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北 省 教 育

鄂教科函 EzO15)4号

省教育厅关于下达⒛1s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

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经专家评审,我厅研究决定,现将 2015年度湖北省高等学

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薪团队计划项目(以下简称
ccC刂

新团队
”
)下

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⒛15年度入选创新阈队资助期限为 4年 ,分两次拨付或

一次性拨付;非预算内高校创新团队资助经费由各单位自筹 (附

件 1)。 zO13年创新团队项目追加经费情况附后 (附件 2)。

二、各有关高校要按照 《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

新团队计划管理试行办法》(鄂教科 [2004]1号 )的规定,做好创

新团队后续管理工作,大力支持团队建设,落实配套经费,提供

必要的支撑条件。要严格遵守财经法律法规,按照 《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I2012]6号 )、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2012114号 )

和其他有关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加强审核监督,严格按照

预算批复的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经费,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三、创新团队的论文、著作等研究成果,应在适当位置标注



“
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计划

”
及项目编号。

附件:1、 ⒛15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

队计划项目立项清单

∶ 2、 ⒛13年创新团队项目追加经费一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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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立项清单 

 

项目编号 所在高校 研究方向 
团队带

头人 
核心成员（研究骨干）名单 

资助总额

（万元）
备注 

T201501 湖北大学 行业信息化管理 王时绘 张䶮、曾诚、陈浩、杨超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2 武汉科技大学 金属纳米材料的非线性光学应用 王玉华 袁洁、王登京、季玲玲、卢建夺、李汉林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3 长江大学 黄鳝种苗繁育及健康养殖 杨代勤
阮国良、徐巧情、苏应兵、罗鸣钟、易提

林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4 三峡大学 
新能源消纳与电动汽车规模化应

用关键技术研究 
黄悦华

沈艳军、程江洲、王凌云、张涛、谭超、

邾玢鑫、李振华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5 湖北工业大学
并联机器人及其先进制造装备关

键技术研究 
王君 孙国栋、许万、孙金风、汪泉、张道德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6 武汉工程大学 矿物资源分离与富集 余军霞 徐志高、肖春桥、张越非、徐源来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7 武汉纺织大学 纤维形态超级电容器 许杰 顾绍金、刘欣、柏自奎、刘莉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8 武汉轻工大学 仔猪营养与肠粘膜免疫 刘玉兰 朱惠玲、丁斌鹰、康萍、易丹、王蕾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09 
湖北中医药大

学 

纳米生物传感技术在疾病诊断中

的应用 
张国军

郑国华、姚群峰、刘湘、刘义梅、唐宏图、

杨帆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0 湖北医药学院 抗肿瘤中药的筛选 汪选斌 李洪亮、张秋芳、顾勇、王振忠、李飞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1 湖北文理学院
新型太阳能电池材料及器件研究

与应用 
王鸣魁 李在房、梁桂杰、汪竟阳、王松、杨涵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2 湖北民族学院 无线通信 黄双林 郑明辉、向军、郭黎、张婷婷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3 湖北科技学院 立体监控视频感知编码技术研究 阮若林 胡瑞敏、胡金晖、廖海斌、卢社阶、钟东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4 黄冈师范学院 能源储蓄与转化功能材料 王红强 田正芳、徐志花、明星、将小春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5 湖北师范学院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背景下特殊

教育产品研发--以手语训练为例
李书明 黎明、孙杰、梅颖、田俊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6 湖北经济学院
大数据下的电子商务用户行为管

理 
蒋国银

张耀峰、余小高、刘行军、朱晓波、鲜军、

靳延安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7 湖北工程学院
动力与储能电池关键材料研究与

应用 
丁瑜 

王锋、杜军、龚春丽、杨海平、郭连贵、

王丽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8 
湖北汽车工业

学院 

汽车轻量化用板材塑料成形理论

与技术 
王敏 张春、肖海峰、李兵、胡志华、张宇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19 湖北美术学院
城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公共艺术研

究 
尹传垠 尹朝阳、李传成、张贲、陈晶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20 
湖北第二师范

学院 
神经元形态数字化重建 全廷伟 丁道新、梅汇海、李海雄、肖模艳、高芹 20 本年度安排 10 万元 

T201521 湖北理工学院 材料物理 卢小菊
李少珍、陈顺生、胡成林、姜小明、覃昉、

刘俊明 
自筹  

T201521 江汉大学 豆类蔬菜职务研究与应用 陈禅友 曾长立、潘磊、戴希刚、吴华 自筹  

T201523 武汉体育学院
中医药方法保护运动心脏的机理

研究和应用 
杨翼 李章华、柳华、杨秀华、王勇、赵广 自筹  

T201524 
武汉生物工程

学院 
新型神经肌肉阻断剂的研发   柯贤炳 田娟、郭晓红、杨波、刘秀娟、聂丽 自筹  

T201525 武汉东湖学院 非线性光学 周勤 
刘雅娴、Anjan Biswas、姚平、魏纯、余

华 
自筹  

T201526 武汉工商学院 现代商务服务发展研究 肖志雄
刘春、陈显友、王勇、李明、张晓骏、刘

宇璟 
自筹  

T201527 华中农业大学 食物经济与食品安全管理 青平 孙剑、何玉成、胡武阳、李谷成 自筹  

T201528 华中农业大学
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基层社区治理

创新研究 
李长健 刘旭霞、张燕、王虎、熊晓青、裴敬伟 自筹  

T201529 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

究 
吴春梅

夏春萍、熊学萍、梁伟军、胡丰顺、方菲、

郭琰 
自筹  

T201530 中南民族大学 人居住环境设计与文化 赵衡宇 夏普、熊清华、陈一、占跃海、刘星 自筹  



T201531 文华学院 碳基纳米材料及微纳器械研究 倪昀 王霞、张俊佩、余雯、陶薇、丁浩 自筹  

T201532 武昌工学院 会计学 吴有庆 王巧霞、周丽、王滨、胡毛利 自筹  

T201533 
湖北师范学院

文理学院 

纳米复合氧化物负载多金属氧酸

盐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研究 
杨水金 吴一微、孙文兵、施少敏、徐玉林、喻莉 自筹  

T201534 
华中农业大学

楚天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石慧 

邓艳琴、李婵娟、范露、罗璇、陈海燕、

郭城 
自筹  

T201535 
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 

有机废弃物生物处理与资源化利

用技术 
鞠守勇 陈其国、肖云、韦淑亚、卢洪胜 自筹  



 

附件 2： 

2013 年创新团队项目追加经费一览表 

 

项目编号 依托学校 
团队 

负责人 

资助总额 

（万元） 

T201301 湖北大学 杨昌平 10 

T201302 武汉科技大学 柴利 10 

T201303 长江大学 许成祥 10 

T201304 三峡大学 许文年 10 

T201305 武汉纺织大学 刘侃 10 

T201306 武汉工程大学 刘善堂 10 

T201307 湖北工业大学 方亚鹏 10 

T201308 湖北中医药大学 马骏 10 

T201309 湖北经济学院 王丹 5 

T201310 武汉工业学院 张永林 10 

T201311 湖北师范学院 金传明 10 

T201312 湖北民族学院 程超 10 

T201313 黄冈师范学院 王锋 10 

T201314 湖北文理学院 孙小舟 10 

T201315 湖北美术学院 卢斌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