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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 2021 年度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科学技术奖受理项目的公示

各有关单位、有关专家：

2021 年度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突出

贡献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形式审查工作已经结束。

经形式审查，共有 5项通过形式审查并正式受理。

根据《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

（试行）》的规定，现将形式审查通过的项目在广东省石油

化工咨询网予以公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3 日），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的，可以书面材料向我办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提

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表明真实身份，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

的，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单位公章；个人提出异议的，须在

异议材料上签署本人真实姓名。逾期或匿名异议不予受理。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300-1 号金安大厦东座副楼六楼

612 室（邮编：510030）

电话：020-83322575 电子邮箱：gdpci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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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度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

技术奖受理提名项目汇总表

序序

号

专专业组

名称
项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1 突出贡献奖
中山大学惠州

研究院
纪红兵

2 突出贡献奖
广东众和化塑

股份公司
杨寿盛

3 合成材料 科技进步奖
FFS 重包装膜生产技

术和工业应用研究

广东众和化塑

股份公司
黎广贞

4 合成材料 科技进步奖
聚烯烃人造草环保背

胶

广州爱奇实业

有限公司
雷平

5 石油化工 科技进步奖

裂解C9馏分提取双环

戊二烯和甲基环戊二

烯二聚体的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

广东新华粤石

化集团股份公

司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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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

技术奖受理项目公示表

一、突出贡献奖

（一）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纪红兵教授

候候选人

基本情况

姓名 纪红兵 工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

职称 教授 学学历 研究生 从从事专业 化学工程与技术

提名者 惠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提名意见

纪红兵教授是化工领域的知名教授，致力于推动石化行业的创新发展和先进

技术的成果转化，科学素养深厚，科研成就卓著，其在轻烃绿色转化领域深耕多

年，为化工行业的绿色安全化生产开辟新思路。同时，纪红兵同志作为科普领军

人物，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石化科普创作、传播，在促进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鉴于纪红兵教授在石化领域的管理规划、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创新机

制、人才培养和科学普及等方面的系统性工作和突出成绩，本协会同意提名其为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候选人。

候选人的主要科

学技术成就和贡

献

纪红兵，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与管理工作，开展绿色化学、绿色化工技术和化工园区管理研究，对化学化工基

础与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化工园区管理、石化产业创新体系、人才培养及科普

推广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入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青年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2016 年获侯德榜

化工科技创新奖，2017 年获广东省丁颖科技奖，2019 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

果二等奖、广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三），

2020 年获“全国石油和化工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技术发

明一等奖、第十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已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近百项国家、省、市、企业合作项目，

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 550 余篇，完成专业著作 5 本，科普著作 4 本；已申请

中国专利 295 件，申请 PCT 专利 6件，授权中国专利 140 件，授权美国专利 1 件，

参与完成国家标准 1 项，多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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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杨寿盛高级工程师

候候选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杨寿盛 工工作单位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职称 高级工程师 学学历 硕士研究生 从从事专业
石油化工、高分子材

料

提名者 茂名市石油化工行业协会

提名意见

杨寿盛同志是众和公司的技术领头人，在工作中严谨扎实， 有良好的科

研诚信和学术作风，带领团队搭建创新平台，培育新生力量，践行科技创新，

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工程建设，系统地建成了具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项目 28 项，打造了企业的特色品牌子，其中以炼厂废气

硫化氢研发的 2-巯基乙醇生产技术、对位酯新环保型工艺、一套工业装置柔

性生产透明抗冲树脂、SBS 和 SIS 三大类苯乙烯系共聚物的关键技术填补国内

空白，上述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专利奖共 15 项。

该同志为为企业发展夯实了基础和提升实力，为广东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

献。特此推荐为 2021 年省石化协会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候选人的主要科

学技术成就和贡

献

1、主持构建了“广东省有机硫精细化工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了

以废气硫化氢为原料，催化剂的最佳选型和连续化生产的关键技术难题，建成

了万吨级的工业装置，整体技术优于国外公司同类产品，该成果荣获广东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和茂名市科技一等奖；开发了 2-巯基乙醇法生产对位酯新环保

型工艺，《1000 吨/年对位酯生产装置技术改造项目》被列为省工信厅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项，并于 2020 年 11 月建成了工业生产装置，为国内首套巯基

乙醇法连续生产对位酯技术；

2、主抓公司“苯乙烯系嵌段共聚物系列新成果”的产业化工程建设，在

国内独家实现“一套工业装置灵活切换生产高透明、高抗冲兼高流动性的丁苯

透明抗冲树脂、SBS 和 SIS 三大类苯乙烯系共聚物的关键技术”的产业化，于

2017 年 4 月通过了广东省石油化工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技术鉴定，评价认为

整体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已产出 20 多个国内传统工艺难实现或不能实现的

特殊牌号产品，部分取代了进口产品。该技术拥有专利 20 多件，于 2017 年荣

获茂名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8 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主持构建了“广东省原油储罐机械自动化清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

主研发了原油储罐智能化清洗技术，实现了装置全部设备的国产化，项目成果

2017 年荣获茂名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主持构建了“广东省 FFS 重包装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承担 2015

年广东省工信厅企业转型升级专项《7000 吨/年 FFS 重包装膜技术改造》项目，

集 FFS 试验研究、工业产业化为一体，自行研究探索原料配方和工艺操作条件，

解决了国内外不同厂家的包装机的配套使用问题，并建成国内最先进全国产化

的 6 套 FFS 重包装膜产品工业生产装置，技术水平、能耗和物耗、产品的质量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该技术分别荣获茂名市科学进步三等奖和优秀专利奖。

5、主持开展改性专用料新产品研发和生产工作，物理改性聚丙烯生产玻

纤增强、填充、高光、阻燃产品研发取得突破，并已定型试产，系列产品逐趋

完整，尤其是在 2020 年初疫情期间，仅用不到 1 个月开发了聚丙烯熔喷专用

料，并进行成果转化批量生产应用于生产熔喷布，减轻了疫情期间茂名地区口

罩等医疗卫生防护用熔喷布紧缺的压力。化学改性 K 树脂产品已开发包胶料配

方，试制品性能到达预期目标。

6、拥有已授权专利 3 件，已申请正在审批专利 13 件。系统地建成了众和

公司具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项目 28 项，其中有 3项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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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进步奖

（一）FFS 重包装膜生产技术和工业应用研究

项项目名称 FFS 重包装膜生产技术和工业应用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1.黎广贞（高级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

司、项目总负责人）

2.杨寿盛（高级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

司、参与本项目的研究开发）（本人声明放弃）

3.郑岩（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

份公司、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

4.黄伟星（高级经济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

司、参与 FFS 重包装膜项目项目筹建扩建改造）

5.王皓（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负

责 FFS 重包装膜的工业化建设及生产）

6.李宇辉（高级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

司、参与制定研发工艺方案和装置优化方案）

7.郭彪（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负

责该项目设备改进、工艺调整、产品配方设计、研发工作的开展及试验

配方的调整工作）

8. 湛广柱（工程师、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参与 FFS 重包装膜项目研发、改造革新、节能降耗、安全、职业卫生、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论文1：

论文2：

知识产权名称

专利 1：《一种可调式升降储布架》（ZL201010589538.2，郭彪、谭权、

湛广柱、王皓，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2：《一种三层共挤重包装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210577472.4，

郭彪、王皓、谭权、张海涛，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3：《一种FFS二层共挤重包装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210577471.x，

郭彪、王皓、谭权、张海涛，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4：《一种 FFS 单层包装膜及其制备方法》（ZL201210577605.8，郭

彪、王皓、谭权、张海涛，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5：《一种膜收卷装置》（ZL201220732741.5，郭彪、王皓、湛广柱、

张海涛，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6：<一种重包装膜>（ZL201220732657.3，郭彪、王皓、谭权、张

海涛，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7：《一种可调式升降储布架》（ZL201020661229.7，郭彪、谭权、

湛广柱、王皓，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8：《一种薄膜防潮检测装置》（ZL201922501001.5，郭彪、王皓、

黄伟星、湛广柱、郑岩、李宇辉，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9：《一种吹膜冷却装置》（ZL201922501141.2，王皓、郭彪、黄伟

星、湛广柱、郑岩、李宇辉，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专利 10：《一种吹膜机》（ZL201922352723.9，郭彪、王皓、黄伟星、湛

广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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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烯烃人造草环保背胶

项项目名称 聚烯烃人造草环保背胶

主要完成单位 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1.雷平（无职称、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产

品研发）

2.赵耀（无职称、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项

目整体进展统筹）

3.何丽梅（无职称、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整个研发项目管理及知识产权管理）

4.强力（无职称、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技

术支持）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论文1：

论文2：

论文3：

论文4：

知识产权名称

专 利 1：《 一 种 具 有 吸 波 功 能 的 人 造 草 背 胶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

（ZL201410019219.6，雷平，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专利 2：《一种人造草的背胶》（ZL201210376582.4，雷爱新，广州爱奇

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专利 3：《一种人造草的背胶》（ZL201210379969.5，雷爱新，广州爱奇

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专利 4：《一种人造草的背胶》（ZL201210378920.8，雷爱新，河南爱奇

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爱奇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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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裂解 C9 馏分提取双环戊二烯和甲基环戊二烯二聚体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项目名称
裂解 C9 馏分提取双环戊二烯和甲基环戊二烯二聚体的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主要完成单位 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

主要完成人

（职称、完成单

位、工作单位）

1.刘阳（高级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石

化集团股份公司、项目总负责人）

2.林茂生（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石化

集团股份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

3.梁国强（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石化

集团股份公司、项目工艺化生产负责人）

4.陈炳琳（高级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

石化集团股份公司、项目工业化的主要指导者）

5.吴壮志（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石化

集团股份公司、项目工业化工程建设负责人）

6. 杨圣儒（高级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

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参与项目工业应用全过程）

7.左洪亮（高级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

石化集团股份公司、项目产业化技术研发总负责人）

8.黄杰（高级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石

化集团股份公司、参与项目前期技术调研论证和技术方案审查）

9.吴声晓（工程师、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广东新华粤石化

集团股份公司、组织参与项目关键设备选型，生产设备维护管理）

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

论文1：《裂解C9 馏分高纯双环戊二烯的生产和应用》，广东化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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