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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齐鲁农业科技奖二等奖获奖名录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1
梨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王少敏 董冉 李庆余

刘汉涛 蔡荣 赵海洲

刘馨蔚 宋聪华 张勇

2

甜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应

用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 鲁东大学

田长平 贡汉生 王玉

霞 孙庆田 李延菊

李芳东 李淑平 兰丰

慈志娟 吕杰玲 秦国

栋 孙玉海

3
果园酸化土壤改良系列

专用肥研制与应用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山东省

果茶技术推广站 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秦旭 李明丽 高文胜

沈玉文 陈剑秋 赵勇

李国栋 王猛 李杰

赵圣国 王超 任士伟

4

设施葡萄品种选育与提

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李秀杰 朱自果 王传

增 李晨 逯志斐 王

晓芳 韩真 王海荣

张庆田 李勃 禹化强

5

食用菌小型工厂化生产

装备及绿色高效栽培技

术创新与集成

滨州市农业科学院 山东农

业工程学院 滨州市福哲思

蕈菌有限公司 山东昌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善勇 董霞 高琪

牛贞福 刘子勇 刘悦

上 范丽丽 李东起

刘海燕 王敬芳 杨智

军

6

优异华南型黄瓜新品种

选育及绿色栽培技术研

究与应用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李涛 张丽莉 王虹云

曹守军 姚建刚 夏秀

波 姜法祥 董泰丽

姜兆伟 卢俊宇 尹同

萍 徐高

7

珍优食用菌精准化周年

生产关键技术创制及应

用

山东恒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福禾菌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省科创食用菌产

业技术研究院 山东省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 邹城市润和

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李晓博 李明辉 杨成

梅 司元明 赵敬聪

崔慧 赵峰 高士龙

刘孝利 王晓婷 孙振

福 刘学成

8

枣新品种选育及现代高

效栽培关键技术创新与

应用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张琼 王中堂 高瑞

刘国利 翟浩 亓雪龙

李超 高丽萍 赵舰

刘丽娟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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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百合野生种质评价、新品

种选育及高产栽培技术

研究与应用

临沂市农业科学院 山东沂

水食用百合研究开发中心

彭金海 张颖 赵启超

刘洪晓 王琳 韩江波

孙腾飞 胡乃志 冯涛

徐勤邓 李辉 陆玲

10

重要经济作物病害鉴定

检测与精准防控技术研

发及应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

业有限公司

马立国 齐军山 祁凯

张博 张悦丽 唐剑峰

刘杰 吴建挺 韩君

房锋 马国苹 李长松

11
葡萄主要病虫害综合防

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

王英姿 李宝燕 王丽

丽 辛相启 汪少丽

石洁 张眉 于晓丽

吴斌 王培松 王鹏

姜珊珊

12

玉米新害虫二点委夜蛾、

双委夜蛾综合治理技术

集成与推广

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 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 菏泽市植物保护站 烟台

市植物保护站 滕州市植保

植检站

关秀敏 李丽莉 黄现

民 门兴元 曹秀芬

杨建国 赵猛 唐永辉

张小冬 朱庆荣 牛雯

雯 公义

13

花生化肥减施绿色增效

栽培关键技术创建与应

用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山东省

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烟

台市牟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

务中心

于天一 王春晓 沈浦

孙学武 郑永美 吴正

锋 李晓亮 孙秀山

冯昊 邱少芬 姜勇

王才斌

14

超高产优质广适小麦新

品种烟农999的选育及产

业化开发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 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安徽新世纪农业有限公

司 新龙亚洲食品制粉（烟

台）有限公司

王江春 辛庆国 殷岩

孙晓辉 孙振军 张静

王廷利 李林志 郭对

田 徐四有 曲显强

洪江鹏

15

玉米杂交新品种鲁宁

184、鲁宁 776 选育及配

套技术研究与推广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蒋飞 姬长瑞 杨小华

曾苏明 宋春林 孔晓

民 韩成卫 吴秋平

付贵林 郭家禹

16
生猪健康养殖抗生素替

代品的创制与应用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新希望

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易

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

华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单虎 张洪亮 黄河

王永明 刘蕾 刘晓东

吕海涛 秦志华 刘宝

涛 李鑫 邹敏 胡莉

萍

17
功能益生菌筛选与产业

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

研究中心 沈阳农业大学 青

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康多宝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林业大学

尤升波 于金慧 乌日

娜 武俊瑞 夏晗 黄

亦钧 毕玉平 彭霞薇

马德源 刘凤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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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山

东小麦农情监测关键技

术研究

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

侯学会 梁守真 王猛

刘涛 隋学艳 姚慧敏

郭洪海 张金盈 张剑

谭子辉 朱振林 袁奎

明

19
小麦风险信息监测与预

警关键技术及应用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

研究所

张晓艳 刘淑云 牛鲁

燕 孙家波 郑纪业

李乔宇 刘锋 赵佳

卢德成 李学涛 陶云

平 孙传仁

20

农牧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专用菌剂

及工艺研发

山东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季维峰 何永聚 冯永

胜 郝小静 衣服德

代永联 杨培培 王广

敬 张宏灿 毛庆莲

陶庆树 陈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