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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 

获奖人选的公示 
 

在江苏省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经初评、

复评，产生了 20名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其

中，10 名为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人选。 

现将名单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 2022 年 8

月 10 日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公示期间，如对获奖人选存

在异议，请以书面、电话形式向江苏省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科协组织人事部）反映。 

联系人：宋红群、宰  俊 

联系电话：025-83625032、83625037 

地  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30 号同心大厦 2312室 

 

附件：1. 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名单 

2. 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简介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2 年 8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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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 

“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获奖人选 

（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渠道 

1 刘 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协 

2 江 林 苏州大学 院士专家 

3 陈 熹 南京大学 江苏省生理科学学会 

4 林 晓 
苏州博萃循环科技有

限公司 

苏州市委人才办、苏州

市人社局、苏州市科协 

5 周公博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省煤炭学会 

6 赵海涛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科协 

7 胡三明 东南大学 江苏省电子学会 

8 顾爱华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科协 

9 曹 林 南京林业大学 院士专家 

10 谢臻达 南京大学 院士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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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 

（按姓氏笔划排序）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推荐渠道 

1 凡 进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士专家 

2 孙敏捷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科协 

3 李 枫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

研究所有限公司 

常州市人才办、常州市

人社局、常州市科协 

4 汪国莲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

学研究所 

淮安市人才办、淮安市

人社局、淮安市科协 

5 林 炜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协 

6 钟伯坚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7 祝宝宣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科协 

8 姚建勇 南京理工大学 院士专家 

9 徐丽广 江南大学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10 穆 松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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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 

“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获奖人选简介 

  

 

刘博，男，1987 年 6 月出

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二级教授。从事智能光通信研

究，研制出 T比特、百 T比特级

光传输设备，并在“武汉-上海”、

“济南-青岛”实际链路上实现

示范应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

篇，授权发明专利 100项。 

 

江林，女，1978 年 7 月出

生，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

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

功能纳米材料多尺度有序结构

的设计及性能调控研究。发表

SCI学术论文 120余篇，授权发

明专利 16 项。入选国家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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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熹，男，1982 年 1 月出

生，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系

主任。主要研究非编码 RNA的功

能及转化应用，在 Cell Res、

Sci Adv、Brain等发表论文 52

篇，总他引 9678 次，单篇最高

他引 3296 次，获教育部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

等奖、中国江苏创新创业大赛一

等奖。入选全国优青、江苏省杰

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林晓，男，1983 年 4 月出

生，苏州博萃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中科院博士，

正高级工程师，全国废弃化学品

处置标委会(SAC/TC294)委员，

国际标准化组织锂国际标准 ISO 

TC333/WG5委员，国际能源署混

合动力与电动车技术合作计划

（IEA HEV TCP）换电任务组

(TASK 48)组长。相关研发成果

已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

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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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博，男，1985年 1月出

生，中国矿业大学教授，江苏省

矿山机电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长期围绕矿山机电

装备开展状态监测与安全保障

相关研发工作，突破了矿山运输

提升装备状态监测传感器网络

关键技术。获国家二等奖 2项、

省部级一等奖 3项。 

  

 

赵海涛，男，1983年 10月

出生，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

工程学院副院长、物联网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教授。从事物联网

与无线通信领域的研究，建立了

车联网资源智能适配的技术体

系，解决了海量车载业务确定性

接入与高效传输问题。发表学术

论文 8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7 项，授权国际专利 4 项。

荣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中

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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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三明，男，1982 年 4 月

出生，东南大学青年首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依托毫米波国家重

点实验室及紫金山实验室，自主

研制了多种太赫兹天线与芯片，

相关成果获得 IEEE汇刊 CPMT最

佳论文奖（第一作者）等，入选

优青、青千、省杰青、德国洪堡

学者等。 

 

 

顾爱华，女，1977 年 8 月

出生，南京医科大学科学技术处

处长。主要研究环境化学物的健

康效应和风险评估，担任中国毒

理学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主持国

家基金委优青项目，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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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男，1983年 11月出

生，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森林资源监测

理论与技术研究，在激光雷达森

林资源遥感监测领域取得了创

新成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等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 

 

 

谢臻达，男，1983 年 2 月

出生，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完成了国际上首个无

人机纠缠光子分发实验，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无人机之

间光学中继实验，为构建基于无

人机的移动量子信息网络方案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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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奖人选简介 
 

 

 

凡进，男，1983年 11月出生，

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教授、博士生

导师、副主任医师, 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客座教授。聚焦“脊柱脊髓损

伤”研究，初步建立从基础机制、应

用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应用的脊柱

脊髓损伤立体化研究体系，取得优

良的临床效果和巨大的社会效应。

入选国家重大人才青年项目、江苏

省杰青，获江苏省“五四青年奖章”。 

 

孙敏捷，女，1977年 12月出生，

中国药科大学孟目的学院副院长，

药学院教授。从事智能/多功能创新

制剂技术研究，探索了多种提高基

因、疫苗、化药成药性的药物高效递

送策略，发表 Angew. Chem.、PNAS、

Sci. Adv.等 SCI论文 140余篇，他

引 3000余次，授权专利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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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枫，男，1982年 10月出生，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

限公司齿轮传动事业部副总经理。

长期从事轨道交通齿轮传动系统研

发工作，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

项，突破产品关键核心技术，成功开

发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复兴号”动

车组齿轮传动系统，擦亮中国制造

金名片。 

 

 

汪国莲，女，1978年 1月出生，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从事蔬菜、食用菌新品种选

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示范工作，

承担省级以上课题 20余项，发表学

术论文 30余篇，参加选育蔬菜新品

种 7个，获授权发明专利 12件，制

定地方标准 14件，12项技术为市主

推技术，获各类科技成果奖 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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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炜，男，1986 年 4 月出生，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鼓楼临床医学

院副院长，教授。在病原体感染、耐

药分子机制研究和天然抗感染药物

发现领域取得若干创新性成果，显

著提升了抗新发、突发和耐药病原

体新型药物的研发效率，发表学术

论文 30余篇。 

 

 

钟伯坚，男，1984年 3月出生，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强化培养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长期从事植物进化生物学研究，构

建了绿色植物演化时间树，解析了

植物登陆的起源与演化历史。发表

学术论文 30余篇，主持国家优秀青

年基金等科研项目。担任 SCI 期刊

J.Syst.Evol.和 J.Mol.Evol.副主

编，省植物生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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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宝宣，男，1983年 10月出生，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在组合数学领

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解决了多

个组合难题，发表论文 40多篇，入

选国家“优青”、江苏省“杰青”、江

苏省“333人才工程”中青年科学技

术带头人，获江苏省数学成就奖等

荣誉。 

 

 

姚建勇，男，1984年 4月出生，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

事高性能机电液伺服控制技术的研

发工作，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国

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他引

3000余次，研制了系列重大/重点装

备，服务国家重大重点任务。获省部

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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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广，男，1984 年 6 月出

生，江南大学光响应功能分子材

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教

授。从事生命免疫应答调控及免

疫分析试剂等方面的创新研究，

发现了手性调控免疫应答效应，

创制了手性免疫佐剂等，入选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计划，担

任 Front Immunol、 Food Agr 

Immunol等期刊的副编辑或编委，

在 Nature等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

文 8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0余件。 

 

 

 

穆松，男，1982年 7月出生，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院副院长。发展了多因素耦

合作用下混凝土耐久性设计方

法，发明了混凝土表层强化、基体

抗侵蚀及钢筋阻锈三类材料，构

筑了 “阻、隔、缓、延” 耐久性

成套提升技术，解决了严酷环境

下混凝土侵蚀剥落与钢筋锈蚀加

剧的难题，研究成果纳入标准规

程，实现规模化工程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