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技术创新中心 (产业共性)名单

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1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精细化工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彭孝军

2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金属材料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王磊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先进材料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左 良

4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先进设计与制造产业共性技术创

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刘巍

5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增材制造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王向明

6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催化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张晨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基于大数据的信息产业共性技术

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张斌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共性技术创

新中心
大连工业大学 朱蓓薇

9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现代种业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徐福春

10 省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北方粳稻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陈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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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技术创新中心 (专业)名单
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有机颜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王贤丰

’

臼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聚烯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刘福德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先进高强汽车用钢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赵广东

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全谱太阳能电池转光材料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渤海大学 王秀丽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绵钛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朝阳金达钛业有限责任
公司

王继宪

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纤维复合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工业大学 郭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性能树脂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蹇锡高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化工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吕小兵

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三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大连瑞源动力有限公司 徐瑞全

1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聚丙烯锂离子电池隔膜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伊科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文Ⅱb红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核能专用硼化学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兆科生物化工有限
公司

宋义新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纺织化学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恒星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唐丽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硼材料精细化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

倪坤

1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功能纺织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优耐特纺织品有限
公司

张迎春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新过滤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柳静献

1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殊钢电冶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姜周华

1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铝合金焊接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东工冶金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

翟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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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甲基丙烯酸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东联安信化学有限

公司
孙宏斌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聚氨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佳化聚氨酯有限公

司
闫淑佳

2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冶新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

司
秋立鹏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加氢催化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新瑞催化剂有限公

司
罗继刚

’

〃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碳五系列石化产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伊科思新材料有限

公司
李云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稠油开采用密封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

`b

阜新晟氟利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
徐兴国

2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胶黏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哥俩好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杨猛

9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聚乙烯管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敏

2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聚硫及密封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西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王绍民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尿素及掺混肥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吴保民

2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润滑油添加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康泰涧滑油添加剂

股份有限公司
吴亚文

2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环氧乙烷衍生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朱建民

3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沥青类防水卷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禹防水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苑冰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地矿工程特种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杨绍斌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材料轻量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业大学 张广安

3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炸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红山化工股份合作

公司
胡殿贵

3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舵系颜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鸿港化工有限公司 张伟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纺织染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精化科技有限公司 张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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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3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煤化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科技大学 白金锋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王炳帅

3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含硫化合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瑞兴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冷亚芝

3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螺纹钢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凌源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
王运琪

4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基纤维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优纤科技 (丹

东)有限公司
郝新敏

z1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汕田化学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杨江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专用石油化学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姜恒

4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应用磁学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五寰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冯泉

4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先进多孔陶瓷及复合材料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辽宁卓异新材料有限公

司
付超

4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铸钢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德盛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
刘越

4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碳化硅产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宏图碳化物有限公

司
朱丽辉

z1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纳米氧化锌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华路催化技术研发

有限公司
闫涛

4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专用树脂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康达塑胶树脂有限

公司
曹汉平

4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芳烃及下游衍生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石化分公司研究院 王健

5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润滑油分析检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

公司
董成功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聚丙烯树脂及其复合材料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盘锦海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李刚民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油田压裂酸化化学品专业技术创新中

`b
盘锦汇明实业有限公司 孙婷婷

5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包装用薄膜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金田塑业有限公司 李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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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5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防水新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禹王防水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
栾淇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材料压力容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梁显军

5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防锈包装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唐艳秋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芳烃下游精细化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工业大学 陈延明

5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分子材料合成加工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化工大学 葛铁军

5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化工静态混合反应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化工大学 吴剑华

6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档有机颜料制备技术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胥维昌

6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功能涂层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王瑛

6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严寒地区先进工程材料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徐长伟

6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金属表面处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帕卡濑精有限总公

司
周宪民

6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纺织化学助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世源化工有限公司 张世学

6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新型环保涂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顺风新材料有限公

司
王杨松

6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航空航天橡胶材料及制品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孙钢强

6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学薄膜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费书国

6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稀土永磁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中北通磁科技有限

公司
孙宝玉

6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钢新材料冶炼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石钢京减 (营 口)装备

技术有限公司
刘宪民

7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大型输水工程用高性能橡胶产品专业

技术创新中心

铁岭尔凡橡塑研发有限

公司
陈尔凡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氰化物及下游产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创三征 (营 口)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刘至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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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7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铁水预处理技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东邦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沈明钢

7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PBVBOPET专 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康辉石化有限公司 刘建

7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硅藻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盼盼硅藻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
赵 勇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无机纤维及复合材刈 (滤料)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营口市新洪源玻纤科技

有限公司
宋朋泽

7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领域用化学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天元化工研究所股

份有限公司
李远昊

7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酚醛泡沫保温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象圆新材料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唐晓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精铝合金材料加工专业技术创新中

`b

营口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苑开明

7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铸造用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彰武联信金莹铸造材料

有限公司
冀运东

8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性能热喷涂涂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常新春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先进电池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严川伟

0
乙°

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石油针状焦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石化分公司
张玉东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稠油深加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辽河石化分公司
于洋

8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
崔传海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钛合金管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忠世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郭淑君

8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路面再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
孙斌武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通用风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市风机二厂变更为

鞍山钢峰风机有限责任

公司      ~
刘继成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激光表面处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正发表面技术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王修文

8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大型振动筛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李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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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大型矿物粉磨成套装备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叶龙

9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真空冶金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渤海大学 于占东

9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冶金行业用混合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朝阳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王志一

ο
ν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制冷机械压缩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大学 王珍

9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档数控机床控制集成技术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陈虎

9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镀铁再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事大学 董文仲

9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制冷空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

司 (原大连冰山集团有

限公司 )

丁杰

9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激光3D打 印装备及应用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姚山

9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起重机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高顺德

9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飞机数字化装配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大连四达高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李东栓

10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泵机械密封装置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克隆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周福兴

10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磨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

司
刘万玉

9
乙

n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CAD/mM应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朱立达

10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节能冶金装各与智能检测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东北大学 颜云辉

10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设备诊断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原培新

10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涡轮增压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

有限公司
刘济豪

10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效节能承压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胡希海

10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矿用电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杨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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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单螺杆液压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阜新市金昊空压机有限

公司
崔凤华

10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石油井下工具成套设备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阜新市石油工具厂 朱玉军

11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液压检测试验设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阜新浙大液压装各技术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张斌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压力容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王力学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矿井提升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矿山机器 (集团)

有限公司
冷奎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手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表业有限公司 侯桂林

11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履带起重机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抚挖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郭柏树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矿山装备智能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郭凤仪

11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毛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泥土搅拌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海诺建设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
郭爽

11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露天矿山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瀚石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韩新平

11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管道输油泵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恒星泵业有限公司 姜春明

12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钻井平台设计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陆海石油装各研究

院有限公司
戴克文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谷油料脱壳分选成套设各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辽宁俏牌机械有限公司 李继锋

12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采油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瑞邦石油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赵小平

12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铝模板加工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机械研究院有限

公司
吴旭

12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稠油开采地面热力设备和管线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贵阳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石油化工先进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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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掘支锚一体化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曹伟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矫直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银捷装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王德民

12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永磁调速装置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迈格钠磁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马忠威

12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石油钻井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辽河油田天意石油

装备有限公司
李伟

13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录井采样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中录油气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黄子舰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激光制造与再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大陆激光技术有限

公司
陈江

9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稀土永磁电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工业大学 安忠良

13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振动噪声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工业大学 陈长征

13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功能材料真空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广泰真空科技有限

公司
顾建文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金属弹性元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汇博热能设备有限

公司
钱江

13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机器人智能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慧远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刘伟军

13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数控机床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刘春时

13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异型石材数控加工设备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吴玉厚

13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建筑工程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李颂华

14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速切削技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理工大学 舒启林

14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往复压缩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理工大学 巴朋乌

14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感知与控制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理工大学 张大伟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磁选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张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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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极端环境遥操作机器人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通用机器人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王圆星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干燥成套设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远大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
卢英林

14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振动控制与应用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远大科技园有限公

司
韩旭

14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全断面掘进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何恩光

14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精密清洁铸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铸造研究所 娄延春

14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铝镁合金材料及其先进铸造成形专业

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铸造研究所 冯志军

15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钛合金精密熔铸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铸造研究所 赵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阀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铁岭特种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
李振东

15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伏组件制造成套设备专业技术创新

巾心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李敦信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稠油开采蒸汽发生器专业技术创新中

`b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八建

没有限公司 (抚顺 )
杜庆吉

15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制铝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有色 (沈阳)冶金

机械有限公司
孙杰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型移动变电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市宏源自动化工程

有限公司
何平

15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超级电容器设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渤海大学 何铁石

15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伏发电集成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渤海大学 伦淑娴

15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核电辅助设备设计制造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洁能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
张树河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配电监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华通测控有限公司 刘海波

16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质能源技术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

`b

丹东市承天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孙吉武

16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瓷避雷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汤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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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瓷绝缘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

有限公司
李坚

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电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

公司
刘建华

16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燃煤锅炉配套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葫芦岛市华能工业陶瓷

有限公司
马俊

16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硅材料及太阳能电池专业技术创新中

`b

锦州华昌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张海

16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封闭母线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北辰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
孙欣

16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锂离子电容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博艾格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吴秋菊

16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煤制天然气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唐国际阜新煤制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文刂万洲

16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微电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宏成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倪振勇

17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力配套器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华隆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
刘晓强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输配电工程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
J心

辽宁华冶集团发展有限

公司
马黎明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车用清洁燃料制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王海彦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制造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辽宁太阳能研究应用有

限公司
鞠振河

17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力设备安全防护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拓新电力电子有限

公司
黄钢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高压绝缘制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兴启电工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张博

17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力设备远程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易发式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
崔福宏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铝合金导线和电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卢占宇

17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压电阻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凌海科诚电力电器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张琪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环保型变压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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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质能源机械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工程学院 王启民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压缩机研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鼓风机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张勇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风电机组设汁运维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吉地安风电科技有

限公司
商宏伟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金都新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谢德成

18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储备电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理工大学 邵忠财

18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往复压缩机设计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远大压缩机有限公

司
任希文

18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超高压输变电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

团有限公司
钟俊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核电石化压力容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

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有
阳公司

文刂丿忍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鞍山新磁电子有限公司 朴清松

18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朝阳飞马车辆设备股份

公司
丛滋玲

19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子午线轮胎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朝阳浪马轮胎有限责任

公司
宫庆德

19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船舶安全与污染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大连海事大学 吴宛青

19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船舶内燃机节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事大学 严志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轮机仿真监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事大学 张均东

19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绿色船舶维修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事大学 王宏志

19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洋渔业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洋大学 李秀辰

19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速动车组优化设计专业技术创新中

`b
大连交通大学 谢素明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轨道交通网络控制系统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交通大学 胡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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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隧道工程及灾害防控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大连交通大学 马云东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现代轨道交通设备设计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交通大学 陈秉智

20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车辆设汁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侯文彬

20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船舶设计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黄一

20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柴油发动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

公司
曹晓峰

20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舰船舾装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欧柏丽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杨英

20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转向泵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张瑞

^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乘用车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苗卫东

20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车用调节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东佑精工有限公司 孙玲

20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洋装各仪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航星集团有限公司 刘 乒

n
υ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铁转向架轴箱铸件专业技术创新中

`b

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苗昕旺

20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被动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安丽梅

21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减震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立德减振器有限公

司
王一臣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发电机及起动机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锦州万得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李大吉

21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减振器活塞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万友机械部件有限

公司
王金玉

21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振动噪声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业大学 陈学文

21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动无人机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猎鹰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
阮波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纤维复合材料高压容器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辽宁美托科技有限公司 孟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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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危化品运输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陕汽金玺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
王更义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轨道交通车辆摇枕侧架式转向架专业

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沈车铸业有限公司 高立宏

21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公路桥梁养护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王佳伟

21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刘云全

22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商用车及车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孙世东

o
乙

9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重型锻钢曲轴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顺兴重型内燃机曲

轴有限公司
张平

22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内燃机曲轴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

有限公司
赫明玖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油动无人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

限公司
蔡茂林

22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内饰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金兴汽车内饰股份

有限公司
陈刚

22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飞机构件设计制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飞机工业 (集团)有

限公司
李克明

22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航空综合保障设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那铭晨

22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用无人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佟刚

22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油发动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

机制造有限公司
张卫东

9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汽车噪声振动与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沈阳理工大学 陈克

23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轨道交通装备电传动及控制系统专业

技术创新中心
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中心
吴涛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轨道交通车辆设计制造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
曲天威

o
乙

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轨道交通车辆换热系统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刘俊杰

23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装备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
孙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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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无人机智能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
何玉庆

23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激光加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华科大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朱晓

23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冶金焦化检验检测分析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鞍山市科翔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
张大鹏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印制电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市正发电路有限公

司
张健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家居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鼎创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张泽旗

23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数字家庭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温涛

24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船用集成电路片上系统设计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大连海事大学 胡青

24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事空间信息大数据专业技术创新中

`b
大连海事大学 张英俊

24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交通与重大装备物流网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海事大学 林正奎

24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铁路物流物联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交通大学 李卫东

24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装备分布式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

`b
大连理工大学 仲崇杈

24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物联网与协同感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谭国真

24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城市交通自动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现代高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罗宁

24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色谱仪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

限公司
李彤

24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CT仪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

有限公司
李义彬

24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性能仪器仪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 董青云

25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燃气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东发 (集团)有限

公司
刘 雷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在线检测与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

`b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龚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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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蝴寸线仪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华日理学电气有限

公司
戴东辉

25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预付费信息处理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丹东思凯电子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史健君

25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FF现场总线仪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通博电器 (集 团)

有限公司
享阝永冈刂

25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专网通信调度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帝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祥

25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城市智能交通与物流专业技术创新中

`b
东北大学 刘士新

25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嵌入式软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邓庆绪

25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云汁算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朱志良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闻英友

26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半导体器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阜新市天琪电子有限责

任公司
董双福

26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哈工大鞍山工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王常虹

26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军用半导体器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辽晶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苏舟

26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金融安全及系统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

`山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柳长庆

26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控制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浪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井济军

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交通管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艾特斯智能交通技

术有限公司
崔哲宝

26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子科技高端装各制造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辽宁奥达讯科科技有限

公司
高超

26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道路智能检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奥路通科技有限公

司
周涌波

26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电测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达能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关慧明

26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煤矿动力灾害综合监管大数据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 潘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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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大分子计算模拟与信息处理专业

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 刘宏生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矿山安全数据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孙劲光

27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城市智能交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金洋科技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于毅

27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慧油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辽河泰利达石油技

术有限公司
金德明

27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信息系统集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维森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李晗

27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希思腾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崔文华

27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射线仪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有

限责任公司
于志军

27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通信网络设计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姜日敏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班组绩效管理软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运和软件开发有限

公司
任跃新

27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摄像模组组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陈军

28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风光互补LED照明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维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毕建莹

28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三维地理信息平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聚进科技有限公司 觉洪发

28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慧城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辽河数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张凡

28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疗卫生大数据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付永全

28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小企业信息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昂立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赵久宏

28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物联网信息集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大学 田力威

28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铁路智能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风驰网际科技有限

公司
王谦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零部件精密制造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

公司
郑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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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纤传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卢少微

o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知识工程与人机交互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张桂平

29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环保数据监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灏金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宋平

29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纤通信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亨通光通信有限公

司
张少田

29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特种显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火炬北泰数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李兴凯

29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视频技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聚德视频技术有限

公司
刘天宇

29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性能激光器及应用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理工大学 岱钦

29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网络数据分析与智能信息处理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沈阳理工大学 张德育

29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爆破与安全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沈阳理工大学 霸书红

0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射线仪器仪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吮阳师范大学 邓玉福

29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主动空间立体视觉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冼阳四维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刘鉴君

29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装各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沈阳天眼智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蒋辉

30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多媒体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同方多媒体科技有

限公司
单步启

30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半导体薄膜技术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 姜谦

30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光学薄膜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 阴晓俊

30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力通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易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白瑞双

30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互联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中科博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王宏

30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仪器仪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铁岭铁光仪器仪表有限

责任公司
孙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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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液晶显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肖踽

30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集成电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七研究所
王路

30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数字音视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陈易

30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IP通信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

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孙建伟

31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环境污染监控信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

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王宁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远程医疗信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

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于金刚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能电网云计算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

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李喜旺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真空技术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
雷震霖

31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网络与控制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
于海斌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精度地图及定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

有限公司
马娇阳

31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君子兰花卉产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市禾道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陈齐东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渤海大学 李学鹏

31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珍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宝渔业有限公司 冷晓飞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贝类良种繁育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洋大学 闫喜武

32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刺参良种繁育及健康养殖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大连海洋大学 宋坚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洋牧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海洋大学 陈勇

32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名贵海水鱼类种苗及病害防治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孟雪松

32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软枣猕猴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北林经贸有限公司

农业研究所
张明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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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畜禽骨综合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市独凤轩食品有限

公司
赵君哲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蔬菜种苗工厂化繁育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海城市三星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
张青

32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肉类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锦州医科大学 于洋

32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速冻调制食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丁浩宸

32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食品生物加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 胡风庆

32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玉米生物育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丹玉种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吕春波

33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饲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
邵彩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螯合肥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津大肥业有限公司 李家康

33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白酒酿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三沟酒业有限责任

公司
王志海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食用菌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赵凯

33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蚕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 季明刚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柞蚕资源深加工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

`b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

究院
都兴范

33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经济林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 尤文忠

33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大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王文斌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旱作节水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孙占祥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设施农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袁兴福

34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蔬菜良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刘爱群

34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植物内生菌农用天然产物专业技术创

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吕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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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乙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草食畜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

研究所
赵立仁

34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北方杂交粳稻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稻研究所 白元俊

34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两系杂交水稻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

所
李振宇

刀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杂粮食品深加工研究与开发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辽宁天赐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
迟吉捷

34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源农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郭春丽

刀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绒山羊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基

地建设工程中心
朱延旭

34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现代农机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现代农机装备有限

公司
赵墨林

34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秸秆膨化机及饲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祥和农牧实业有限

公司
李国程

35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设施蔬菜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依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刘岩

35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花生种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玉宝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赵玉宝

35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柞蚕丝绸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柞蚕丝绸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胡海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新型种衣剂及生物农药制剂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辽宁壮苗生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李晶

35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郁金香种球国产化繁育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凌源市东远农贸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颜范悦

35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河蟹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 刘胥

35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预混合饲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波音饲料有限公司 王听陟

35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厂化高效农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须晖

35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昆虫资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秦利

35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产品加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孟宪军

第 47页



序号 类别 名称 依托单位 负责人

36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信息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许童羽

36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农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纪明山

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炭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陈温福

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瘦肉型猪繁育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张勇

36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蔬菜细胞与分子育种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沈阳农业大学 刘志勇

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玉米育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李凤海

36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植物基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阮燕晔

厌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粮食产后减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 肖志刚

36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业废弃物生物转化与再生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 郝林

夕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兽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伟嘉牧业技术有限

公司
赵宝凯

37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畜禽无抗饲料添加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中牧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刘庆权

37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玉米汕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铁岭盛鑫油脂有限公司 李振民

37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珍稀食用菌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岫岩满族自治县德信圣

菌业有限公司
杨宇

37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镁素营养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菱镁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车太龙

374 省专业技术创新巾心 辽宁省现代渔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梁峻

37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肥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武志杰

37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产品环境及质量安全控制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王颜红

37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效焦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庞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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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冶金节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马光宇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朝阳日隆钒钛有限公司 董 辉

38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油田污泥无害化处理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朝阳重型机器制造有限

公司
张丽梅

38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化工环保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大学 詹世平

38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工业大学 安庆大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船舶节能环保专业技术创新巾心 大连海事大学 朱益民

38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及利用专

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贺高红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生态与环境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大连理工大学 全燮

38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化学与水质功能材料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段春迎

38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耐火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石桥市金龙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付振才

38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镁制功能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石桥市美尔镁制品有

限公司
李广明

38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处理设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北方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陈晓东

39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矿物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 朱一民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油页岩开发与综合利用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鲍明福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木材炭化热处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晟华林炭化木发展

有限公司
罗玉成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精细滤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天宇滤材有限公司 张强

39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镁化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海城华宇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
周滨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端耐火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

有限公司
张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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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尾矿资源化与绿色建材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潘常升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冶金渣综合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集信高温材料有限

公司
高红军

39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滑石新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艾海滑石有限公司 张志民

39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低品位菱镁矿综合利用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辽宁东和耐火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
毕胜民

40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陶瓷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法库陶瓷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许壮志

40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镁质材料高效清洁生产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辽宁丰华实业有限公司 史树威

0
乙

^
υ彳

纣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尘泥脱锌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格林特工业环保有

限公司
刘洋

40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化石能源低碳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王继仁

40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华孚能源环保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华孚石油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李玉善

40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烟气净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环宇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潘政华

40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工级氧化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嘉顺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王继奇

40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菱镁精细化工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精华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杨治富

40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金属矿产资源高效综合利用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辽宁科技大学 陶东平

40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镁资源与镁质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科技大学 毕万利

41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智慧水务与再生水综合利用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辽宁省环保集团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
谷成国

41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建筑节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建设科学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由世岐

41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质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能源研究所有限

公司
张大雷

41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差别化再生涤纶短纤维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辽宁胜达环境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
钱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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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及可替代能源催化制备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周明东

41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硼铁资源开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首钢硼铁有限责任

公司
代英秋

41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工业过滤介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天泽产业集团纺织

有限公司
蒋立宪

41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黄金冶炼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

公司
林明国

41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环保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鑫隆科技有限公司 李绍宽

41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射流环保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阳博仕流体设备有限

公司
王德喜

42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污染环境修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大学 孙丽娜

丬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体生态修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风景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朱国金

0
乙

o
乙刀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处理与资源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工业大学 王爱杰

刁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化工水污染防治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
安鹏

42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危险废物处置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 王坚

o
乙彳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化学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

司
朱建荣

42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低碳环保路面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杨彦海

刁
仕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轻金属冶炼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姜跃华

o
乙刀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环境风险评价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 张 阳

9
乙刀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镍资源开发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有色金属研究院 尹文新

43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核环保与核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中科腐蚀控制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陈 博

43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重金属检测与污染防治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中科环境工程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臧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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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乙°

o
彳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煤矿安全生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铁法煤业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许长志

丬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废气综合治理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市环境工程开发有

限公司
皇振海

43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冶金流程工业系统节能与安全工程专

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

院有限公司
谢国威

43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岩土与地下空间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汪智慧

43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污染环境生态修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刘睿

彳
仕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油气勘探开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
李晓光

43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烧结球团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汪力中

43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石油勘探开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油辽河工程有限公司 李爽

44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爆破安全装各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安全装备有限

公司
张兴和

44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应急救援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抚顺抚运安仪救生装备

有限公司
杨东星

44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尾矿库防灾减灾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陈殿强

44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矿山应急救援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卓异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
赵春雨

44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煤矿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

限公司
秦玉金

44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市政综合管网安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交煤气热力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
于京春

44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洋微生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大学 迟乃玉

4/1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极地海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季顺迎

44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远海渔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渔集团有限公司 刘冬梅

44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桥梁安全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

校
王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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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桥梁与隧道诊治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

`b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
张冠华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自动化控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安新自动化控制有

限公司
何新

45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检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包龙生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现代建筑产业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刘 明

45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异型高耸建筑工程设备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建筑大学 李斌

刁
吁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市政建设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高辉

45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低碳节能幕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

公司
孟迪

45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建筑信息化 lBIM)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陈  勇

45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成药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华润辽宁本溪三药

有限公司
袁际云

45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洋药物研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大学 姚子昂

46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有机天然产物功能性成分利用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大连大学 张庆镐

46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天然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富生天然药物开发

有限公司
富力

9
乙女

υ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发酵工业产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工业大学 张春枝

46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噬菌体应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赛姆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徐永平

46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单克隆抗体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亚维药业有限公司 李景卫

46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防治老年退行性疾病天然产物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大连医科大学 赵杰

46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天然药物领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医诺生物有限公司 吴文忠

46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核酸生物制湿l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珍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曾山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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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满族医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药业有限公司 宋玉荣

46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分子诊断医学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北制药集团辽宁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
唐云轩

47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肿瘤及围手术期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

`b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于河舟

47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消化系统药物研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杜桂洁

0
乙

'
仕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药物作用与质量评价专业技术创新中

`b
锦州医科大学 郭伟英

彳
仕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陶瓷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爱尔创生物材料有

限公司
司文捷

474 省专业技术创新巾心 辽宁省糖尿病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 吕锐

刁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药辅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有限

公司
陈杨英

47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研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本溪国家中成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韩凌

47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新型疫苗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周荔葆

47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制剂及质量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辽宁大石药业有限公司 于美慧

47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天然产物制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 陈长兰

48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药原料药制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大学 陈烨

48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心脑血管药物研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格林生物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沈振宏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微生物制品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格瑞仕特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姜勇

48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手性药物研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海德制药有限公司 张宝富

48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现代巾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好护士药业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继宇

48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肾病透析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恒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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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疗系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开普医疗系统有限

公司
郑美凤

刀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参茸生物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鹿源参茸饮片有限

公司
马秀

48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体外诊断与细胞生物治疗专业技创新

中心

辽宁迈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文欣

48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新药安全评价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千一测试评价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王智琴

49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临床质谱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涧生康泰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曹云峰

49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血管支架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生物医学材料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 (现辽宁

垠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董何彦

49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临床中药工租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宏

49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师范大学 李庆伟

49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原料制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兴海制药有限公司 田贵波

49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人体电解质补充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药联制药有限公司 于洋

49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动物生物制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益康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李尚波

49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重组生物大分子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王宏英

49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靶向纳米制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海康生物药业有

限公司
黄海

49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多维分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医药大学 孟宪生

50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炮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医药大学 贾天柱

50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质量及资源开发专业技术创新中

`b
辽宁中医药大学 窦德强

n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医外治法与健康器械研发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辽宁中医药大学 董宝强

50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糖药物研究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上海绿谷 (本溪)制药

有限公司
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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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艾米奥生物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庞希宁

50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眼科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何氏眼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何伟

50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抗结核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彳肾女昌

^
υ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药制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赵品

508 省专业技术创新巾心 辽宁省制药化工过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化工大学 孟艳秋

50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抗感染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史清华

51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基因工程制药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
娄竞

51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疗机器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尚贤微创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
李洪谊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细胞治疗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细胞治疗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于艳秋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学影像智能计算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先进医疗设各技术

孵化中心有限公司
马锐兵

51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重组蛋白制药工程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协合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陈巨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疗科技器械与健康物联网专业技术

创新中心

沈阳新松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黄勇

51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眼科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

公司
杨强

51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双靶向脂质体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大雷允上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
罗岩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濒危珍稀药材资源开发与应用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贾景明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创新药物与临床转化专业技术创新中

`b
沈阳药科大学 景永奎

52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天然药物现代分离与工业化制备专业

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赵余庆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药物制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何仲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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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药用辅料与包材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孙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药用微生物应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lκ怡车干

52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项荣武

52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脂质体药物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邓意辉

52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植物多酚研究与开发专业技术创新中
Jb 沈阳药科大学 孙宝山

527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生物制药动物细胞培养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沈阳药科大学 (本溪 )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马宁宁

52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强度聚焦超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长江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刘兴华

52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康复辅助器具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营口春港康复辅助器具

科技有限公司
刘宪国

53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医药健康素养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哲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医转化医学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中医药大学 关雪峰

9
乙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眼科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徐玲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端医学影像设备技术创新中心
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
江根苗

53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区块链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万军

535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语言智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雅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朱靖波

53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饲料预消化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康普利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杨 宁

°

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中厚板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

司
赵和明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侦讯研判类脑智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康泰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蒲 岩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电化学环保装备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工大蓝金环保产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梁吉艳

54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农产品深加工暨食品低温真空加工专业技

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天新阳速冻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尚 丹

541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钠离子电池储能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星空钠电电池有限公

司
李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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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铝加工机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忠旺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吴海旭

54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第三代半导体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芯冠科技有限公司 高 琚

54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煤炭提质与清洁燃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绿源能源环保科技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郭 强

'
△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高纯金属材料制备中试技术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辽宁锦鑫特种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郭继宁

546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橡胶塑料机械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

司
杨宥人

'
吁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选矿药剂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 曲志强

548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水土环境修复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康缘益生水土环境修

复研究所有限公司
张传军

549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热敏电阻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丹东国通电子元件有限公

司
刘永明

550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液体姿控火箭发动机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

司
龚 涛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铁矿山资源综合利用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建平盛德日新矿业有限公

司
毕建平

552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杂粮功能性食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阜新小东北食品有限公司 闫世和

553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文冠果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大连民族大学 阮成江

554 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省设施软枣猕猴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翟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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