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19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专业评审组： 序号：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编号： C15-4001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项目
名称

项目名称 ARJ21喷气支线客机工程

公布名 ARJ21喷气支线客机工程

主要完成人

陈勇，吴兴世，郭博智，赵鹏，陈迎春，谢灿军，田剑波，常红，白永宽，沈
小明，赵克良，修忠信，朱广荣，吕军，赵春玲，辛旭东，徐有成，赵杰，尹
力坚，柏文华，郑晓玲，姜丽萍，姚雄华，冯军，费衡甫，唐建华，黄锦琦
，赵志强，邓友明，陈明，唐吉运，张明习，梁爱社，唐建中，孙海泳，李乖
虎，李玲，李凯，马显超，窦连财，孟庆功，周宇穗，张克志，王兴波，严林
芳，党亚斌，曹丹青，胡广平，陈洁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审查机构

学科分类

名称

1 定翼机 代码 5901520

2 飞行器控制、导航技术 代码 59035

3 航空器地面试验 代码 590501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飞机制造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制造业

任务来源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国家“十五”高技术建设工程计划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14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434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2年4月1日 完成：  201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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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2号院中国航空学
会320房间

邮政编码 100012

联 系 人 安向阳 联系电话 010-84923943

电子邮箱 anxy@csaa.org.cn 传    真 010-84923942

提名意见：
       ARJ21喷气支线客机是我国十五规划的重大高科技项目，是严格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规范和方法，进行
设计、生产制造、总装集成、适航取证的国产喷气支线客机，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喷气支线客机。
       该项目针对喷气支线客机飞机安全性设计和验证、高原经济性、驾驶舱工效、系统集成试验等难题
，创新性提出一系列技术、方法，建立相关的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家用户成都航空已经采用
ARJ21飞机正常运行航班超过三年，实践证明，ARJ21喷气支线客机具有卓越的高原特性、广阔的安全运
营前景、良好的乘坐舒适感、良好的使用操作特性、良好的整体性能和完备的客户支援服务等特征。
       该项目成果综合技术水平国际先进，在安全性、高原经济性、驾驶舱效能方面达到同类机型国际领先
水平。项目具有奠基性、创新性，关键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我国在喷气客机领域的空白，大幅
度提升了我国民机技术水平，为C919和CR929等后继型号的研发积累了宝贵经验。
       项目内容和完成人已在本单位公示、无异议。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 等奖。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
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
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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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喷气客机是“现代工业皇冠”，对技术和产业的带动强，政治、经济、军事战

略作用大，只有美欧等国家掌握其核心技术。研制喷气客机技术复杂，难度巨

大，日本是制造业强国，但其 MRJ 喷气支线客机 5 次推迟计划尚未交付。 

国产大飞机从 ARJ21 起步，建立技术体系，主要难点在于：要保证 20 年全

寿命周期内的飞行安全；我国高原面积占 70%，必须兼顾高原和平原运行；机

场和航线日益繁忙，飞行员工作负荷重，易出操控差错；民机由数百万零件组

成，其集成水平决定飞机安全、可靠和效率。 

该项目是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历经十余年攻关，第一次走完大飞机研

制的全过程，打破欧美对民机市场的垄断。主要技术创新如下： 

1）创建了民用飞机安全性设计和验证技术。首创提出了系统间互联安全性

分析方法，建立了全机 12 种特殊风险、52 项极端气象条件分析和验证技术，其

中 8 项技术国际首创。建立了全机 285 项民机试飞技术，最小离地速度、自然

结冰、大侧风等高风险试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飞机灾难事件总概率达到

10
-8，设计安全性比国际同类飞机高 10 倍。 

2）首创提出喷气支线客机高原经济性设计技术。揭示了超临界机翼和发动

机近距耦合机理，阻力发散速度提高 1.2%。建立民机失速和失速保护技术，开

展 8220 次高风险失速试飞，提出了飞机正常和故障状态的失速保护控制律，寻

找到高原起降安全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ARJ21 高原经济性国际领先，该

方面引起国际航空界高度关注，巴航工业 E2 等最新机型也强调了此方面的设计。 

3）首创提出喷气支线客机全静暗、全电传驾驶舱技术。70%飞机事故和驾驶

舱操控不当有关，减低飞行员工作负荷，可以降低人为差错。提出静暗驾驶舱

原理和标准，衍生故障抑制技术，机组告警数量比同类飞机少 25%。首创提出

了直接链三轴电飞行控制构架，无机械备份，操纵负荷轻。ARJ21 飞行员操纵

负荷比同类飞机低 22.8%。 

4）建立了民机试验、制造、维修等全寿命周期的集成技术。研发机械、航

电、动力、电源等系统集成试验台，建立总装自动对接和自动测试技术，生产

效率提高 4.28 倍，单线年产 30 架。建立民机适航审定维修和全寿命维修计划等

分析技术，保证了单机日利用率达到 10 小时，签派可靠度达到 99%。  

该项目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140 件，发表学术论文 335 篇，国际标准 53 项，

国家标准 6 项，行业标准 105 项，企业标准 6744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17

项。目前项目累计订单达 528 架，新增产值 28.3 亿元。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曾多次视察项目研制现场，并做出重要批示。中国航空学会鉴定结论：“该项

目成果综合技术水平国际先进，并在满足高高原机场适应性、驾驶舱效能方面

处于同类机型国际领先水平”。国际航空周刊评价：“ARJ21飞机将是中国成为商

业航空巨头的开始”。通过本项目促进了中美达成适航双边协议，项目还推动了

民机产业变革，空客和波音分别加紧收购其他民机制造企业的支线客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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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4

201
9年
度提
名书
预览
版



2．科技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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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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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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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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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
编号
（标
准批
准发
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
起草单

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
人）

发明专
利

（标准
）有

效状态

发明专利 ICE
DETECTOR 欧洲 EP2876

050
2013年
12月03日

EP2
8760
50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

史献林；南国
鹏；李革萍
；辛旭东

有效专
利

实用新型
专利

用于轮胎爆破
试验的引爆加
热装置

中国
ZL2015
201249
24.2

2015年
08月05日

证书
号第
4514
161
号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

张建敏；陈勇
；赵克良；党
亚斌；王勤超
；马小庆；曹
喜锋；俞金海
；杨浩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飞机
地面试验的信
号发生器及其
应用方法

中国
ZL2009
100557
45.7

2015年
01月14日

证书
号第
1566
244
号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

徐真；张勇
；赵京洲；王
兴波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飞机失速改出
装置 中国

ZL2011
103408
32.4

2015年
05月13日

证书
号第
1663
554
号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

梅鹤生；郝新
超；孟庆功
；钱敏；程凯
；李希岩；于
雷；张璞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用于测试传感
器的信号测试
仿真装置

中国
ZL2011
102334
62.4

2014年
03月12日

证书
号第
1359
741
号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

田剑波；赵京
洲；王兴波
；李飞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力纷争控制律
试验装置 中国

ZL2009
100558
02.1

2014年
08月20日

证书
号第
1465
390
号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

赵京洲；马显
超；廖军辉
；王兴波
；张京津；徐
德胜

有效专
利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SADRI民用飞
机EWIS可靠
性数据失效率
计算软件V1.0

中国 2012SR
010236

2011年
12月02日

软著
登字
第
0378
272
号

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飞机设计
研究院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民用飞机总体
设计 中国

ISBN:
978731
305628
3

2010年
05月01日

ISB
N:
9787
3130
5628
3

陈迎春；宋文
滨；刘洪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论文

Wheels Up
Landing
Certification
By Analysis of
Regional Jet
Aircraft

美国

DOI:10
.2514/6
.2018-
0763

2018年
01月08日

DOI
:10.2
514/
6.20
18-
0763

陈勇；李琪
；朱晓东；朱
广荣；Frank
Abdi；Harsh
Baid；Jeny
Housner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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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民用飞机尾吊
发动机安装效
应对推力影响
研究

中国

1001-
4055（
2018）
08-
1712-
08

2018年
08月01日

1001
-
4055
（20
18）
08-
1712
-08

党亚斌；刘凯
礼；谭兆光
；蒋晓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用于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
人的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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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陈勇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08月14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70814363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chenyo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68889182 移动电话 18019191630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0126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科技委常委

二级单位 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3、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总设计师，全面负责项目技术工作。主持制定总体布局
方案，超临界机翼减阻、失速保护等技术攻关；主持安全性设计和适航取证，攻克了自然结冰、大侧风、
轮胎爆破等难题；提出静暗驾驶舱方案设计，组织最小机组工作量测试；构建产品数据异地协同平台和构
型管理体系，组织批产优化设计和运营支持体系建设。证明材料见附件1.1.2、2.1.1-2.1.5。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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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吴兴世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45年10月12日 出  生  地 上海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031945101228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6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空气动力学

电子邮箱 wuxingshi@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8888-
80434

移动电话 1381769294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0126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专家咨询组成员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05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3、4做出创造性贡献。先后作为ARJ21工程筹备组副组长、技术负责人、ARJ21-
700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等，首次在国内民用飞机型号上攻克和应用超临界机翼及其气动弹性设计技术、机
翼-尾吊发动机短舱近距耦合优化配置技术、失速和深失速分析/试验/防护技术、全服役期经济性优化技
术、电控飞控系统技术，为本工程项目的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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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郭博智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年03月19日 出  生  地 陕西商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2031905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11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guobozhi@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8888 移动电话 18019191000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0126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确定民用飞机系统安全性设计与验证体系建立的思路和方向，制定民
用飞机系统安全性设计与验证体系管理提升纲要并组织验收,指导系统安全性核心能力建设组织建立了
ARJ21飞机系统安全性设计与验证技术体系，全过程指导ARJ21飞机系统安全性设计与验证各项重要工作
；组织建立了398项安全性设计、验证技术；组织首创提出了，突破了全机安全性分析完整性问题；组织
建立了全机12种特殊风险、52项极端气象条件分析验证技术和系统间互联安全性分析方法。证明材料见附
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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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赵鹏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3月30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嫩江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262219710330031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8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zulupapa@foxmail.com 办公电话 029-86838836 移动电话 13991941212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8号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试飞阶段的主要负责人和首席试飞员，全面负责本
项目试飞阶段各项工作，负责飞机研发试飞和取证试飞技术工作。组织制定了ARJ21-700飞机试飞管理规
定，并首次建立了民用飞机适航试飞技术体系；组织并作为机长完成了01架机首飞工作；完成了多项高风
险关键试飞科目试飞，包括颤振、失速、最小离地速度、最大能量刹车、自然结冰、大侧风等，填补了国
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组织并参与建立了民用飞机试飞适航管理体系以及安全管理体系，有效保证
了试飞工作的高效与安全完成；培养了一支现代民机试飞技术与管理队伍。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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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迎春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1年02月08日 出  生  地 江苏徐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610208229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3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空气动力学

电子邮箱 chenyingchu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8988 移动电话 18019191988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0126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科技委常委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08年07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2做出创造性贡献。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总体气动设计，解决机翼优化设计（包括增升
装置及其滑轨整流、翼梢小翼、翼根整流）、尾吊喷气发动机布局飞机深失速、进气道流畅畸变和飞机重
量重心控制等关键技术问题。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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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谢灿军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7月05日 出  生  地 江西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70070597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15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xiecanju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1801 移动电话 18019191801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0126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CR929常务副总
经理，CR929项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4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3、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及主管副院长，全面组织技术研
制工作，主持全机机体结构设计、制造、适航取证工作。主持完成地面结冰气象试验攻关、颤振试飞、大
侧风试飞攻关等；组织高原经济性设计技术研究；组织静暗驾驶舱设计与T5测试；组织建立民机设计、
制造、总装、维修集成技术，建立生产联络工程体系，主持全机试制及批产联络工程，主持结构审定维修
和全寿命维修计划技术分析，发布了结构维修维护相关手册，满足全寿命周期维修要求。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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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田剑波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10月24日 出  生  地 河北保定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0519641024201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学院 毕业时间 1985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液体控制与操纵

电子邮箱 tianjianbo@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302 移动电话 1801919106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3、4做出创造性贡献。开展飞控系统相关适航条款和专用条件研究，提出了适合支线
机特点的模拟主干通道、开环控制律为主的飞控系统方案，完成研制并通过验证。主持首飞安全研究，在
飞机和系统功能、飞控和系统级安全性、试飞风险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飞控系统首飞软、硬件构型
，通过评审并成功应用于飞行。主持飞控舵面故障下的安全性设计和验证工作， 定义了安全性需求，提
出了包括分析、试验、试飞的综合验证方法，成功应用于型号设计并通过适航审查。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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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常红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1年05月01日 出  生  地 福建福州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10501052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2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发动机

电子邮箱 changho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283 移动电话 18019191185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4做出创造性贡献。负责动力装置、燃油、防火和APU系统集成设计和安全性分析
；首创按适航要求从全机角度对飞机进行防火区域划分、设计，对可燃液体泄漏排放进行验证。创新性提
出基于发动机装机的进气畸变测量和工作特性评估方法，提出测压耙、动态压力和光探等测量技术；主持
发动机和APU高原起动和性能适应性设计验证。主持反推空中意外打开、起飞阶段发动机不可控高推力、
油门台机械锁突破、燃油结冰、燃油箱防爆、机身燃油导管适坠性等技术攻关。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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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白永宽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01月08日 出  生  地 陕西凤翔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40108053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发动机设计

电子邮箱 baiyongkua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4759 移动电话 18019194759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0216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ARJ21项目副总
指挥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适航技术负责人及项目副总指挥，全面负责项目适航
技术和取证工作。组织按国际适航标准完成了500多项符合性验证试验和局方审定试飞，突破了高平尾失
速、最小离地速度、颤振试飞、载荷试飞、溅水等高风险试飞科目。建立了民用飞机系统安全性体系，实
现了中美运输类飞机适航双边协议的全面对等认可。建立民机适航审定维修和全寿命维修计划等技术，完
善了国产民机运营支持体系，保证了ARJ21-700飞机按适航运行标准安全运行。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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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沈小明 性别 男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11月13日 出  生  地 浙江东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1031963111320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工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学院 毕业时间 1989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

电子邮箱 Shenxm_acc@caac.gov.cn 办公电话 010-59129300 移动电话 1364191285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东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工作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适航审定中心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7年03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型号合格审定审查组组长和委员会（TCB）副主任
，主持开展民用飞机安全性符合性验证技术研究，在规章条款建立背景、具体要求、符合性方法以及与美
国联邦航空局（FAA）、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相关规章条款要求差异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确定了
ARJ21-700飞机安全性设计适航要求、符合性方法及判据等关键技术，同时，从民用飞机全生命周期角度
出发，主持研究航线运行、维修等规章要求，推动在型号设计和符合性验证过程中就统筹考虑航线运行和
维修要求，为ARJ21-700飞机持续适航以及持续安全运行作出了积极贡献。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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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赵克良 性别 男 排　　名 1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2月20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650220223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0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空气动力学

电子邮箱 zhaokelia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705 移动电话 18019191189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项目副总设计师，负责把控飞机总体、气动和市场的主要
技术研究方向和方法，制定研究方案，全面组织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建立了民机经济性设计技术和分析评
价体系，提出了飞机正常和故障状态的失速保护控制律，提出飞机结冰失速保护模式退出原理。证明材料
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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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修忠信 性别 男 排　　名 1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年11月18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齐齐哈尔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010819621118083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毕业时间 2000年11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工程

电子邮箱 xiuzhongxi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703 移动电话 18019191188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8年01月03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负责并组织了ARJ21-700飞机的安全性和试飞两大技术领域的设计与
验证工作，围绕创新成果进行全面研究和攻关。主持提出了基于无样本/小子样加速寿命试验的电气互联
系统和管路安全性数据获取方法和分析技术，解决了失效数据获取的国际性难题，突破了全机安全性分析
完整性问题，提高了安全性分析的准确性。突破了功能可靠性、高寒等适航验证试飞的关键技术，建立了
包括试飞构型优化技术、试飞规划及计划优化技术在内的民用飞机适航试飞技术体系。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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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朱广荣 性别 男 排　　名 1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年03月17日 出  生  地 上海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010519620317225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17年12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程力学

电子邮箱 zhuguangro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307 移动电话 18019191168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5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的强度专业副总设计师，负责完成结构强度专业53项
适航条款和3项专用条件的符合性方法的制定和分析、试验及试飞的验证工作。为保证机体结构和系统结
构的飞行安全和满足长寿命（6万起落或6万飞行小时）设计要求以及适航取证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承担
的重大关键技术工作如下：负责顶层文件的策划和编制工作、全机静力适航验证分析和试验、全机疲劳损
伤容限适航验证分析和试验、全机气动弹性适航验证分析、试验和试飞及全机鸟撞适航验证分析和试验等
技术工作。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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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吕军 性别 男 排　　名 1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02月04日 出  生  地 陕西宝鸡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10319670204203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12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工程

电子邮箱 lvju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305 移动电话 18019191139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针对ARJ21-700飞机污染跑道适航验证问题，主持建立了飞机轮胎溅
水仿真分析模型和分析方法，实现了溅水过程仿真模拟；掌握了轮胎翻边导水机理，提出了可以有效改变
溅水角度新型H型翻边设计；围绕主起轮胎形成的“鸡尾流”溅水，提出了新型挡水板设计方案，并成功
应用于ARJ21-700飞机，解决了3mm水深限制，满足污染跑道安全运营要求。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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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赵春玲 性别 女 排　　名 1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07月11日 出  生  地 河南偃师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70711366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航空研究院 毕业时间 1991年12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电子

电子邮箱 Zhaochunli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292 移动电话 18019191158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科技发展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2年02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3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副总师，攻克了基于“静暗”理念的民用飞机驾驶舱智能
告警设计和驾驶舱集成设计技术，国内首创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飞机驾驶舱设计理念、设计准则
和技术规范；提出了机组告警层级、根故障和衍生故障的定义及分析模型，创立了基于飞行场景和信息关
键要素评估的告警信息抑制和智能推送技术，大大降低了飞行机组工作负荷。国内首创基于适航的失速保
护推杆控制律及侧滑修正的安全性设计和验证。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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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辛旭东 性别 男 排　　名 1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4月08日 出  生  地 山西侯马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5040805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05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工程

电子邮箱 xinxudo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71169 移动电话 18019191169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100号 邮政编码 200241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二级单位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5年08月01日　至 2014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主要负责飞机座舱环境控制、氧气系统
的研制取证工作和飞机运营保障支持工作。负责开展了针对高高原性能的座舱环境控制、氧气等系统的技
术研究，突破了技术瓶颈；主持了自然结冰试飞、单发引气防冰、SPC防冰、舱门啸叫等重大项目技术攻
关；解决了极端气候条件下（高温、高寒、防冰、除雨除雾）适航符合性验证的技术难题；建立了环境控
制系统设计标准；提出了舱内降噪解决方法；形成一套飞机运营保障技术支持方法。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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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有成 性别 男 排　　名 1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1年08月27日 出  生  地 江西高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6020319610827401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2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设计

电子邮箱 xuyouche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 20868285 移动电话 18019191162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7号楼221室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科技发展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9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适航副总师，主持建立了运输类民机型号合格取
证、证后管理和持续适航技术体系，其中持续体系为国内首创，解决了ARJ21-700飞机取证和证后管理阶
段基于安全性设计与验证过程中能够始终满足适航要求这一难题，为型号适航取证的符合性和飞机交付后
的持续安全性提供了有力保证。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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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赵杰 性别 男 排　　名 1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11月12日 出  生  地 山西大同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51112053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力学

电子邮箱 Zhaojie_cfte@sina.com 办公电话 029-86830827 移动电话 1337909563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8号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行政职务 试飞总师

二级单位 科研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2月01日　至 2014年12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副总设计师兼试飞总师，建立了民用喷气客机
试飞技术体系，组织攻关突破了相应的试飞技术，其中颤振试飞、最小操纵速度、最小离地速度、自然结
冰、大侧风等高风险试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立了运输类飞机适航试飞组织管理体系，建立了运输
类飞机试飞安全体系，制定了试飞科目风险评估标准；组织突破了民机失速试飞技术，通过8220次高风险
失速试飞，验证了正常和故障状态失速保护控制律；组织突破了高原、高高原试飞技术。全面负责试飞技
术并主持试飞工作。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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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尹力坚 性别 男 排　　名 1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年10月06日 出  生  地 浙江嘉善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1019621006323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学院 毕业时间 1983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制造工程

电子邮箱 yinlijia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55638 移动电话 18019193151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飞路919号 邮政编码 201324

工作单位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ARJ21型号总工
程师

二级单位 科技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8年11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型号总工程师，负责ARJ21-700项目制造工艺技术
；主持生产阶段工艺总方案编制，组织制定飞机各大部段及各个系统的制造工艺方案；负责制定重大技术
更改实施工艺方案和生产线重大技术问题攻关；组织解决了数字化制造技术在ARJ21-700型号上的应用中
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以及解决了研制过程中发现的各大部段对接、装配协调等方面的问题；积极推动自动
化总装技术在ARJ21-700飞机生产线上的应用，为ARJ21-700飞机的批产提供工艺技术保障。证明材料见附
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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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柏文华 性别 女 排　　名 2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11月09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哈尔滨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41109054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14年12月01日 所学专业 载运工具工程

电子邮箱 baiwenhua@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75603 移动电话 18019195603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100号 邮政编码 200241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组织开展ARJ21飞机客户服务体系建设
，完成ARJ21客户服务工程研制工作，建立了国内最完整最专业的客户服务体系。首次在国内联合民航局
，13家航空公司，国内高校，按照国际规范组织制定了ARJ21飞机维修大纲，通过中国民航局和欧洲民航
局批准。组织开展飞机运行支持系统建设，保障ARJ21飞机正常安全运行。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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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郑晓玲 性别 女 排　　名 2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年04月24日 出  生  地 上海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20424052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结构强度、固体
力学

电子邮箱 zhengxiaoli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268 移动电话 1801919186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科技发展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结构强度副总师，全面负责结构强度的研究工作，给
出了结构强度专业的适航符合性技术思路与验证方法，组织完成ARJ21-700飞机的GVT试验。负责ARJ21-
700飞机水上迫降的工作，提出了水上迫降的设计要求及符合性验证方法。这是国内首次按照适航要求通
过了水上迫降适航符合性，达到了国际水平，并使ARJ21-700飞机取消了使用限制。主持攻克了符合适航
要求的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为民机长寿命结构设计与验证提供了技术思路与方法。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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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姜丽萍 性别 女 排　　名 2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4月13日 出  生  地 江苏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10319660413206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91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设计

电子邮箱 jianglipi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8888 移动电话 18019193127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中国商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 制

二级单位 科技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曾担任ARJ21-700项目总工程师，组织和策划了ARJ21制造技术总体方
案并成功实施，构建了一套能满足ARJ21-700新支线飞机全生命周期制造、装配的工艺规范体系。对飞机
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应用进行了探索和实施，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工艺设计、数字化制造、自动化装配、集
成测试和数字化管理技术的应用。开展大部件自动对接、ARJ21飞机机翼壁板自动钻铆技术、ARJ21飞机
项目机翼数字化制造与协调技术等装配技术的研究。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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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姚雄华 性别 男 排　　名 2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9月29日 出  生  地 湖南省邵阳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50929367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制造

电子邮箱 yxh0929@sina.cn 办公电话 029-86832039 移动电话 1390920126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72号信箱102分箱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总师办公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9月01日　至 2010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ARJ21飞机项目负责人兼结构专业副总设计师
，主持策划了ARJ21飞机优化设计、安全性分析、地面与机上试验以及试飞试验工作，成功组织解决了
2.5g全机静力试验中发生的重大技术问题，解决方案顺利通过了中国CAAC审查与美国FAA影子审查，为
飞机安全试飞和安全性设计奠定基础并提供了保证。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33

201
9年
度提
名书
预览
版



   

姓　　名 冯军 性别 男 排　　名 2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10月07日 出  生  地 北京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010519661007463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强度设计

电子邮箱 fj603@126.com 办公电话 029-86832216 移动电话 13759952923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72号信箱102分箱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综合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9月01日　至 2007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结构副总师，负责机头设计攻关和曲面风挡方案
，解决了整个驾驶舱总体外形、眼位布置、载荷到结构设计、设备布置、风挡窗户结构设计等工程设计与
安全性设计技术的问题，通过了适航审查，并为后续批次飞机的机头优化与减重做出显著贡献，大幅提高
了飞机的经济性水平。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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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费衡甫 性别 男 排　　名 2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44年09月09日 出  生  地 上海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0119440909043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6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电气

电子邮箱 feihengfu@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8888 移动电话 13816802725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沈阳路41弄1号2309室 邮政编码 20009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原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科技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3、4做出创造性贡献。曾任ARJ21飞机电子电气系统副总设计师，制订了以飞行员为中心
的ARJ21驾驶舱设计准则，飞行员对飞行绝对负责，飞行员掌握最终的决定权，各种信息和手段均应服从
并服务于飞行员，减低了飞行员工作负荷。确定了“静暗驾驶舱”设计理念，也就是各系统正常工作状态
期间，驾驶舱将保持安静并且不显示机组告警系统（CAS）信息，机组告警数量比同类飞机少。负责建立
了ARJ21飞机综合试验平台。提出并实施了各系统试验、航电与Mini-Rig联试、航电与铁鸟以及飞机其他
系统的集成联试三步走试验方案，解决了全机集成验证的难题。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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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唐建华 性别 男 排　　名 2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48年12月26日 出  生  地 安徽泗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48122605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82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无线电

电子邮箱 tangjianhua@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88888 移动电话 18049950172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201弄26号601室 邮政编码 200232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3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3做出创造性贡献。在国内首次主持设计了ARJ21飞机的先进综合模块化航电系统
（IMA），国内首次在驾驶舱主仪表板使用了五块先进的LCD显示器；在国内首次完成全机HIRF试验和
雷电间接效应试验工作；在国内首次组织编制了软件和硬件研制管理文件、工作流程和检查单，形成了完
整的管理体系，并在国内首次完成了对系统供应商的软件（按DO-178B）和硬件(按DO-254）的适航审查
（SOI 1到4）工作等。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36

201
9年
度提
名书
预览
版



   

姓　　名 黄锦琦 性别 男 排　　名 2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40年01月04日 出  生  地 江苏启东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1019400104323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65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设计

电子邮箱 72018@tongji.edu.cn 办公电话 021-20888888 移动电话 13501942213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0年01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3、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主持飞控系统方案研究，确定了无机
械备份的电飞行控制系统方案并成功应用于型号设计；负责多系统综合试验方法研究，提出了飞控、液压
、起落架系统与航电、电源系统交联试验方法并在型号成功应用，保证了系统验证的充分性。证明材料见
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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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赵志强 性别 男 排　　名 2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4年03月11日 出  生  地 安徽泾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425291974031100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其它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毕业时间 1998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运输机驾驶

电子邮箱 zhaozq_co@163.com 办公电话 021-22321560 移动电话 15821619818

通讯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128号1号楼205室 邮政编码 200232

工作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 行政职务 试飞室副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2年02月01日　至 2014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3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中国民航首批局方试飞员，全过程参与了ARJ21项目审定
试飞工作，实践了民机试飞验证技术，完成北美自然结冰试飞和冰岛的大侧风试飞等大部分高风险科目
，提升极端气象条件下试飞验证技术，其中失速、高原、高寒、高温、最大刹车能量中断起飞、溅水、最
小操纵速度，自然结冰、大侧风等高风险试飞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作为AEG审查组成员，研究
全静暗、全电传驾驶舱技术等规章要求，推动在型号设计更改和符合性验证过程中落实规章要求，为
ARJ21-700飞机持续适航以及持续安全运行作出了积极贡献。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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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邓友明 性别 男 排　　名 2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01月23日 出  生  地 湖北省仙桃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5012395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 毕业时间 198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

电子邮箱 dengyouming@sina.com 办公电话 029-86838465 移动电话 13892856589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8号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95960部队 行政职务 局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4年01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试飞员，参与了多项风险科目的试飞和技术攻关
，突破了包括大侧风、高寒、高温、溅水、高原、发动机转子锁定、负加速度等等科目的关键试飞技术
；组织并作为机长完成了02和03架机首飞工作；作为局方试飞的安全机长，从任务单编制、试飞计划编排
、风险预案制定等各个环节保障了审定试飞安全；通过ARJ21-700飞机试飞，培养了一批全面掌握民用飞
机型号合格审定试飞的试飞员，增强了我国民机试飞力量。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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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明 性别 男 排　　名 3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9月03日 出  生  地 四川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71090306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试验

电子邮箱 13571909083@163.com 办公电话 029-86839131 移动电话 13571909038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8号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试飞员培训与飞行服务中心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5月01日　至 2014年12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700飞机飞行副总师、首席试飞员，参与了风险科目的
技术攻关，突破了失速、模拟冰型、最小操纵速度、颤振、高速特性、故障模拟等科目的关键技术，组织
了试飞员标准动作和试飞判据的建立；作为局方试飞的安全机长，从任务单编制、试飞计划编排、风险预
案制定等各个环节保障了审定试飞安全；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全面掌握民用飞机适航试飞的试飞员。证明材
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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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唐吉运 性别 男 排　　名 3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09月26日 出  生  地 宁夏银川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22119640926361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4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结构强度

电子邮箱 Tangjy64@tom.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605 移动电话 13319201777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电子二路84号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全机静力/疲劳试验研究室（民机）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5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主管强度试验验证的副总工程师，参与了全机静力、疲劳试验规
划，组织实施了ARJ21-700飞机全机静力、疲劳试验方案的制定，组织制定了适合民机适航验证试验的质
量体系文件及相关作业文件，组织实施了多项针对ARJ21-700飞机全机静力、疲劳试验的试验技术攻关
，并将“垂直机翼弦平面加载技术”，“随动加载技术等多项技术”成功应用与ARJ21-700飞机全机静力
、疲劳试验中。组织完成了全部全机静力试验。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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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明习 性别 男 排　　名 3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1年02月23日 出  生  地 山东临清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010519610223333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82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聚合物基复合材
料

电子邮箱 zmx637@vip.sina.com 办公电话 0531-85665037 移动电话 13806415870

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齐路19号 邮政编码 250023

工作单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行政职务
所长、党委副书
记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钢结构协会
所 在 地 山东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雷达天线罩总设计师，全面负责ARJ21飞机雷达天
线罩的设计、研发、试制、适航取证、测试和维修等技术工作，主持ARJ21飞机雷达天线罩的电性能设计
、结构设计、闪电防护设计、强度校核、产品制造和适航取证。在设计、工艺准备、特种工艺评审、适航
管理、质量管理、构型控制以及生产准备等工作中，实现多项，实现多项国内首次：电性能指标首次达到
国际标准最高级；建立首个参照国际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标准(AS9100)并通过评审的民机雷达天线罩质
量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国内第一个民机雷达天线罩研究、试制、测试和批生产系统。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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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梁爱社 性别 男 排　　名 3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04月05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4040500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8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工艺

电子邮箱 13571826318@139.com 办公电话 13571826318 移动电话 13571826318

通讯地址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1号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型号项目管理
特级专家

二级单位 民机与转包项目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7年07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43

201
9年
度提
名书
预览
版



   

姓　　名 唐建中 性别 男 排　　名 3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4月01日 出  生  地 四川成都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51010319630401621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1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业工程

电子邮箱 Tangjz63@163.com 办公电话 028-87408496 移动电话 13981967686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文光路358号 邮政编码 610091

工作单位 中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综合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所 在 地 四川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参与ARJ21-700飞机机头研制工作，全面负责机头项目、质量控制工
作，按照民机转包的质量标准（AS9100）的要求，建立了完整的项目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了严密的产品质
量控制计划，组织攻克了风档窗框数控加工、大型双曲蒙皮拉伸成形、数字化装配等技术难关，保证了首
架机头在2006年12月实现优质交付。到目前为止，机头产品质量长期保持稳定。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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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孙海泳 性别 男 排　　名 3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9月15日 出  生  地 内蒙古赤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42619700915301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1996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制造工艺与
设备

电子邮箱 Sun.haiyong@sacc.com.cn 办公电话 024-31965031 移动电话 13897928321

通讯地址
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
理部

邮政编码 110000

工作单位 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职务 副总工程师

二级单位 综合管理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所 在 地 辽宁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8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项目尾段工作包副总工程师，主持复合材料方向舵制造攻
关，组织解决了方向舵壁板脱沾问题，首次在国内民机项目引入防滑带的使用，组织探索制造方法，将方
向舵成型方法由“三步法”改进为“两步法”，提高生产效率；主持复杂型面焊接成型攻关，解决长期困
扰项目生产的复杂型面焊接件成型问题；还主持完成后机身/垂尾组合件装配，钛合金零件加工及组件装
配，无线电设备架、电源中心、全机电缆制造等工作。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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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乖虎 性别 男 排　　名 3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1月26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3211971012636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95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器制造专业

电子邮箱 13891991786@139.com 办公电话 029-86844980 移动电话 1389199178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1号（中航飞机） 邮政编码 710089

工作单位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科研经理

二级单位 民间与转包项目部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0年12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主持完成ARJ21飞机机翼前缘鸟撞、整体油箱密封/襟缝翼疲劳、主起
轮舱爆破、燃油结冰、小翼疲劳、等复合材料产品全寿命周期维修试验件研制并配合完成相关试验工作。
主持完成ARJ21飞机型号取证过程中暴漏问题产品的设计更改研制和试验试飞保障工作，主要包括：襟翼
应急断离支臂、内襟翼滑轨、内外襟翼子翼接头、副翼前缘等设计优化更改及技术攻关等。配合ARJ21飞
机中国商飞阎良试飞团队，组织实施相关技术服务和器材生产支援保障工作。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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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玲 性别 女 排　　名 3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08月10日 出  生  地 新疆温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2219750810004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3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武器系统与运用
工程专业

电子邮箱 lili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71100 移动电话 18019191100

通讯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100号 邮政编码 200241

工作单位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总经理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标准材料专业的负责人,组织建立了图样文件管理规范、数字
化设计标准规范、产品数据管理规范、标准件、材料体系规范，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机标准材料
规范体系；作为项目部负责人，组织建立了高效的民机科研项目管理体系，组织攻克了82项重大技术攻关
，组织完成了取证全部试验试飞等验证工作并取得型号合格证，证后组织建立了持续适航体系，示范运营
支持体系，对项目的成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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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凯 性别 男 排　　名 3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12月20日 出  生  地 北京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75122097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9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固体力学

电子邮箱 likai@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5020 移动电话 1801919120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院领导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4年03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主持了颤振试飞前置验证试验—全机地面共振试验的高平尾耦合模态
测试技术研究，建立了全机级复杂构型管理及符合性评估技术方案，为颤振试飞等后续飞机级验证试验提
供了支持并积累了适航审查经验，期间多次关闭了适航当局（CAAC、FAA）提出的有关试验技术、试验
内容、飞机构型、适航条款理解和试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所有问题；作为强度部门负责人，组织完成了全
机静力试验等必要的强度验证试验，保证了首次将飞机高速俯冲并达到最大飞行速度包线（VD/MD)的颤
振试飞的机体强度安全，主持完成了高风险的颤振试飞工作。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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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显超 性别 男 排　　名 3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年12月29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海伦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07221980122907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农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3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电子邮箱 maxianchao@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265 移动电话 18019191232

通讯地址 上海市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常务副总师

二级单位 科技委办公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8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3、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飞控试验室主任组织完成了首飞前飞控系统综合试验和适航
验证试验，参与提出了多系统综合试验技术，实现了航空器多系统地面综合模拟试验技术的应用与突破
；主持了襟缝翼系统电子控制装置电磁兼容性超标问题技术攻关，创新提出了通过机上综合优化解决民用
飞机机载设备电磁兼容性问题的方法并开展应用，突破了影响飞控系统适航取证的关键技术问题。参与提
出了民用飞机驾驶舱智能告警技术，建立了民机驾驶舱集成设计体系。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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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窦连财 性别 男 排　　名 4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9月23日 出  生  地 安徽无为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4262319760924427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 毕业时间 2001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业电气自动化

电子邮箱 douliancai@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6767 移动电话 18019191251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部长

二级单位 飞机电控集成工程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3、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电气系统主任设计师，全面负责本项目电气系
统的研究工作，负责飞机电气系统研制、取证、批产、运营技术工作。主持电气系统安全性设计和适航取
证。负责应急电源系统设计工作，主持攻克了应急供电系统试验、试飞和符合性验证技术，为全电传飞控
提供了电源保障。参与了飞机电源系统试验室试验适航符合性验证方法研究，主持了电源系统试验室试验
及验证工作。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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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孟庆功 性别 男 排　　名 4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年11月05日 出  生  地 河北南宫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2201197911054318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设计与理论

电子邮箱 mengqinggo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6212 移动电话 18019191210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结构强度工程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4年04月01日　至 2014年12月0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在ARJ21-700飞机项目中,带领结构部团队先后攻克了影响适航取证的
ARJ21-700飞机内襟翼舱5号隔板裂纹攻关、平尾翼根整流罩裂纹攻关、主起落架收放作动筒接头底板裂纹
攻关、前起落架应急放攻关、溅水试验攻关、全机排液攻关、方向舵裂纹脱粘攻关、舱内噪声攻关和货舱
安全攻关等9项关键技术攻关；解决了全机应急撤离试验故障、组织完成了舱内MC7检查超大型适航符合
性检查工作，攻克了影响适航取证的驾驶舱舱门安保试验，获得了CAAC和FAA的高度认可，最终完成了
所主责的32个适航条款的关闭。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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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宇穗 性别 女 排　　名 4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年06月29日 出  生  地 湖南株洲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3020419720629404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94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航空发动机

电子邮箱 zhouyusui@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6988 移动电话 18019191239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所长

二级单位 飞机气动能源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5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4做出创造性贡献。协助型号副总师开展动力装置、燃油、APU和防火系统设计和
安全性分析；负责发动机叶片断裂、低油量告警、发动机构型管理、反推系统故障重大安全性问题处理
；负责燃油结冰、燃油箱防爆、机身燃油导管适坠性等技术攻关。主持发动机空中起动包线扩展和短舱温
度包线扩展优化设计，支持飞机高原特性。立足提高系统全寿命周期维修性，主持防火探测线和控制盒设
计优化、燃油箱内污染控制、燃油导管设计优化。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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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克志 性别 男 排　　名 4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年05月09日 出  生  地 山东龙口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06811976050914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09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精密仪器及机械

电子邮箱 Zhangkezhi@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6406 移动电话 1801919122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所长

二级单位 电控集成研究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9年07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3做出创造性贡献。在系统安全性方面，主持提出了基于全包线工作场景的安全性架
构分析理念，并首次应用到民机失速保护系统架构设计中，设计了基于平均值的推杆算法，解决了失速推
杆的单点故障问题，全面满足适航条款以及AC25-7C 228章节要求；在系统验证技术方面，创新提出基于
Delta增量的自动飞行系统试飞参数整定方法，大大减少了试飞验证周期；主持提出面向支线客机空间的
驾驶舱操纵理念，在支线客机上首次制定了主故障、衍生故障规则、故障等级分类等，基于人机功效重新
布局驾驶舱控制面板及按钮优化，极大减少飞行员工作负荷。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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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兴波 性别 女 排　　名 4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8年11月07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哈尔滨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212619781107902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3年09月01日 所学专业 流体机械及工程

电子邮箱 wangxingbo@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6677 移动电话 18019191231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所长兼总工

二级单位 飞机电控集成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9月19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3、4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ARJ21飞机飞控系统主任设计师，首创性的组织开展基于
“直接链”三轴电飞行控制构架的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试验及适航验证等工作。攻克了高风险等级的模
拟空中双发失效情况下飞控系统的试飞验证工作，系统安全性（FHA）等级在工程模拟器上的确认与验证
工作，并开创性的完成工程模拟器适航验证工作，组织完成飞控系统铁鸟、机上等系统集成试验。证明材
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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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严林芳 性别 女 排　　名 4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1年03月21日 出  生  地 上海嘉定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22219710321384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控制工程

电子邮箱 yanlinfa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6403 移动电话 18019191223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总设计师

二级单位 飞机电控集成工程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2年04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4做出创造性贡献。主持了航电专业的安全设计和验证工作，攻克了民机高强度辐射
场和闪电间接效应的机上验证关键技术，建立了试验验证方法，成功完成相应试验；主持了航电专业的设
计、验证、适航取证工作，建立了航电集成设计和集成验证的方法，主持攻克了航电空速系统迟滞特性测
量的难题，建立了测试方法和测试平台。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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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党亚斌 性别 男 排　　名 4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8月18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2519820818665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航空研究院640所 毕业时间 2007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dangyabi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4095 移动电话 18019191363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所长

二级单位 飞机架构集成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3年10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2做出创造性贡献。主持了国内首次按照25部要求进行的自然结冰试飞，验证了结冰
条件下的操稳特性，提出飞机结冰失速保护模式退出原理和逻辑，提出了轮胎爆破、最小机组工作量、失
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方法，提出了高原运行方面的设计和优化方法，攻克了APU舱门排液和全机可燃液体
排放问题，创新了民机总体气动领域适航条款的符合性方法和适航验证技术。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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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曹丹青 性别 男 排　　名 4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1月27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1051963012738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华中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1996年05月01日 所学专业 机械学

电子邮箱 caodanqing@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8205 移动电话 1801919123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党总支书记

二级单位 气动能源工程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9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主持研制了国内第一个民机飞控液压系统综合试验台（铁鸟）的研制
，实现了飞控系统、液压系统、起落架系统的分系统试验和集成试验。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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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胡广平 性别 男 排　　名 4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05月16日 出  生  地 辽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640516223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1987年07月01日 所学专业 流体控制与操纵

电子邮箱 huguangping@comac.cc 办公电话 18019191217 移动电话 18019191217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所长

二级单位 飞机架构集成技术所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或其他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1做出创造性贡献作为民用飞机安全性、维修性设计和验证技术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对飞
机系统安全性评估及维修性设计工作进行规划、组织实施和技术指导。建立了民用飞机安全性评估体系
，开展飞机安全性符合性验证。制定飞机系统安全性合格审定计划和审定维修要求(CMR)合格审定计划
，安全性大纲，建立了安全性分析数据库和管理安全性分析工具。编制了FHA、FMEA、FTA、CCA、
CMR等分析指南，保证了飞机系统规范开展整机级功能危险分析和故障树分析，形成理论与方法。证明
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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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洁 性别 女 排　　名 4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10月17日 出  生  地 上海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1010519701017124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毕业时间 1992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有机化工

电子邮箱 chenjie@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52302 移动电话 18019193372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飞路919号 邮政编码 201324

工作单位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热工艺总师

二级单位 制造工程中心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3年06月01日　至 2015年11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对创新点4做出创造性贡献。主持了555份公司标准（新支线飞机项目工艺规范）的制定，并获得
中国民航华东管理局批准，建立了自动钻铆、机翼整体壁板数控喷丸成形、钛合金超塑成形、无扩口导管
接头装配、复合材料结构件制造、碳化钨火焰喷涂和电缆组件的柔性自动测试等民用飞机先进制造工艺技
术标准，推动了自动对接技术和自动测试等新技术以及新型铝合金、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在民机上应用，填
补了国内民机制造技术的空白，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证明材料见附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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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贺东风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1-68882919 邮政编码 200126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大道1919号

联  系  人 张明华 单位电话 021-20880361 移动电话 18019190361

电子邮箱 zhangminghua1@comac.cc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是ARJ21喷气支线客机研制的责任主体，对科技
创新点1、2、3、4做出了贡献。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1. 中国商飞贯彻以我为主、机制创新、市场运作、全国大协作的发展原则，立足国内民机科研生产力
量，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民用支线飞机，取得了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实现了中国
喷气运输类飞机商用运营零的突破。
      2. 项目探索了市场机制下自主创新、以客户为中心的我国民机产业发展道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
包括市场、设计、生产、客服、试飞、供应商管理、质量管理、适航管理和运行支持在内的民机研制体系
。
      3. 项目研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成果，突破了喷气支线飞机超临界机翼和机体的一体化设计、结防
冰设计与验证、适航验证等16项重大关键技术，并在安全性设计及验证、驾驶舱设计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技
术创新，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4. 项目成功实施了新型“主制造商-供应商”运作模式，开展了涵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深度国际合作
，推动我国民机产业链逐步发展完善，提升了我国民用飞机产业配套能级。
      5.在国内第一次严格遵照适航监管程序组织喷气运输类飞机试飞，促进了民机试飞员、试飞工程师、保
障队伍的建设。积累了高温、高寒、高原、大侧风、自然结冰等极端气象条件民机试飞的经验。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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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谭瑞松 所  在  地 北京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10-58356979 邮政编码 100028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

联  系  人 丁西群 单位电话 010-58356898 移动电话 18911986898

电子邮箱 dingxq@avic.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单位是ARJ21新支线飞机的主要研制者
和供应商，承担了ARJ21-700项目机体结构制造、试验、试飞、海外销售、国产化等相关工作，对科技创
新点1、2、3做出了贡献。
       航空工业集团组织下属相关单位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一飞院承担机翼、机身等的设计；
       2.特种所承担雷达罩的设计、试制、生产；
       3.中航飞机/西飞、成飞/成飞民机、沈飞/沈飞民机承担机体结构——机头、机身、机翼、垂尾、吊挂
、全机电缆、电源中心、无线电架的试制、批产、紧急订货、航线备件采购等任务；
       4.强度所承担全机静力试验、全机疲劳试验、机头鸟撞试验、多项部件试验；
       5.试飞院承担试飞技术准备、科研试飞、取证试飞、试飞测试改装、试飞培训、适航试飞保障等绝大
部分试飞任务；
       6.中航国际承担亚非拉等地区的销售；
       7.航宇嘉泰承担座椅的国产化任务，并已交付使用。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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