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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⒈ 

 

2008 年“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 

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第一批） 
 

针对广东省节能减排压力大，科技支撑薄弱的严峻形势，经

广泛调研并征求各方意见，广东省科技厅从 2008 年起组织实施

“节能减排与可再生能源”重大科技专项。专项立足于节能减排

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重大科技需求，坚持重点突出、实效优

先的原则，坚持资源化、效益化、产业化的导向，以重大关键共

性技术攻关、重大战略产品开发和重大科技示范工程为重点，积

极整合国内外资源，创新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大力培育新兴产

业，走出一条效果与效益并重，技术与产业共赢的具有广东特色

的节能减排之路，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的各项指令性约束

指标，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一、专项内容 

专题一：可再生能源重大装备技术及产业化示范（专题编号

1011） 

课题 1：兆瓦级风能发电装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项目内容：针对广东风能资源的特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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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兆瓦级风力发电成套装置，并选择具有较强产业化、商品化

开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群）或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区域

为核心建立产业化基地。 

项目要求：项目必须已列入地方中长期规划，具备良好的科

技成果和产业化软硬环境，并能发挥国家、省计划的作用，组织

资源建立产业化基地。风电装置国产化率超过 95％，整机转换效

率不低于 40％。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课题 2：太阳能利用关键部件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项目内容：针对广东太阳能资源的特点，重点突出研制高效

集热管、传热管、聚光系统等槽式、塔式光－热发电装备等关键

部件，围绕太阳能光－热、光－伏转换技术，建立具有一定规模

的太阳能利用产业化基地。 

项目要求：基地建设以企业为核心，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

多方力量，整合科技、产业、人力资源，建立良好软硬环境，项

目列入地方中长期规划，得到地方政府有力支持。太阳能光－热

发电装置的总聚光率不低于 90%，总吸热率超过 75％。建立 1

个以上商业化运行的兆瓦级示范工程。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专题二：战略性重大节能产品研制与推广（专题编号 1012） 

课题 1：大功率白光 LED 单元国产化关键制造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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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瞄准国际先进制造水平，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功率白光 LED 外延材料、芯片和封装的国产化关键制造技

术，实现采用国产 LED 芯片批量生产低成本的功率型白光 LED

封装产品，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项 目 要 求 ： 产 品 发 光 效 率 ≥ 85lm/W(350mA) ， 色 温

3000-6000K，显色指数≥80，热阻<10℃/W；700mA 加速老化，

48 小时衰减≤5%；建成月产 5KK 以上的规模化示范生产线一条

以上，制造成本不高于 50 元/Klm。 

本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课题 2：LED 普通照明产品关键制造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内容：开发大功率白光 LED 室内照明光源关键制造技

术，批量生产功率型白光 LED 普通照明器具，实施 LED 室内照

明节能示范工程，带动传统照明产业的技术升级。 

项目要求：灯具工作寿命≥5 万小时（光通量下降到初始值

的 70%），暖白光灯具整体发光效率超过 65lm/W，批量产品色温

控制 3500K±300K，冷白光灯具整体发光效率超过 80lm/W，批

量产品色温控制 6500K±300K，建设 1 个以上示范工程，制订 5

种以上相关 LED 通用照明器具标准。 

本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课题 3：LED 路灯的优化设计与示范 

项目内容：突破 LED 路灯的散热、光学设计、老化、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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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等关键技术，开发高效率、高均匀性、高性价比的功率型市

政道路 LED 路灯照明产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选择高速道路、

城镇道路、生活小区等用户单位，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建立规

模化应用示范工程。通过工程示范，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

产成本。 

项目要求：整体发光效率≥80lm/W，灯具效率≥90%，驱动

电路效率 90%以上，满足道路等功能性照明设计标准，灯具整体

使用寿命大于 5 年，达到 IP65 防护等级，产品在自然条件下应

用或测试一年以上。建立月产超 1 千套的中试生产线 1 条以上。

建立 3 个以上示范工程，每个示范点规模不少于 500 套。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专题三：重点行业节能过程控制技术及示范（专题编号 1013） 

课题 1：陶瓷行业窑炉节能减排技术与示范 

项目内容：选择佛山、潮州陶瓷主产区，采用能级匹配，烟

气回流等集成技术改造（设计、优化、运行控制）传统陶瓷窑炉

及干燥设备，通过工艺优化和设备改进，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和污

染物显著减排的规模化应用示范。 

项目要求：改造后窑炉和干燥设备节能 20%以上，余热利用

率达 40%以上，SO2、NOx 及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不低于

30%，固体废弃物减排超过 80%，每个项目选择 4－5 家陶瓷企

业建立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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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课题 2：钢铁、铸造行业综合节能减排的技术应用与示范 

项目内容：在韶关、广州等地钢铁、铸造行业密集区选择典

型企业，针对焦炉、转炉、熔炉等耗能大、污染物排放高的工段，

应用先进成熟的新技术建立示范工程。采用干息焦技术实现炼焦

热回收和减少废水排放；利用近净成形、先进熔炼等技术，降低

铸件废品率，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实现显著节能和 SO2、NOx、

粉尘的减排或回收。 

项目要求：综合节能 15％以上，COD 减排 95％，SO2、NOx

减排 70％以上，粉尘、废渣减排 50％以上。选择 3－4 家钢铁和

铸造企业建立示范工程。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课题 3：火电行业混煤燃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项目内容：针对燃煤电厂的不同煤种来源，开发适合广东燃

煤电厂的混煤与配煤技术。集成煤种调配、混煤燃烧和优化调整

技术，实现机组优化调度，低 NOx 燃烧模式的多目标优化和脱硫

设备经济性运行，最大限度提升机组节能潜力，为火力发电企业

提高运行安全性和经济性、有效降低发电煤耗提供示范。 

项目要求：发电煤耗降低 5－8％，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以

及可吸入颗粒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降低 5%。选择 2－3 家

电力企业建立示范工程。 



- 10 -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课题 4：水泥行业节能技术的综合利用与示范 

项目内容：选择清远等水泥主产区，应用水泥窑炉废气余热

发电、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协同处置等关键技术，减少单位产品能

耗和废弃污染物排放，开展区域规模化应用示范。 

项目要求：生产每吨熟料余热发电 20kWh 以上，粉尘、SO2、

NOx 等污染物的排放减少 30％左右，日产 2500 吨的水泥生产线

实现日利用生活垃圾 80－100 吨，实现每吨熟料能耗减少 15％以

上（按标准煤计算）。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 

专题四：工业废气处理及回收资源化利用技术示范（专题编

号 1014） 

课题 1：CO2高效回收及资源化利用示范 

项目内容：针对广东省 CO2 重排放企业和地区，集成变温、

变压吸附等关键技术，对工业废气中的 CO2 进行回收，并利用回

收的 CO2 生产食品添加剂、可降解塑料等，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形成完整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O2 回收利用产业化技术

包，同时减少 SO2、NOx 的排放量。 

项目要求：CO2 年回收量达万吨级，作为食品添加剂达到相

关行业标准；可降解塑料产品可在自然界短时间内（半年）完全

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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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课题 2：工业有机废气回收及资源化利用示范 

项目内容：针对喷涂、涂布等行业排放的苯、甲苯、二甲苯、

氯苯等有机污染物，研制高吸附容量、高憎水性的 VOCs 吸附材

料与高活性低成本的催化材料，开发安全、节能的 VOCs 吸附－

催化集成控制技术及成套吸附回收设备，并进行产业化示范。 

项目要求：吸附材料的吸附容量大于 12wt%（吸附质/吸附

剂），对典型 VOCs 组分的去除率大于 90%，催化剂寿命大于 5000

小时，满足国家相应的排放标准，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及成套设备，在珠三角地区选择 3－4 家企业进行示范推广。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专题五：重点区域水污染控制及治理技术示范（专题编号

1015） 

课题 1：典型行业密集区污水集中治理示范 

项目内容：选择电镀、印染企业聚集、水污染严重的典型区

域，以废水综合治理技术的应用为主要内容，带动废水集中治理

管理模式和政策激励机制的建立，提高行业废水内部循环使用

率，通过建立示范工程，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集群向资源

节约和生态环保型转变。 

项目要求：建立促进废水集中治理的新模式、新制度，推广

行业实用污染物减排共性技术，推动一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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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应用，降低企业废水治理成本，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率高于国

家相关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标准。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课题 2：非点源 COD 污染负荷减量化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 

项目内容：选择我省重点流域，针对不同非点源 COD 污染

来源，集成污水处理及循环利用、非点源 COD 污染源头控制、

经流过程治理和污染水体生态修复、综合管理等技术，建立非点

源 COD 污染负荷减量化技术体系，并进行集成示范。  

项目要求：示范区非点源 COD 污染负荷的减量达 30%以上。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课题 3：造纸行业废水处理新技术应用与示范 

项目内容：选择省内典型造纸行业密集地区建立示范工程，

采用废水治理及回收利用先进技术，实现造纸清水用量大幅度减

少，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废水排放。 

项目要求：白水回用率达 90％，吨废水处理费用同比常规方

法降低 20－30％，纸产品吨耗水量和污水排放总量减少 10％，

生产效率提高 10％，选择 2－3 家造纸企业建立示范工程。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专题六：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应用示范（专题编号 1016） 

课题 1：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示范 

项目内容：利用大量石材加工废料、废弃木材、工业废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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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材料，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系列高强度人造石材料、

高性能人造板材等，显著提高产品的物理机械综合性能，同时降

低成本。 

项目要求：人造石材料防火等级达到 A1 级，莫氏硬度超过

3，各项性能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示范运营规模在年回收

利用废渣 20 万吨以上，人造板材甲醛含量低于国家标准，具有

较高的机械性、韧性和耐水性，达到年生产量 20 万立方米以上

规模。 

该课题定向组织，支持 1 个项目。 

二、申报要求 

除符合通知的总体要求外，还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⒈项目申报单位以课题为申报单元组织申报，每个课题可以

分解分课题，设立分课题牵头单位与负责人； 

⒉联合申报单位必须确定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总负责人，负

责统一组织和协调项目申报和实施； 

⒊项目申报单位须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具有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具备与专题内容

相关的研发实力和基础，具备实施项目的资金、人才、产业化等

保障条件，项目实施地必须在广东省境内； 

⒋联合申报各方须签订共同申报协议，明晰各方任务、节点

目标、经费安排和知识产权归属等，牵头申报单位对联合申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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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并作为课题实施的第一责任人承担总体

责任； 

⒌项目的实施必须在地区或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得到所

属地区政府部门的支持，给予 1:1 以上的配套经费，同时要求项

目承担单位提供 1:4 以上的配套经费，申报时须出具资金配套证

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