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12CHONGQING DAILY

2019年5月30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美编 张雪原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表彰重庆市首届创新争先奖的决定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
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各区县（自治县）科协、科技
和国资行政主管部门，市级有关部门人事（干部）处，
市科协所属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企事业科协，
有关单位：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求团结引领广
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
行动。

近年来，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创新争先，勇
攀科学高峰，为推动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
物。市人力社保局、市科协、市科技局、市国资委决
定，对整车NVH性能开发团队等10个重庆市创新争
先奖先进集体、丁贤彬等98名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
进个人予以表彰。希望受到表彰的重庆市首届创新
争先奖获得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为榜样，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
标、发挥“三个作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矢志创新创业创造，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
战场，勇当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先锋，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

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进个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进集体

丁贤彬
马晓燠
王 洁
王天周
王立鹏
王劲松
王知银
王海超
王能均
王清山
方晓帆
卢 涛
史浩飞
冉业凡（土家族）

付晓君
伍 建
任亚军
刘一冉
刘小康
刘小辉
刘玉芳（女）
刘玉菲
刘安双
刘奕清
刘德彬
汤伦华
许 林
许洪波

孙克宏
巫志伟
李 莉（女）
李 锐
李 璐
李加纳
李军锋
李述洲
李贤勇
李经勇
杨 伟
杨 林
杨 震
杨大成

杨新民
肖付莉（女）
肖晓华
吴 斌
吴玉红（女）
余 鹏
邹明伟
邹定东
张 炎
张 曦
张育新
陈 涛
陈大霞（女）
陈中祝

陈治国
范 麟
范永红
欧 黎
罗 琳（女）
罗 翔
周 丹
周 健
周 雄
周卫平
周志明
郑运松
赵 亮
赵俊渝

赵祖德
胡瀚杰
洪 敏
姚 远
姚 强
夏庆友
柴宏祥
钱 程
徐永权
郭臣业
郭毅军
唐小健
阎宗岭
谌小维

彭 月（土家族）
董 涛
董晔弘
敬世红（女）
游洪涛
谢守勇
雷树凡
雷剑梅（女）
蔡志友
臧志刚
裴 勇
廖 强
谭建兰（女，土家族）
糜漫天

整车NVH性能开发团队
猪八戒网双创服务平台创新团队
桥梁结构防撞创新团队
云从科技生物识别团队
嫦娥四号任务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研制团队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
生猪健康养殖创新团队
通用航空轻型飞机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创新团队
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队
大牛法律机器人团队

重庆市首届创新争先奖表彰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代表事迹

猪八戒网双创服务平台创新团队事迹简介长安汽车NVH技术团队事迹简介

长安汽车NVH（噪声、振动与声
振粗糙度）技术团队针对自主品牌汽
车NVH性能开发存在的重大难题，
在公司技术研究项目和产品开发项
目持续支撑下，依托“汽车噪声振动
与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
多年系统研究和工程实践，聚焦
NVH性能开发中的支撑体系缺失、
整车和零部件开发能力薄弱的问题，
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研制出NVH
性能先进的汽车产品，实现了大规模

产业化应用。
该团队通过技术创新，近5年获

授权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利
17项、软件著作权2项，发表论文70
余篇，出版专著2部，参与行业标准
制定4项。相比成果应用前，长安汽
车的NVH性能开发费用降低70%，
开发周期缩短20%，NVH性能已成
为长安汽车产品的技术亮点和卖点，
促成销量持续增长，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

猪八戒网双创服务平台创新团队，
核心成员30余人，多数为来自于IBM、
阿里、百度等技术专家，其中，国家万人
计划1人，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2项，
成员拥有国内外专利数十项。团队研发
的“猪八戒网人才共享平台”“火眼金睛”

“白龙码”“八戒财税SAAS平台”“电子
合同”等产品，汇聚了1400万名服务商
和1000万名中小微企业主，在20余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超过2000万户用户应用
规模，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300亿元，直
接助推猪八戒网成为服务交易的独角兽
企业。

目前，该团队研发和运营的猪八戒
网及分布国内70余个双创社区，累计线
上线下培育孵化出企业超过10万家，在
国内100余个高校成立线上线下结合的
实习实训平台，助推100余万名大学生网
络化就业创业。近5年来，猪八戒公司先
后被评为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等国家荣誉，以
及获得重庆市创业孵化基地、重庆市青
年人才实习基地等市级荣誉。
陆丰 图片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杨新民同志事迹简介

杨新民，重庆师范
大学副校长，数学科学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
院士。

他用30多年带领数
学学科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地方高校团队成长
为全国运筹学研究中
心、西部数学领域唯一
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一流学科。本人

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重庆市最高科技
奖获得者，首批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为我国数学领
域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做
出了重要贡献。

他潜心从事运筹学
领域研究37年，于1992
年提出向量广义次似凸
新概念，解决了分式向
量优化问题中公认的世
界难题，在随后20多年
时间中又率先提出集值
广义邻近次似凸概念、
多目标优化问题二阶强
对偶和逆对偶定理，成
为向量和集值最优化领
域的最佳分析工具。其
研究成果被美国《数学
评论》收录 172 篇，被
SCI 收录 129 篇，12 种
SCI期刊邀请他担任主
编、副主编。

蒋兴良同志事迹简介

蒋兴良，重庆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他长期从事大气覆
冰防御与高海拔外绝缘
领域的研究，带领团队先
后完成国家“973”计划、
自然科学基金、青藏铁
路、特高压工程等相关科
研项目30余项，在研究
基地创建、大气覆冰形成
规律及致灾机理与应对
措施的理论研究、覆冰灾

害防治技术以及外绝缘
强度的海拔修正等方面
做出了创新性贡献。
2017年，蒋兴良获得全
国首届“创新争先奖”。

他30余年坚持在高
海拔、冰冻湿冷的野外环
境开展持续研究，取得的
创新性成果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
2项，省部级一等奖、二等
奖12项；授权发明专利
20项，发表论文315篇，
出版专著2部，制定国际
标准2项、国家和行业标
准 16项。2014 年获全
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
提名奖，2016年被国家
科技部组织的8家中央
媒体专题报道誉为“最美
野外科技工作者”，两次
任国际结构物大气覆冰
（IWAIS2011/2017）大
会主席,今年被提名为覆
冰领域最高荣誉奖“M.
Farzaneh Award”唯一
候选人。

糜漫天同志事迹简介

糜漫天，陆军军医
大学军事预防医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他是我国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以及军事预
防医学领域著名的专家
学者，具有很高的学术
影响力和学术声望。政
治立场坚定、作风正
派、综合素质好，教学
科研能力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
津贴，获评“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和“全军
育才奖”金奖，被中央
军委表彰为全军优秀共
产 党 员 。 担 任 国 家

“863”项 目 首 席 科 学
家、军队重大专项和创
新工程专项项目主持
人，是国家重点学科学
术带头人，主持30余项
重要研究项目。

目前，相关研究已
经形成明显优势和特
色，总体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他带领团队取得
包括中华医学一等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科
研成果。有效推动了我
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以及军事预防医学
学科的发展，为提高我
国居民健康水平和促进
军人健康、提升战斗力
做出了突出贡献。

谭建兰同志事迹简介

谭建兰，石柱辣椒协
会会长、石柱三红辣椒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重庆谭
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
有限公司总经理。

她坚持以发展辣椒
产业带动 6800 户椒农
种植辣椒增收致富，其
中840户贫困，现有基地
面积 20000 亩，年产辣
椒12000吨，产值1.2亿
元。在产业发展中为椒

农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
务，注册“谭妹子”商标
是重庆是著名商标，谭
妹子系列产品“青椒王”
获得了“金奖”称号，鮓
海椒、糊辣壳获得中国
西部农交会最受消费者
欢迎奖。

在长期的农业产业
发展中，她以宁亏自己
不亏农民，以公正无私
的品格获得了社会各界
的认可。曾经获得了全
国妇女双学双比女能
手、全国青年农民致富
标兵、重庆市第五届杰
出青年农民等荣誉，并
被评为重庆市劳模，当
选第三届、第四届重庆
市人大代表，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谭
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
有限公司2018年被国务
院扶贫办、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表彰为全国“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先进民营企业。

重庆市首届创新争先奖名单

长安汽车 NVH 技术团队
代表 杨亮

猪八戒网双创服务平台创
新团队代表 龙梅

二、先进集体代表

一、先进个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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