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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京政农发〔2020〕21号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 2017-2019 年度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
表彰奖励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2017-2019 年度，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聚焦科技创新驱

动，组织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广泛开展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和农民科

技培训工作，在郊区农业生产一线示范推广了一大批技术先进、

实用性强、覆盖面广的科技成果，为推动北京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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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农民持续

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彰

奖励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

推广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根据《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奖励办

法》，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生菜良种良法配套及产业化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15 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

广奖一等奖，“草莓优良品种选育与优质高效技术集成应用”等

25 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设施蔬

菜水肥精准调控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等 39 项科技成果被评为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希望首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发扬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不断提高北京

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为提升北京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2017-2019 年度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获奖名册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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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7-2019 年度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

获

奖

名

册
北 京市 农 业技 术 推广 奖 评审 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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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2017-2019 年度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共评定 79 项奖励成

果，其中：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25 项，三等奖 3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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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度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奖获奖成果目录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十五项）

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9-1-01

生菜良种良法配

套及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农学

院、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业机

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北京市昌

平区种子管理站、北京市通州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市大

兴区农业技术示范站、北京市

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北京

市怀柔区种植业服务中心

范双喜、韩莹琰、陈湘宁、

常希光、曹之富、郝敬虹、

狄政敏、杜相革、张京开、

刘超杰、徐全明、杜 巍、

朱青艳、钱朝华、朱 文、

陆凌晨、焦立东、张 洋、

高秀芝、徐 峥

2 2019-1-02

辣椒育种技术创

新与新品种选育

及示范推广

北京市海淀区植物组织培养技

术实验室、北京海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李春玲、张树根、邢永萍、

邓晓梅、张军民、王振泉、

蒋钟仁、李春林、赵连娥、

李新柏、侯双飞、王 盼、

孟宪泉、张 宁、刘文喜

3 2019-1-03
番茄基质栽培技

术集成与推广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

宏福国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红岺、李新旭、冯宝军、

雷喜红、张瑞芬、王艳芳、

李 蔚、赵文超、刘湘伟、

柯南雁、牛曼丽、田永强、

张光伟、杨夕同、王书娟、

杨 琳、赵光华、于静湜、

冯 颖、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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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4 2019-1-04

低维护苔草新品

种及其应用技术

示范推广

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

心、克劳沃（北京）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方达康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天竺林业

开发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园林

绿化局、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北

小河公园

武菊英、范希峰、滕 珂、

岳跃森、温海峰、张 辉、

杨学军、滕文军、孙建华、

袁小环、张广伟、韩 朝、

王国臣、湛金锁、张全刚、

周林慧、张 卉、王黎明

5 2019-1-05

优质鲜食玉米品

种开发及关键技

术推广应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

心、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中国农业大学、小丁家（北京）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房

山区种植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顺义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卢柏山、史亚兴、裴志超、

周继华、徐 丽、樊艳丽、

班丽萍、郎书文、王卫红、

徐向东、解春源、席胜利、

刘国明、谷艳蓉、曹海军、

张 远、毕显杰、刘 佳、

刘志霞、金生东

6 2019-1-06

奶牛提质增效饲

养技术集成与推

广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北京中地畜牧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农学院、北京首

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

畜牧总站、北京市饲料监察所、

中国奶业协会、中国畜牧业协

会、北京东方天合生物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卜登攀、赵连生、王继彤、

马 露、马 莹、张晓峰、

张 超、王 丽、陈雅坤、

李寰旭、张 跃、崔 彪、

郭凯军、赵 有、席 库、

周振峰、郭雨佳、范伯帅、

白飞英、解冰辉

7 2019-1-07

奶牛高效、低排放

生产技术研究与

推广

北京市畜牧总站、北京低碳农

业协会、北京建筑大学、好食

新源（北京）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农学院、北京奶牛中

心、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

司

路永强、任 康、吴建繁、

马文林、方洛云、韩广文、

朱法江、黄 毅、陈孝杰、

王 瑜、李晓祥、龙 燕、

蓝碧浩、孟庆更、常 卓、

魏 杨、于 泽、谷学佳、

西鹏洋、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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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8 2019-1-08

蛋鸡绿色健康养

殖技术示范与推

广

北京市畜牧总站、北京科为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锦

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

通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北京市延庆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

郑瑞峰、王玉田、潘兴亮、

李富伟、吕学泽、姜 波、

李志衍、金银姬、韩明渠、

王永艳、刘 鑫、朱晓静、

杨龙峰、刘金霞、李 毅、

郭 峰、李 慧、王 瑾、

田艳辉、朱金金

9 2019-1-09

奶牛绿色无抗养

殖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推广

北京农学院、中国农科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北京市畜牧

总站、北京科为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

限公司奶牛中心、北京市昌平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北

京市延庆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北京市大兴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华都峪

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

龙腾达养殖场

蒋林树、熊本海、张永红、

郭江鹏、吴培均、楚康康、

王 慧、南雪梅、童津津、

谷瑞平、杜茜茜、孙 猛、

李文淼、黄秀英、沈爱华、

于丽娜、刘长清、李 革

10 2019-1-10

结球叶类蔬菜生

产机械化技术集

成与示范推广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

站、北京市延庆区农业机械化

技术推广服务站、北京市大兴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密云区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

站、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机械化

技术推广站、北京市房山区农

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北京市优

质农产品产销服务站、河北省

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山东华

龙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赵景文、李治国、李 凯、

刘晓明、赵丽霞、张 岚、

史家益、刘 旺、刘婞韬、

袁胜君、李志强、张文艳、

郭连兴、郝东生、王 宏、

王尚君、张云生、孙 涛、

安绍海、李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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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1 2019-1-11

农民远程教育融

媒体学习平台研

发与推广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

经济研究所

郭建鑫、赵继春、孙素芬、

龚 晶、沈鉴宇、陈 蕾、

聂 莹、乔珠峰、李玉华、

秦 莹、陈会娜、杨盼盼、

宋 扬、徐 猛、吕适艺、

李 爽、王 旭、王英英、

马 特、刘江峰

12 2019-1-12

优质锦鲤繁养殖

绿色高效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应用

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中国

农业大学

朱 华、史东杰、胡金有、

马志宏、丁 文、张 强、

皮国华、张 悦、齐海霞、

杜合泉、王 芳、姜 娜、

马茵驰、张 蓉、王赛赛

13 2019-1-13

果蔬中农药多残

留检测关键技术

集成创新与应用

推广

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农业

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北京本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

站、北京市大兴区农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北京市密云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综合质检站、北京

市延庆区植物保护站、北京市

昌平区农产品监测检测中心、

北京市平谷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综合质检站、承德市农产品质

量监督检测中心

欧阳喜辉、孙 江、肖志

勇、黄宝勇、贺泽英、温

雅君、杨红菊、闫建茹、

郭忠利、习佳林、尹丽颖、

朱冬雪、王 岚、车 辂、

刘小冬、郭 阳、赵 源、

刘霁欣、王丽英、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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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4 2019-1-14

基于植物诊所的

绿色植保技术推

广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北京市昌

平区农药管理站、北京市平谷

区植物保护站、北京市延庆区

植物保护站、北京市顺义区植

保植检站

乔 岩、郭喜红、张 涛、

赵 磊、王步云、郑书恒、

陈海明、万 敏、张保常、

魏肖楠、杨金利、张爱军、

张 超、周长青、姚永生、

王银忠、刘红英、邢 路、

李雪娇、赵一龙

15 2019-1-15

北京市农村污水

处理技术管理集

成与应用

北京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北

京市城市排水监测总站有限公

司、北京清流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市海淀区排水管理所、

北京市通州区潮白河事务中

心、北京市门头沟区供排水事

务中心

廖日红、朱晓峰、崔克力、

韩 旭、张金有、刘旭春、

甄 毅、牛鑫艳、王 佶、

王 哲、杜 颖、黄业柳、

高 丹、王 喆、付美安、

陈鹏飞、马恒涛、肖 羿、

张贺伟、王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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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二十五项）

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2019-2-01

草莓优良品种选

育与优质高效技

术集成应用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北京

市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北

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北京市海淀

区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实验室、

北京市平谷区农业技术推广

站、北京市延庆区农业技术推

广站

宗 静、王 琼、王桂霞、

马 欣、张 娜、常琳琳、

王凤忠、何秉青、崔建丽、

李书艳、尚巧霞、李艳梅、

焦玉英、张 秦、王亚甡

2 2019-2-02

抗枯萎病早熟优

质甘蓝新品种的

培育与推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中蔬种业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杨丽梅、张扬勇、吕红豪、

庄 木、王 勇、方智远、

刘玉梅、李占省、商 磊、

高富欣、张合龙、闫书鹏、

许中棉、车寒梅、苏浴源

3 2019-2-03

番茄集约化育苗

新技术集成与推

广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北京

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曹玲玲、赵立群、田雅楠、

曹彩红、姜 凯、陈 宇、

韦美嫚、韩 宝、胡顺新、

王力群、彭杏敏、胡 瓒、

张凤国、聂海生、刘建伟

4 2019-2-04

京冀设施食用菌

产业关键技术集

成及应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

境保护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太行山食用菌

研究院、北京市房山区种植业

技术推广站、北京市顺义区蔬

菜生产技术服务中心、承德市

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河北绿

健食用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王守现、刘 宇、宋 爽、

王立安、李守勉、荣成博、

侯桂森、杨玉娟、赵书根、

牛玉蓉、吴晓晨、李 明、

陈文杰、宋庆港、陈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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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5 2019-2-05

三种芽孢杆菌抗

重茬微生态制剂

的研发与应用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中农绿康

（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大学、鄂尔多斯市植

保植检站、北京市延庆区植物

保护站、北京市昌平区植保植

检站

李金萍、王 琦、张丽霞、

尹 哲、侯峥嵘、李洪涛、

孙艳艳、王泽民、李双东、

郭书臣、高 苇、王 禹、

孙润红、郑子南、赵 懿

6 2019-2-06

苹果矮砧现代栽

培技术研究与推

广应用

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

张 强、李民吉、李兴亮、

周贝贝、魏钦平、张军科、

刘旭东、耿 军、王启旭、

蔡亚军、雷 刚、燕 钢、

程明远、张 红、张庚禹

7 2019-2-07

鲜食甘薯优质高

效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推广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植物保护站、北京市农业机

械试验鉴定推广站、中国农业

大学、北京市密云区农业技术

推广站、北京市大兴区农业技

术推广站、廊坊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王俊英、李仁崑、李小龙、

毛思帅、岳 瑾、王立征、

武月梅、于卫东、刘兰英、

刘京蕊、赵娇娜、徐 践、

满 杰、张志刚、刘瑞涵

8 2019-2-08

主要粮食作物喷

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集成与应用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国

农业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河北省土壤肥料工

作总站、天津市土壤肥料工作

站、国家半干旱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孟范玉、严海军、张 赓、

李旭光、陈子学、檀海斌、

胡潇怡、张钟莉莉、赵海

静、张里占、刘佳伟、王

桂伶、赵 静、田 伟、

高 媛

9 2019-2-09

高产优质玉米新

品种MC703和

MC278示范与推

广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

心、北京顺鑫农科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农科院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

王晓光、王荣焕、成广雷、

刘春阁、张春原、张华生、

陈传永、刘新香、吴 鹏、

徐田军、刘海伍、王海龙、

王吉红、冯培煜、瞿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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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0 2019-2-10

猪低蛋白质日粮

配制技术示范与

应用

北京市畜牧总站、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六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大伟嘉集团

薛振华、谯仕彦、魏荣贵、

陈少康、曾祥芳、李 爽、

王晓凤、杨凤娟、李文祥、

孙春清、王立华、臧建军、

高 薇、沈红霞、代发文

11 2019-2-11

中兽药防治畜禽

细菌性疾病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推广

北京农学院、北京生泰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兽药监

察所、保定冀中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平谷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北京惠乐之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动物

保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市畜牧总站

穆 祥、董 虹、侯晓礁、

王亚芳、崔德凤、张 涛、

李复煌、段慧琴、杜继红、

郭 莉、王秀敏、张 倩、

刘 澜、李福元、王秀芹

12 2019-2-12

天然植物提取物

在生猪健康养殖

中的推广应用

北京市饲料监察所、北京康华

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市饲料工业协会

魏秀莲、肖传明、杨宝良、

娄迎霞、刘 钧、汪秀艳、

冯秀燕、曹 林、姚 婷、

郭伟超、杨红杰、张 良、

张亦弛、陈亚军、胡红宇

13 2019-2-13

农大 5号节粮型蛋

鸡配套系的推广

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北农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北京市

畜牧总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

械试验鉴定总站、中国农业大

学教学实验场涿州种鸡场、河

北省畜牧总站、河北容德家禽

育种有限公司

宁中华、刘兴利、贾亚雄、

杨卫芳、郑传威、祁亚卓、

刘 伟、聂昌盛、张建伟、

张 亮、李凯扬、王 超、

范翠蝶、张冬冬、王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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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9-2-14

牛奶生产监控关

键技术研究及推

广应用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畜牧总站、北京市饲料

监察所、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

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品

检验所）、北京维德维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市大兴区动物疾病控制中心、

北京市延庆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陈历俊、方 芳、杨宇泽、

刘继超、郑君杰、刘河冰、

刘彦品、穆同娜、孙志伟、

郑健强、贾 涛、马立才、

刘鑫宇、赵 晶、张志锋

15 2019-2-15

乳用种牛质量安

全控制体系建立

与关键技术推广

北京奶牛中心、北京三元集团

畜牧兽医总站、北京首农畜牧

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

畜禽繁育改良指导站、北京市

延庆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麻 柱、李艳华、刘登科、

龙颖弘、王彦平、吕小青、

马 浩、赵 凤、薛 飞、

杭 孝、王丽云、钟代彬、

杨 超、张建聪、符 饶

16 2019-2-16

基于量水发展的

都市农业高效节

水技术研发与推

广应用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

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

心、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北京中农富通园

艺有限公司

刘洪禄、王克武、杨培岭、

张天柱、张石锐、范海燕、

原桂霞、胡雅琪、来海亮、

张 航、岳焕芳、王 珍、

王材源、李憑峰、张 松

17 2019-2-17

鲤和锦鲤新发重

大疫病—鲤浮肿

病诊断防控技术

研究推广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河北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

徐立蒲、潘 勇、刘忠松、

曹 欢、张 文、李向新、

吕晓楠、李全振、蒋 丹、

张俊平、牛红军、王庆宇、

张 珏、刘学光、江育林

18 2019-2-18

京冀蔬菜市场信

息协同平台推广

应用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

河北省农业信息中心

王大山、赵安平、王晓东、

商翠敏、平 阳、靳守业、

欧 文、陈宝刚、王智超、

李淑欣、李江峰、代 志、

阴秀君、刘树芳、何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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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9-2-19

“滴滴农技”精准

农技服务平台研

发与应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

经济研究所、北京智农天地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于 峰、罗长寿、刘 新、

张 倩、胡雁翔、付 蓉、

魏清凤、王 明、于金莹、

谭雅蓉、陆 阳、李 刚、

王一罡、李亚楠、相志洪

20 2019-2-20

蔬菜采后商品化

技术提升与示范

推广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农学院

韦 强、王福东、林 源、

黄漫青、徐 凯、李长春、

孙桂芝、刘建军、郑丽静、

张馨如、张松阳、张丹丹、

晋彭辉、王 鹏、苏 铁

21 2019-2-21

农田生态景观营

造技术示范与推

广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房山区种植业技术推广站、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延庆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市大兴

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河北工程

大学、北京市怀柔区农业技术

推广站、北京市顺义区农业科

学研究所

朱 莉、李 琳、聂紫瑾、

杨 林、佟国香、宇振荣、

石颜通、赵 菲、时祥云、

田 满、兰 振、李良涛、

刘志群、冯万红、王 旭

22 2019-2-22

林果生草及草地

高效利用技术推

广应用

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

心、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北

京市密云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孟 林、毛培春、杨富裕、

刘华贵、郑明利、崔小英、

田小霞、王海宏、郑伯秋、

郭 强、耿爱莲、项 阳、

王 力、张翠连、翟鑫源

23 2019-2-23
杨柳飞絮污染治

理技术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

王建红、车少臣、李 广、

张国锋、邵金丽、仇兰芬、

周江鸿、仲 丽、夏 菲、

刘 倩、任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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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9-2-24

陆表植被碳汇计

量关键技术及管

理平台研发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智农天地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环球

森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南方

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冯仲科、孙亚东、秦建明、

王小燕、刘海洋、吕广林、

王 勇、赵自雨、张冬梅、

张桂莲、陈世林、卢 婧、

朱 妍、田 艺、陈盼盼

25 2019-2-25

大兴区设施瓜菜

高效微灌技术优

化研究与推广

北京市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

站、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农

业技术推广站、北京市大兴区

庞各庄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北

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农业技术推

广站

哈雪姣、曾 烨、李 晨、

郭月萍、张保东、田 琳、

张 新、张 英、赵国勇、

张宁宁、陈东升、刘景全、

贾文红、王 震、崔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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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三十九项）

序号 编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1 2019-3-01

设施蔬菜水肥精

准调控关键技术

集成与应用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安赛博技术有限公司、顺

义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通州区

农业技术推广站

安顺伟、郭文忠、徐厚成、

王志平、聂 青、吴兴彪、

张丽红、朱鹏浩、贾松涛、

庞丽丽

2 2019-3-02

草莓与蔬菜套种

可持续高效栽培

技术推广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

站、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

心、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农

业农村局、北京市昌平区兴寿

镇人民政府

齐长红、祝 宁、陈加和、

陈明远、蔡连卫、梁 毅、

韩立红、崔继荣、张晨晖、

苏立新

3 2019-3-03

高品质小型西瓜

产业链关键技术

集成与应用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曾剑波、马 超、陈艳利、

张 莹、徐 茂、江 姣、

李云飞、李 婷、陈文钊、

钟晓双

4 2019-3-04

草莓半基质栽培

技术研发与示范

推广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环境监测

站、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农业

服务中心、北京市昌平区阳坊

镇农业服务中心

徐明泽、王娅亚、金艳杰、

周明源、田 硕、石春梅、

高 丽、王金凤、孙学敏、

韩建龙

5 2019-3-05

食用菌优质特色

关键技术集成创

新与推广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怀柔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北

京市房山区种植业技术推广

站、北京市密云区农业技术推

广站

魏金康、贺国强、胡晓艳、

邓德江、赵恩永、吴尚军、

赵海康、郭永杰、刘瑞梅、

王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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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3-06

温室草莓与葡萄

立体栽培技术研

究与应用

北京市昌平区种子管理站、北

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农业服务

中心、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农

业服务中心、北京市昌平区兴

寿镇农业服务中心

钟连全、陈宗玲、佟海林、

司文君、庄桂云、胡灿丽、

苏 莹、袁 震、车大为、

张立青

7 2019-3-07

草莓生产绿色防

控技术集成创新

与推广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

境保护研究所、北京市林业果

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北京市昌

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魏书军、钟传飞、黄 杰、

左 强、宫亚军、陈金翠、

路 河、林 雪、王秀丽、

赵 昆

8 2019-3-08

燕山板栗早熟品

种和丰产优质生

产关键技术示范

与推广

北京农学院、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昌黎果树研究所、北京市怀

柔区板栗试验站、北京市密云

区园林绿化局、北京海疆食用

菌有限公司

秦 岭、王广鹏、张 卿、

曹庆芹、邢 宇、张树航、

赵永廉、杨东生、郭 燕、

张海疆

9 2019-3-09

成龄低产果园提

质增效技术研究

与推广

北京农学院、北京史坦纳生物

动力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林木绿地

管护中心、北京市延庆区果品

技术管理站、北京市房山区园

林绿化局

姚允聪、田 佶、付元辉、

关 伟、张 杰、卢艳芬、

高 冲、李建军、界春晓、

田文东

10 2019-3-10

甜樱桃优新品种

及高效栽培技术

推广

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

张开春、张晓明、闫国华、

陈 浩、何明利、韩金龙、

周 宇、王 晶、丁彩霞、

毕宁宁

11 2019-3-11

延庆区特色作物

绿色高效种植技

术（模式）示范与

推广

北京市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

站、北京市吉蕈园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六木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

人民政府、北京市延庆区永宁

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刘立娟、佘小玲、蒋金成、

周成贤、吴甜甜、齐合玉、

何永珍、鲁利平、张大海、

孙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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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9-3-12

昌平草莓主要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集成与应用

北京市昌平区植保植检站、北

京市昌平区农药管理站

胡学军、王俊侠、李 锦、

杨建强、王恩东、谢爱婷、

邢冬梅、渠云博、雷伟伟、

崔全胜

13 2019-3-13

怀柔板栗黄化皱

缩病调查及综合

防控技术试验示

范

北京市怀柔区林木病虫防治检

疫站

李志朋、林彩丽、孙福君、

田国忠、朱晓清、董 民、

韩 石、梁爱军、王顺龙、

高福军

14 2019-3-14

放养蛋鸡养殖与

鸡蛋储运规范化

配套技术示范推

广

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市畜牧总站、北京市昌平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北

京市平谷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

郭 勇、齐晓龙、刘 雪、

王 梁、李兴民、刘 康、

纪萌萌、苏明富、胡彦朋、

门 硕

15 2019-3-15

蛋鸡健康的抗氧

化营养调控技术

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市畜牧总站、北京

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北京市房山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

武书庚、刘爱巧、崔晓东、

齐广海、张海军、王 晶、

李文斌、禹振军、王志强、

李亚鸽

16 2019-3-16

天然成熟蜂蜜优

质高产技术的研

究与示范推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北京市天宝康高新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昌平区园林绿化局

赵亚周、刘富海、韩胜明、

吴黎明、田文礼、李彬之、

罗 婷、刘 然、何佳亮、

苏慧琦

17 2019-3-17

奶牛抗热应激关

键技术研发及集

成推广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畜牧总站、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郭 刚、乔 绿、马 慧、

王雅春、曹志军、申跃宇、

于长平、赵春颖、郭凯文、

乔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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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9-3-18

仔猪健康高效养

殖饲料与饲喂技

术示范推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市畜牧总站、北京英惠尔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精准

动物营养研究中心、北京华农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张乃锋、张卫兵、史文清、

郭 庆、毕研亮、郝志刚、

王 宏、王以君、张士海、

王淑艳

19 2019-3-19

奶牛繁殖保健配

套技术研发与推

广应用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中

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北

京市延庆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北京市房山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付静涛、肖霖力、徐 飞、

肖西山、郝 婧、白欣洁、

张 珅、李进美、李杰、

顾英俊

20 2019-3-20

京津冀奶牛流产

性疾病诊断和防

治关键技术集成

与应用

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北京市昌平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大兴区动

物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市顺义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晓冬、沈光年、李文钢、

张 跃、马宏伟、雷琪莉、

于海浪、任 莹、周新锋、

谷建富

21 2019-3-21

成乳牛健康生产

关键技术集成与

推广应用

北京市昌平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北京农学院、延庆区

畜牧技术推广站、房山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天坤、刘义明、王 瑞、

姚学军、胡 鑫、张书义、

李 旭、张 华、李 青、

赵俊永

22 2019-3-22
优质巢蜜生产技

术示范与推广

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蜂业

管理站、北京京纯养蜂专业合

作社、北京奥金达蜂产品专业

合作社、北京保峪岭养蜂专业

合作社

罗其花、周志勇、王唯伊、

李定顺、刘 畅、马玉珍、

郭小力、高秀丽、马福国、

段力力

23 2019-3-23

犬、猫狂犬病和钩

端螺旋体病防控

技术的研究与推

广

北京市朝阳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 中心、北京市畜牧总站、

北 京市通州区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张海云、杨秀环、白如念、

郭建立、唐艳荣、程柏丛、

潘 珺、许东保、周会文、

高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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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9-3-24

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关键检测技术

研究及示范推广

北京市兽药监察所、北京中检

葆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

站、朝阳区种植业养殖业服务

中心

孙志文、怀文辉、吕 涛、

李 建、刘龙飞、杨宝峰、

李文辉、于寒冰、张 雁、

相 薇

25 2019-3-25

奶牛生产中生鲜

乳质量安全控制

技术推广应用

北京市密云区农业农村局畜牧

技术推广站

温富勇、于桂芳、赵海明、

徐自奥、葛 楠、张 晶、

娄庆新、周森森、廖柏生、

李春玲

26 2019-3-26

观赏鱼品种引进

繁育及养殖文化

推广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何 川、黄 文、汤理思、

李 森、沈钦一、刘 鑫、

张宝华、李吉芬、李 勇、

刘立生

27 2019-3-27

多平台小麦光谱

诊断与精准施肥

技术应用推广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北

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石家庄

市藁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顾晓鹤、李振海、蔡淑红、

杨殿伶、李 斌、张 宁、

宋建新、聂会芳、姚振刚、

郭 佳

28 2019-3-28

蔬菜废弃物肥料

化循环利用机械

化技术示范推广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

站、北京市顺义区农业机械化

技术推广服务站、北京市房山

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北京

市大兴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

站、北京市怀柔区农机具研究

所

熊 波、张 莉、滕 飞、

李传友、李 震、蒋 彬、

窦 硕、韩 勇、李学斌、

赵铁伦

29 2019-3-29

基于智能嗅觉的

生鲜农产品冷链

物流质量监控技

术装备及应用

北京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中心、全升时代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贾文珅、张 艺、刘 鑫、

韩 平、张清军、孙 静、

王丽梦、梁 刚、崔 杨、

刘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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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9-3-30

鱼类人工增殖放

流技术体系研究

与应用

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北京

市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天津

农学院、 河北省海洋与水产科

学研究院（河北省海洋渔业生

态环境监测站）

张清靖、曲疆奇、贾成霞、

胡庆杰、李春伶、刘 青、

张树林、陈 力、赵 萌、

李永刚

31 2019-3-31

北京山地景观玫

瑰产业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

北京市门头沟区科技开发实验

基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平阴县玫瑰红专

业合作社、北京玫瑰谷香露有

限公司、北京妙峰谷香园食品

厂

苗保河、曹炎生、李金忠、

王丽君、邓长明、李俊艳、

贾子坤、赵吉宽、李继勇、

王振德

32 2019-3-32
生猪健康养殖关

键技术及装备

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

所有限公司

高继伟、王浚峰、张晓文、

彭英霞、魏传祺、王伟全、

蔡 宁、王 雷、胡小龙、

庞建建

33 2019-3-33

北京市密云水库

水源地生态保护

技术集成与推广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

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常国梁、郑文革、孙莉英、

刘可暄、王奋忠、李玉臣、

张久权、刘佳璇、刘海娟、

杨 娜

34 2019-3-34
地膜回收模式创

新及其应用

北京市大兴区种植业服务中

心、北京市大兴区蔬菜技术推

广站、北京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大兴分公司、北京市大兴

区青云店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杨恩庶、齐艳花、王 松、

王 萌、刘 洋、何晓萌、

高春燕、安 震、赵永和、

辛树林

35 2019-3-35

农业植物疫情阻

截控制技术研究

与应用推广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全国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

大学、北京际峰天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丁建云、崔建臣、张建华、

李志红、王艳辉、姚丹丹、

秦 萌、杨得草、赵振霞、

谷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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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9-3-36

蔬菜基地标准化

管理模式的构建

与推广

北京市优质农产品产销服务

站、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

生产监测站、北京市密云区优

质农产品服务站

王全红、张立新、肖 帅、

刘希艳、佟海姣、沙品洁、

李清波、黄 健、孟艳丽、

赵 鑫

37 2019-3-37

基于“双控”的农

业用水管理技术

体系集成与应用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

京市节约用水管理中心、北京

市水影响评价中心、北京市平

谷区节约用水办公室、北京市

延庆区节约用水办公室

孙凤华、汪元元、田根生、

李 阳、贺晓庆、肖建波、

纪彬彬、宋桂丽、唐摇影、

蔡 玉

38 2019-3-38

食用菌菌渣高效

利用技术创新与

示范推广

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山西资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市房山区

种植业技术推广站、北京沃晟

杰种植用土有限公司

孙晓红、韩梅琳、焦翔翔、

吴川福、李利民、王秀玲、

张东雷、张玉铎、高继海、

魏建华

39 2019-3-39

怀柔野生木本经

济植物繁育示范

与推广

怀柔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李贵友、温保龙、李子超、

刘跃鹏、张 璐、刘兰英、

贾明财、房利民、彭明才、

腺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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