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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度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项目指南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财政局，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

省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系列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有

关工作部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2021年度江苏省碳

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本专项”）将面向江

苏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大创新需求，按照远近结合、

纵深部署的原则，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超前部署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原始创新，着力突破重点行业领

域关键技术瓶颈，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展重大技术应

用推广与集成示范，打造绿色低碳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以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支撑我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一、 支持重点 

2021年度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将按前沿

基础、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农村领域重大关键技

术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重大科技示范、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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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类项目组织。 

1．前沿基础项目。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需求和世界

科技前沿，聚焦碳捕获与转化、零碳能源、气候变化、固碳增汇

等方向，着力加强碳达峰碳中和未来前沿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研

究，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加快形成一批原创性和标

志性成果。 

2．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聚焦解决碳达峰碳

中和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重大创新性绿色低碳技术为目标，加强绿色低碳产业前瞻与关键

核心技术部署、推进重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强化产学研联合和

人才导向，着力突破核心瓶颈技术，抢占产业技术竞争制高点。 

3．农业农村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面向农业农村领

域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需求，重点围绕农业生态碳汇、农业温室气

体减排、农业高效低碳多目标协同等技术方向，开展重大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低碳农业技术发展新模式，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 

4．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围绕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

聚焦钢铁、化工、光伏、风电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低碳工业流

程再造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形成高效低成本光伏

电池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战略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绿色低碳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我省加

快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低碳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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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大科技示范项目。聚焦我省重点领域、行业和区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紧迫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绿色低碳

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在重点领域部署开展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在重点行业部署开展综合技术应用示范，打

造转型升级样板，在有条件的国家级或省级高新区部署开展区域

综合示范，探索低碳发展新路径，推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范本，为我省2030年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提供科技支撑。 

6．重大创新载体建设项目。聚焦碳中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培育，重点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优势明显、拥有高水平领军人

才和团队、拟参与或实施重大示范工程明确、平台建设项目和贡

献可预期的重大创新载体，为提升碳达峰碳中和创新服务能力提

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平台支撑。 

二、组织方式 

1．关于推荐申报要求。本专项项目申报按照属地化原则，

由设区市科技局、县（市）科技局、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

省有关单位、在宁部省属本科高校等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推

荐。项目采取“揭榜挂帅”、定向委托、部省联动、项目库、竞

争择优等多样化方式组织，相关申报要求、推荐名额、实施期限

等具体事项详见对应申报指南。 

2. 关于“揭榜挂帅”项目。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项目和农业农村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中部分指南方向采

取“揭榜挂帅”方式组织实施，由各项目主管部门充分发动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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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条件的创新型企业、高校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有针对性地

“揭榜”申报。项目申报不设门槛，不占申报名额，项目负责人

和承担单位不受在研限制，但申报书须覆盖该指南方向中所有研

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鼓励项目承担单位跨地区整合资源，组建创

新联合体申报“揭榜挂帅”项目，积极探索重大技术创新的新型

举国体制。 

3. 关于前期入库项目。前期结合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

经履行地方审核推荐和专家评审等程序，部分符合条件的项目已

纳入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库（以下简称“项目

库”）。除前沿基础项目外，其他五类项目中部分指南方向主要

面向前期入库项目组织申报。相关项目承担单位在自愿的基础

上，可按照“优化研究目标、完善研发内容、加大研发投入”的

原则，围绕入库项目进一步丰富完善申报材料，经项目主管部门

审核推荐后重新上报。 

4. 关于定向委托项目。重大科技示范项目中涉及行业或区

域示范的部分指南方向，采取定向委托形式，直接由省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相关要求见对应指南。 

5. 关于部省联动项目。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中部分“揭榜挂帅”指南方向将争取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

部省联动专项同步部署，省科技厅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项目承担

单位同时申报省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资金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对同时获得国家和省立项的项目，省科技厅将通过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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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渠道予以集成支持。 

6．鼓励各地科技主管部门设立地方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省地联动共同推动绿色低碳领域科技创新。对已设立

地方专项资金的地区，省专项资金将予以倾斜支持。 

三、申报要求 

1．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省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苏办﹝2019﹞39号）和《关于

进一步压实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任务承担单位的科研作

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主体责任的通知》（苏科监发﹝2020﹞319

号）有关要求，项目负责人、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主管部门均须

在项目申报时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严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伪造材料骗取申报资格等科研不端及失信行

为。因不良信用记录正在接受处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本年

度项目。 

2．同一项目负责人限报一个项目。原则上在研项目、今年

已立项项目或已公示拟立项的项目（不含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创新能力建设计划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负责人不

得牵头申报项目，但重大创新载体项目不受上述限制。项目负责

人须为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与申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完成项目任务。 

3．同一企业原则上限报一个项目，但重大创新载体项目不

受上述限制。除省创新型领军企业和研发型企业，以及申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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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挂帅”项目的企业外，有在研项目、今年已立项项目或已公示

拟立项项目（不含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创新能力建设计划

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的企业，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

同一单位以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

申报本专项的不同项目。凡属重复申报的，取消评审资格。 

4．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省科研项目经

费管理的有关要求。除前沿基础项目和重大创新载体项目外，原

则上申请省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50%，不得以地方政府资

助资金作为企业自筹资金来源。 

5．严格落实审核推荐责任。项目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苏科

计函〔2017〕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严格履行项目审核推荐职

责。项目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有法人主体责

任，严禁虚报项目、虚假出资、虚构事实及包装项目等弄虚作假

行为。项目主管部门切实强化审核推荐责任，会同同级社会信用

管理部门对项目申报单位社会信用情况进行审查，并对申报材料

内容真实性进行严格把关，严禁审核走过场、流于形式。省科技

厅将会同驻厅纪检监察组对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推荐情况进行抽

查。 

6．切实落实廉政风险防控要求。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党风廉

政建设的要求，严格落实省科技厅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

技管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苏科党组〔20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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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严格遵守“六项承诺”“八个严禁”规定，把党风廉政建

设和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切实加强

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严格执行科技部《科学技

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国科发监〔2020〕

360号）要求，对因“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所获得的

项目，将撤销立项资格，追回全部省资助经费，并对相关责任人

或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四、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按封面、项目信息表、项目

申报书、附件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纸质封面，平装订）。

项目相关佐证材料统一由项目主管部门审查并填写《项目附件审

查表》，相关佐证材料需在网上填报上传以供评审。申报材料需

同时在江苏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报送（网址：

http://kjjh.jspc.org.cn），网上填报的申报材料是后续形式审查、

项目评审的依据，须与纸质项目申报材料一致。项目申报材料经

主管部门网上确认提交后，一律不予退回重报。本年度拟立项项

目将在科技厅网站（网址：http://kxjst.jiangsu.gov.cn）进行公示，

未立项项目不再另行通知。 

2．各项目主管部门将申报项目汇总表（纸质一式两份）随

同项目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省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中心，地

址：南京市成贤街118号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3．项目申报材料网上填报及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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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2021年X月X日17:30，逾期将无法提交或推荐。项目申报纸

质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2021年X月X日17:30，逾期不予受理 

4．受理服务中心咨询方式： 

省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中心联系人：XXX，咨询电话：

XXX。 

5．业务咨询方式： 

（1）“前沿基础”“重大科技示范”项目联系人：省科技

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朱碧云，咨询电话：025-84215986。 

（2）“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联系人：省科

技厅高新技术处李亮，咨询电话：025-83303526。 

（3）“农业农村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联系人：省

科技厅农村科技处顾冰芳，咨询电话：025-57712971。 

（4）“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联系人：省科技厅科技成

果处宗卫正，咨询电话：025-83213360。 

（5）“重大创新载体建设”项目联系人：省科技厅科研机

构处范宜，咨询电话：025-57715340。 

 

附：1．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前沿

基础）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2．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产 

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指南及申报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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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农 

业农村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指南及申报

要求 

4．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5．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 

大科技示范）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6．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 

大创新载体建设）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7．本年度已纳入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 

目库的项目清单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1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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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21 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前沿基础）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一、项目指南 

001  碳高效捕集与转化技术基础 

针对CO2工业源杂质多、空气源浓度低、活化难、高值化利

用难度大等问题，研究不同来源、不同工艺、不同目标的CO2高

效捕集与转化利用的分子机理；发展CO2捕集新方法、新技术和

新材料，探索经济高效、绿色环保的CO2捕集新工艺；创制系列

高活性、高选择性、高稳定性的化学/生物催化剂，构建人工固

碳新途径，提高CO2转化的能量利用效率和产业的选择性，实现

CO2的资源化利用。 

002  零碳能源变革性技术前沿 

针对零碳能源转化效率低、供需时空不匹配等难题，研究超

快离子输运与致密存储、高速声子传递与相变存储、热电互充互

补等前沿基础理论，揭示多场耦合下能量捕获、高效转换与储存

行为的动态机理，发展材料与器件表征合成的新原理新方法，突

破高效率、高比能、快响应、长寿命捕能-储能一体化等前沿技

术基础，为引领零碳能源技术变革奠定理论基础。 

003  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耦合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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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我省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迫切需求，研究气候变化

下城市、农田等高扰动生态系统的演替特征与气、水、土等环境

要素变化规律，创新多元数据同化、融合的基础理论与技术原理，

发展气、水、土、固等污染的低碳化协同治理技术，以及城市韧

性安全供排水、脆弱生态系统修复等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推动全

球气候变化下我省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技术发展。 

004  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技术前沿 

针对我省碳源复杂、碳汇特征不清、碳汇能力难以发挥等问

题，创新区域碳信息捕获、碳动态监测、碳足迹评估等方法，研

究满足不同区域尺度的固碳核算模型。探究森林、湿地、农田、

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的演化规律，研究我省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

与调控机理、突破增汇关键技术，为提升我省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发挥引领作用。 

二、申报要求 

1．每个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 X 万元，项目实施期一般为 3

年。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省科研项目经费管

理的有关要求。 

2．申报单位须是在我省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等科研主体，应具备开展重大基础研

究的条件和保障能力，原则上在相应研究领域建有省级及以上重

点实验室。 

3．申请人在相关领域有较深学术造诣并取得突出成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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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内外同行普遍认可，组织协调能力强，具有承担重大科研项

目的领军才能，原则上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4．申请人应是申报单位正式全时在职人员，具备开展高强

度科学研究活动的健康条件，应为 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有

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组织相关研究工作，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

不得少于 6 个月。 

5．研究内容属于指南支持的领域和方向，可涉及相关指南

条目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应具有较强原创性、前沿性和前瞻性，

中短期有望取得“从 0 到 1”的重大原创突破。 

6．项目研究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7．申报项目由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国家、省高新区

科技局审查并推荐；省属单位的项目由省主管部门审查推荐；在

宁部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的项目由本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审查，单位

推荐（盖法人单位公章）。主管部门、在宁部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应

根据通知要求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并在规定的额度内推荐。 

8．部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和部省属科研院所，每个单位每个

指南方向推荐不超过2项，每个单位推荐项目总数不超过5项；其

它项目申报单位推荐总数不超过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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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一、项目指南 

（一）揭榜挂帅项目（A类） 

1001 叠层聚光太阳能发电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设计并开发高效低成本叠层结构太阳能电池及新

型低倍聚光组件及相关发电系统，开发新的散热及耐高温的封装

材料并设计全新组件封装方式，设计并开发新型低成本高效定日

追踪系统。基于砷化镓、磷化铟及锑化镓等III-V族电池材料，探

索研制新型超高效多结太阳能电池。 

考核指标：研制出新型叠层结构太阳能电池及与之相匹配的

新一代低倍聚光系统，实现在户外极高温条件下无辅助制冷的持

续稳定工作，光电转换效率达到30%，组件的CTM值≥99%，使

用周期≥25年，度电成本比目前的主流晶硅组件成本降低30%以

上。研制出超高转换效率的Ⅲ-Ⅴ族高倍聚光太阳能电池，转换

效率≥47.5%。 

1002 新型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关键技术、核心材料

及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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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TOPCon）、非晶硅

异质结（HJT）等全面钝化接触结构及关键材料技术，研究异质

结界面的电荷分离和选择性传输机制、表面/界面缺陷能级和能

带结构调控及匹配方案，研究体材料氢钝化技术、低成本银浆制

备技术、高效器件结构设计，研究高性能密栅组件设计、关键材

料及制备技术，研发高效晶体硅电池产业化制备的核心装备，开

发陷光技术，开发适用于不同气候的高可靠性双面晶硅组件设计

与封装技术。 

考核指标：开发出新型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量产成套工艺、

关键材料与核心设备，建立MW级中试线，可量产电池转换效率

≥26%，组件CTM值≥95%、在2倍IEC国际标准的测试下衰退率

低于5%。 

1003 高效稳定大面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技术、装备研

发 

研究内容：研究大面积钙钛矿电池组件制造技术及工艺，包

括钙钛矿溶液涂布、薄膜的成膜和结晶、缓冲层及电极材料的物

理气相沉积、电极层和钙钛矿层的激光刻划、光伏组件的封装等

技术、工艺及所需设备。 

考核指标：研制出的钙钛矿电池组件面积超2m
2、转换效率

达20%以上、度电成本比单晶硅组件低50%以上、单一工厂组件

年产能达5GW，通过IEC61215稳定性测试（双85测试1000小时衰

减低于初始值5%，连续光照最大功率点输出1000小时衰减低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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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值5%，同时满足IEC61215的其他测试要求）、铅含量低于RoHs

标准（铅质量比低于千分之一）。 

1004 太阳能高效碳转化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太阳能全光谱高效捕获吸收、能量与物质耦

合输运、多场协同二氧化碳转化机理与调控方法，研究宽光谱响

应光热耦合二氧化碳转化、高效光电耦合二氧化碳转化、太阳能

直接驱动二氧化碳重整转化等技术，研发太阳能高效碳转化器件

/系统。 

考核指标：实现二氧化碳到燃料、高附加值化学品、蛋白质

等的高效资源化转化利用，太阳能光电耦合二氧化碳转化燃料效

率大于20%，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热化学重整转化效率大于

35%，实现百瓦级太阳能高效碳转化器件/系统示范验证。 

1005 高性能异质结电池低温导电浆料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发适用于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用低温导电浆料。

主要包括：研发低温导电银浆烧结技术，开发基于柔性热固性/

热塑性树脂+凝聚性助剂的有机载体制备技术，开发基于水性溶

剂+油性溶剂复合技术，研发贱金属粉替代银粉（如银包铜粉）

技术，研究低温固化银浆的导电及欧姆接触机理，研发粉体和浆

料粒度的高精度检测方法。 

考核指标：研制出适用于异质结电池的新型低温导电浆料，

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成本比现有浆料成本降低30%以上，实现在

超细网版（≤28 µm）上的高速率（≥300 mm/s）良好印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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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栅线高宽比≥0.3，固化后电阻率≤4.0×10
-6Ω·cm、与TCO

层的接触电阻≤0.1Ω·cm
2、焊接拉力≥2.0N/mm、栅线/硅基片

的附着力和栅线/焊带的剥离力提升10%以上，与现有浆料相比

将相同的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提高0.1个百分点以

上。 

（二）定向组织项目 

1．重点项目（B类） 

2101 高功率钠离子储能电池关键技术研发 

2102 高效安全可靠液氢低温/高压加注、储供及应用关键技

术研发 

2103 双高电力系统新能源自同步电压源关键技术研发 

2．面上项目（C类） 

2201 高效低碳节能型工业火炬废气处理关键技术的研发 

2202 微纳玻璃纤维管高压储氢容器研发 

2203 超薄单晶硅双面电池的碱抛与三层背钝化关键技术研

发 

2204 高效钝化电池与大功率双面组件的研发 

2205 电子工业废水回用过程节能减排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 

2206 具有双向变换功能的30KW直流快充模块的研发 

2207 焦炉荒煤气上升管高效换热装置关键技术研发 

2208 废旧聚酯全生命周期高值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2209 基于相干激光测风技术前馈的风机发电量提升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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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研究 

2210 高能量密度本征安全的全固态干法锂电池关键技术研

发 

2211 10MW级风电机组用叶片拉挤主梁成型的关键技术的

研发 

2212 中深层地热能无动力智慧化供热关键技术的研发 

2213 高杂质盐矿水平连通井建腔实践与储气库应用研究 

2214  N型双面接触钝化电池技术研发 

2215 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的废旧橡胶洁净再生关键技术研发 

2216 基于高效自断流模块化变流器的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研

发 

2217 千万安时低成本长寿命钠离子电池关键技术研发 

二、申报要求 

1．本年度项目采取 “揭榜挂帅”（A类）、“定向组织重

点项目”（B类）、“定向组织面上项目”（C类）三类组织实

施，项目实施期一般不超过4年。A类和B类项目按照“项目+课

题”的形式进行组织，每个项目可设置3-5个课题，其中至少有

半数课题为企业承担，同一单位只能承担1个课题。项目承担单

位应为主要课题的承担单位，其主管部门作为项目主管部门。A

类和B类每个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X万元，C类项目每个项目省拨

经费不超过X万元。 

（1）A类项目。各设区市科技局根据指南明确的重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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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和考核指标，充分发动辖区内有条件的科技企业、高校院所，

开展针对性“揭榜”。此类项目不受承担单位和负责人在研限制，

不设申报限额，由相关主管部门视揭榜情况审核后择优推荐上

报。 

（2）B类和C类项目。只面向本年度已纳入项目库的产业前

瞻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定向组织，项目申报单位对照本指南

通知，按照定向组织（委托）项目的要求自愿申报。 

2．申报单位为江苏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技投入能力且正常运

营。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应签订联合申报协议，并明确协议签

署时间。高校、科研院所或省产研院专业研究所申报项目必须有

企业联合，且企业实质性参与项目研发工作。 

3．申报项目应具有较好的前期研发基础，项目负责人及团

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项目申报单位近年内须有有

效授权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应提交知识产权分析报告，从自有

知识产权、专利风险及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三方面对项目进行综合

评价。 

4．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可预见的产业化应用前景。

项目完成时，一般须形成发明专利申请或授权等高质量知识产权

目标，完成样品、样机或小试，销售等经济指标不纳入考核范围。

对于在关键创新指标上形成原创性、高水平代表性成果，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的项目，其量化考核指标不作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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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规模化量产与产业化项目、无实质创新研究内容项目

和一般性技术应用与推广项目均不予受理。涉及安全生产等特种

行业的，需拥有相关行业准入资格或许可。 

6．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省科技计划项

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原则上企业申报的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

项目总预算的30%，高校院所申报的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

预算的50%，不得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企业自筹资金来源。 

7．省有关单位及在宁部省属本科院校的项目申报由本单位

负责审核并自主推荐，项目立项后，直接与我厅签订项目合同。

其他申报单位按照属地化原则，由所在地设区市科技局负责项目

审核推荐及立项后管理等事宜。 

8．项目名称须科学规范，能够表达攻关的技术创新点或解

决的关键核心问题，用“XXX研发”作为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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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 

 

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农业农村领域重大关键技术攻关） 

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一、项目指南 

（一）揭榜挂帅项目 

101  沿海滩涂土壤改良与碳汇能力提升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江苏沿海滩涂土壤盐分、土壤有机碳积累特

征与调控技术研发，突破盐碱地快速脱盐、土壤有机碳积累和持

续地力提升等关键技术，提升沿海滩涂碳汇能力，构建滩涂高效

利用和固碳增汇发展模式并开展技术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适用于江苏沿海滩涂盐碱土改良和土壤固碳

技术3-5项，土壤固碳改良剂产品3-4个，筛选适合滩涂种植的生

物质能源作物2-3个；构建滩涂土壤盐碱障碍消除、肥水耦合精

准控盐、地力提升与培育等模式2-4套；建立江苏沿海滩涂土壤

改良、农业高效利用及固碳增汇等技术集成示范基地2-3个，盐

碱地土壤和作物固碳能力提高10-15%。 

102  畜禽养殖温室气体减排与低碳养殖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发低碳饲料、微生物制剂、精准饲喂设备、智

能监控设备，研究养殖废弃物利用控污降碳协同技术等，构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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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协同减排种养循环技术体系，建立一批低碳养殖示范基地，开

展技术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低碳饲料配方 2-4 个、微生物制剂 2-4 个，精

准投喂和智能管控设备 2-4 套；开发废弃物利用控污降碳协同减

排技术 3-5 个，碳氮减排效率提高 30%以上；集成温室气体减排

固碳增产协同技术 3-5 项；建立典型示范工程 2-4 个，单位畜产

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 20%以上。 

103  主要农作物高产高效与固碳减排协同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我省主要农作物高效与固碳减排协同问题，

围绕作物品种筛选、农田生态质量提升、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有

机肥替代、秸秆炭化和深耕还田、智能节水灌溉等，开展作物高

产高效与固碳减排协同关键技术研究，构建现代作物生产模式下

我省典型地区农田环境质量提升技术体系，建立一批多目标协同

种植示范基地，开展技术集成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构建作物生产与温室气体排放综合评估模型2-3

个；创建适合我省主要农作物高产高效与固碳减排协同技术体系

3-4套；建立集成示范基地2-3个，项目示范区内作物产量不低于

当地高产水平，温室气体减排20%以上，实施期内土壤有机碳增

加5%以上。 

（二）定向组织项目 

201 农业剩余物高值高效循环利用技术研究与配套装备研发 

（三）竞争择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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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原位智能监测技术研发 

    302 农田林地及其复合生态系统碳增汇技术与生物质炭产

品研发 

303 稻田及林果茶、蔬菜种植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研究 

304 典型农田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适应性技术研究 

二、申报要求 

1．本年度项目采用揭榜挂帅、定向组织和竞争择优等组织

方式，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4年。 

（1）揭榜挂帅项目。项目可根据需要下设课题，每个项目

课题数不超过4个，其中至少有1个课题为企业承担；项目设1名

负责人，每个课题设1名负责人。每个揭榜挂帅项目省拨经费不

超过X万元。 

（2）定向组织项目。面向本年度已纳入项目库的农业农村

领域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定向组织，项目申报单位对照本指南通

知，按照定向组织（委托）项目的要求自愿申报。每个项目省拨

经费不超过X万元。 

（3）竞争择优项目。由各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申报，择优

推荐。每个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X万元。 

2．申报单位须为江苏省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项目负责人须为项目申报单位在职人员，

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够完成项目任务。 

3．项目须符合计划定位和指南方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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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产品与装备。优先支持创新型领军企

业、研发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科技型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创业企业申报的项目，鼓励产学研联合攻关；优先支持骨干企业

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申报的项目；优先支持省内单位联合长三角

其他地区科研单位申报的项目。 

4．申报限额。（1）设区市：各设区市组织辖区所属单位进

行申报，每个设区市择优推荐3项。（2）省有关部门：省有关部

门推荐本部门所属单位申报的项目1项。（3）高校院所：省农科

院、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大学、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分院、中

国林科院林产化工研究所、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各择优推荐1项。

在宁部省属高校项目由高校负责审查推荐，非在宁部省属高校项

目由所在地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审查推荐，农业农村部南京农

机化研究所、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工研究所由南京市科技局负责审

查推荐。定向组织项目不占申报指标。 

5．申报单位须对照指南规定的指南代码进行申报，一个项

目填写一个指南代码。经费预算及使用须符合符合省科技计划项

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经费预算合理，支出结构科学，使用范

围合规。企业申报的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项目总预算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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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 

 

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一、项目指南 

专题一、绿色低碳制造工艺技术转化 

方向1.低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 

研究目标：开发低阶煤洁净热解成套技术装备，开展低阶煤

热解过程中的污染物生成及控制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热解装置

收油率>8%、煤气热值大于4000 Kcal/Nm
3，并实现NOx和SO2等

主要污染物减排20%以上；采用纯净钢冶炼、高合金钢连铸、新

一代TMCP、多相组织与晶界调控等技术，开发面向低碳产业中

替代能源储运环节中-269 ℃严苛超低温服役环境容器用节镍型

特种钢，实现-196 ℃下冲击吸收能量≥60 J，实现公差范围0～

0.40 mm规模化稳定生产、合格率≥95%；开展全系列焚烧炉排、

纯燃固废流化床、全水冷炉膛、炉内烟气空预器技术、低压蒸汽

污泥干化等关键技术应用，炉排燃烧效率≥98%、NOx排放≤180 

mg/Nm
3、二噁英排放≤0.05 ng/Nm

3，固废炉锅炉热效率>87.5%。 

研究内容：（1）低阶煤洁净利用热解技术装备的研发及产

业化；（2）低碳能源产业链用节镍型超低温容器钢研发及产业

化；（3）一般可燃固废清洁高效集约处置关键装备的研发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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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 

方向2. 重点产业/行业降碳关键技术 

研究目标：研制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能耗的超大型双燃料

远洋运输船，箱位数达到14428 TEU、冷箱数达到1852 TEU、油

耗173.9 g/kW·h、气耗6864 kJ/kW·h，满足能耗设计指数EEDI

最新规范Phase 3的要求，显著降低CO2、NOX和SO2等排放指标；

研制大型先进核电站核燃料高效储运装备，包含STC-NF1A新燃

料运输容器、六氟化铀运输容器、自主化双组件新燃料运输、低

温供热堆燃料运输容器、容器翻转装置和运输装置等装备，设计

寿命30年，使用环境温度-40 ℃～38 ℃，满足GB11806-2019相

关要求，实现大型先进核电站核燃料高效储运装备的自主可控；

研制节能低排轻型智能航空活塞系列发动机（排量70cc-600cc)，

600cc发动机最大功率38/6500 kW/（r/min）、油耗390 g/kW·h，

70cc发动机最大功率4.2/8000 kW/（r/min）、油耗400 g/kW·h，

突破轻型航空活塞发动机智能控制及轻量化领域的技术瓶颈，实

现航空活塞系列发动机的低排放。 

研究内容：（1）新一代节能排放标准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

船的研发及产业化；（2）大型先进核电站核燃料高效储运装备

研发及产业化；（3）无人机用节能低排轻型智能航空活塞系列

发动机研发及产业化。 

专题二、新型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方向1. 高效光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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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研制高效N型TOPCon双面光伏电池，实现电池

正面转换效率≥25.4%，背面转换效率≥20.3%，POPAID原位掺

杂浓度≥2.5E20 cm-3；研制N型 TOPCon电池用高效成套导电

银浆，正面细栅银铝浆电阻率≤3.5 μΩ·cm、背面细栅银浆电阻

率≤2.8 μΩ·cm，接触电阻≤1 Ω、银浆用量≤125 mg/pcs；研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10大尺寸HJT太阳能电池PECVD设

备，满足210大尺寸硅片电池年产能超过500 MW需求，复合载

板尺寸>1930 mm*1930 mm，膜层不均匀度≤5%，进出料腔快速

破空时间<5 s，载板平稳性速度≥300 mm/s；围绕太阳能电池封

装胶膜的重要环节，实现晶点控制的核心技术突破，实现10万t/a

高性能光伏级EVA安全稳定生产，产品晶点（>100μm）≤20

个/1200 cm2，透光率≥94%。 

研究内容：（1）高效N型TOPCon双面光伏电池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2）N型TOPCon电池用高效成套导电银浆研

发与产业化；（3）210大尺寸HJT太阳能电池PECVD 设备的研

发及产业化；（4）高性能光伏级EVA长周期生产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 

方向2. 风电机组 

研究目标：突破海上风电机组高承载、高效能一体化设计制

造技术与智能运维技术难题，研制风轮直径为210米的10 MW 

高效智能化海上风电机组，实现国内首款叶片长度超100米的10 

MW 海上风电机组，在年平均风速8m/s条件下，年满发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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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 h，机组实际传动效率≥95%；研发面向多场景的高效率

高可靠性大容量储能集成系统，实现储能集成系统循环寿命提升

至6000次、度电成本下降25%，变流器容量3.45 MW、效率>99%，

IGBT半导体器件全国产化替代，变流器整机国产化率>95%。 

研究内容：（1）10 MW级轻量化超长柔性叶片海上风电机

组研发及产业化；（2）高效率高可靠性大容量储能集成系统的

研发及产业化。 

方向3. 新一代智能电网 

研究目标：研发完全采用国产芯片及操作系统的高性能新型

电力实时控制系统，实现产品硬件国产化率100%，软件及中间

件自主可控率100%，全系统模拟量信息响应时间≤2 s、状态量

变化响应时间≤1 s，智能终端出口动作延时≤7 ms；研发适应未

来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高电压、大容量地下输电设备，电压最高

达1000 kV，输送电流最大达8000 A，绝缘可靠性高于国家标准

要求10%，年泄漏率<0.1%。 

研究内容：（1）国产化新型电力实时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

化；（2）超特高压大容量地下管廊输电工程关键设备研发及产

业化。 

二、申报要求 

1．本年度项目仅面向已纳入项目库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定

向组织，项目申报单位对照本指南通知，按照定向组织（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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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要求自愿申报。每个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X万元，项目实

施周期为3.5 年（2021—2025年）。 

2．申报单位须为江苏省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可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参与项目申报。 

3．申报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件，有

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须建有研发机构。申报企业资产及经营状

态良好，具有较高的资信等级和相应的资金筹措能力，一般要求

企业近两年持续实现盈利。 

4．申报项目按属地化原则，由设区市科技局作为项目主管

部门统筹组织申报，并审核项目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项目申报

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5．项目实行法人负责制，企业法人代表承担项目管理和经

费使用的主体责任，申报材料中须附法人代表证明或法人代表委

托书。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主体责任，

项目申报书须经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员签字确认。 

6．项目申报重点突出创新性，产业化指标大小不影响项目

立项。项目验收突出代表性成果和实施效果，主要评价项目是否

完成实质性成果转化，是否具备目标产品规模化生产能力，相关

经济指标作为参考性指标。 

7．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省科技计划项

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原则上企业申报的项目省拨经费不超过

项目总预算的30%，不得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企业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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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8．项目的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书和附件，相关附件材料

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两年度会计报表、与技术依

托方的合作协议，能反映创新水平的佐证材料，能反映知识产权

权益的证明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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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 

 

2021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重大科技示范）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一、项目指南 

（一）技术集成示范项目 

1001 面向碳减排的污水近零排放及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应

用示范 

针对污水处理过程中能源消耗多、资源回用少和碳排放量大

的问题，开展我省高新区水循环过程降碳、有价资源回收和水回

用碳补偿技术研究，重点突破区域水/碳协同优化配置技术和有

价组分资源化等关键技术，形成区域污水低碳近零排放整体技术

方案，实现污水近零排放以及水循环过程中碳减排不低于25%，

并在盐城高新区重点区域开展工程示范。 

1002  固体废弃物负碳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示范 

围绕固体废弃物来源复杂、产生量大、处置困难的现实问题，

针对工业固废、城市多源固废等开展负碳资源化利用研究，突破

含碳固废高值材料化、低碳能源化利用、多源废物协同处理与生

产生活循环链接等关键技术，研究形成系统性综合解决方案，实

现二氧化碳吨固定能耗不高于300千瓦时、年固定量达1000吨以

上的综合示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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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大规模碳捕集利用及封存技术研发与示范 

针对碳捕集利用及封存过程中碳捕集率较低、能耗较高、安

全性较差、二氧化碳综合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开展基于多维度碳

捕集利用及封存关键技术研究，突破碳捕集—存储—输送—综合

利用及封存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驱动的二氧化

碳转化，降低碳捕集能耗、环境影响风险，降低碳捕集利用及封

存技术实施成本，完成新型碳捕集利用及封存技术路线验证与应

用，并在我省开展万吨级工业应用示范。 

（二）行业应用示范项目 

采取定向方式进行组织。 

（三）区域综合示范项目 

采取定向方式进行组织。 

二、 申报要求 

1．本年度项目按照技术集成示范、行业应用示范及区域综

合示范三类进行组织。技术集成示范项目每个项目省拨经费X万

元左右，行业应用示范及区域综合示范项目每个项目省拨经费X

万元左右，项目实施期一般为3年。 

2. 申报单位须是在我省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

业单位或其它科研机构，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项目第一负责人（1961年1月1日以后出生）须是申报单位在职人

员，并确保在职期间能完成项目任务。 

3．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申报单位须为项目建设与运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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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与科研机构、有关企业联合申报。鼓励承担单位加大自筹经

费投入力度，按照自筹经费与省拨经费2：1的比例提供自筹资金，

并提供自筹经费配套承诺函。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

符合省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申报单位承诺的自筹

资金必须足额到位，不得以地方政府资助资金作为企业自筹资金

来源。 

4. 行业应用示范及区域综合示范项目分别由省级行业主管

部门和地方进行组织实施，并提供条件保障。遴选的重大科技示

范工程要充分结合本行业/地区碳达峰碳中和任务部署和前期工

作基础与优势，通过3年的项目实施期，能产出阶段性成果并投

入一线应用，高水平支撑我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5．申报项目由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国家、省高新

区科技局审查并推荐；省属单位的项目由省主管部门审查推荐；

在宁部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的项目由本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审查，单

位推荐（盖法人单位公章）。主管部门、在宁部省属普通本科高

校应根据通知要求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并在规定的额度内推

荐。 

6．1001指南方向采取定向组织方式，面向项目库内项目，

由河海大学会同盐城市科技局共同组织，推荐1项。1002—1003

指南方向，每个设区市结合区域特色和产业优势，择优遴选推荐，

每个设区市限额推荐2项；每个县（市），国家、省高新区（含一

区多园）限额推荐1项；非在宁部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可选择2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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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向，每个指南方向申报1项，由所在设区市科技局审核推荐，

不占地方推荐指标；在宁部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可选择2个指南方

向，每个指南方向限额推荐1项；省有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能，限

额推荐1项。 

7．项目名称和研究内容应符合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重大科技示范）定位要求，项目名称为“研究内容+重

大科技示范”。 

8．重大科技示范项目需网站上传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

作为附件和申报书一起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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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6 

 
2021 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重大创新载体建设）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一、项目指南 

（一）重大科研设施预研建设 

根据国家部署和我省发展实际，重点在环境科学领域，围绕

气候变化条件下农田富碳减排提升原理、途径以及韧性农业适应

策略研究等预研建设农田气候变化模拟系统设施，为开展土壤碳

汇减排提供支撑。在能源科学领域，围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

等预研建设科学研究设施，为能源科学突破和节能减排技术变革

提供支撑。积极创建国家重大科研设施（平台）。 

实施方式：采用择优组织方式。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符合条

件的申报主体，整合相关科技力量，提出建设方案，经同行专家

论证，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围绕高效光伏电池、高品质特钢、新型储能、低碳建筑等，

以市场为导向，跨区域、跨领域整合配置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

所、行业骨干企业、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布局建设省技术创

新中心，积极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实施方式：采用择优组织方式。由项目主管部门按照《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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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指引（2020年版）》要求，组织符合条

件的申报主体，整合相关科技力量，提出建设方案，经专家论证，

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三）重点实验室建设 

围绕前沿能源技术、固碳负碳技术、工业节能减排、智慧建

造等，布局（重组）建设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和企业重点实验室，

强化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 

申报条件：学科重点实验室申报单位应为我省科教单位（含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拥有该领域核心技术基础、

高水平的领军人才和团队。企业重点实验室申请单位须为高新技

术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亿元以上；研发型企业、科技服务

机构年服务收入不低于2亿元。近三年承担过省级以上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项目，拥有本领域2项以上核心技

术发明专利。 

申请新建（重组）的实验室建设期内新增投入（不含转移资

产）不低于 5000 万元，建成后研发场所独立集中，应成为独立法

人或单位独立考核单元，建筑面积不少于 5000 平方米，实验室固

定研发人员规模不少于 100 人（固定人员须与现有其他国家和省

级重点实验室人员不重复交叉）。优先支持校企联合组建的实体化

重点实验室。 

实施方式：学科重点实验室申请单位为在宁部省属高校的，

由高校审查推荐，其他单位申报学科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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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由设区市科技局审查推荐。学科重点实验室每个单位限报1

项，企业重点实验室各设区市择优推荐1项。定向组织建设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研究院。 

（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围绕节能降碳、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等，重点支持国内外著

名高校院所等战略科技力量与地方共建，以院士等知名专家及其

团队为核心，研发领域符合国家和省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

署，具备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能力的新型研发机构。 

申报条件：申请的新型研发机构须在2016年8月16日之后在

我省注册，以碳达峰碳中和技术研发服务、技术转移孵化等为主

导业务，投资规模较大，并已实质性运行。有望培育承担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

新中心）和重大科技专项的专业性、开放性机构。 

实施方式：由设区市科技局审核并择优推荐。围绕项目库内

储备项目，定向组织建设中科南京未来能源系统研究院。 

二、其他要求 

申报单位根据拟申报建设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的功能定位，

阐明本单位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面的现有基础和特色优势，明

确项目实施对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方面

和预期目标，以及拟参与或自主实施的重大示范工程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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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7 

本年度已纳入碳达峰碳中和项目库的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

人 
主管部门 原申报计划类别 备注 

1 
高功率钠离子储能电池关键技术
与产业化研发 

溧阳中科海钠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胡勇胜 
溧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重点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2 
高效安全可靠液氢加注、储供及
应用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国富氢能技术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 

魏蔚 
张家港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科技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重点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3 
双高电力系统新能源自同步电压
源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王伟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重点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4 
高效低碳节能型工业火炬废气处
理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中圣高科技产业
有限公司 

何松 
江宁高新技术产业

园科技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5 
基于微纳玻璃纤维管的高压储氢
容器研发 

中科南京未来能源系
统研究院 

张挺 中科院南京分院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6 
超薄单晶硅双面电池的碱抛与三
层背钝化关键技术研发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
江）有限公司 

黄国平 镇江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7 
高效钝化发射极 PERC 电池与大
功率双面组件的研发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
限公司 

钱洪强 常熟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8 
电子工业废水回用过程节能减排
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
二建设有限公司 

熊江磊 

无锡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科学技

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9 
具有双向变换功能的 30KW 直流
快充模块的研发 

江苏兆能电子有限公
司 

滕传超 镇江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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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

人 
主管部门 原申报计划类别 备注 

10 
焦炉荒煤气上升管高效换热装置
关键技术研发 

常州江南冶金科技有
限公司 

韩培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1 
废旧聚酯全生命周期高值化再生
利用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索力得新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 

马建平 宜兴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2 
基于相干激光测风技术前馈的风
机发电量提升及性能优化研究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周军 
新港高新技术工业

园科技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3 
高能量密度本征安全的全固态干
法锂电池关键技术研发 

蜂巢能源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 

陈少杰 无锡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4 
10MW 级风电机组用叶片拉挤主
梁成型的关键技术研发 

中材科技（阜宁）风电
叶片有限公司 

李国良 阜宁县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5 
中深层地热能无动力取热及智慧
化供热关键技术的研发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 

鞠贵冬 江阴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6 
高杂质盐矿水平连通井建腔实践
与储气库应用研究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
限公司 

刘正友 淮安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7 
大面积高效 N 型 TOPCon 双面电
池技术研发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蒋方丹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科技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8 
基于零排放和高效节能的废旧轮
胎橡胶洁净再生关键技术研发 

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
司 

周洪 海门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19 
基于高效自断流模块化变流器的
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研发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田杰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20 
千万安时低成本长寿命钠离子电
池关键技术研发 

江苏中兴派能电池有
限公司 

杨庆亨 仪征市科学技术局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竞争项目） 

产业前瞻与关
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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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

人 
主管部门 原申报计划类别 备注 

21 

基于稻麦秸秆深耕深埋与肥料分
层深施的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及配
套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李建刚 中科院南京分院 
省重点研发计划（现

代农业） 

农业农村领域
重大关键技术

攻关 

22 

农林剩余物高附加值酸水解耦合
污泥基蛋白质提升土壤质量的技
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江南大学 王硕 无锡市科技局 
省重点研发计划（现

代农业） 

农业农村领域
重大关键技术

攻关 

23 
农田剩余物高值高效循环利用关
键技术研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樊建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省重点研发计划（现

代农业） 

农业农村领域
重大关键技术

攻关 

24 
高强韧低镍型超低温容器用钢研
发及产业化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楚觉非 南京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25 
长航时高可靠智能轻型航空活塞
系列发动机研发及产业化 

南京金城机械有限公
司 

田爱军 南京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26 
完全国产化的新型电力实时控制
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
动化有限公司 

蒋衍君 南京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27 
10MW 级轻量化超长柔性叶片海
上风电机组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海装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 

蒲小刚 南通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28 
高效 N 型 TOPCon 双面光伏电池
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陈嘉 泰州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29 
14000TEU 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
船的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扬子鑫福造船有
限公司 

杜成忠 泰州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0 
一般可燃固废清洁高效集约处置
关键装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毛军华 无锡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1 
210 大尺寸 HJT 太阳能电池
PECVD 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周剑 苏州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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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

人 
主管部门 原申报计划类别 备注 

32 
低阶煤洁净利用热解技术装备的
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王家安 南通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3 
N 型 TOPCon 电池用高效成套导
电银浆研发与产业化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刘海东 常州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4 
超特高压大容量地下管廊输电工
程关键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凌 常州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5 
10 万 t/a 高性能光伏级 EVA 长周
期生产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
公司 

白玮 连云港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6 
大型先进核电站核燃料高效储运
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蒋平安 南通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7 

面向多场景的高效率高可靠性大
容量储能集成系统的研发及产业
化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吴强 无锡市科技局 
成果转化关键技术专
题创新项目（B 类） 

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 

38 
高新区污水处理及近零排放技术
研究与科技示范 

河海大学 张文龙 河海大学 
省重点研发计划（社

会发展） 

重大科技示范 

39 
中科南京未来能源系统研究院建
设 

中科南京未来能源系
统研究院 

陈海生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省创新能力建设计划 
重大创新载体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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