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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技术创新需求清单汇总表

序号 需求名称 需求单位

1 智能化食品加工设备研究开发 宁夏虹桥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2 研发一种植物合成鞣剂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3 自走式全混合日粮机的研发 宁夏新大众机械有限公司

4 石灰氮转窑最优工艺应用研究 宁夏贝利特氰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 大型振动筛及其核心装置激振器工艺研发 宁夏石炭井炭化实业公司

6
耐高温（1700 度）快速冷却、不需人工破碎的浇筑模

具研发
宁夏贺兰山冶金有限公司

7 维生素 C 高盐水浓缩工艺优化 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

8 阿奇霉素连续反应 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

9 简便高效四氟锥形底整体成型方法及其装置研发 宁夏金梯氟塑防腐设备有限公司

10 超瑞施共建新研发载体 宁夏超瑞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1 氨法电锌工艺中自动信息化剥锌的应用研究 青铜峡市鼎辉工贸有限公司

12 天然气（BOG）提氦技术的研发 宁夏天利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

13 数字化在线管理系统项目 青铜峡市仁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4
宁夏地区种植芦笋达到高产、稳产、优质的关键性技

术研究
宁夏驰马聚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 智柏智慧健康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4.0 宁夏智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6 药渣的综合开发与利用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宁夏）有限公

司）

17 关于提高孕育块收得率的新式工艺研究 宁夏新顺成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18 水牛皮替代黄牛皮生产工艺的创新研发 宁夏金海皮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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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全价颗粒产品与工艺技术开发 固原宝发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20 防火布生产加工工艺技术需求 宁夏兴旺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21 牛羊养殖技术需求及硬件芯片研发 宁夏井智科技有限公司

22 艾草产地初加工与发酵技术研发 宁夏泽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 艾草种苗品种选育及推广 宁夏泽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艾草根系退化及处理技术研发 宁夏泽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 六盘山小秦艽人工栽培保苗技术研究 宁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26 六盘山濒危中药材野生驯化与种苗繁育技术研究 宁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27 艾草深加工产品研发 宁夏泽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8
有机枸杞逆境胁迫对药用功能性成分的促升作用评

价
银川刘传敬枸杞有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29 有机枸杞土壤害虫园艺地布覆盖防控技术 银川刘传敬枸杞有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30 油松耐旱耐盐碱栽植配套技术研究 宁夏六盘山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31 肉牛繁殖加工及产品技术需求 泾源县萧关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32 生态修复关键技术攻克需求 宁夏众森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33 乡土植物繁育关键技术攻克需求 宁夏众森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34 双排式连续浇注系统研发 宁夏吉元冶金集团有限公司

35 硅锰合金冶炼废渣的处理技术
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经济有限

公司

36 单晶拉制过程抑制气泡的技术研究 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37 硫铵复盐结晶物资源化利用的研究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38 根茎类中药材种苗采挖机 宁夏拓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9 枸杞生物深加工技术 宁夏菊花台庄园枸杞种植有限公司

40 关于冷榨葡萄籽油出品率低的技术需求 宁夏回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1 十万吨生物有机肥生产设备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宁夏绿即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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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混合日粮配方 彭阳县宝发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43 多项草颗粒产品配方与工艺技术开发 彭阳县宝发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44 熏醋固液态发酵技术需求 宁夏兴宇绿色粗粮加工有限公司

45 蛋鸡育成高效设备引进试验示范项目
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宏科农民养殖专

业合作社

46 优质朝那鸡品种保护和选育利用关键技术 宁夏万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7 马铃薯新品种种植需求 西吉县龙王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8 禽业废弃物降解及再利用技术 宁夏万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9 富硒小米研发
固原市原州区新星土地股份专业合作

社

50 肉兔养殖兔粪科学转化有机饲料技术研究项目 宁夏绿色能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1 动态花灯工艺材料关键技术需求 隆德县正观花灯工艺有限公司

52 乌鸡黑色素提取技术 宁夏万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3 食用醋制造加工技术改造 隆德县良田食品有限公司

54
煤矸石分选或高矿物质煤矸石烧结砖成型质量的技

术需求
彭阳县鑫卓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5 一种功能性苦荞饮品的工艺技术 彭阳县虎狮酒业有限公司

56 食用醋制造加工技术改造 隆德县良田食品有限公司

57 胡麻油精炼工艺技术需求 宁夏兴宇绿色粗粮加工有限公司

58 火龙果种植技术研发 固原市博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9 肉牛专业化养殖与品种改良研发 固原市原州区百顺养殖专业合作社

60 保健醋制作工艺技术需求 宁夏兴宇绿色粗粮加工有限公司

61 沼液有机肥的研发 宁夏瑞威尔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62
一种抗菌、双轴取向的大口径聚乙烯给水管的研制与

开发
石嘴山市塑料厂

63 废旧匣钵再利用 宁夏劲远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4 铸造用树脂粘结剂合成效果测量、分析 宁夏共享化工有限公司



- 6 -

65 提高丙烯聚合反应产率的方法探究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 高端（均聚）聚甲醛工艺技术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 聚苯醚生产工艺技术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高 VA 含量的 EVA 生产工艺技术研究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 高品质与高端衍生精细化工产品开发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煤系针状焦生产技术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 透明聚酰亚胺薄膜（PI）合成技术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DMTO 装置污水汽提塔浓缩水系统优化研究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制备技术工艺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纳米银粉化学还原制备技术 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

75 铸造 3D 喷墨打印用无机粘结剂 宁夏共享化工有限公司

76 聚异丁烯制备技术研究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聚烯烃类弹性体（POE）工艺技术开发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聚丁烯-1 制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
关于 8000 吨/年芳纶聚合单体（间/对苯二甲酰氯）

项目的技术需求
宁夏丰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0 沥青基碳纤维生产工艺技术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 3D 打印用金属粉末制备关键技术的研究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82 高压大流量手动单活塞柱塞泵 银川市长城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83 电解金属锰电解工段生产智能化研发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84 耐高温、耐磨钢 宁夏立志耐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85 火电机组调峰及氢储能利用综合应用研究 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6
寻找降低煤矸石环保工业型煤添加剂生产成本研究

开发合作
宁夏亘峰嘉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 水溶肥智能化加工设备研究开发 宁夏天瑞鸣钟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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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氯-5-氯甲基噻唑连续化生产技术 宁夏贝利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9 锅炉制造相关技术 宁夏行健锅炉容器有限公司

90 环保型低甲醇含量 PVA 产品开发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

公司

91 延长焦炉气压缩机使用周期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干粉气化炉气化烧嘴优化研究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 1,4-丁炔二醇(BYD)净化成套技术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

公司

94 1500t/a 维生素 D3、150t/a 维生素 H产业化项目 宁夏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5 火力发电厂智慧应急管理平台研发 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6 自动化配煤技术及焦炭热强度预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7 硝基连续加氢还原技术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98
利用 3D 数码喷墨等智能化设备进行高档瓷质墙地两

用中板技术研发
宁夏科豪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99 电石乙炔法高端醋酸乙烯工艺技术开发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

公司

100 生物制药废水色度以及可生化性研究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1 喹诺酮类滴眼液溶解性与稳定性技术突破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2
海原县高端肉牛高效生态养殖关键技术组装配套与

示范推广

宁夏西海固高端牛产业研究院有限公

司

103 藜麦深加工与精加工食品研发
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宋洼村土地股份

专业合作社

104 中药配方颗粒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生产研究
宁夏隆德县六盘山中药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105 解决肉苁蓉超微粉结块 宁夏极蓉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106
无公害蔬菜基地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及脱水蔬菜产品

研发技术
宁夏发途发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 特色旅游农产品制作工艺技术研发 宁夏建茹文化产品创意有限公司

108 鲜食百合保鲜、烘干和深加工技术研究 海原县科技服务中心

109 食用菌深加工产品技术配套升级项目 宁夏科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0 青刀豆种植一次性采收模式的研究与示范 宁夏虹桥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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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熏醋固液态发酵技术需求 宁夏兴宇绿色粗粮加工有限公司

112 绿壳蛋鸡种鸡选育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彭阳县益斌园农畜综合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113 物联网+无碱枸杞生产设备控制技术研究 宁夏链杞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114 萧关宴沙棘红茶、绿茶制备方法及工艺流程
宁夏天瑞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15 藜麦高值化产品开发及功能性评价研究与应用 宁夏神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16
智能化蔬菜种苗嫁接机及蔬菜种苗检疫性病害防控

技术研究
宁夏天瑞绿色种业有限公司

117 苹果化学药剂疏花疏果技术的指导应用 宁夏沙坡头果业有限公司

118 山杏早春低温冻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试验与示范 彭阳县科学技术局

119 利用农用酵素改良土壤的技术性研究 宁夏丰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0 宁夏优质肉羊产业链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 宁夏宇泊科技有限公司

121 玫瑰精油提炼工艺技术研究 宁夏嘉禾花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22 滴灌带生产中对于出水孔流量精准度的控制研究 宁夏雨润农业节水灌溉制造有限公司

123 小麦优新品种 宁夏科泰种业有限公司

124 TMR 全日粮饲料搅拌机生产工艺技术需求 宁夏海原国华农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25 宁夏渔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宁夏泰嘉渔业有限公司

126 优质富硒饲草生产与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宁夏宁羊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127
甜高粱新品种综合配套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宁夏海晟盛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128 口服缓控释固体制剂体内外一致性技术攻关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9
食用菌、中药材产业高端人才引进及本土技术人员培

育
彭阳县科学技术局

130 应用于矿山生态修复领域的生物质育苗容器的制备 宁夏阳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1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 彭阳县人民医院

132
抗高血压口服缓控释固体制剂体内外一致性技术攻

关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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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创新挑战赛声明

中国创新挑战赛（以下简称挑战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指导，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与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共同承

办。挑战赛是针对具体技术创新需求，通过“悬赏”方式，面向全社会公

开征集解决方案的创新众包服务活动。为确保挑战赛公正、有序开展，参

加挑战赛的需求方、挑战者（法人和自然人）、服务机构、专家和各级承

办单位（以下简称参赛各方）共同作如下声明：

1.自愿参加挑战赛，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积极配合赛委会的相

关核实调查；

2.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挑战赛规程；

3.提交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不涉及国家秘密，不侵犯任

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4.确保参赛材料知识产权权属明晰，技术来源正当合法，严格保守

参赛项目中涉及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5.参赛期间，不私自发布、售卖参赛项目相关信息；

6.参赛各方如发生与上述条款相违背行为，必须承担可能涉及的全

部法律责任。

7.参赛各方在挑战赛过程中及赛后进行的商业对接合作非赛委会指

定行为，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的权利、义务均与赛

委会无关；

8.赛委会设立并公布投诉和举报方式，监督挑战赛执行情况，并有

权对违背本声明条款行为进行处理，直至取消其参赛资格。

本声明之条款适用于参赛各方，适用于中国创新挑战赛全部环节。

一旦签署，即视为同意并遵守本声明之全部条款。

我已阅读并同意《中国创新挑战赛声明》的全部条款。

（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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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挑战报名表
（法人）

需求编号：

需求名称：

挑 战 者： （盖章）

中国创新挑战赛（宁夏）赛委会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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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挑战者须对上述各项内容进行详细描述(表格不够可续填)。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一、单位简介

二、挑战团队负责人简介

三、相关研究基础

四、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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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报名表
（自然人）

需求编号：

需求名称：

挑 战 者：

中国创新挑战赛（宁夏）赛委会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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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Email 手机

一、个人（团队）简介

二、所在单位介绍

三、主要参加人员

姓 名 出生年月 学 历 职 称 从 事 专 业

备注：挑战者须对上述各项内容进行详细描述(表格不够可续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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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挑战报告

需求名称：

挑战者：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国创新挑战赛（**）赛委会制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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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写框架

一、挑战者对技术创新需求涉及技术、行业和产业发展现状和

发展趋势的掌握和理解

二、解决方案（实施方案）拟采用的工艺技术路线、关键技术

三、解决方案拟采用的主要技术特点和创新点，可能取得专利

(尤其是发明专利和取得国外专利)及知识产权分析

四、形成合作项目攻关预期目标及其相应技术指标

五、形成合作项目完成年限及进度安排

六、挑战者自我介绍以及取得的相应成果及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