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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部分推荐单位联系信息表 

序

号 

答辩场地提

供单位 
工作人员姓名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视频答辩室地址 

1  北京科委 业务联络员 阿丽 13911983933 
010-82585150 

13911983933@163.com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上地中关村

软件园二号门北侧 3A 座 3 层网络视频评

审会场 010-82585190 

2  天津科委 

业务联络员 姜硕 18002096710 022--58326710 
jiangshuo@mail.kxjs.tj.go

v.cn 
天津市河西区吴家窑大街 22 号天津市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A 座 1 楼 110、111 室 
技术联络员 

王蕾 18920682961 022-23532902-830 wl@tjst.net 

刘志勇 15620928672 022-23532900-831 lzy@tjst.net 

3  河北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尹园 18833101166 0311-85891860 hbskjtjcc@163.com 

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105 号科技大厦 302、

315 房间 技术联络员 
赵平 13180485697 0311-85876506 

liyue@hebstd.gov.cn 
李越 18931891608 0311-85879806 

4  
内蒙古 

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韩志奎 18748161366 0471-6328708 nmgjhc@163.com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南路内蒙

古科技厅 601 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文德斯 13488548367   

5  辽宁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张金钰 13478385850 024-23983409 lngb2006@126.com 沈阳市东陵区朗月街 2 甲号辽宁省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 技术联络员 徐大治 13066670057 024-83186030 13066670057@163.com 

6  
黑龙江 

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高嵩 13936401243 0451-51920766 
87278567@qq.com 

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 600 号科技大厦

裙楼二楼视频答辩室 技术联络员 唐茂 18904511881 0451-5187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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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科委 

业务联络员 沈海明 13917645580 021-23112484 hmshen@stcsm.gov.cn 
上海 1：上海市中山西路 1525 号技贸大厦

4 楼 1 号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上海 1、4 

钱枫 

张云来 

18918757979 

18930791118 

021-33383530 

021-33383518 

alan@sstic.sh.cn 

diablo@sstic.sh.cn 

上海 2：上海浦东张江李时珍路 288 号 104

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上海 2 

姜泓 

全雍寅 

15800355978 

13801870373 

021-50800300-361 

021-50805522-538 
13801870373@139.com 

上海 3：上海市东大名路 666 号上海建工

大厦 A 楼 6 楼 601 房间 

技术联络员 

上海 3 
陈成 13701705201 35312116 chencheng@scgtc.com.cn 

上海 4：上海市中山西路 1525 号技贸大厦

4 楼 4 号会议室 

8  江苏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胡伟伟 13770570627 025-86228072 hww208@sina.cn 

南京市龙蟠路 171 号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 2 楼 技术联络员 
姜金旺 18100626377 025-85415928  

李晶 18013912790 025-85415961  

9  浙江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郑寅 13515713711 0571-87054006 zhengyin@zjinfo.gov.cn 杭州市环城西路 33 号科技厅 5 楼视频会

议室 技术联络员 胡焕耀 18167193608 0571-85116723 huhuanyao@zjinfo.gov.cn 

10  安徽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钟海斌 18956014840 

 

632466538@qq.com 
安徽 1：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路 860 号合芜

蚌试验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B 座 2 楼 

安徽 2：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 996 号安徽

省科技厅 303 答辩室 

安徽 3：合肥市蜀山湖路 350 号科学岛 2

号楼 219 室 

技术联络员

1 
张润哲 18963793621 

zhang214421778@vip.qq.

c 

技术联络员

2 

汪卫华 

王锦 

13605512340 

13655554226 
18233774@qq.com 

技术联络员

3 
王卫东 13956933021 wangqqqxf@qq.com 

11  福建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巩慧明 18150812909 0591-87881125 33634534@qq.com 

福州市北二环西路 122 号科技大厦 10 楼 
技术联络员 林劲松 13960837309 0591-87882301 linjs@fjkjt.gov.cn 

12  山东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毛原宁 16653177670 0531-66777068 maoyn@shandong.cn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607 号山东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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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联络员 张峰 15806696686 0531-66777162 kjtcloud@shandong.cn 1121 会议室 

13  河南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李铁成 15981976979 0371-65953368 hnskjtjhc@126.com 郑州市政六街 3 号河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2 号楼 7 层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张德扬 15837190808 0371-65831885 zhdy@qq.com 

14  湖南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杨明月 13973179399 0731-88988756 yangmy@hnst.gov.cn 湖南 1：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233 号湖

南科技大厦四楼第五会议室 

湖南 2：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233 号湖

南科技大厦四楼第七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陈靖 18900760279 0731-88988661 43250825@qq.com 

15  广东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司圣奇 13316233009 020-83163838 1491375867@qq.com 广州市大学城科普路 168 号广东科学中心

学术交流中心 7 号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吴焕斌 13802446061 020-39348131 281664772@qq.com 

16  四川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杜建宏 13880287180 028-86661592 hjd31@126.com 

成都市学道街 39 号四川省科技厅 
技术联络员 柏林 18980010136 028-86723782  

17  陕西科技厅 
业务联络员 范孟慧 13772168891 029-81294717 87294281@163.com 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五路 10 号陕西省科技

资源统筹中心 技术联络员 周臻 13572836617 029-81292886  

18  青岛科技局 

业务联络员 秦培龙 18660238629 0532-88728789 18660238629@163.com 
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 171 号青岛科技创新

大厦 16 层 技术联络员 周晓明 18661936606 
0532-88728989-63

3 
18661936606@163.com 

19  深圳科创委 
业务联络员 殷杰 15816883589 0755-88101935 973746297@qq.com 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 C 区 5 楼 C5050

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刘帅 13923475545 0755-88103471 569920945@ qq.com 

20  中科院科技 业务联络员 田原 13611228221 010-68597221 tyjxq@cashq.ac.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四号中科院

mailto:kjtcloud@shandong.cn
mailto:zhdy@qq.com
mailto:43250825@qq.com
mailto:1491375867@qq.com
mailto:281664772@qq.com
mailto:hjd31@126.com
mailto:87294281@163.com
mailto:18660238629@163.com
mailto:18661936606@163.com
mailto:973746297@qq.com
mailto:569920945@QQ.com
mailto:tyjxq@cashq.ac.cn


 4 

序

号 

答辩场地提

供单位 
工作人员姓名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视频答辩室地址 

促进发展局 技术联络员 韩子寅 13693022005 010-58812298 hanzy@cnic.cn 软件园区 2 号楼 510 会议室 

技术联络员 刘宇德 13691316831 010-58812858 liuyude@cst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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