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江苏凯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AAA 2018年研发经费投入（万） 312 

专职研发 

人员(人) 
12 其中 

博士 1 硕士 1 

高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2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扬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市级 
扬州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2016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 

江苏省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协调小组 

2018年 

    

    

    

    

    

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

纵向和横向项目或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



 

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南京林业大学是一所以林科为特色，以资源、生态和环境类学科为优势的多科性大

学，尤其在燃煤生物质气化耦合发电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拥有一支强大的科技

研发队伍。 

我公司成立于 2011年 11月，是江苏省科技民营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

扬州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公司主要从事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上料、炉前设备的研发和

制造。工艺流程装备精良，检测手段先进。公司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设备制造及完善

的市场服务能力，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80%以上，产品销往国外十多个国家。 

1、2017 年 9 月，我公司与“双一流”高校南京林业大学与签订了“生物质发电关

键设备”研发合作协议，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南京林业大学先进的生物质气

化多联产技术与江苏凯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创新、设备制造及完善的市场服务能力

相结合，进一步增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与产学研合作、建立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推动生物质气化技术及设备在生物质气化发电行业的推广与应用。 

2、2017 年 8 月，我公司与南京林业大学以及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三方于签署

了“生物质气化发电项目研发合作协议”，推动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公

司为生物质气化发电多联产项目配套设备，促进南京林业大学科研成果在企业得到进一

步转化。 

3、2019年 7月，我公司聘任南京林业大学田霖讲师为 2019年江苏省“双创计划”

科技副总，共同致力于推动我公司产学研合作与生物质能源先进装备研制、生物质联产

工艺优化、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的攻克。 

公司长期为周边高校各类毕业生提供实践、实习的机会和场所。近三年来，江苏凯

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充分重视产学研相结合、充分借助高校人才及研发资源，为企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积极为周边高校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公司现有专职研发人员共 12人，主要专家包括： 

（1）沈志华，工程师，江苏凯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物质气化多联产项

目的开发与生产。 

（2）蒋晓霞，硕士，江苏凯能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气化工艺优化与多联产产品

深度开发与应用研究 

（3）周建斌，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林业大学。主要从事生物质气化

多联产技术研究、热解气化工艺、生物质改性提质与热解产物调控技术研究。 

（4）田霖，讲师，博士，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凯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科技副。主要

从事气化过程智能控制技术与生物质气化过程仿真技术研究 

（5）吴伟，高级工程师，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主要从事生物质气化发电项目

的规划与设计。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检测仪器齐全，检测中心有气化实验室、常规检测实验

室，完全具备了研制新产品的条件。公司主要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如下表： 

企业技术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生物质气化大型设备 BSG-6000 1套  

2 进料破碎机 TB=1000*35 2套 

3 活化上料斗 V1101 2套 

4 悬挂式永磁除铁器 M1103 1套 

5 打包机 KNDB1000*1000 1台 

6 烘干转炉 PSD-2 1 

7 包装机 DCS-25 FWG 1 

8 袋式除尘器 PSD-4 3 

9 全自动气流输送装置 PD-7-2 6 

10 可见分光光度计 721 1 

11 电子天平 AL204 1 

12 
手提式不锈钢压力蒸

汽灭菌器 
YX280B 

1 



 

13 连续变倍体视显微镜 XTL-165 1 

14 便携式 PH计 DX-2 3 

15 台式 PH计 PHS-3C 1 

1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GCA-1000 1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1）遵守《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进站研究生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

研发和安全等日常教育管理。 

  （2）.为进站研究生团队提供一下生活保障： 

    ① 免费提供食宿，其中，住宿标准为 2 人，在各房间配备单独的卫生间，空调、宽

带接入、有线电视、固定电话和电脑。安排专职人员做好宿舍内外环境卫生、饮用水、

生活用水、被褥清洗等工作，并安排专职司机和车辆接送研究生团队； 

    ② 免费提供电脑及上网资源，公司将在办公楼内为研究生团队配备办公室、会议室

及其他必备办公用品，确保工作环境的舒适安静； 

    ③ 公司指派专人安排研究生团队的工作日程和活动，并对研究生团队与公司内部科

技人员每天会议交流内容详细记录、整理、存档，作为公司全体技术人员学习的教材； 

    ④ 对于进站研究生，根据其进站实际天数，给予 80元/日的生活补贴； 

    ⑤ 对于进站研究生，可报销其往返南京-高邮之间的路费 2次/月。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4.1 培养目标 

        重点培养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相关领域的研究生，侧重于生物质能源工程技

术应用，主要为生物质气化多联产工程生产和管理单位、企业和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培养

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技术与管理人才。具体要求： 

    掌握坚实的专业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工程实践与管理

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独立承担工程技术或工

程管理工作的能力，具有从事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研发能力。 

4.2 研究方向 

    1）生物质改性提质与热解产物调控技术研究 

    2）生物质热解气化工艺与过程仿真研究 

    3）生物质气化多联产装备设计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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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文件 

苏人才办〔2019〕17号 
 

关于确定2019年江苏省“双创计划” 

科技副总入选对象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才办、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经市县推荐、资格审查、网上公示等环节，并经省人才办和

省科技厅研究，确定李健等1002人为2019年江苏省“双创计划”

科技副总入选对象（名单附后）。请按照《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

江苏省“双创计划”科技副总项目的通知》（苏人才办〔2019〕6号）、

《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改革实施办法》（苏人才办

〔2018〕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各项支持举措。 

希望科技副总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服务企业创新，努力

在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技术需求研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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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研发机构建设、引进培养人才团队、完善企业创新体系等方面

出成果、有成效、多贡献。 

 

附件：2019年江苏省“双创计划”科技副总入选对象名单 

 

 

 

 

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 0 1 9年 7月 2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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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20190634 扬州市 苏宇杰 
高邮市秦邮蛋品有限
公司 

江南大学 

FZ20190635 扬州市 王剑松 
扬州市邮星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 

沈阳理工大学 

FZ20190636 扬州市 张程菘 
扬州市腾飞钢杆照明
器材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FZ20190637 扬州市 周劲 
江苏腾武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济南大学 

FZ20190638 扬州市 郭颖 
江苏时新景观照明有
限公司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Z20190639 扬州市 李辉 
江苏伏特照明集团有
限公司 

常州工学院 

FZ20190640 扬州市 刘敏 
高邮市新浪爱拓化工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华东交通大学 

FZ20190641 扬州市 赵永青 
江苏微上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FZ20190642 扬州市 陈向成 
江苏浩明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理工大学 

FZ20190643 扬州市 逯一中 
江苏省科华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济南大学 

FZ20190644 扬州市 唐延川 扬州昇业机械有限公司 华东交通大学 

FZ20190645 扬州市 刘德佳 
江苏扬州富达液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交通大学 

FZ20190646 扬州市 李建祯 
扬州市艾力达机电制
造有限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 

FZ20190647 扬州市 马红波 
江苏恒通照明集团有
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FZ20190648 扬州市 郑加金 
江苏赛鸥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 

南京邮电大学 

FZ20190649 扬州市 卢晓英 
江苏省飞花灯饰制造
有限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FZ20190650 扬州市 张海 
扬州市金诺尔不锈钢
有限公司 

华东交通大学 

FZ20190651 扬州市 匡唐清 
高邮市新潮自动化机
械有限公司 

华东交通大学 

FZ20190652 扬州市 田霖 
江苏凯能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南京林业大学 

FZ20190653 扬州市 刘云平 扬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Z20190654 扬州市 浮历沛 
高邮市金国电缆材料
厂有限公司 

常州大学 

FZ20190655 扬州市 杨帆 
高邮市环邮泵业有限
公司 

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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