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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５年１月辽宁省人民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以下简称“NSFC—辽宁联合基金”).NSFC—辽宁联合基金通

过吸引和凝聚省内外优秀科技创新资源,重点解决辽宁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本文针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NSFC—辽宁联合基金项目,系统总结了项目进展、取得成效和主要做法,为更好地

实施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成效;主要做法

　　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通过联合资助方式,引导多元投入,
协调多方合作与互动,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导向作用的重要机制.２０１５年１月辽宁省人民

政府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以下简称

“NSFC—辽宁联合基金”).NSFC—辽宁联合基金

是围绕东北振兴,面向产业需求建立的唯一一支联

合基金.NSFC—辽宁联合基金自实施以来,坚持需

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吸引、培养和集聚了一批一流的

科技人才,加快解决了产业“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

了我省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１　项目基本情况

１．１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

项目１０１项,资助直接经费２５２０６万元.各年度资

助项目情况见表１① .

１．２　依托单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

３３家依托单位,其中辽宁省内１７家,辽宁省外１６
家.虽然辽宁省内、省外单位数量基本持平,但是资

助项目数和资助直接费用差别较大,省内单位承担项

刘佳　博士,辽宁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自

然科学基金处(国际合作处)处长.

金珠　辽宁省软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副研

究员,主持 和 参 与 国 家、辽 宁 省 科 技 计 划

项目近２０项,相关研究成果被决策部门采

纳应用,曾 获 辽 宁 省 科 技 进 步 奖 三 等 奖,
主要研究 方 向 为 科 技 政 策、科 技 管 理、科

技人才与基础研究等.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情况

项目

年度

资助

项目数

(项)

资助直接

费用

(万元)

平均资助直接

费用强度

(万元)

２０１５ ２１ ５０４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１６ １６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７ １４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８ １７ ４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９ ３３ ８４１６．００ ２５５

总计 １０１ ２５２０６．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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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

基金资助依托单位情况

项目依托

单位区域

单位

数量

(家)

资助

项目数

(项)

资助直

接费用

(万元)

平均资助

直接费用

强度(万元)

辽宁省内 １７ ８３ ２０６８４．００ ２４９
辽宁省外 １６ １８ ４５２２．００ ２５１
总计 ３３ １０１ ２５２０６．００ —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

依托单位类别情况

依托单位类别 资助项目数(项) 资助直接费用(万元)

高等学校 ８２ ２０５２５．００
科研院所 １９ ４６８１．００
总计 １０１ ２５２０６．００

目数量和资助直接费用分别是８３项和２０６８４万元,
分别占总量的８２．２％和８２．１％.省内外资助项目

情况见表２.

１．２．１　依托单位类别分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依托

单位为高等学校的有８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２０５２５万

元,占资助总金额的８１．８％;依托单位为科研院所

的有１９项,资助直接费用４６８１万元,占资助总金额

的１８．２％.依托单位类别情况见表３.

１．２．２　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

直接费用总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单位有大连理工大

学和东北大学,资助直接费用总额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
万元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医科大学、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以上共获资助项目６８项,资助直

接费 用 １６８３５ 万 元,分 别 占 总 额 的 ６７．３％ 和

６６８％,是辽宁省基础研究实力较为雄厚的高等学

校和科研院所.资助项目省外依托单位１６家承担

了１８个项目,其中南方医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２
项,其他省外依托单位各 １ 项,资助费用总额为

４５２２万元,占总量的１７．８％和１７．９％.依托单位

资助情况见表４.

１．３　技术领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

项目分布在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信息技术、人口

与健康、现代农业等５个技术领域,但主要集中在新

材料和先进装备制造领域,资助项目７１项,资助直

接费用１７６４４万元,占总量的７０．１％和７０．０％,充
分说明我省在新材料和先进装备制造领域的科研实

力较强.所属技术领域情况见表５.

表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依托单位

资助

项目数

(项)

资助直

接费用

(万元)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５ ６１８４．００
东北大学 ２２ ５４８１．０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６ １４６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５ １２４２．００
中国医科大学 ５ １２４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５ １２２８．００
沈阳农业大学 ３ ７９６．００
南方医科大学 ２ ５２２．００
沈阳化工大学 ２ ５１０．０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２ ５０１．００
沈阳药科大学 ２ ４９０．００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１ ２７０．００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１ ２６１．００
首都医科大学 １ ２５７．００
大连海事大学 １ ２５６．００
大连医科大学 １ ２５６．００
辽宁大学 １ ２５６．００
武汉科技大学 １ ２５６．００
浙江理工大学 １ ２５５．０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１ ２５５．００
大连工业大学 １ ２５３．０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１ ２５１．００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１ ２５１．００
电子科技大学 １ ２５０．０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１ ２５０．００
沈阳师范大学 １ ２５０．００
浙江大学 １ ２５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１ ２５０．０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系统工

程研究院
１ ２５０．００

上海大学 １ ２４９．００
中国矿业大学 １ ２４６．０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 ２４０．０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１ ２４０．００
总计 １０１ ２５２０６．００

表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所属技术领域情况

所属技术领域

资助

项目数

(项)

资助直

接费用

(万元)

平均资

助经费

(万元)

新材料 ３８ ９４１１．００ ２４８．００
先进装备制造 ３３ ８２３３．００ ２４９．００
信息技术 １５ ３７７９．００ ２５２．００
人口与健康 １０ ２４８３．００ ２４８．００
现代农业 ５ １３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总计 １０１ ２５２０６．００ —



　

　８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１．４　项目进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

项目按项目合同任务书扎实推进研究工作,整体预

期科研合同任务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按照基金委要

求及合同任务书中有关规定,２０１５年度联合基金资

助项目已全部完成结题验收,２０１６年度３个项目完

成结题验收.项目进展情况见表６.

２　项目成效

在 NSFC—辽宁联合基金的支持下,诸如“光学

复杂曲面多维超声超精抛光新原理”等一大批制约

我省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得到攻克,促
成了近３０项成果实现产业化,储备了５０余项可以实

现产业技术重大突破的前沿科技成果,获批８个高水

平基础研究平台,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

２．１　广聚智慧,引领前沿理论发展,提升基础研究

水平

　　NSFC—辽宁联合基金通过吸引和凝聚省内外

优质科技创新资源,自２０１５年实施以来,累计发表

论文１４４０篇,申请专利５８４项,授权发明专利２２６
项,获得省级以上各类奖项２０余项,形成的成果不

断引领辽宁前沿基础研究发展,为我省产业创新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材料科学领域,“纳米结构对奥氏体不锈钢使

役性能影响的机理研究”自行研发了一套基于数字

图像相关(DIC)技术的非接触式视频系统,相关内

容发表于Nature上,引领了前沿基础研究的发展,
提升了我省在材料疲劳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在先进制造领域,“人机协作型新一代工业机器

人基础研究”的技术成果直接用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８项;
“网联汽车群体智能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提出

了DDPGwE的自动驾驶决策控制方法等６项关键

技术创新;“机床精度的机构弹性误差运动学与动力

学理论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开放式数控系统关键技

术与标准及应用”获得２０１９年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

表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项目进展情况

年度 资助项目数(项) 结题项目数(项)

２０１５ ２１ ２１

２０１６ １６ ３

２０１７ １４ ０

２０１８ １７ ０

２０１９ ３３ ０
总计 １０１ ２４

一等奖;“微量稀土和镁协同处理对超高强度钢洁净

度和组织性能的影响”中相关内容“高品质热作模具

钢 H１３电渣重熔过程的控制技术”,为“高品质特殊

钢绿色高效电渣重熔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提供了一定支撑;“大型复杂机

械结构疲劳全寿命可靠性理论方法研究”开发了国

内首 套 TBM 刀 盘 智 能 化 设 计 系 统 和 国 内 首 套

TBM 刀盘振动损伤无线检测系统,在生物医药领

域,“YAP１双重调控微丝/微管介导胃癌细胞转移

分子机制及靶向新药研究”获得２０１９年辽宁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在化工领域,“煤焦油/煤沥青绿色化

高附加值利用的新方法研究”项目成功实现了煤沥

青形貌与微观结构的精细调控,参与修改制定了“煤
焦化焦油加工工程设计规范”等２项国家标准并于

２０１８年正式颁布实施.“煤焦油/煤沥青绿色化高

附加值利用的新方法研究”项目已申请中国国家专

利４件,国际发明专利１件,设计工艺装置２套,依
托该项目形成的“基于廉价天然材料设计和构筑功

能碳材料的新方法”获２０１９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基于相对真空的连续热还原炼镁的基础研

究”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２４篇,其中８篇

SCI,９篇EI,申请专利１６件,发明专利３件,授权发

明专利６件,国际发明专利１项.

２．２　有效对接,着力破解辽宁省产业技术瓶颈,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

　　NSFC—辽宁联合基金资助项目在实施期间解

决了辽宁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近百项卡脖子的重大科

学问题和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储备了一批可为相关

产业实现技术重大突破提高前沿转化成果的项目,
累计新增销售额近４０亿元.

在材料科学领域,“核燃料贮运用新型 B４C/Al
中子吸收材料高效制备及成型基础研究”研制的中

子吸收板已用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中核集团科技

专项“龙舟—CNSC乏燃料运输容器研制”项目中的

原型样机及首批三台国产化工程容器,这标志着我

国成功自主研制了大型乏燃料运输容器,填补了国

内空白;“高温合金材料梯度结构的激光熔化沉积增

材制造关键技术基础研究”突破了高温合金的高质

量冶炼和粉末气雾化制备技术,解决了激光熔化沉

积成形叶片用高温合金 K４１７G 与涡轮盘用高温合

金 GH４１６９之间梯度材料的制备科学问题.“实现

低轧制压缩比制备特厚板的厚板坯连铸重压下应用

基础研究”在唐钢建成投产了国际首条连续、动态重

压下宽厚板坯连铸示范产线,在国际上首次实现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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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压缩比１．８７∶１条件下１５０mm 厚高建用钢大批

量稳定生产,生产高建钢特厚板中心致密度提升

７８３％,实现高强船板用钢、高强工程机械用钢、高
端塑料模具钢、高性能耐候钢等高端特厚板稳定生

产;“燃料电池衰减机理及寿命快速提升评价研究”
形成的氢燃料电池电堆模块产品,在我国首款、全球

第四款商业化的上汽大通 FCV８０氢燃料电池商用

车等成功应用,建成了国内首套自主知识产权的金

属双极板燃料电池电堆自动化生产线,２０１９年产品

成功下线,电堆比功率３．０kW/L,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实现在氢能公交、物流车等的商业化应用.
在先进制造领域,“光学复杂曲面多维超声超精

抛光新原理”项目解决了难加工材料光学复杂曲面

的超精密制造问题;“高性能薄壁件激光冲击表面强

韧化机理及精准调控技术”解决了传统强化方法已

难以满足航空发动机叶盘/叶片等关键零部件的困

境;“航空发动机复杂曲面零件磨料水射流加工技术

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已用于高压水射流消防救援车、
五轴高压水射流设备等产品;“大型离心压缩机叶轮

流致振动机理与智能诊断”研究成果已经在沈阳鼓

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得以应用;“特殊钢铸锻一体

化制备及组织调控基础研究”铸锻一体化技术已经

在北方重工集团沈阳铸锻工业有限公司成功应用.
在化工领域,“基于相对真空的连续热还原炼镁

的基础研究”项目解决了目前镁冶炼工艺—皮江法

存在的能耗高、生产成本高、还原罐寿命短、污染大

以及资源利用低的技术难题,实现了以低品位菱镁

矿为原料连续炼镁的技术突破,填补了辽宁省镁工

业无原镁生产的空白;“煤焦油/煤沥青绿色化高附

加值利用的新方法研究”研究成果被中冶焦耐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应用,基于该技术已建煤沥青改性项

目总产能达到２４万吨/年,累计新增销售额３．３１亿

元,新增利润４５５０万元;“基于相对真空的连续热还

原炼镁的基础研究”成果“相对真空连续炼镁技术与

装备研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陕西投资集团秦

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鉴定合作框架协议.
在生物医药领域,“基于新型无标记细胞筛选技

术的辽宁道地药材药效物质基础研究”项目突破了

中药物质基础研究的关键技术瓶颈;“基于 ECM１
优势CTL表位双重修饰的多表位长肽ＧDC疫苗抗

三阴性乳腺癌靶向效应与免疫学机制研究”项目成

果原创多肽药物用于肿瘤患者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

试验已获得伦理批文,引领我省该领域进入国家乃

至世界范围的先进行列;“蝎毒耐热合成肽抗帕金森

病的分子靶标及作用机理的研究”相关研究获批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
在电子信息领域,“面向服务的移动通信用户隐

私保护体系架构及关键技术”所提的匿名认证方案

已成功应用于航天二院七〇六所公安机要“安防卫

士”管控系统.

２．３　统筹资源,推进基础研究各类平台的建设,提
高核心竞争力

　　基础研究平台是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

交流、科研装备先进的重要基地.NSFC—辽宁联合

基金项目的实施,不仅推进了原有实验室、工程技术

中心等基础研究平台的发展,也促成新建了一批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为我省开辟前沿性研究、
促进学科全面建设、提升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以“大截面超洁净双性能汽轮机转子真空电渣

重熔制备的科学基础”项目为基础,申请建立了国内

首台套真空—气氛保护电渣重熔炉及实验平台;依
托“光学复杂曲面多维超声超精抛光新原理”建立了

辽宁省大型装备智能设计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以“大型重载滚动轴承的可靠性和寿命预测的理论

与方法研究”为基础,获批“辽宁省机械产品可靠性

与振动控制重点实验室”;依托“煤/油页岩内构件移

动床热解炼油反应器工业放大基础”支持了资源化

工与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辽宁省碳资源分级转

化工程研究中心模拟研究平台的建设;依托“低温逆

境下钙调控生长素抑制番茄花柄脱落的分子机制”
获批“北方园艺设施设计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反刍动物布鲁氏菌病免疫预

防的基础研究”助推了教育部东北地区畜禽传染病

重点实验室的成立;以“基于 ECM１优势 CTL表位

双重修饰的多表位长肽ＧDC疫苗抗三阴性乳腺癌靶

向效应与免疫学机制研究”项目为基础,申请建立了

辽宁省分子靶向抗肿瘤新药研发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和辽宁省肿瘤免疫多肽药物工程研究中心;以“复杂

工业多能流系统智能感知、评估与决策”为基础,筹
建了“工业装备智能控制与优化”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２．４　集聚人才,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

才队伍,加强协同合作能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的

关键在于人.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５年以来,NSFC—
辽宁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累计培养院士１人,长江学



　

　９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等领军３０余人,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１００余人,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研

究生１０３８人,吸引和集聚了１７所省外科研院所、高
校的高水平专家团队及其优势资源参与辽宁的科学

前沿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攻关.
“难加工材料零件超低温冷却加工理论与技术”

项目团队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辽宁省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人、首批辽宁“兴辽英才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１人;“航空装备结构紧凑空间中

集成布局优化设计方法”项目团队获聘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１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１人、入选

辽宁省青年拔尖人才１人,１名博士生获得国际结

构与多学科优化学会ISSMO两年一度评选的、面向

３５ 岁 以 下 青 年 学 者 的 ISSMO/Springer Prize
(２０１７;全球范围唯一获奖人);“液流电池用多维纳

米复合多孔离子传导膜的多尺度设计及性能研究”
项目团队获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人和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１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１人、中科院青年促进会１人;“基于新型

无标记细胞筛选技术的辽宁道地药材药效物质基础

研究”培养了兴辽英才“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培养引

进计划”创新团队.

２．５　扩大开放,提高学术和产业研究的国际影响

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发展科学技术必

须具有全球视野,要积极利用好全球科技创新资源,
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站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创新.

NSFC—辽宁联合基金项目通过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积极承办、参与国际会议,邀请相关领域高水平外国

专家来华交流,提升我省学术和产业研究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NSFC—辽宁

联合基金项目团队承办国际会议２６次,参加国际会

议５８２人次,邀请高水平外国专家来华学术交流

１４２人次.
“航空装备结构紧凑空间中集成布局优化设计

方法”负责人担任LocalOrganizationCommittee主

席,参与承办了第二届亚洲结构与多学科优化会议

(ACSMO—２０１８,５．２１Ｇ２４),分别在第１２届世界结

构与多学科优化大会(WCSMO２０１７,德国布伦瑞

克)、在第１２届世界计算力学大会、第１４届美国计

算力学大会(USNCCM２０１７,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国

际会议被邀请作报告５次;“纳米结构对奥氏体不锈

钢使役性能影响的机理研究”承办了２０１８年第１４

届纳米结构材料国际会议,充分展示了我省在高端

装备制造领域的国际优势;“大型离心压缩机叶轮

流致振动机理与智能诊断”负责人参加第１０届计

算方 法 国 际 大 会、美 国 菲 尼 克 斯 举 办 的 ASME
TurboExpo２０１９、日本东京举办的TheInternational
GasTurbinecongress２０１９Tokyo(IGTC２０１９)等
国际大会６次,并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提升了我省在

先进装备制造领域的国际知名度;“辽东山区林下植

物资源形成与调控机制研究”负责人参加第２５届世

界林联大会,并做口头报告;“多手性中心精细化工

中间体的精准制备及新型催化技术”负责人何成被

邀请在日本主办的第４３界国际配位化学会中做邀

请报告,进一步提升了我省在化工领域的影响力;
“基于遗传—环境—化学与效应表征的辽宁道地药

材道地性多维评价体系研究”团队成员对美国药典

委进行了访问和交流,邀请美国华盛顿大学消化道

疾病研究中心主任JasonCornickMills教授,进行

“conserved mechanismsinstemcellsand metaplasia
andcancerinitiation”学习讲座.

３　主要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
关键是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当

前,我省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能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围绕解决“卡脖子”
问题,增强科技创新有效供给.NSFC—辽宁联合基

金在实施过程中,以“鼓励探索,突出原创;需求牵

引,突破瓶颈”[１]为核心从指南征集到凝练科学问

题,再到指南发布、项目立项,一直围绕加强科研攻

关,赋能实体经济为目标,不断做强企业主体,推动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３．１　面向企业需求,涵养技术创新能力

围绕做好“三篇大文章”,重点面向对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拉动作用大的核心、骨干、龙头企业征集指

南需求,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根本,要求企业

提出的指南方向必须具备与国内相关科研单位具有

深度产学研合作背景,拟解决的技术问题必须能够

凝练出清晰的科学问题.

３．２　坚持需求导向,凝练关键共性科学问题

充分发挥指南的引导作用,以重点企业和辽宁

优势产业的共性和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为基础,以技

术问题凝练出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开展前瞻性、基
础性的科学研究,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
为辽宁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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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强化指南科学性,优化指南征集工作程序

优化指南征集到指南生成工作,进一步强化技

术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关联度,结合以前年度的工作

经验和基金委关于指南生成过程的相关建议,着力

强化指南的科学性,着力避免指南项目化,着力提升

指南的开放度.

３．４　坚持开放合作,集聚全国优势智力资源

加大鼓励省内企业和研究单位与省外优势学科

产学研合作单位开展联合攻关力度,指南的省外合

作研究单位约占全部合作单位的５０％,旨在大力促

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创新,大力引进省

外智力资源,利用全社会的科学家帮助辽宁产业解

决基础科学问题,带动培育我省相关领域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推动辽宁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

力的提升.

３．５　加强后续跟踪服务,促进成果转化落地

加强联合基金项目跟踪服务工作,通过定期或不

定期举办对接交流会等活动,促进企业、院所与高校

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推动技术与需求的有效匹配对接,
及时解决研究中存在困难,加快促进成果转化落地.

４　结　语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加强基础

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从未知到

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２].NSFC—
辽宁联合基金对我省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了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加快创新型省份

建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沈阳市、大连市加入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共同出资１亿

元,重点围绕先进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和现代农业相关领域,支持面向辽宁振兴中

重点产业发展所涉及的重大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开

展应用基础研究,扎实推动辽宁振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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