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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科协通〔2019〕22 号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

考察评价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科协，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设与管理，提升工作站

运行质量和创新能力，根据《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认定管

理办法》（湘组〔2018〕114 号）要求，省科技厅、省科协组

织对 2007 年至 2016 年认定的 76家工作站进行了考察评价。

经资料申报、专家评审、实地考察、公示等程序，确定威胜

集团有限公司等 10个工作站考察评价结果为优秀；邵阳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等 53个工作站考察评价结果为合格；湖南云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3个工作站考察评价结果为不合格，其

中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等12个工作站连续两年考察评价

结果为不合格（具体考察评价结果见附件）。

文件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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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察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工作站将优先推荐参与省

级模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由省科协给予一定的专项经费

补助。对考察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工作站，责令其整改，

整改期 1 年，期满后组织专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整改后

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称号。对连

续两年考察评价结果为“不合格”或依托单位与院士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续约的，取消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称号。

各工作站依托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考察评价反馈

的意见建议，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完善各项配套制度和

保障措施，切实加强工作站的建设管理，积极做好院士专家

团队服务工作。

附件：2018 年度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考察评价结果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19 年 4月 11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36/201812/W02018122432687195626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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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考察评价
结果

（排名不分先后）

一、2018 年度考察评价优秀的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名单（10家）

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1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3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4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院士专家工作站

6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7 湖南金海钢结构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8 湖南文理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9 湖南省棉花科学研究所院士专家工作站

10 湖南德人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二、2018 年度考察评价合格的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名单（53家）

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11 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12 湖南省新晃龙脑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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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13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1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15 湖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16 衡阳师范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17 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18 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19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0 湖南安邦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1 吉首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

22 湖南省冶金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3 湖南工业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

24 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5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6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7 飞翼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8 湖南三尖农牧有限责任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29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30 娄底市中心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31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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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32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33 湖南有色冶金劳动保护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34 株洲科能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35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36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37 安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

38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院士专家工作站

39
湖南金龙电缆有限公司/湖南金龙国际铜业有限公司院士专

家工作站

40 资兴市水产良种场院士专家工作站

4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42 湖南商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43 湖南宝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44 湖南活力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4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46 长沙珂信肿瘤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47 福嘉综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48 湖南千智机器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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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4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0 湖南方锐达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1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2 宜章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

53 湖南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4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5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6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院士专家工作站

57 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院士专家工作站

58 湘潭飞龙牧业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59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60 湖南建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61 湖南省汇湘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62 衡阳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63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三、2018年度考察评价不合格的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名单（1家）

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64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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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消“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称号的名单（12家）

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取消原因

65
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

连续两年考察评价

不合格

66
长沙巨星轻质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院士

专家工作站

连续两年考察评价

不合格

67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

连续两年考察评价

不合格

68
湖南希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

连续两年考察评价

不合格

69
郴州市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局院士专家

工作站

连续两年考察评价

不合格

70
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院士专家工

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71

株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院士

专家工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72
城步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

家工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73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74
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

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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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士专家工作站名称 取消原因

75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76 正大邵阳骨伤科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与院士团队的合作

项目已完成且不再

续约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

健康委、省纪委省监委驻省科技厅纪检监察组

湖南省科协办公室 2019年 4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