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中机联科 (201 7J 261 号

关于 2017 年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重点(工程)实验室运行考核评估情况的通告

各行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 :

根据《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运行考核评估暂行办法》

和《机械工业重点(工程)实验室运行考核评估暂行办法)) (中机联

科 [ 2013]373 号文)， 列入 2017 年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重点(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工程中心和实验室" )考核评估的

有 37 家. 2017 年 8 月，我会组织专家对列入今年的工程中心和实验

室进行了考核评估。现将考核评估情况予以公布。

一、 20 17 年工程中心和实验室考核评估工作，采取现场考评和会

议考评两种方式，实际参加考评的工程中心和实验室共计 35 家，其

中工程中心 16 家，实验室 19 家;有 2 家工程中心未参加考评.

二 、 经组织专家评估， 15 家工程中心和 19 家实验室通过考核评

f古;有 l 家工程中心未通过考核评估. 考评结果详见附件 l 和附件 2.

三、按照考核评估办法中第十一条"对考评不合格的工程中心责



成限期改进，整改期满后复评"的规定，未通过考核评估的工程中心

在收到本通告后半年内进行整改，并参加下一次考核评估。

四、对未参加考核评估的 2 家工程中心，按照考核评估办法中第

十二条"无故不参加考评或中途退出考评的工程中心或实验室，视为

自动放弃工程中心或实验室资格，并收回所投牌匾 。 "的规定，决定

取消 2 家工程中心的称号，并撤销其挂牌运行的资格。 名单见附件 3 。

五、对考评优秀的"机械工业电机及其系统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 5 家工程中心和"机械工业精密测控技术与仪器重点实验室"

等 8 家实验室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各工程中心和实验室深入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

国家和行业重大需求，加强前瞻性、前沿性技术研究，着力解决事关

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持续加强科研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

更好地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附件 1、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考核评估结果

2、机械工业重点(工程)实验室考核评估结果

3、未参加考核评估取消的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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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考核评估结果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
机械工业电机及其系统节能工

科学研究院、上海电机系 优秀
程技术研究中心

统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大型重载精密轴承工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
优秀

程研究中心 任公司

机械工业超硬材料及制品工程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
优秀

研究中心 所

机械工业精密制造技术工程研
北京机床研究所 优秀4 

究中心

机械工业混凝土机械工程研究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
优秀5 

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网络化制造工程技术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合格6 

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高精度轧制技术装备
燕山大学 合格7 

工程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橡塑密封工程研究中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
合格B 

心 限公司

机械工业机械密封工程技术研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合格9 

究中心

机械工业超导磁体工程技术研 海坊新力超导磁电科技
合格10 

究中心 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经济型轿车工程技术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
合格11 

研究中心 公司

机械工业高档重型机床工程研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
合格12 

究中心 公司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机械工业润滑工程技术研究中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
合格13 

心 限公司

机械工业内燃机滑动轴承工程 恩比贝克飞虹汽车零部
合格14 

技术研究中心 件(四 )11 )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工业过程自动化工程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
合格15 

研究中心 究所

机械工业协同制造信息系统工 北京中机科海科技发展 未通过
16 

程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 限期整改



附表 2:

机械工业重点 (工程 ) 实验室考核评估结果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机械工业精密测控技术与仪器重点
北京工业大学 优秀

实验室

2 
机械工业压力容器与管道寿命及其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优秀
可靠性重点实验室 院

3 机械工业超硬磨具工程实验室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

优秀
研究所

4 
机械工业高性能耐蚀合金材料重点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

优秀
实验室 限公司

5 
机械工业重型机床数字化设计与测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优秀
试技术重点实验室 第一机床厂

6 
机械工业家电产品绿色技术重点实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

优秀
验室 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 江苏大学 优秀

8 
机械工业高性能测温材料及应用技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

优秀
术重点实验室 限公司

9 
机械工业服务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

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合格

10 
机械工业金属材料挤压/锻造重点实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

合格
验室 院股份公司

11 
机械工业土壤植物机器系统技术重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合格
点实验室 学研究院

12 
机械工业建设机械关键技术重点实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

合格
验室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3 机械工业高档数控机床重点实验室
沈阳机床(集团)有

合格
限责任公司

14 
机械工业电力系统特高压控制保护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
工程实验室

15 机械工业橡塑密封重点实验室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

合格
院有限公司



序号 实验室名称 依托单位 考评结果

16 机械工业环境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

合格
院有限公司

17 
机械工业印刷装备数字化技术重点 北京工业大学、北人

合格
实验室 集团公司

18 
机械工业连铸技术装备重点(工程)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

合格
实验室 院股份公司

19 机械工业轧机油膜轴承工程实验室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合格
有限公司



附件 3 :

未参加考核评估

取消的机械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承担单位

l 
机械工业重型车及工程机械柴油机工程

海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高效环保柴油机工程技术研究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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