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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获批名单

为了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加强对社会力量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的规范管理，根据《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

奖励管理办法》，经审定，科技部准予下列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办理登记。

序号 奖项名称 设奖者

1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 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基金委员会

2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 何梁何利基金信托委员会

3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

4 中华医学科技奖 中华医学会

5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詹天佑铁道科技发展基金委

员会

6 孙越崎能源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发展基金会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

7 中国药学发展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药学发展基金委员会

8 沙产业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委员

会

9 侯祥麟石油加工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侯祥麟基金管理委员会

10 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侯德榜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委员

会

11 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基金

管理委员会

12 青少年 21世纪科学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 21世纪科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

13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仪器仪表科技发展基金管理委

员会

14 中国煤炭学会青年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煤炭学术交流与发展专项基金

管理委员会

15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工新产品

技术开发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电工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16 高士其科普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高士其基金管理委员会

17 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

18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

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

19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20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技奖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21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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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设奖者

22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23 邓稼先、于敏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九院邓稼先、于敏科技奖励基

金管理委员会

24 毕升印刷技术奖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25
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

科学家奖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26 王大珩光学奖 中国光学学会及王大珩院士

27 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兵工学会

28 中国昆虫学会青年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昆虫学会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

29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30 中国石化集团科学技术奖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31 中创软件人才奖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2 中冶集团科学技术奖 中国冶金建设集团

33 广济药业科学技术奖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济药业科技奖理事会

34 发明展览会奖 中国发明协会

35 光华工程科技奖 中国工程院

36
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

训、王淦昌物理奖
中国物理学会

37 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 中国水利学会

38 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铁道学会

39 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商业联合会

4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

会冶金科学技术奖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金属学会

41 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公路学会

42 中国航海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航海学会

43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44 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黄金协会

45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华中医药学会

46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学

技术奖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47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宋庆龄基金会

48 吴阶平医学奖 吴阶平基金会

49
全国生物制药信息中心、中国生

化制药工业协会医药科学技术

奖

全国生物制药信息中心、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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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设奖者

50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科学技术奖 中国电子学会

51
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科

学技术奖
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

52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硅

酸盐学会建筑材料科学技术奖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硅酸盐学会

53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

54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学会

55 中国民用航空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民用航空协会

5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

术奖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57 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刘永龄（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

58 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通信学会

59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科技

馆发展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科技馆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60 华罗庚数学奖 中国数学会、湖南教育出版社

61 陈省身数学奖 中国数学会

62 黎鳌烧伤医学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63 蔡诗东等离子体物理奖 周培源基金会

64 周培源力学奖 周培源基金会

65 周培源物理奖 周培源基金会

66 王天眷波谱学奖 王天眷基金会

67 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68 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 “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理事会

69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70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学技

术奖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71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国土资

源科学技术奖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

72 中国测绘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测绘学会

73 王忠诚神经外科科学技术奖 王忠诚（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74 欧海威姆预应力技术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海威姆预应力技术发展基金管

理委员

75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76 中建总公司科学技术奖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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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设奖者

77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技术创新

奖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78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促进

奖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79 陈嘉庚科学奖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

80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生产

力促进奖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

81 全国总工会职工技术成果奖 全国总工会

82 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8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技术

创新奖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84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学技术

奖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85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86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保护科

学技术奖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87 精瑞住宅科学技术奖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住宅产业商会

88 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成果奖 中国创造学会

89 中国金属学会冶金医学奖 中国金属学会

90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91 中国制冷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制冷学会

92 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 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

93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94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科学技

术奖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

95 中国膜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膜工业协会

96
中国防腐蚀技术协会科学技术

奖
中国防腐蚀技术协会

97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工程爆破协会

98 浪潮高性能计算创新奖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99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

奖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10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学技术奖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101 梁希科学技术奖 中国林学会

102 中国包装总公司科学技术奖 中国包装总公司

103 中国营养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营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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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设奖者

104 CSIAM苏步青数学奖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105
中国科技咨询会咨询项目创新

奖
中国科技咨询会

106
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学技

术奖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

107
食品药品质量监测技术基金科

技奖
国家药典委员会

108
中国中医研究院唐氏中药发展

奖
中国中医研究院

109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科学技术

奖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110 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粮油学会

111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企业

奉献奖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112 CT和三维成像新进展荣誉奖 中国体视学会

113 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 中国质量协会

114 李时珍医药创新奖 中华中医药学会

115 钟家庆数学奖 中国数学会

116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

奖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117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科学技术

奖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118 中国土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土壤学会

119 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120 发明创业奖 中国发明协会

121
黄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科

学研究奖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物理所

122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中国化学会

123
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

奖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124 中照照明奖 中国照明学会

125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防伪科学技

术奖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

126 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药学会

127 段镇基皮革和制鞋科学技术奖
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皮革和制鞋行业生产力促进

中心

128 中国计算机学会创新奖 中国计算机学会

129 中国气象学会涂长望青年气象 中国气象学会



6

序号 奖项名称 设奖者

科技奖

130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131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学

技术奖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132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133 方达国际五金科技奖 广东方达集团有限公司

134 中国化工集团科学技术奖 中国化工集团

135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科学技术

奖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136 泰达生物奖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泰达华生生物园

137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138 中国青年科技创新奖 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139 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中国农学会等

140 冯康科学计算奖 中国科学院系统与科学研究院

141 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针灸学会

142
中国作物学会作物科学技术成

就奖
中国作物学会

143 华夏高科技产业创新奖 北京星网联亿科学技术研究院

144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理科学奖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145 大北农科技奖 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46 淮海科学技术奖
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淮北、河南开封等市科学技

术协会

147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

新奖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148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期货科学

技术奖
中国证券业协会

149 中国商业联合会服务业创新奖 中国商业联合会

150 杜邦中国包装奖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51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

术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152 中国预防医学会科技学术奖 中华预防医学会

153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中国抗癌协会

154
中国爆破器行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
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

155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广

播电视科技创新奖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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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157 中国港口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港口协会

158 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

发有限公司

159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160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钢结构协会

161 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 《网络科技时代》杂志社有限公司

162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163 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航空学会

164 中国水产学会范蠡科学技术奖 中国水产学会

165 中国颗粒学会青年颗粒学奖 中国颗粒学会

166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167 中国烟草总公司科学技术奖 中国烟草总公司

168 中央企业青年创新奖 共青团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中央企业青年联合会

169 中国运筹学会科学技奖 中国运筹学会

170 中国茶叶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国茶叶学会

171 蔡伦造纸科学技术奖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

172
华夏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科

技奖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173 邹竞蒙气象科技人才奖 中国气象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