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  

简 报 

总第 29期 

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办公室                2015年 9月 5日 

  

【本期导读】 

 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来联络组座谈交流 

 光热联盟联合住宅联盟积极参与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 

 促进通信业与互联网业更好地融合发展—TD 产业联盟联合承办

2015 中国移动互联网年会 

 中国 BIM 发展联盟与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联盟工作交流会在

沪召开 

 有色金属钨及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钨矿山新技术研

讨交流会在郴州举行 

 CSA 发起半导体照明教学资源库获教育部立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工业生物质废物热解气化制气装备研发

与示范”完成所有课题验收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http://www.citisa.org 



2 

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来联络组座谈交流 

8 月 11 日，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董炳艳率领

的联盟秘书处工作人员一行来联盟联络组开展了交流活动。联络组秘书

长李新男及联络组办公室成员陈杰飞、邸晓燕、于水等人参加了座谈。 

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详细介绍了联盟的组织

架构、秘书处的专职化、以及自成立以来的运行情况，经过 3 年多的努

力，联盟已经发展成为应急领域权威的联合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组织，

致力于实现“推动中国应急技术进步，促进中国应急产业可持续、全球化

发展”的远景目标。 

李新男秘书长认真听取了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情

况介绍，充分肯定了联盟发挥的重要作用。突发事件处置现场情况复杂，

对应急技术装备的适应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更加苛刻。我国应急产

业起步晚，一些装备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部分关键产品依赖进口。希望

通过联盟这种联合创新的组织形式，突破应急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瓶颈，

提升我国应急产业核心竞争力。随后参会人员就联盟运行机制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李新男秘书长还对联盟的发展规划、下一步发展的侧重领域

等问题给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 

（稿件提供：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办公室） 

 

光热联盟联合住宅联盟积极参与的 

《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 

7 月 2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北省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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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同意设立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明确提出在张家口建立国

际领先的“低碳奥运专区”。这一示范区的设立不但将促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还将助力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规划以张家口全境为核心区域，辐射京津冀及其他周边地区。规划

期为 2015-2030 年，其中近期为 2015-2020 年，远期为 2021-2030 年。《规

划》对张家口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较高目标，要求示范区可再生能源

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比例 2020 年达到 30%，2030 年达到 50%。 

规划要求到 2020 年，55%的电力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城市公

共交通、40%的城镇居民生活用能、50%的商业及公共建筑用能来自可再

生能源，40%的工业企业实现零碳排放；到 2030 年，80%的电力消费来

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城镇公共交通、城乡居民生活用能、商业及公共建

筑用能来自可再生能源，全部工业企业实现零碳排放，全面形成以可再

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保障体系。 

在可再生能源供热方面，支持在崇礼县率先建设 100 万平方米跨季

节集中储热与被动建筑技术相结合的供暖示范项目，提高可再生能源利

用效率。 

在建设低碳奥运专区方面，力争 2022 年冬奥会前崇礼县用能基本

使用可再生能源，并逐步在示范区内推广。 

规划研究由中科院路甬祥院士牵头，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联合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单位参与了可再生能源

供暖示范项目、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和低碳奥运专区等规划研究工作。 

（稿件提供：住宅联盟）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55.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09/143039b95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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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通信业与互联网业更好地融合发展 

—TD 产业联盟联合承办 2015 中国移动互联网年会 

7 月 21 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移动互联网工作委员会承办，

TD 产业联盟联合承办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年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中国移动互联网年会”历年来都是中国互联网大会中热度最高的主

论坛之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寻找下一个百亿级机会，营造创新创业

良好氛围”，共分为“互联网+挖掘产业新机遇”、“运营商的移动互联网

时代”、“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个机会”、“开启移动互联网乘法效应”和“圆

桌对话：„移动互联网+‟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及个人消费形态改变”五个部

分。 

 

    会上，来自一线互联网企业，移动、联通等运营商的十余位企业家

和业界专家，共同探讨了当下最热的移动互联网话题。TD 产业联盟秘书

长杨骅先生应邀出席会议，主持圆桌对话，与 720 健康科技联合创始人

余华、硬蛋网负责人刘宏蛟、阿里研究院专家田丰围绕“„移动互联网+‟

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及个人消费形态改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TD 产业联

盟成员企业近 200 人及关联产业人士共千余人参加了会议。 

（稿件提供：TD 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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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BIM 发展联盟与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联盟 

工作交流会在沪召开 

2015 年 7 月 9 日，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

下简称“BIM 联盟”）与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

下简称“钢结构联盟”）工作交流会在上海宝钢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召

开。BIM 联盟秘书长程志军、BIM 标委会副秘书长江燕、钢结构联盟副

秘书长叶超、双方联盟成员代表及秘书处人员参加交流活动。 

交流会上，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联盟工作开展情况，并就联盟运营

管理、创新工作绩效、技术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规划、技术人才培养等

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叶超副秘书长从组织、管理、运营、发展四个方

面系统阐述了钢结构联盟工作思路和目标，提出了联盟国际化、信息化、

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并对“Baohouse”技术体系作了重点介绍。程志军

秘书长从 BIM 联盟产业背景、组织机构建设、主要工作成效、未来工作

探索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着重介绍了联盟创新性 P-BIM 技术理念以及

相关 BIM 标准研究编制情况。双方就 BIM 技术应用合作作了初步探讨，

希望能组织双方联盟成员以建设项目为载体开展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 

BIM 联盟与钢结构联盟同为 2013 年获得科技部批复的第三批国家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通过此次交流活动，两家联盟建立了良好

的联系，互相交流学习了联盟工作经验，并为下一步联盟间合作奠定了

基础。 

（稿件提供：BIM 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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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钨及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钨矿山 

新技术研讨交流会在郴州举行 

7 月 3 日，有色金属钨及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郴州组

织召开“钨矿山新技术研讨交流会”。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湖南柿竹园有色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中南大学、长沙矿

山研究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 14 家联盟钨矿山

企业及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主管领导及技术专家。 

联盟理事长曹修运做重要讲话。他表示，本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

义及目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新常态

经济的特征，从速度来讲，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从内涵来讲，由资本和劳动力推动转变为主要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等要素推动。在这一轮经济发展中，钨矿山企业如何继续保持

其领先地位，科技管理者和基层一线的技术骨干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

希望与会代表通过此次交流和研讨，掌握国家最新政策，了解行业发展

最新动态，跟踪新技术发展趋势，拓宽解决技术难题的思路，使科技创

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目前矿山企业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

如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信息相对闭塞、装备水平落后、人才严重匮乏等

问题，以及新常态经济的特征及要求对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

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实现目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要发挥同等重

要作用。他期待借助今天的形式和平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矿

山企业经济效益迈上新的台阶。 



7 

会上，五位行业内相关领域知名教授和专家—中国五矿集团科技管

理部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何发钰，长沙矿山研究院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周爱民以及中南大学三位教授、博导孙伟、赵中伟、

周科平分别做了“国家资源领域技术发展预测与战略思考”，“钨矿山采

矿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钨、锡、萤石多金属共生资源综合回收新进

展”, “硫磷混酸协同体系高效处理复杂白钨矿新技术”，“数字化矿山

体系建设及示范”等专题报告。科研院所分享了本单位相关领域最新技

术成果及应用案例，钨矿山企业着重介绍了本企业技术需求及技术革新

成果，矿山技术装备公司代表对本单位先进的技术装备进行了重点推介。

随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新建成的、日

处理能力为 3000 吨的多金属选厂以及成功运用先进的选矿技术装备实

现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 380 选矿厂。 

本次大会，进一步加强了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沟通与合作。 

联盟将继续不定期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技术交流研讨活动，聚焦产业发

展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形成创新合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

技术创新发挥应有作用。 

（稿件提供：有色金属钨及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CSA 发起半导体照明教学资源库 

获教育部立项 

7 月 2 日，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CSA）牵头组织

开发的“半导体照明教学资源库”项目正式通过项教育部立项审批。 



8 

随着《中国制造 2025》规划的提出，职业教育在工业转型升级过程

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而随着半导体照明产业规模的扩张以及技术的更新

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规模及规格将不断提升，当前产业人才短缺的问

题也日益凸显。当前增设半导体照明专业的各类院校不断增加，但由于

半导体照明产业链长、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大大增加了院校专业建设的

难度。供求难以平衡，企业更多依赖自身开展人才培养。 

为解决产业人才需求及发展的问题，自 2010 年，CSA 组织国内相

关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龙头企业相继开展了半导体照明产业关键技术岗

位能力标准制定；产业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高职院校半导体照明

专业建设方案制定；并组织编写覆盖本科、高职及中职的半导体照明系

列教材。 

2014 年 CSA 还牵头组织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及 20 余所相关中、高职、本科院校，30 余家 LED 龙头企业，共同

筹备建设半导体照明教学资源库。经过 15 个月的共同努力，资源库正式

通过教育部“半导体照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审批。 

“半导体照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是面向半导体照明产业的一

项人才基础建设，依据共建共享的原则，集成优质教育和培训资源，通

过互联网技术，满足全国各类院校对教学内容的需求。同时，CSA 将依

托资源库以“LED 大学堂”和实训基地为载体，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全职业周期服务体系，为在校学生、企业在职员工提供学习、实习、认

证、学历教育、就业等全方位服务。 

（稿件提供：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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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工业生物质废物热解气化制气装备 

研发与示范”完成所有课题验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工业生物质废物热解气化制气装

备研发与示范“中各个课题于 2015 年 6 月完成课题任务书中规定的技术

和考核指标。  

城市生物质燃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 6月 25日在四川泸州组织

课题“双床热解气化规模化生产生物质燃气设备研发与示范”进行技术

验收，课题承担单位带领专家对示范工程进行现场检查验收，示范工程

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均达到任务书中规定的标准。  

课题“双床热解气化规模化生产生物质燃气设备研发与示范”完成

了任务书中规定的任务，达到了合同规定的考核目标和技术指标。验收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课题的技术验收。  

6 月 28 日，城市生物质燃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组织课题“富氧气化

与燃气重整制备生物氢关键设备研发与示范 ”在山东省淄博市完成了技

术验收。课题承担单位北京健坤伟华新能源有限公司安排验收组专家、

联盟工作人员及淄博市环保局领导参观检查了位于山东淄博高青县的示

范工程，并由课题负责人在接下来的验收汇报中对课题完成情况进行了

说明。 验收专家组及联盟工作人员认真审阅了课题组提交的验收材料，

并进行了质询 ，一致同意课题通过验收。 

6 月 29 日，城市生物质燃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课题“热解

气化生物质燃气工艺装备优化技术研究 ”在北京西郊宾馆进行了课题财

务及技术验收。课题承担单位北京中科洁创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在会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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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财务及技术验收的材料，并对课题完成情况和财务情况进行了汇报。 

专家经过听取和质询，一致同意课题通过验收。  

联盟收集此项目中四个课题的验收情况及完成情况，于 6 月 30 日向

科技部提交了项目验收申请。  

（稿件提供：城市生物质燃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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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工程院、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全国总工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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