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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1 月 5 日，2016 年度“中国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颁

奖典礼应时应景地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驭光

前行的智者和驾雪驰骋的勇者——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王志峰研究

员，因其在中国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方面杰出的成就获此殊荣。

颁奖嘉宾与获奖者合影

颁奖典礼由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刘晓冰主

持。联盟副秘书长杜凤丽介绍了“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设立背景及本年度奖项评选过程，刘晓冰宣读了激情澎湃的颁奖词。

联盟理事长易跃春、中国科学院徐建中院士、国家科技部高新司能

源处郑方能处长、科技部联盟工作联络组李新男秘书长、中国资源综合

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俊生、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李宝山副理事长和来自联盟成员单位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启迪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等成员单位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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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中国改革报、中国报道、人民网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此次

颁奖盛典。

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代表着这个行业的产品、技术

获得了重大突破，能为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显著提高行业

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王志峰研究员荣膺此殊荣，不但是业界对他的认可，

更是社会对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认可。特别是在太阳能热发电示范电站

陆续开工之际，建设者们面临着“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之时，王志峰

作为肩负重任的太阳能热发电行业领导者之一获奖，无疑是给行业带来

了更加积极的“正能量”。

（稿件提供：国家太阳能光热联盟）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

荣获“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颁奖典礼于 2017 年 1 月 9日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TD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及唯一的社团法人单位，其工作获得业界高度认可。

同时，获奖的十四家完成单位均为协会成员单位，其中超过半数来自北

京地区。

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TD产业联盟）依托首都在移动通信产

业链，尤其是产业链高端的标准、核心技术研发、测试、应用等环节的

良好积累，致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完善移动通信产业，提升协会成员

单位的研发、生产、制造和服务水平，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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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化发展。除在技术领域积极创新外，协会在产业链规划组织方面也

进行了大胆创新，推动成员单位深度技术合作，在协会框架下共享知识

产权，将原本串行的开发模式转为并行开发以缩短开发周期等等，在以

全产业链方式推动我国 TD-SCDMA、TD-LTE 产业规模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目前相关工作重点已逐步转向 5G，力争实现“3G 跟随，4G 同

步，5G 引领”的战略目标。

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在标准化、研发产业化、规模商用化取

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创新。在基础核心技术方面，通过 TD-LTE 创新帧

结构设计、智能天线技术突破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了 TD-LTE 标准

核心。运营创新技术方面，系统性解决了商用运营中 80余项关键技术问

题，形成了面向 TD-LTE 大规模运营的技术体系。产业研发技术方面，攻

克多模多频段终端芯片设计与集成电路开发技术瓶颈，突破终端、仪表

等产业薄弱环节，建立完整测试体系。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从 2012

年在我国进入规模技术试验，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LTE 网络，TD-LTE

基站超过 220 万，用户达到 9.62 亿。TD-LTE 在全球得到广泛使用，已

有 89个 TD-LTE 商用网络、91个试验网络。TD-LTE 成为全球 LTE 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占全球 LTE 网络基站规模的 43%，用户规模的 45%。

2002 年 TD 产业联盟（协会前身）在北京成立；2007 年在北京注册

为北京时分移动通信产业协会；2014 年为更好的促进移动通信产业融合

发展更名为北京电信技术发展产业协会。十余年间，协会不断壮大，在

产业链组织及共性技术开发等方面成果卓著。截至目前，协会成员单位

达到 106 家，覆盖了移动通信全产业链，并成为我国移动通信产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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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稿件提供：TD产业联盟）

住宅联盟第五届（2016 年度）成员大会

在东莞圆满召开

2016 年 12 月 21——22 日，住宅联盟第五届（2016 年度）成员大会、

理事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万科住宅产业研究基地召开，来自联盟成员单位

的六十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

12 月 21 日下午，住宅联盟理事代表参加理事会会议，理事会由秘

书长仲继寿主持，讨论了 2017 年的主要工作计划：创新项目、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和联盟秘书处工作。最后，理事代表们对住宅联盟秘书处提案

的 2017 年的主要工作计划无异议，并建议创新项目的牵头单位细化策划

案，以便其他联盟成员单位明晰研发内容，判断如何参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召开成员大会，会议由联盟副秘书长刘军民主

持。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李存东代表修龙理事长致辞。他对

今天所有参会代表表示欢迎，对所有成员单位对联盟秘书处工作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

首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蕴、北京建谊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甘靖分别作了主题报告；然后，联盟秘书长仲继寿总结

联盟 2016 年工作，从联盟基本工作、联盟重点创新工作、标准研制、联

盟间合作、论坛及学术会议等五方面进行汇报 ，并提案 2017 年工作计

划。

随后，国家住宅中心建筑环境研究室主任张哲作为主要实验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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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代表住宅联盟住宅设备系统性能足尺模拟开放实验室建设单位——东

莞市万科建筑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交流实验室的检测能力与运行经验。

住宅联盟人机功效学开放实验室建设单位——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

司屠志毅研究员交流该实验室检测能力与运行经验。

住宅联盟居住环境检测与评估开放实验室建设单位——中国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张鹏副研究员交流检测能力与运行经验。

22日下午，所有参会人员参观了万科住宅产业研究基地。大家还重

点参观了我国第一座超高层建筑实验塔。参观结束后，参会代表集体讨

论住宅联盟 2017 年工作计划，进行了产业形势与创新技术交流，并对秘

书处工作给予了中肯的建言。

（稿件提供：住宅联盟）

WAPI 产业联盟召开 WAPI 标准产业工作大会

2016 年是 WAPI 产业联盟成立十周年，为加强标准、产业、市场的

协同发展，近期，由 WAPI 产业联盟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宽带无线 IP 标准

工作组联合组织召开了致敬·工匠精神——WAPI 标准产业工作大会。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上海研究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无线网络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检测

中心、北京市政务网络管理中心、北京海尔广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国

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十进制网络工作组等单位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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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要包括：十余年来的 WAPI 标准产业工作汇报与分享；标准、

产业、应用、测试专题报告；标准国际化工作与案例；WAPI 大市场协作

单位和志愿者分享 WAPI 行业用例和相关感受；联盟成员介绍 WAPI 在物

联网等领域的应用等。

工信部韩俊司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他高度肯定了 WAPI 产业联盟在凝

聚产业力量、推动技术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认为 WAPI 产业

联盟在各社会团体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表示，当前形势喜人但也

形势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很多网络安

全方面的具体要求，我们的领域充满挑战和希望，WAPI 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王立建总监基于 WAPI 标准工作，对联盟

和工作组做出肯定。他表示：在国内，WAPI 的标准化工作成果卓越，在

国际谈判中已成为我国政府有效的谈判筹码，为中国人民长了志气！联

盟特别值得推广的经验之一就是：目标明确，把标准化专注在一个领域，

做到了专和精。

WAPI 产业联盟主席曹军表示：网络技术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技术标准是引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活动之一。WAPI 在国家标准领域做了

16年，在国际标准领域做了 12年，在团体标准领域做了 10年。WAPI 人

和联盟付出了很多的耕耘与努力。

会上，WAPI 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璐璐和宽带无线 IP 标准工作组秘书

长黄振海分别对十余年的标准产业推动进行了回顾和分享。联盟和工作

组共同向长期以来给予 WAPI 标准产业支持、指导和帮助的单位、专家和

领导致敬；对十余年来积极投入产业并做出贡献的成员单位和个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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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也对长期以来服务标准、产业且贡献突出的秘书处工作人员给予

了鼓励和嘉奖。此外，大会还对 2016 年在 WAPI 标准产业有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纵观 WAPI 产业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国自主创新的源动力

和勇气：厂商们战斗在第一线，丰富了产业链，形成了产品，推动了市

场应用。更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大型企业，一大批中小企业基于“活

着”的本能，有着天然的创新意愿、能力和干劲，为我国的自主创新做

出了巨大贡献。

这十年中，WAPI 产业联盟也在不断学习和反思，不断明确自身的价

值在哪里，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坚定了持续走下去的信心。十年春秋，

如白驹过隙。站在新的起点，WAPI 产业联盟将继续和产业界一道，发挥

标准产业共同体的力量，为我国无线局域网乃至宽带网络等信息基础设

施的安全与发展贡献力量！

（稿件提供：WAPI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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