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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授予2018年度 

南通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奖的决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通科技产业

园区、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鼓励全市广大农技推广工作者积极开展农业科技推广工

作，根据《南通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奖评定办法》（通政规〔2017〕

3号）的规定，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经专家评审、市农业科

学技术推广奖领导小组评议，报经市政府同意，决定授予“蛋鸽

高效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和推广应用”等37个项目南通市农业科学

技术推广奖，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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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在农技推广工作中再创佳

绩。全市广大农技推广工作者要以先进为榜样，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成果，为全

市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2018年度南通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奖获奖项目名录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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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度南通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奖 

获 奖 项 目 名 录 

 
一等奖（2项） 

1、蛋鸽高效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和推广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如皋市畜牧兽医

站、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如皋市金诚肉鸽专业合作社 

完成人：赵宝华、刘宗华、关伟伟、陈  丹、沈良琪、俞  燕、

丁左梅、高明燕、邓志成、丁  雯、张  丹、时  鹏、杨红兵、

沈华卿、胡成泉、吴  杰、居自远、黄海飞、刘素梅 

2、“海安大米”产业技术体系集成与应用推广 

完成单位：海安市农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海安市雅周镇农

业服务中心、海安市南莫镇农业服务中心、海安市大公镇农业服

务中心 

完成人：王佳熙、孙晓荣、杨正权、张小青、林晓云、徐培

根、李桂云、吴中华、吉  剑、唐  进、王开余、张和兰、王明

霞、徐静婷 
 

二等奖（8项） 

3、草莓种苗繁育体系及设施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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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如皋市蔬菜办公室、海门市

蔬菜生产技术指导站、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蔬

菜科学研究所、海安市果蔬栽培指导站、如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启东市蔬菜生产技术指导站 

完成人：胡  琳、丁  宁、张伟艳、曹国华、陆  兵、陈思

思、符小军、葛建忠、滕金奎、徐亚云、杨献娟、徐仁超、戴云

新、张  熹、张  隽、蔡广州、袁  兵、韦春奎 

4、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创新及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海安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农林科教管理站、启东市农业干部学校、如东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海门市农业干部学校、如皋市农林科技与信息

中心 

完成人：赵卫东、殷琳毅、沈烨慧、顾卫兵、徐耀辉、邵  云、

谢瑞斌、丁建华、季玲玲、张喜琴、徐秀银、陆  杰、沈海健、

潘玲玲、陈海燕 

5、甜糯型鲜食玉米明玉1203产业链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嘉安食品有限公司、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

作物研究所、海门市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南通保绿蔬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 

完成人：吴  刚、孔令杰、徐云霞、王银元、季林波、吴一

梅、沈  华、赵文明、丛建红、袁建华、康晨晖、杨翠娥、郑小

芹、洪少明、孙  健、谢  琰、华为国、卢浩明、徐  标、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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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6、大规格白羽肉鸡精准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市通州区畜牧兽医站、通州区平海肉鸡养殖

场、江苏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人：杨建彬、钱志锋、董美荣、钱洪彬、张  杰、杨爱

娟、沈强兵、王  冕、朱承志、曹庆玉、司建兵、陈  淼、朱  磊、

张小波、吴  涌、朱凯杰、赵震东、张蓉花、俞振飞 

7、海蜇苗种人工繁育技术集成与示范 

完成单位：南通市水产技术推广指导站、南通滨海园区乾峰

水产养殖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人：徐梦雪、朱赟杰、倪建忠、孙习武、王爱华、徐小

敏、夏淑平、倪晓艳、高明亮、洪春花、王玉梅、王建国 

8、出口蔬菜全程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 

完成单位：如东县园艺技术推广站、如东循环经济产业园农

村工作局、如东县掘港镇农业服务中心 

完成人：潘国云、韩益飞、陈名蔚、郁  兵、王  峰、王玲

玉、刘宗陈、陆亚琴、王靖宇、曹拥军、何永红、吴骥飞、李长

铭、袁  媛、吴红霞、王云如、马作全、缪文军、孔旭东、张士

宇 

9、南通市设施蔬菜障碍土壤绿色修复技术集成与推广 

完成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南通市耕地质量保护站、如

皋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如皋市蔬菜办公室、海安市果蔬栽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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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海门市蔬菜生产技术指导站、通州区园艺技术指导站、如东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启东市蔬菜生产技术指导站 

完成人：袁玉娟、王志强、顾  绘、陈美丽、徐晨伟、李  建、

李春柳、尹升华、陈爱山、金新华、阚建鸾、沙  斌、朱晶华、

孙福洲、张  俊、张  楠、凌  宁、崔士友 

10、如东县规模蛋鸡标准化养殖配套技术推广 

完成单位：如东县畜牧总站、如东县大豫畜牧兽医站、如东

县岔河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冒留留、印向东、张诗南、柳  林、管  慧、刘  亮、

张红玉、季晶晶、王爱华、石素梅、钱  婧、张朋朋、葛正东、

陈新剑、申兰兰、徐进昊、李学峰、刘  娟、缪娟娟、吴新泉 

三等奖（27项） 

11、如东县生猪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与推广 

完成单位：如东县畜牧总站、如东县马塘畜牧兽医站、如东

县掘港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张拥军、马爱华、吴  伟、何  娟、戴海兵、喻  明、

刘  军、丁丽军、丁良成、顾伟程、钱徐慧、张皓博、汤毅宇、

江炜炜、叶鹏宇、袁聪聪、宋传斌、陈  洁、石小峰、谢建明 

12、植保无人机喷雾防治稻麦病虫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南通市农业新技术推广协会、

南通市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海门市植保站、海安市植保植检站、

南通市通州区植物保护指导站、海安圣大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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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蔡银杰、孙  娟、肖  颖、蔡良华、朱渼萍、张宏

军、冯寅洁、沈丹波、冯成玉、焦阳阳、郑兴国、王秀敏、颜军

烨、王道瑜、黄叶飞 

13、稻茬麦高质量耕播农机农艺融合技术集成与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市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江苏沿江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海安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服务站、如皋市农业机

械化技术推广站、南通市通州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南通市

通州区农业机械技术学校 

完成人：李  波、施卫卫、董芙荣、吴贵茹、张宏彬、季松

平、朱爱华、赵月军、卢少颖、吴咏梅、涂  莉、曹  亮、张亚

军 

14、碧护（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小麦节本增效中的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市农业新技术推广协会、江苏碧护双创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南通市通州区植物保护指导

站、南通市通州区田梦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完成人：丁晓辉、魏佳峰、张瑞萍、罗  岗、赵海红、沈素

香、易红娟、谢松华、孟爱中、顾  烨、瞿  炎、顾  红 

15、优质水稻绿色高效生产及其稻米品牌建设 

完成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农垦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海安市雅周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办

公室、南通市通州区农林科教管理站、江苏长寿集团如皋广兴米

业有限公司、南通荣凯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如东县曹埠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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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中心 

完成人：薛亚光、邱海涛、石  吕、刘  洪、张丽华、吉科

桦、许仲贤、姚广圣、张晓晓、卞红林、孙  宇 

16、优质元麦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链构建 

完成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作物栽培

技术指导站、如皋市恒孚稻米农地股份合作社 

完成人：魏亚凤、刘  建、宋居易、陈  惠、李世峰、钱李

晶、郭小鸥、汪  波、陈永建、田建华、瞿空名、杨晓冬、潘宝

国、石晓旭 

17、鲜食夏大豆“通豆5号”“通豆6号”品种及技术集成应

用 

完成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启东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海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江苏嘉安食品有限公司 

完成人：汪凯华、缪亚梅、马  忠、黄柳松、黄金金、施  美、

葛  红、赵  娜、朱新健、顾春燕、王学军、陈满峰、王永芳、

吴  浩 

18、优质高产鲜食糯玉米品种苏玉糯901应用推广 

完成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作物栽培

技术指导站 

完成人：张振良、周广飞、郁  伟、陆虎华、黄凯美、刘  剑、

邱华华、薛  林、顾洪新、石明亮、陈国清、郝德荣、冒宇翔、

黄小兰、胡加如、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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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特色蔬菜洋扁豆产业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中宝食品有限公司、海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完成人：邱晓锋、管冬梅、葛亚丽、陈赛晶、沈健华、周  新、

张玉琴、王  凤、吴志慧 

20、薄皮甜瓜新品种通翠1号及高效栽培技术推广与应用 

完成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启东市嘉禾力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人：闫洪朗、顾巍菊、茅赛赛、程玉静、魏小云、何林

池、董友磊 

21、观赏苗木标准化繁育技术应用与示范推广 

完成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通州区园

艺技术指导站、如皋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完成人：李玉娟、郭  聪、王  莹、钱小兰、陈烨丽、李  敏 

22、花椰菜集约化育苗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南通市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协

会、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完成人：唐明霞、孙正国、李  进、袁春新、张雪峰、徐迎

春、姜永平、朱方丽、顾  宇 

23、大棚设施周年利用模式及其绿色增效技术集成与推广 

完成单位：海门市蔬菜生产技术指导站、江苏沿江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如皋市蔬菜办公室、南通市通州区农林科教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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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雅周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办公室、江苏鲜生活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完成人：杨美英、刘水东、龚佩华、吴  军、姚桂芳、沙宏

锋、陈小莉、黄冬梅、谢兆兵、韩  娟、王奎山 

24、农业物联网应用技术集成与推广 

完成单位：江苏超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海安市农林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办公室、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海门市农业科教信息站、如皋市农林科技与信息中心、如东

县农林科技信息站、海安市白甸镇农村工作局 

完成人：姜大庆、丁晓卫、陈林琳、冯仕根、蒋丽丽、缪小

龙、刘珍敏、吴中华、黄  菊、王  蕾、蒋咏梅、薛  岩、孙书

云、周  卫、丁成龙、吴婷婷、李  节、朱筱华 

25、规模鸡场免疫新程序的研究与推广 

完成单位：海安市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城东畜牧兽医站、海

安市角斜镇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大公镇畜牧兽医站、海安市曲塘

镇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王秋生、程素平、高  倩、杨  亮、周圣兵、张士

娟、于宽敬、刘礼进、张  艳、李存彬、孙美华、仇裕斌、储晓

林、蒋林晨、孟丽丽、毛正梁、王素珍、陈光辉、刘  波、王剑

嘉 

26、生物饲料在生猪养殖中的推广应用 

完成单位：海安市畜牧兽医站、海安市曲塘镇畜牧兽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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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城东畜牧兽医站、南京宝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海安市李

堡镇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大公镇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陈文军、毛生富、孙福春、孙益林、吴金春、刘小

强、夏长保、李  建、吴  兵、储呈彬、仲储森、夏后璋、吴日

钧、孙  彬、谢  兰、栾嘉卉、贾长诚、徐竹山、张小彬 

27、猪瘟、猪丹毒、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三联活疫苗的推广

与应用 

完成单位：海安市畜牧兽医站、海安高新区畜牧兽医站、海

安市城东畜牧兽医站、海安市曲塘镇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丁兆汉、徐晓剑、韦存莉、黄典兰、戴伍峰、陈  健、

方向明、张志春、张加纯、徐素军、郭  娟、朱成忠、徐益斌、

闻雪梅、王  军、王德圣、陈海霞、徐长稳、姜宏波、吉基平 

28、山羊保育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完成单位：海安市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城东畜牧兽医站、江

苏波杜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市墩头镇畜牧兽医站、海安高新

区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大公镇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孙  元、赵金龙、徐怡虎、沈汤红、姚国平、李为

根、尤佩华、陆兴平、潘桂华、吴  军、吉晓建、陈  元、丁海

琴、王  芳、练泳洋、翟振中、许金楠、周  瑾、邓方倩 

29、海门市适度规模羊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示范与推广 

完成单位：海门市四甲镇畜牧兽医服务站、海门市畜牧兽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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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茆海华、杨晓峰、许新松、陈向英、沈晓峰、袁  菊、

曹丽华、赵国华、黄佳宁、蓝晓霞、杨卫星、黄立新、宋银琴、

季卫玉、张丽华、高欢欢、龚  惠、苗元高、施丽娟、李  霞 

30、山羊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示范推广 

完成单位：如皋市九华镇畜牧兽医站、如皋市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沈永辉、孔  瑞、李秀平、徐晶军、周小红、许金

辉、宗卫阳、冒爱华、宗建波、孙建美、张海燕、陈娟娟、吴金

泉、秦伟文、房艳越、陈小虎、张  敏、曹钱婧、陈思念、陈  锦 

31、蓝孔雀规模化高效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国信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江苏沿

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通州区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顾拥建、袁亚峰、袁裕忠、蒋建兵、陆陈红、季楚

楚、董镝燕、吴  华、沙文锋、吴永军、陈羽锋、王志明 

32、蛋鸡低蛋白饲料的研究与推广 

完成单位：海安市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城东畜牧兽医站、海

安市曲塘镇畜牧兽医站、海安高新区畜牧兽医站、海安市大公镇

畜牧兽医站 

完成人：许秀平、储瑞华、储新生、邱月建、储晓鸿、朱长

春、陈存荣、章正林、丁小波、濮  军、顾宏伟、钱文峰、庞加

航、孙建华、陆宝荣、王祖俊、仲俊蓉、钱贞峰 

33、农业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技术集成推广 

完成单位：启东市农村环保能源技术推广站、启东市农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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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推广中心、启东市高效设施农业协会 

完成人：曹小凯、范淑琴、彭  鹏、龚伟杰、王松花、施永

军、丁海燕、倪建辉、朱海霞、张  程、张汉飚、陈春红、黄玲

玲、卢  玉、张永生、王卫玉 

34、木腐菌菇渣二次高效利用研究与推广应用 

完成单位：南通东洲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沿江地区

农业科学研究所 

完成人：谈  峰、许义生、许建民、徐濯清、冯汉皋、胡金

平 

35、启东市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集成模式的应用与推广 

完成单位：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完成人：邱海燕、黄丽婧、陈虔文、彭连法、朱江华、赵晓

燕、曹顶华、季红丹、岳蒙蒙、黄丽华、张  唯、高  雪、 张  颖、

唐凯健 

36、新型职业农民混合学习模式的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海门市农业干部学校、如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完成人：张  键、袁  媛、邱  聪、陈琴琴、王丽丽、徐子

舒、季佩华、周建华、范卫红、刘  静、黄淼娟、袁  娟、汤莉

莉、姜丽春 

37、桑疫病防控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 

完成单位：如皋市蚕桑技术指导站、海安市蚕桑技术推广站、

南通市通州区蚕桑指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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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孙  锋、陆  琳、陆  琴、徐  祥、环国莲、吉  华、

席日峰、章亚蓓、王  静、朱  建、谈嵩山、郑子平、沈军华、

石小丽、崔松明、周慧勤、景建新、沈  剑、刘  斌、丁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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