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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联盟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发网网员注册申请 

近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以下简称“协发网”）

根据《“十三五”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规划》、《科技部关于推动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

发展网网员注册工作方案》、《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

章程》等有关精神和要求，开展了 2018 年第一批网员注册申请工作。 

在联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经初审、专家评审，有 6 家联盟通过评

审。经过 8 月 29 日-9 月 4 日网站公示后无异议，协发网理事长召开理

事长办公会讨论，正式同意农业航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三代半

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海洋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水环境

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食品资源健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食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通过网员注册申请。 

自此，祝贺以上六家联盟正式成为协发网网员！ 

（稿件提供：试点联盟联络组） 

 

构建产业生态，标准开放共赢——半导体照明联盟在厦门召开

CSAS技术标准专题研讨会 

2018 年 7 月 25 日，“构建产业生态，标准开放共赢”，半导体照

明联盟标准化委员会（CSAS）技术标准专题研讨会在厦门悦华酒店如期

举行。来自 150 多家企业及研究机构超过 24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领导嘉宾有：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李

新男，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曾琳，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厦门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卢琳兵，联盟秘书长吴玲，联盟产业执行主席范



 2 

玉钵，联盟研发执行主席李晋闽，联盟常务副秘书长阮军，国际半导体

照明联盟副秘书长杨鹤，工信部半导体照明技术标准工作组副组长彭万

华，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察院副院长刘毅清等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来

自厦门华联电子、三安光电、洲明科技、国星光电、华为、华普永明、

松德印刷机械、厦门信达光电物联科技研究院、清控人居光电研究院等

代表超过 240 多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李新男，厦门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副局长曾琳，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厦门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卢

琳兵、联盟秘书长吴玲分别为大会致辞。 

李新男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

取得了非凡的成绩，随着“十三五”《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的实施，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处于从半导体照明大国向半导体照

明强国转变的关键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成

为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建设我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李新男

高度肯定联盟标委会为推进标准化体系改革、探索标准服务产业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等方面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曾琳、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厦

门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卢琳兵在致辞中均表示：“热烈欢迎本次会议在厦

门召开，指出技术标准是科技创新市场化、产业化的桥梁和纽带，知识

产权如专利、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专有权等都与技术标准息息相

关。 

联盟秘书长吴玲女士在讲话中指出：联盟标准在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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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制修订程序简单周期等方面具备特有优势；2017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七十八号主席令发布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首次赋予了团体标准合法地位；因此，联盟标准的

优势将会更加突出。 

会议主题报告环节，联盟常务副秘书长阮军首先作了《以联盟标准

化工作推动产业协调发展》主题报告。上海时代之光副主任庄晓波汇报

了《IEC/TC34D 灯具国际标准化进展》；ISO/TC274 国内技术对口联合工

作组组长单位徐浩介绍了《ISO/TC274 光与照明国际标准化进展》；国

际半导体照明联盟副秘书长杨鹤介绍了《以 ISA 国际标准化工作推动标

准走出去》主题报告。 

随后，来自企业、科研机构的十几位报告嘉宾分享了关于联盟在 LED

照明系统与控制、植物光照、水产动物 LED 光照、动态照明技术、印刷

用 LED UV 技术、灯丝技术、窄带物联网、健康照明、景观照明等细分领

域各技术及标准进展专题报告。与会专家代表就 LED 行业各细分领域标

准与报告嘉宾进行了有益探讨。 

（稿件提供：半导体照明联盟） 
 

 

2018年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代表年会暨第四届中国太阳能热 

发电大会在常州召开 

9 月 11 日，2018 年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光

热联盟）理事代表年会、在常州市新城希尔顿酒店召开。来自联盟成员

50 余家单位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光热联盟理事长、水电水利规划设计

总院副院长易跃春主持。光热联盟秘书长杜凤丽首先对光热联盟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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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及 2018 年 1-8 月份主要工作进行了汇报。随后，与会代表对

光热联盟工作重点以及如何推进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发展进行了自由发言

交流。 

9 月 12 日-14 日，由光热联盟、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简

称大会）在常州盛大开幕。 

包括中国科学院徐建中院士、周孝信院士、何雅玲院士，常州市副

市长梁一波，玉门市常务副市长张宏军，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

李宝山，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执委李若梅，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

长易跃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学术部和科普部主任周缨，韩国能源研究

所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热发电研究部部长姜龙赫等在内的 400 余人参加

了这一国内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年会。 

大会主席、光热联盟常务副理事长、SolarPACES 执委会主席、中国

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王志峰研究员主持了开幕仪式。梁一波副市长代表东

道主城市、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徐建中院士代表主办方之一、

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国兴代表联合主办方、北京奥

普科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薛道荣代表大会协办单位、易跃春代表大会

承办单位分别进行了大会开幕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周孝信院士和何雅玲院士分别进行了《能源转型中

构建中国新一代电力系统》和《聚光型太阳能热发电站及其储热技术发

展现状和未来展望》的主旨报告。易跃春理事长和龙腾光热总经理俞科

分别进行了题为《我国太阳能热发电项目进展和产业发展前景》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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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促进太阳能热发电成本下降》的主题报告。 

本届大会共历时 3 天，共计进行 68 个口头报告，展示了 24 个墙报

论文和 18 家企业成果。 

（稿件提供：太阳能光热联盟） 
 

 

2018世界粉末冶金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2018 年 9月 16-20 日，由中国金属学会（CSM ）和粉末冶金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CPMA）联合主办 2018 世界粉末冶金大会暨展览会在北

京顺利举办。据了解，作为粉末冶金行业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两年一

次的世界粉末大会自 1965 年第一届召开至今，这是备受瞩目的世界粉末

冶金大会第一次来到中国，吸引了来自瑞典、日本、美国、德国、英国、

澳大利亚、中国等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1000 余人共聚北京，探

讨世界粉末冶金工程及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打造高端平台，加强行业交流，共享最新成果，

实现合作共赢。来自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外专

局等部委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出席会议，共同见证此次全球粉末冶金行业

最高规格、最具权威的学术会议。会议由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理事长才让、金属学会常务副会长赵沛、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田志凌联合主持，原国家科技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国家新材料咨询委员会主任、原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干勇，国家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曹国英等在会上致辞，充分肯定了全

球粉末冶金行业的发展成就，对粉末冶金领域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会

上，知名专家干勇、黄伯云、王华明、董杨、张少明、李辉隆、李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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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围绕粉末冶金新理论、新工艺、新产品和新应

用，深入探讨世界制造业、新材料产业以及粉末冶金产业所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会议为期四天，按照粉末冶金学的不同研究方向设立了 15 个相

关主题会场，7 个兴趣主题会场，91 场学术报告和 570 多篇专业论文相

继登台。 

除此之外，在大会期间，由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的

“中国粉末冶金产业高峰论坛”于 19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期召开。 

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才让先生、亚洲粉末冶金协

会理事长朱秋龙先生、科技部人才中心主任李普先生、科技部产业技术

联盟联络组秘书长李新男先生、赛迪智库原材料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张镇

先生等领导出席了本次论坛。才让理事长在致辞中对各位远道而来客人

表示欢迎，对所有成员单位对联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提出了

粉末冶金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要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作用，建立“政产学研

用金”合作新机制。 

论坛上，举行了联盟主办的“粉末冶金联盟产业发展基金”启动仪

式，基金总规模 50 亿元人民币，旨在通过与知名投资机构、行业领军企

业、地方政府紧密合作，以市场化方式引入资本要素，推动行业协同创

新与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发展。会上还举行了“合作共建粉末冶金联盟

智库”签约仪式，联盟智库的成立将有利于促进智库资源整合，实现优

势互补，整体提升粉末冶金智库政策研究能力和决策咨询服务水平。 

本次论坛以“创新驱动助力粉末冶金产业发展”为主题，来自领军

企业、产业联盟、科研院校、投资机构等嘉宾就粉末冶金产业宏观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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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前沿技术及投融资机会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

新常态下粉末冶金产业面临的挑战、机遇与发展。 

（稿件提供：粉末冶金联盟） 

 

WAPI产业联盟召开2018年社会组织标准化培训和研讨会暨 

第三次标准工作及项目组会议 

近日，WAPI 产业联盟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 2018 年社会组织标准化

培训和研讨会暨第三次标准工作及项目组会议。本次会议由 WAPI产业联

盟和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联合举办。 

参加本次会议的除联盟成员单位之外，还有很多来自不同行业领域

的市场用户以及对标准协同创新和标准化工作有迫切需要的产业联盟负

责人等 40 余位代表。 

会议包括社会组织标准化培训和研讨、联盟标准及项目组工作推进、

实地考察 WAPI 轨道交通应用示范项目等。重点结合当前社会组织和市场

用户在标准协同创新、市场跨界合作等方面的需求，通过标准产业市场

分享、培训、浸入式体验和研讨等形式，推动市场和产业之间、不同产

业和联盟之间的多维度交流与合作。 

会上，与会代表还就“如何开展团体标准工作、实现标准产业联动、

宣传推广标准、如何依据标准开展测试认证认定工作、如何开展校企之

间的标准工作联合、中国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分析”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稿件提供：WAPI 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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