS/MS 技术对其结构进

行分析，从二级质谱推断褐藻酸寡糖大部分为六糖结构，在 2-20 聚合度范围之内，并且侧

链上富含羧基。从二级质谱推断岩藻寡糖大部分为五糖结构，在 2-20 聚合度范围之内，并

且侧链上富含硫酸基（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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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岩藻寡糖 UPLC-ESIMS/MS 结构分析图谱 

图 3 海藻酸裂解酶 

产酶菌株 
图 4 Vibrio alginolyticu-LL-001
菌株 16SRNA 测序部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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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岩藻多糖裂解 

酶产酶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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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岩藻寡糖 UPLC-ESIMS/MS 结构分析图谱 

③ 转录组分析等多种免疫反应研究手段解析岩藻寡糖功能因子诱导作物

产生免疫的作用机理 

通过转录组分析发现，岩藻寡糖（2-20 聚合度）处理番茄能导致一些免疫相关的分子

功能（如抗病响应、模式结合、激素响应等）和生物学过程（植物与病原菌互作，MAPK 信

号途径，激素信号转导等）被明显富集（图 9A）。反转录-荧光定量 PCR 结果表明，岩藻寡

糖的处理大量地诱导了植物免疫标志基因（番茄 SlNHL10 基因和拟南芥 AtNHL10、AtOXI1、
AtWRKY30 基因等）的表达，其中 AtWRKY30 被诱导表达高达 80 倍（图 7B）。MAPK 的激活

是植物免疫信号激活的重要标志。岩藻寡糖的处理使番茄和拟南芥中的 MAPK 被明显激活

（图 7C）。利用岩藻寡糖对拟南芥预处理

后，其对丁香假单胞杆菌的抗性明显增强

（图 7D）。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岩藻寡糖处

理上调了植物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激活了

植物免疫信号，从而提高了番茄抗病性。 
图 9A. 转录组分析发现，岩藻寡糖处理番

茄导致植物与病原菌的互作生物学途径基

因集被显著富集；9B. 反转录-荧光定量 PCR
结果表明，岩藻寡糖处理拟南芥大量诱导了

免疫标志基因的表达；9C. 免疫印迹检测结果显示，岩藻寡糖的处理使番茄 MAPK 被明显激

活；9D. 细菌侵染结果表明，利用岩藻寡糖对拟南芥预处理后，其对丁香假单胞杆菌的抗性

明显增强。以上实验中，岩藻寡糖的浓度均为 400 μg/ml ；A、B 和 D 均为三次生物学重复

实验的平均值；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001。 
④ 基于植物抗逆、免疫基因检测研究褐藻酸寡糖作物免疫作用机理 

褐藻酸寡糖（<20 聚合度）溶液处理干旱胁迫下的

黄瓜幼苗，对照处理干旱胁迫下明显抑制黄瓜的生长，

褐藻酸寡糖增加了幼苗的鲜重、茎粗、叶绿素含量、最

大光合效率、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

度（Gs）和胞间 CO2 浓度（Ci）。同时，褐藻酸寡糖还提

高了植物体内的抗氧化水平。图 10 响应干旱胁迫的相

关基因，如 CsSOD，CsPOD，CsABA2，CsRAB18，CsABI5，
CsRD22 和 CsRD29A 的表达量均被褐藻酸寡糖显著上调。

结果表明，褐藻酸寡糖减轻黄瓜在生长期的渗透胁迫是通过诱导抗氧化酶相关合成基因的表

达、刺激 ABA 合成、及调控 ABA 依赖的信号转导来完成的。通过施用褐藻酸寡糖促进黄瓜

幼苗生长，提高黄瓜对干旱的抵抗能力是一种理想的方法。 
⑤ 基于植物抗病抗病毒模式植物生测研究褐藻寡糖功能因子作物免疫作

用机理 

在烟草花叶病毒病毒病胁迫下（图 11），岩藻寡糖（FOS)（10-12 聚合度）可显著增加

烟草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及脯氨酸（Pro）含量，同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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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丙二醛

（MDA）含量，

表明岩藻寡糖

（10-12 聚合

度）可通过调

节烟草体内抗

氧化酶系统及

渗透调节系统功能，降低细胞膜所受到的

伤害，降低烟草发病率及发病程度。 

干旱胁迫下（图 12），处理 2 天和 4 天时，

褐藻酸寡糖（ADO）（<20 聚合度）黄瓜丙二醛

（MDA）及羟自由基含量显著低于 CK2（蒸馏

水），说明干旱胁迫下 ADO 处理的黄瓜细胞膜

受到的伤害较小。 
（3）创新双酶酶解与三膜分离定向制备作物免疫调节剂褐藻双寡糖（Alginic 

acid and Fucoiddan Oligosaccharides，AFOD）绿色制备新技术  

所属学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生物化学工程。旁证材料：附件 1、2，附件 5、6，
附件 21. 

 

 

 

 

 

 
       

 

 

 

          

 

 

 

  

图 13 褐藻双寡糖（AFOD)绿色制备新技术 

以马尾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海藻

酸裂解酶和岩藻多糖裂解酶双酶定向酶解技

术，采用高速、蝶式离心、微滤、超滤、纳

滤三膜分子筛技术、多效/MV 蒸发、喷雾干

燥：解决粘度大、提取率低难题，实现可溶性固形物提高 2-3 倍；

解决非可溶性物质难以分离，实现非可溶性物质 0.02%以下；解决

粗提液盐分去除、大聚合度有机物分离、部分水滤除、不同聚合度

分离、浓缩除重金属，实现各种物质分离率不低于 90%；解决浓缩

工序能耗高的难题，实现节省浓缩工序能耗 20%左右；解决浓缩液

中含水高，实现粉剂制剂含水量小于 3%。回收率 85%以上,建设生产线，年产 3000吨（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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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图 13)。获得 2-20聚合度褐藻双寡糖 3 个产品，获得登记证 3 个。其中粉剂产品含褐

藻酸寡糖 50%、岩藻寡糖 20%和蛋白肽 6%，液体产品含褐藻酸寡糖 50g/L、岩藻寡糖 20 g/L

和蛋白肽 6 g/L，复配制剂产品含褐藻酸寡糖 25g/L、岩藻寡糖 10 g/L 和蛋白肽 3 g/L。SD

大鼠给予褐藻双寡糖粉剂 LD50＞5000mg/kg，灌胃急性经口毒性试验评定为微毒。 

（4） 创新了褐藻双寡糖作物免疫调节与增产增效新技术及评价体系 

所属学科：植物免疫学。旁证材料：附件 1、4，附件 7，附件 10、11，附件 22，附件、

25、26、27.  

以马铃薯、小麦、草莓、

番茄、黄瓜等为模式植物，研

发寡糖抗病、抗病毒、增产、

化学肥料农药减施应用技术，

在马铃薯上增产最高达

35.59%，化肥减量最高达 50%，化学农药减量最高达 30%。抗小麦白粉病发病率降低 16.34%，

农药减量 30%，单产增加 8.4%。抗番茄病毒病发病率降低 50%，农药减量 20%，单产增加 15%。

抗草莓叶斑病发病率降低 29.6%，农药减量 15%，单产增加 11%。农产品品质提高 15%以上，

农残降低 20%以上。 

 

 

 

 

 

 

 

     

 

① 褐藻双寡糖（AFOD）对冬小麦白粉病防效的研究 

70%褐藻双寡糖粉剂稀释 500 倍对小麦白粉病发病率降低 17%，防效达到 59.47%（表 3）。 

表 3 AFOD 对冬小麦白粉病防效结果 

使用方案 二次喷药后 10-13 天* 
处理 稀释倍数 制剂名称 发病率 % 病情指数 % 防治效果 % 
1 500 褐藻双寡糖可溶性粉剂 59.67b 8.29ab 59.47bc 
2 1000 褐藻双寡糖可溶性粉剂 67.00bc 13.37ab 32.8ab 
4 1200 25% 三唑酮 42.67a 4.04a 80.27c 
5 - 空白对照 76.67c 20.37c  

② 褐藻双寡糖（AFOD）和岩藻寡糖（2-20 聚合度）对草莓白粉病防效的研究 

褐藻双寡糖（用量为 60 克/亩连续喷药 4 次）及岩藻寡糖（用量 30 克/亩连续喷药 4

次）对草莓白粉病岩藻寡糖的防控效果达 30.7%，可减少草莓白粉病危害程度（表 4）。 

③ 褐藻双寡糖（AFOD）和岩藻寡糖对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效的研究 

 褐藻双寡糖（用量为 80克/亩）及岩藻寡糖（用量 40 克/亩）对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岩

藻寡糖的防控效果达 52.7%，可以显著减少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危害程度(表 5)。 
表 4  AFOD 对草莓白粉病防效结果       表 5 AFOD 对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效结果 

药剂处理  稀释
倍数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  
A（褐藻双寡糖）  500  19.7±2.80b  29.6  
B（岩藻寡糖）  1000  19.4±3.80b  30.7  
CK（对照）  -  28.0±3.60a  -  

处理 Treatments  发病率（%）  病情指数  

A（褐藻双寡）  100±0.0a  50.8±4.78b  
B（岩藻寡糖）  100±0.0a  33.0±3.94c  
CK（对照组）  100±0.0a  69.8±7.92a  

2-20 聚合度褐藻双寡糖（AF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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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1 直接经济效益 

5.1.1 直接经济效益汇总（金额单位：万元） 

年  份 
项目收入（其中创收

外汇额（以美元计

算）） 
项目利润 上缴的税收 节支总额 

2021 年 2889（256.8） 1415.6 149 297.3 

2020 年 2824（312.4） 1383.8 143 290.6 

2019 年 3167（296.9） 1551.8 96 325.9 

累  计 8880 4351.2 388 913.8 

效益产生单位 

第*候选单位 单位名称 

1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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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1.2 候选单位经济效益（金额单位：万元） 

候选单位排序 1 单位名称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份 
项目收入（其中创收

外汇额（以美元计

算）） 
项目利润 上缴的税收 节支总额 

2021 年 2889（256.8） 1415.6 149 297.3 

2020 年 2824（312.4） 1383.8 143 290.6 

2019 年 3167（296.9） 1551.8 96 325.9 

累  计 8880 4351.2 388 913.8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限 800 字） 

项目收入为实际收入总额，外汇额为项目收入 55.1%-68.6%除以 6.2。项目利润为项目收入的

49%。上缴的税收为实际上缴国家相关部门。节支总额为项目利润的 21%，因为项目新技术使用

从节能、提高人效、增加产品功效等方面获得。 

声明：我单位确认以上财务数据真实可靠，同意全力配合后期经济效益数据抽查工作，并愿意

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责任。 

效益产生单位财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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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2 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技术在牵头单位整体转化，形成产酶微生物研究成果、制备工艺绿色高效技术规

程、功能活性研究成果和田间应用技术规程，进行全面整合，纳入公司研发生产和示范推广

运营体系。开发了免疫调节功能的双寡糖水剂，保花保果功能的双寡糖复配制剂和调控作物

矮壮和抗逆功能的双寡糖可溶性粉剂，建立了 300 吨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原粉生产线和年

产褐藻寡糖制剂 3000 吨（千升）生产线，三年内国内国家销售总共 1886 吨（千升）。 

在北京市科委“首都食品质量安全保障”重大专项支持下，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牵

头在北京蔬菜、草莓等作物上推广应用。参加了“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

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在马铃薯 6 大优势产区、59 个

试验示范基地进行褐藻寡糖类产品大面积示范推广。由青海西宁市湟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山东省鱼台县土壤肥料试验站、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河南省新乡市农业技

术推广站、北京久木农业专业合作社、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北京百利农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绿源尚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人民政府等开展了褐藻寡糖类生物

刺激素大面积推广应用。在国内北京、山东、河南、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市，国际西班牙、

秘鲁、埃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等国家，开展小麦、马铃薯、

番茄、茄子、黄瓜等作物的褐藻寡糖抗病、抗病毒、抗逆、增产、化学肥料农药减施应用技

术田间试验及推广，使作物病菌和病毒侵染率降低 16.3%-56%，化肥减量 30%-50%，化学农

药减量 15%-30%，增产 8.4%-35.6%。 

在 2018-2021 年连续四届雷力平衡农业国际、国内论坛上，来自十余个省市的 600 多人

农技推广人员和经销商，和来自 31 个国家的 500多人次海外农业专家和企业家，聆听了项

目专业技术报告，展示了褐藻寡糖类生物刺激素研究成果，交流了新技术新功效和大规模田

间应用验证效果。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会，培训农技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 20000 多人次。 

产品销售至国内 19 个省市和 35 个国家，国内施用面积 110 万亩，国际施用面积 8 万公

顷。显著提升了显著提升了我国藻源生物刺激素技术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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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3 社会效益 
（1）项目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及核心技术，建立了产酶微生物

库和基于基因检测的功能因子评价体系，以及特定聚合度褐藻寡糖的绿色制备技术。解决

了褐藻寡糖类生物刺激素产业的发展技术难题，有利于褐藻资源的高值化开发，推动了藻

源生物刺激产业的技术升级，可促进我国从褐藻资源大国向褐藻资源利用强国转型。 

（2）破解了长期化肥农药施用量大而农作物健康水平有所下降、农作物生长不平衡的

难题，开辟了生物调节与绿色防控结合的新途径，为摆脱农业对化学投入品的依赖提供了

全新的解决方案，抢占了国际相关技术的制高点，成为北京都市农业和农产品安全重要的

技物支撑和绿色安全的农业投入品，有助于提高北京生物农业的创新水平，同时为农业增

产、提质、农民增收增效和农产品品质安全产生现实的应用价值，成为“乡村振兴”战略

重要的技物支撑。 

（3）项目研究的寡糖生产工艺清洁，节能环保，产品使用的原料褐藻（马尾藻和海带）

可以实现固碳减排及碳中和作用。产品使用后实现化肥减量 30%-50%，化学农药减量

15%-30%，符合国家减少碳排放战略要求，对减少农业的资源消耗和面源污染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 

（4）项目的研发褐藻寡糖类生物刺激素产品出口海外 35 个国家，并取得了欧洲 REACH

领头注册和欧美、国标有机投入品认证，迎合了全球农业绿色发展的需求，引领了藻源生

物刺激制备生物法和功效精准化的发展方向。出口创汇效益显著，市场应用前景非常广

阔，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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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限 15 个） 

 

序号 知识产权（标准

规范）类别 名称 国家（地区） 

授权号

（标准

规范编

号） 

授权公告日

（标准规范发

布日期） 

发明人（标准规范

起草单位） 
权利人（标准规

范起草人） 

应用方式（自

用、生产销

售、技术开

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

务、实施许可

等） 

1 发明专利权 
褐藻双寡糖蛋白组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中国 

ZL20201

0934354

.9 
2022-03-25 

汤洁，严国富，

李凯凯 

北京雷力海洋生

物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2 发明专利权 
一种酶解法制备的

褐藻酸寡糖及其组

合物和制备方法 
中国 

ZL20171

0823521

.0 
2021-01-08 

郭 仰 东 ， 李 佳

琪，汤洁，严国

富 

北京雷力海洋生

物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3 发明专利权 
一种用于提高黄瓜

幼苗的抗氧化酶的

活性的方法 
中国 

ZL20171

0823524

.4 
2020-06-26 

郭 仰 东 ， 李 佳

琪，汤洁，严国

富 

北京雷力海洋生

物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4 发明专利权 
一种用于增强黄瓜

幼苗的光合能力及

生长的方法 
中国 

ZL20171

0823525

.9 
2020-06-26 

郭 仰 东 ， 李 佳

琪，汤洁，严国

富 

北京雷力海洋生

物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5 发明专利权 
一种褐藻及其制品

中海藻酸含量的检

测方法 
中国 

ZL20161

0553339

.3 
2019-06-21 汤洁，严国富 

北京雷力海洋生

物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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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明专利权 
一种复合型叶面肥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中国 

ZL20161

0624399

.X 
2020-01-21 

汤洁，严国富，

王为璋 

北京雷力海洋生

物新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生产、销售 

        

1 论文 

Alginate

-derived 

oligosac

charides 

promote 

water 

stress 

toleranc

e in 

cucumber 

(Cucumis 

sativus 

L.) 

Plant 

physiolo

gy and 

biochemi

stry 

 
2018-06

-30 
郭仰东，汤洁 李佳琪 

李佳琪，王晓

云，林鑫鹏，严

国富，刘伦，郑

禾，赵冰，汤

洁，郭仰东  

中国农业大

学  

2 论文 

膜分离技

术在岩藻

寡糖分离

纯化中的

应用 

中国食品

添加剂 
 

2019-05

-20 
严国富 李凯凯 

李凯凯，严国

富，汤洁  

北京雷力海

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

公司  

3 论文 
褐藻胶裂

合酶高产

菌株的筛

微生物前

沿 
 

2018-09

-14 
汤洁 杨攀科 

杨攀科，严国

富，汤洁  

北京雷力海

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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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及其发

酵产酶条

件优化 

公司  

4 论文 

不同分子

量的褐藻

寡糖对黄

瓜幼苗光

合作用及

生长的影

响 

中国农业

大学学报 
 

2018-09

-15 
郭仰东 李佳琪 

李佳琪，汤洁，

李明月，严国

富，郑禾，陶增

蛟，郭仰东  

中国农业大

学  

5 论文 

水分胁迫

下褐藻酸

寡糖对黄

瓜幼苗抗

氧化酶活

性及渗透

调节物质

的影响 

北方园艺  
2019-02

-27 
严国富 聂伟燕 

聂伟燕，汤洁，

严国富  

北京雷力海

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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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目录（限 5个） 

序

号 
审批文件名称 产品名称 审批单位 审批时间 批准有效期 申请单位 

1 化肥 
有机水溶肥

料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

村部 
2020-10-28 2025-10-27 

北京雷力海

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

公司 

2 化肥 
有机水溶肥

料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

村部 
2018-12-06 2023-12-05 

北京雷力海

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

公司 

3 化肥 
有机水溶肥

料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

村部 
2017-11-30 2022-12-29 

北京雷力海

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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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直接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限 10个） 

序号 候选单位 支撑材料种类 支撑材料名称 
（限 20 字） 

涉及的技术

或产品名称 支付方 效益产生时间 收入（万元） 备注 

1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收入明细

表 

海藻生物活性提

取物类年度总收

入 2019 

褐藻双寡糖

类 
客户 2019-12-31 3176 

褐藻双寡糖类

实际占比

49.7%。 

2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收入明细

表 

海藻生物活性提

取物年度总收入

2020 

褐藻双寡糖

类 
客户 2020-12-31 2824 

褐藻双寡糖类

产品占比

47.3%。 

3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收入明细

表 

海藻生物活性提

取物年度总收入

2021 

褐藻双寡糖

类 
客户 2021-12-31 1357.7 

褐藻双寡糖类

产品占比

49.3%。 

4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发票 

褐藻双寡糖类产

品国际销售形式

发票 

褐藻双寡糖

类产品 
客户 2021-02-19 97.6  

5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合同 

褐藻寡糖类产品

销售国际合同 
褐藻寡糖类

产品 
客户 2021-07-08 84.7  

6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合同 

褐藻寡糖类产品

国内销售合同 
褐藻寡糖类

产品 
客户 2021-03-01 1200  

7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合同 

褐藻寡糖类产品

国内销售合同 
褐藻寡糖类

产品 
客户 2021-03-18 140  

支撑材料收入合计（万元） 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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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1 单位名称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86000080

22D 
法定代表人 郭占武 所在地区 怀柔区 

单位性质 合资企业 单位类型 北京市属单位 

联 系 人 严国富 办公电话 010-61667253 移动电话 1381124089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 15 号 传   真 010-68910190 

电子信箱 39129557@qq.com 邮政编码 101407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项目主持和负责单位，对技术创新点 1-4 都作出重要贡献。负责褐藻酸多糖裂解和岩

藻多糖裂解产酶微生物发现和选育。负责寡糖功能因子的结构分析和生测高通量筛选

特定聚合度的具有生理活性的寡糖。完成了寡糖双酶定向酶解和三膜分子筛分离不同

聚合度寡糖的技术。项目统筹，总体设计，全面组推进研究进度，主持和参加北京市

和国家重大科技研发计划，将项目技术成功转化为生产力，主持开发了系列产品，解

决了项目中的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协调多方资源，开展国内和国际的田间示范和应

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1-26.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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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2 单位名称 中国农业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000004000181

62G 
法定代表人 孙其信 所在地区 海淀区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单位类型 中央属单位 

联 系 人 王乔姝怡 办公电话 62734227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传   真  

电子信箱 wangqiao12315@cau.edu.cn 邮政编码 100193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对技术创新点 2 作出重要贡献。获得褐藻酸寡糖促生长、抗逆基因表达上调的重大发

现，解决了褐藻酸寡糖功效和机理不明、基因表达不清的关键问题。郭仰东为项目研

究核心成员，负责机理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与项目牵头单位为长期合作研发关系。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3、4、7、10.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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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3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000004017058

7XP 
法定代表人 胡春胜 所在地区 京外地区 

单位性质 研究院所 单位类型 中央属单位 

联 系 人 谭莉梅 办公电话 0311-85871740 移动电话 17731197333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 206 号 传   真 0311-85815093 

电子信箱 tanlimei@sjziam.ac.cn 邮政编码 050021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对技术创新点 2 作出重要贡献。负责转录组分析等多种免疫反应研究手段解析岩藻寡

糖功能因子诱导作物产生免疫的作用机理研究，进行了岩藻寡糖处理番茄小苗的总

RNA 的提取、文库的构建及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反转录荧光定量 PCR 和 MAP 激活

的检测。与项目牵头单位为合作研究关系。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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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4 单位名称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000004000084

31K 
法定代表人 张友军 所在地区 海淀区 

单位性质 研究院所 单位类型 中央属单位 

联 系 人 高俭德 办公电话 010-82109531 移动电话 1316139930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传   真 62174123 

电子信箱 gaojd@caas.net.cn 邮政编码 100081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负责组织北京、甘肃、青海和宁夏科研单位，将

褐藻双寡糖产品和技术在国家重点研发技术项目“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

与示范”中马铃薯 6大优势产区、59个试验示范基地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研究技术

集成和技术规程，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项目牵头单位为合作研发关

系。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27.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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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5 单位名称 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100004006380

543 
法定代表人 赵青春 所在地区 朝阳区 

单位性质 行政事业单位 单位类型 北京市属单位 

联 系 人 于跃跃 办公电话 010-82078450 移动电话 13810383527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六号 传   真 010-82078454 

电子信箱 yangguang477@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29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负责褐藻寡糖类产品和技术在蔬菜上的应用技术

试验，验证产品在施用时期、施用量，反馈试验效果，校正相关配方参数，形成技术

规程，并组织在京郊开展大面积应用示范，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项

目牵头单位为合作研发关系。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26.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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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6 单位名称 北京农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100004006875

0X7 
法定代表人 周剑平 所在地区 昌平区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单位类型 北京市属单位 

联 系 人 王丹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5011526605 

通讯地址 
北京昌平区回龙观镇朱辛庄北

农路 7 号 
传   真 80796162 

电子信箱 1345100598@qq.com 邮政编码 102206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重要贡献。参与褐藻寡糖除重金属技术，负责褐藻寡糖类产品的

重金属的分析检测方法，并对产品使用前后土壤应用 X 荧光快速检测新方法检测评

价，对使用产品后苹果、柑橘、小番茄、冬枣、甜柿青椒等农产品品质和农残（15

种）检测和评价，建立褐藻寡糖保障农产品安全和品质快速检测和评价体系。与项目

牵头单位为合作研发关系。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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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候选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7 单位名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1100004006381

93R 
法定代表人 李成贵 所在地区 海淀区 

单位性质 研究院所 单位类型 北京市属单位 

联 系 人 耿东梅 办公电话 51503232 移动电话 13661333016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 9号 传   真 51503238 

电子信箱 gengdongmei@baafs.net.cn 邮政编码 100097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重要贡献。评价了褐藻双寡糖和岩藻寡糖对草莓白粉病、小麦白

粉病和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的防控效果和免疫抗病和促长双重功效叠加的作用，并进行

验证。与项目牵头单位为合作研发关系。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25. 

 

声明： 
本单位同意候选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

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提名材料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

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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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 姓名 汤洁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北京市 出生日期 1961-03-01 身份证号 110102196103010481 

党派名称 九三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1983-07-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166725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tj@leili.com 手机 18601037219 

毕业学校 北京农学院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技术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行政职务 总工程师 

熟悉学科 果树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2014 年“农用海洋褐藻生物产品创新研究及产业化应用”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

奖，排名第一。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1-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项目负责人，主持研究工作，对主要技术创新点 1-4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负责项目

策划和总体设计，选题、立项，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完成了研究设计、课题组织调

度、指导规划原创技术和链条式研发，指导了产酶微生物选育、扩繁发酵，功能因

子功效研究、产品创制和产业化开发，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1、2、3、4、5、6、7、8、9、10、11、21、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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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2 姓名 严国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浙江省 出生日期 1981-11-24 身份证号 330822198111245735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18-07-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166725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39129557@qq.com 手机 13811240897 

毕业学校 北京工商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生物化学工程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技术研发部主任 

熟悉学科 酶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2014 年“农用海洋褐藻生物产品创新研究及产业化应用”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

奖，排名第四。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1-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项目主要完成人，对主要技术创新点 1-4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研究团队核心成

员，负责项目执行组织工作，负责本项目多糖降解菌株的选育和产酶微生物库的构

建，组织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功能因子的作用机理研究，开发双酶酶解、三膜分

子筛分离精制技术，开发了系列产品。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1、2、3、4、5、6、7、8、9、10、11、21、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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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3 姓名 郭仰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山西省 出生日期 1967-09-15 身份证号 110108196709156811 

党派名称 无党派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00-06-01 

工作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 归国人员 是 

二级单位 园艺学院 办公电话 010-6273484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电子邮箱 yaguo@cau.edu.cn 手机 13681441512 

毕业学校 
University of 

Turku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现从事专业 园艺作物生物技术 技术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植物病理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18-12-3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项目主要完成人，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2 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团队核心成员，负责

褐藻酸寡糖促长、抗逆、抗旱的机理研究，发现响应干旱胁迫相关基因的表达量上

调，发现不用聚合度褐藻酸寡糖的功效差异，为褐藻酸寡糖产品和双寡糖产品定形

和配方研发提供了依据。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3、4、7、10。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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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4 姓名 李凯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山西省 出生日期 1993-02-01 身份证号 142622199302012010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16-07-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166725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rush2013@163.com 手机 18210582171 

毕业学校 吕梁学院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生物化学工程 技术职称 工程师 行政职务 技术研发部经理 

熟悉学科 化学生物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1-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2、3作出了贡献。主要负责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原粉的酶解、

分离和精制，研发褐藻双寡糖水剂和粉剂产品生产技术，实现了绿色生产、节能环

保。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1、8.、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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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5 姓名 吕东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内蒙古 出生日期 1977-11-25 身份证号 15010219771125203X 

党派名称 群众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07-12-01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归国人员 是 

二级单位 水资源与节水农业研究室 办公电话 0311-85815779 

通讯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 286 号 邮政编码 050021 

电子邮箱 dplu@sjziam.ac.cn 手机 18032252163 

毕业学校 美国夏威夷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现从事专业 植物遗传学 技术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植物免疫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2 作出贡献。通过转录组分析研究，岩藻寡糖诱导的番茄基因富

集在抗病响应、模式结合、和激素响应等功能类别。研究褐藻寡糖处理使番茄和拟

南芥中的 MAPK被明显激活。利用岩藻寡糖对拟南芥预处理，对丁香假单胞杆菌的抗

性明显增强，上调了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诱导植物与病原菌互作途径，激活了天

然免疫信号转导，提高番茄的抗病性。为岩藻寡糖的作用功能定位和产品开发打下

了基础。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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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6 姓名 王万兴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黑龙江 出生日期 1985-02-15 身份证号 231002198502150512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13-07-01 

工作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8210952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子邮箱 wangwanxing@caas.cn 手机 13910502946 

毕业学校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

究生院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现从事专业 马铃薯育种与栽培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 副处长 

熟悉学科 作物遗传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8-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1-12-3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组织褐藻双寡糖产品和技术在马铃薯化肥

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并在青海、甘肃和宁夏等西北马铃薯主产区示范应用，研

究技术集成和技术规。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7.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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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7 姓名 郭宁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山东省 出生日期 1981-08-29 身份证号 370522198108291571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17-07-01 

工作单位 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8207844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寺 96号 邮政编码 100101 

电子邮箱 Guoning829@126.com 手机 18613361041 

毕业学校 中国农业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土壤肥料 技术职称 高级农艺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土壤肥料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1-12-3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褐藻双寡糖产品和应用技术在蔬菜作物上

的应用效果田间试验，验证产品在作物上施用时期、施用量，反馈试验效果，校正

相关配方参数，在试验基础上，组织在京郊开展大面积应用示范。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26.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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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8 姓名 王宗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河北省 出生日期 1970-11-20 身份证号 132628197011206111 

党派名称 民盟 民族 满族 毕业时间 1996-07-01 

工作单位 北京农学院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办公电话 010-8076271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 邮政编码 102206 

电子邮箱 wangzongyi001@sina.com 手机 13651226099 

毕业学校 中国农业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现从事专业 
农产品食品安全检

测 
技术职称 副教授 行政职务 

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 

熟悉学科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1-12-3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贡献。负责褐藻双寡糖产品重金属检测，并对褐藻双寡糖

产品使用前后土壤进行 X 荧光快速检测重金属（砷、汞、铬、镉等）和评价，建立

了重金属快速检测的新方法，对使用褐藻双寡糖产品后 5种农产品的品质和 15种农

残检测和评价。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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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9 姓名 张殿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河南省 出生日期 1980-08-10 身份证号 412725198008101819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10-01-01 

工作单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归国人员 是 

二级单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办公电话 0105150360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 9 号 邮政编码 100097 

电子邮箱 dreamstar26@126.com 手机 13521057019 

毕业学校 意大利都灵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现从事专业 生物防治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 副研究员 

熟悉学科 植物病理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7-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18-04-10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贡献。评价了褐藻双寡糖及岩藻寡糖对草莓白粉病、小麦

白粉病和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的防控效果。明确了褐藻双寡糖及岩藻寡糖对草莓白粉

病有一定的预防效果；对小麦白粉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其中岩藻寡糖的效果最为

显著；对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有较好的预防治疗效果，其中岩藻寡糖防控效果达

52.7%，经寡糖处理过的番茄植株新发叶片较为舒展，植株整体长势比对照组显著

提高。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25.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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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0 姓名 陈思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河北省 出生日期 1983-03-06 身份证号 110108198303067228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毕业时间 2005-07-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894005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1817591244@qq.com 手机 13810152181 

毕业学校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

文理学院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植物保护 技术职称 工程师 行政职务 应用技术部经理 

熟悉学科 蔬菜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1-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褐藻寡糖三款产品的应用技术研究工作和

技术示范推广工作，组织了四场国际国内技术交流论坛，中外农业专家和企业家千

余人参加，组织了线上线下培训课程，培训农民和基地种植户 20000多人，协助产

品销售至国内 19 个省市和国际 35 个国家。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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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1 姓名 赵从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河北省 出生日期 1981-12-02 身份证号 13063419811202291X 

党派名称 群众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06-06-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1667253 

通讯地址 北京怀柔科学城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Zcp1417@163.com 手机 13463832039 

毕业学校 宁夏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微生物工程 技术职称 工程师 行政职务 技术部经理 

熟悉学科 微生物生物化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1 作出贡献。负责褐藻酸裂解酶和岩藻多糖裂解酶产酶微生物发

酵技术和工艺研究，实现年产 1000千升生产规模。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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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2 姓名 周利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辽宁省 出生日期 1980-12-20 身份证号 210921198012202328 

党派名称 群众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06-06-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166725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Zhoulijie0125@163.com 手机 18600355928 

毕业学校 锦州医学院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仪器分析及检测 技术职称 工程师 行政职务 
仪器分析和检测

经理 

熟悉学科 化学分析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21-07-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创新点 2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岩藻寡糖、褐藻酸寡糖、褐藻双寡糖含量检测

和聚合度检测，为褐藻双寡糖产品定型提供依据。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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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3 姓名 周莹莹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山东省 出生日期 1990-03-28 身份证号 370783199003281543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15-07-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894005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门头馨村北

二区 
邮政编码 100195 

电子邮箱 1192767782@qq.com 手机 18811794696 

毕业学校 中国农业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农艺 技术职称 助理农艺师 行政职务 应用技术经理 

熟悉学科 植物病理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创新点 4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双寡糖制剂在国内的田间小区试验设计和实施

以及在蔬菜、水果等作物上的大面积推广应用，确定双寡糖制剂对西红柿、黄瓜等

作物病毒病的防控效果和达到最佳防控效果的用法用量，形成防控技术方案。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26。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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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4 姓名 赵海红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辽宁省 出生日期 1979-09-06 身份证号 210921197909067322 

党派名称 群众 民族 蒙古族 毕业时间 2005-07-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894005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北辛庄双新

办公区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89 

电子邮箱 intl@leili.com 手机 18611626149 

毕业学校 辽宁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植物保护学 技术职称 助理农艺师 行政职务 
应用技术推广部

经理 

熟悉学科 蔬菜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技术创新点 4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褐藻寡糖三款产品在欧洲西班牙、阿尔巴

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希腊的小麦、黄瓜和西红柿三种作物上的应用技术研究

工作和技术示范推广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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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候选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5 姓名 花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甘肃省 出生日期 1986-12-10 身份证号 620502198612101657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毕业时间 2008-06-01 

工作单位 
北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归国人员 否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61669048 

通讯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科学城雁栖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 101407 

电子邮箱 250683511@qq.com 手机 18001166563 

毕业学校 兰州城市学院 文化程度 大学专科 最高学位 其他 

现从事专业 化学工艺 技术职称 助理工程师 行政职务 生产部经理 

熟悉学科 应用化学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8-04-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2-04-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要对创新点 3 作出贡献。主要负责褐藻双寡糖产品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研究，实

现褐藻酸寡糖和岩藻寡糖原粉生产线年产 300吨，褐藻双寡糖制剂年产 3000 吨（千

升），并实现生产绿色节能环保。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2. 

候选人声明：本人同意候选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工作

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候选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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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诚信承诺书 

本项目参加 2021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项目第一候选

人、第一候选单位做出如下承诺： 

1.本提名书严格按照《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北京市科

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

的具体要求（含年度提名工作手册）填写，保证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

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2.本提名书所提交的知识产权支撑材料归国内所有或与国外共

有，均已征得未列入项目候选单位和候选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明

人、代表作作者的同意，并已告知如本年度获奖，上述支撑材料将不

得用于以后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的提名； 

3.提名书所提交的主要技术创新及所有相关支撑材料（包括专

利、代表作等知识产权支撑材料，销售合同，技术合同，应用支撑材

料，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等）均未在国家科学技术奖、

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国务院各部委科学技术奖获奖

项目或者当年度被提名项目中使用过。 

4.提名书所涉及的候选单位、候选人，不存在《科研诚信案件调

查处理规则（试行）》《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等规定

中界定的科研失信行为。 

因未如实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本人（单位）愿意承担相应

责任，并接受处理。   

                        项目第一候选人（签字）： 

                         

项目第一候选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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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目录 

附件请按如下顺序排列（限 40 个）： 
1. 主要知识产权支撑材料； 
2.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 
3. 直接经济效益支撑材料； 
4. 疫情防控应用情况说明（抗疫成果组） 
5.  其他附件 

序号 目录名称 

1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1_褐藻双寡糖蛋白组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2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2_一种酶解法制备的褐藻酸

寡糖及其组合物和制备方法 
3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3_一种用于提高黄瓜幼苗的

抗氧化酶的活性的方法 
4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4_一种用于增强黄瓜幼苗的

光合能力及生长的方法 
5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5_一种褐藻及其制品中海藻

酸含量的检测方法 
6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6_一种复合型叶面肥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7 论文目录：1_Alginate-derived oligosaccharides promote water stress 

tolerance in cucumber (Cucumis sativus L.) 
8 论文目录：2_膜分离技术在岩藻寡糖分离纯化中的应用 

9 论文目录：3_褐藻胶裂合酶高产菌株的筛选及其发酵产酶条件优化 

10 论文目录：4_不同分子量的褐藻寡糖对黄瓜幼苗光合作用及生长的影响 

11 论文目录：5_水分胁迫下褐藻酸寡糖对黄瓜幼苗抗氧化酶活性及渗透调

节物质的影响 
12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1_有机水溶肥料 

13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2_有机水溶肥料 

14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3_有机水溶肥料 

15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1_海藻生物活性提取物类年度总收入 2019 

16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2_海藻生物活性提取物年度总收入 2020 

17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3_海藻生物活性提取物年度总收入 2021 

18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4_褐藻双寡糖类产品国际销售形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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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5_褐藻寡糖类产品销售国际合同 

20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6_褐藻寡糖类产品国内销售合同 

21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7_褐藻寡糖类产品国内销售合同 

22 其他附件 

23 其他附件 

24 其他附件 

25 其他附件 

26 其他附件 

27 其他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