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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全球新材料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新材料与信

息、能源、生物等高技术加速融合，大数据、数字仿真等技术在新材

料研发设计中作用不断突出，“互联网+”、材料基因组计划、增材制

造等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兴起，新材料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国际市场竞

争将日趋激烈。“十三五”期间，是国家实施《中国制造 2025》、调整

产业结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材料产业发展应紧抓

历史机遇，进一步健全新材料产业体系，下大力气突破一批关键材料，

提升新材料产业保障能力，支撑中国制造由大变强。  

“十二五”期间，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以先进钢铁

材料、石化新材料、新型建筑材料等为代表的先进基础材料发展迅速，

产业规模稳步增长；先进半导体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端

装备用特种合金等关键战略材料增速明显，优势地位日益稳固；智能

仿生与超材料、石墨烯、纳米材料等前沿新材料不断突破，影响力和

竞争力迅速扩大。涌现了南京膜材料科技产业园、常州石墨烯小镇、

苏州纳米城等一批新材料集聚区，以及金发科技、中复神鹰、康得新、

二维碳素等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产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为深入了解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充分展示江苏新材料产业

综合实力和创新成果，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在江苏省经信委的领导

和支持下，组织编纂了《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7）》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主要基于 2016 年江苏新材料产业

发展情况，共七个篇章（含附录），全面反映了江苏新材料产业的综

合情况、特色领域、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政策环境等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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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国际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新材料是世界公认的 21 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具

有高技术含量、高市场需求、高附加值等特点，而且新材料产业的外

溢性极强，辐射范围极广，往往带动其他行业和领域随之发生变化，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

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对新材料产业进行

了重点布局，积极支持相关科研机构开展前瞻性新材料技术研究，加

速新材料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2016 年，全球新材料产业发展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产业规模方

面，据《2017 全球蓝宝石与 LED 芯片市场报告》和《2017 全球半导

体材料市场报告》显示，电子信息材料中的 LED 芯片市场产值达到

65.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先进半导体材料市场规模增长了 2.4%，

收入增长了 1.1%，晶圆制造材料和封装材料分别达到 247 亿美元和

196 亿美元。在专利申请方面，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显示，2016 年，

全球新材料原创专利申请总量达到 232.6 万件。其中，日本新材料相

关原创专利申请量超过了 70 万件，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以超过 42

万件的申请量位居第二，领先于美国、德国等传统科技强国。 

在产业分布方面，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7-2021 年中国新材料

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当前，全球新材料产业区域分

布呈现不均衡发展状态。其中，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

家处于全面领先地位，韩国、中国等国家正呈现出追赶之势，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处于较为落后状态。在重点领域方面，当前世界新材料产

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主要集中于生物医用材料、新能源材料、航空航天

材料、生态环境材料、纳米材料等领域（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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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新材料产业重点区域分布情况 

美国：美国新材料产业主要分布在五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

拥有埃克森美孚、陶氏、杜邦、3M 、美铝、波音等全球领先的材料

公司，以及西北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

康奈尔等 210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2016 年，美国在超导材料和电池

研发中获得突破，利用非超导材料钙铁砷复合物和碳质主体材料，成

功制备出一种复合金属锂电极。另外，还发现了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

一氧化锡（SnO）以及首次 3D 打印出受热收缩的超材料。 

欧洲：欧洲新材料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主要分布在德国、英

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拥有拜耳、默克、巴斯夫等一批实力雄厚的新

材料跨国企业。其中，德国的汽车新材料、化工医药新材料、电子信

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等产业优势明显。2016 年，德国研制出多种节能

环保材料，包括可减少感染和污染的纯天然绿色材料，高效有机太阳

能电池等。英国的先进材料优势领域主要包括生物材料、纳米材料、

能源材料等。法国的新材料产业涵盖有机氟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纳

米材料等多个领域。 

俄罗斯：俄罗斯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

保持煤、石油、天然气、铁、锰、铜等矿产资源及该领域的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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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能源材料、化工材料、超导材料、聚合材料等材料在世界上的

领先地位。二是大力发展在电子信息工业、通信设施、计算机产业等

领域应用的关键材料，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防实力。2016 年，

俄科学家研制出一批低温条件下使用的新材料，包括能抵御-70℃严

寒的纳米材料及可在-30℃进行道路维修的新型混合材料等。 

亚洲：日本在新材料研发和生产中更加注重实用性，力争在尖端

领域赶超欧美。目前已重点开发出纳米玻璃、纳米金属、纳米涂层等

用于信息通信、新能源、生物技术、医疗领域的新材料。韩国把材料

科技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 6 项核心技术之一，未来将重点发展下一

代高密度存储材料、生态材料、生物材料、自组装的纳米材料、先进

碳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等，以实现世界新材料科技产业强国梦。 

第二节  国内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一、发展概况 

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

领域之一，新材料是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从区域布局看，

我国的新材料产业形成了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东北、

中西部特色突出的产业集群分布。《中国制造 2025》和《新材料产业

发展指南》均明确指出我国将重点升级先进基础材料、发展关键战略

材料以及遴选前沿新材料，通过新材料升级，为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

提供可持续动力。 

“十二五”期间，全国新材料产业保持高速发展。从产业规模来看，

全国新材料市场规模增长速度超过 20％。据《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报

告》统计，2011 年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仅为 8000 亿元，2012 年突破

10000 亿元，“十二五”末期规模已达到 2 万亿元（如图 2），对相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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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支撑作用。从新材料细分领域

占比情况来看，先进金属材料占比最大，约达到 51%，先进高分子材

料占比约为 24%，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占比约为 13%，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占比约为 9%，前沿新材料占比约为 3%。2016 年，我国新

材料产业继续壮大发展，产业规模逐步扩大。据仪器交易网预计，全

年新材料产业整体规模将超过 2.6 万亿元，增速超过 30%。 

 

图 2  2012-2016 年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和增速情况 

从产业投资来看，在国家多重利好政策的强势推动下，近年来新

材料投融资项目保持快速增长。截至 2016 年 7 月，中国钢研战略研

究所收录整理 PE/VC 类新材料项目超过 2000 个，显示新材料产业发

展热度逐渐增加。而且与传统材料相比，新材料项目往往技术更密集，

科研投入高，资金缺口大，基本融资需求在 500-5000 万元之间，1000-

3000 万元占比较大。其中，A 轮融资需求最大，天使轮和 B 轮投资

位列二、三位，侧面反映出新材料企业在前期技术开发阶段风险较大。

地区分布方面，广东、江苏、上海新材料投资项目最多。 

从细分领域发展来看，据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统计，3D 打印

材料领域，2016 年我国增材制造产业规模达到 80 亿元，主要为钛合

金、高温合金等 3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石墨烯材料领域，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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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石墨烯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全年石墨烯市场总体规模突破

40 亿元，初步形成新能源、大健康、复合材料、节能环保、石墨烯原

材料、石墨烯设备六大细分市场。超导材料领域，目前我国关于超导

技术的各项研发已步入正轨，且进入产业化运作，在电力、通信、军

事、医疗等领域均有应用。据国际超导工业界的数据显示，超导产业

或将迎来“十年十倍”的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0 年，产值将达到 750

亿美元。 

二、盘点 2016 年度 10 大前沿新材料 

新材料在线综合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发进展、媒体评

论及行业热点推选出《2016 年度10大前沿新材料》，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1、超导材料 

突破点：具有材料零电阻，电流不损耗，在磁场中表现抗磁性等

特点。发展趋势：未来如突破高温超导技术，有望解决电力传输损耗、

电子器件发热等难题。国内主要研究单位：中科院、清华大学、上海

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3D 打印材料 

突破点：改变了传统工业加工方法，可快速实现复杂结构的成型。

发展趋势：在复杂结构成型和快速加工成型等领域应用前景好。国内

主要研究单位：北京航材院、上海材料研究所、苏州英纳特、华曙高

科、光华伟业、银禧科技等。  

3、液态金属  

突破点：液态金属(非晶合金)具有优异的磁性、耐蚀性、耐磨性、

高的强度、硬度和韧性等。发展趋势：在高频低损耗变压器、移动终

端设备的结构件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国内主要研究单位：中科

院金属所、安泰科技、东莞帕姆蒂昊宇、比亚迪、常州世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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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能仿生材料 

突破点：让材料具有仿生物特性、生物“活性”、感知外界“刺激”，

涵盖材料设计、制造、加工等，是材料学最前沿领域。发展趋势：在

智能制造、微机械、智能控制、智能机器人、医疗、航空等领域将迎

来快速发展。国内主要研究单位：紫光股份、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  

5、离子液体 

突破点：具有高热稳定性、宽液态温度、可调酸碱性、极性、配

位能力等特点。发展趋势：在绿色化工、生物催化等领域应用前景广。

国内主要研究单位：中科院兰州研究所、同济大学、艾利荣化工等。  

6、超材料 

突破点：具有负磁导率、负介电常数等特性。发展趋势：改变了

传统根据材料性质加工的理念，未来可根据需要来设计材料特性，应

用潜力无限。国内主要研究单位：深圳光启研究院、南京大学等。  

7、量子点 

突破点：量子点由少量的原子构成，活动局限于有限范围之内，

丧失原有的半导体特性。量子点尺寸足够精确时，可发出鲜艳的红绿

蓝光，能够更精准的控制色彩显示。发展趋势：未来在医学显影标记、

基因组学、药物筛选、半导体器件、显示照明等领域应用前景巨大。

国内主要研究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中科院、吉林大学、清华大学、

天津纳美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等。  

8、黑磷 

突破点：黑磷是一种直接能隙(direct-band)半导体，能将电子信号

转换成光。发展趋势：未来在晶体管、传感器、太阳能电池、电池电

极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国内主要研究单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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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石墨烯 

突破点：石墨烯具有高导电性能、极低电阻率、极低和极快的电

子迁移速度、超高强度和极好的透光性。发展趋势：未来 5 年或将在

光电显示、半导体、触摸屏、储能电池、显示器、传感器、航天、军

工、生物医药等领域引发革命。国内主要研究单位：江南石墨烯研究

院、二维碳素、第六元素、康得新、宁波墨西等。  

10、内嵌富勒烯 

突破点：富勒烯是单质碳被发现的第三种同素异形体。 发展趋

势：在医学抗 HIV、酶活性抑制、切割 DNA、光动力学治疗、抗氧

化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内主要研究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

大学、厦门福纳新材料、深圳通产丽星等。  

第三节  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一、发展概况 

江苏是国内新材料产业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好的区域之一。“十

二五”期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重点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统筹部署和要求，全省新材料产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新材料企

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合力，共同构筑新材料技术研发、投产、应用的

创新路径，全省新材料产业取得长足进步。“十三五”是我省新材料产

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正积极和准确把握新材料产业发展

趋势，全力突破关键技术，提高工艺水准和智能化水平，推动产业链

向高端延伸，充分释放新材料产业供给端活力，抢占国际市场。 

（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全省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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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到 2015 年底，新材料总产值达到 1.08 万亿元。2016 年，全

省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长到 1.16 万亿元，占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达到 17.3%和 23.8%，产业增长速度达到

12.3%。其中，先进基础材料产值超过 8000 亿元，占整个新材料产业

的比重约 70%；关键战略材料产值超过 3000 亿元，占比超过 25%。 

（二）重点领域增速发展 

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先进钢铁、先进石化和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全

年产值分别达到 2763.4 亿元、2743.1 亿元和 1543.7 亿元，分别占新

材料总产值的 23.7%、23.5%和 13.2%，增速达到 8%、12.4%和 13%，

基本与新材料整体增速 12.3%保持同步水平。关键战略材料领域，规

模较大的主要有先进半导体材料为 765.6 亿元、高性能纤维材料为

745.7 亿元和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材料为 556.5 亿元。其中，先进半

导体材料增速幅度最大，达到 36.2%。高性能纤维材料、高端装备特

种合金分别为 12%和 8.6%。前沿新材料领域，纳米材料增速最快，

达到 42.9%。 

（三）新材料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从企业数量来看，截止 2016 年底，全省共有规模以上的新材料

企业 3600 多家，规模以下新材料企业 5600 多家，共计新材料相关企

业近 9300 家，同比增长 27.4%。其中，规模以上新材料企业中先进

高分子材料和先进金属材料数量最多，分别约有 1500 家和 1200 家，

两者合计占到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 75%。在下游应用领域，全省规模

以上新材料相关企业数量较多的分别为电子信息材料和高端装备材

料，数量分别达到约 550 家，合计占到规上新材料企业总数的近 1/3，

其次是新能源材料以及新型建筑材料，数量分别约有 400家和 36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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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截止 2016 年底，全省共有主板上市公司 291 家，与新材料相

关的企业 83 家，全年总营业收入 2699.6 亿元，同比增长 5%。新三

板领域，全省全年新增新材料相关上市企业 107家，总数达到 196家。 

（四）新材料重点项目占比较大 

2016 年，全省新材料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省发改委公示年度重大

项目投资计划（实施项目）200 项，包括先进制造业 60 项，占到 30%，

含电子信息类 9 项、新医药及设备 5 项、化工类 8 项、冶金 3 项、轻

纺 9 项。其中，江阴中芯长电 3D 芯片集成加工项目由中芯国际、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和美国高通共同投资建设，主要提供 12 英

寸高密度凸块加工和 3DIC 芯片集成制造服务，总投资 12 亿美元。

省经信委为全面落实《中国制造 2025 江苏行动纲要》，引导企业加强

技术创新和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组织编制了《2016 年江苏省重点

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列入计划的项目总数为 1272 个。其中，核心技

术突破项目 276 个，新产品研发和推广项目 925 个，质量攻关项目 71

个，涉及新材料相关项目近一半。 

（五）新材料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 

从产品进出口数量来看，我省新材料相关产品进出口主要集中在

先进钢铁、先进石化、先进建筑等先进基础材料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战略材料。2016

年，全省新材料产品进出口总量达到 226.5 万吨，产品贸易总额达到

344.1 亿元，同比增长 51.95%。其中，先进基础材料进出口总量为 196.3

万吨，产品总额为 156.2 亿元；关键战略材料进出口总量为 30.2 万

吨，产品总额达到 187.9 亿元（具体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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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年江苏省重点新材料进出口数量分布情况 

在新材料进口方面，全年新材料进口总量为 142.6 万吨，产品贸

易总额为 184.3 亿元。其中，先进石化材料进口数量最多，进口量达

到 130 万吨，占新材料进口总量的 91.1%，其次是关键战略材料领域

的先进半导体材料和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进口量分别为 5.5 万吨

和 3.6 万吨，占新材料进口总量的 3.84%和 2.53%。在新材料出口方

面，全省新材料出口总量为 83.9 万吨，产品贸易总额为 159.9 亿元。

其中，先进钢铁材料出口数量最多，达到 48.6 万吨，其次是先进半导

体材料 14.4 万吨和先进石化材料 9.1 万吨。 

 

图 4  2016 年江苏省重点新材料进出口产品均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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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进出口均价方面，目前我省相关新材料进口产品的平均价

格相对高于出口产品的价格。如图 4 所示，先进建筑材料、先进钢铁

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进口均价均高于出

口均价。其中先进建筑材料最为明显，进口均价达到了出口均价的

12.2 倍之多。而先进石化材料、新能源材料和稀土功能材料的出口均

价略高于进口均价。就具体产品而言，如人造高端石墨，2016 年我省

进口 1718 吨，产品总额达到了 1.09 亿元，而在出口方面，出口人造

石墨 29772 吨，产品总额仅 1.28 亿元。 

（数据来源：省统计局、东方财富网、南京海关） 

二、2016 年度江苏新材料创新成果（摘录） 

近年来，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先进钢铁、先进石化等先进

基础材料产业规模持续扩大，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性能特种合

金等关键战略材料发展迅速，石墨烯、纳米等前沿新材料产业化水平

日益提升。2016 年，全省新材料涌现了一批创新成果，现盘点部分创

新成果摘录如下： 

1、南理工研发新型合金材料为中国飞机按上“中国心” 

目前制成我国航空发动机核心部件叶片的材料是镍基合金，其耐

高温能力在 650-750℃，温度一旦更高，材料就会慢慢发生变形。2016

年 6 月，南京理工大学陈光教授团队研制的新型钛铝合金承温能力能

够达到 900℃以上，比现有发动机核心部件材料的耐高温能力提高

150-250℃以上。项目成果对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价

值，有助于中国飞机装上一颗更强的“中国心”。该成果也成功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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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大学研发新材料淡化海水为世界解渴 

随着全球水资源日趋紧张，包括含盐地下水在内的海水淡化作为

一种获取淡水的有效方法，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的海水淡化装

置存在体积庞大、耗能高、碳排放量大、淡化效率低等问题。2016 年，

南京大学 80 后“青年千人”朱嘉教授在国际上首次利用金属纳米材料

等离激元增强效应实现了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其能量传递效率约

90%，淡化前后盐度降低 4 个数量级。经测量，利用该材料淡化后的

水质优于世界卫生组织可饮用水的标准。 

3、江苏博特研发新型建筑外加剂材料使矿渣变身混凝土 

通常生产一吨水泥，需要燃烧 100 公斤煤，排放二氧化碳约 720

公斤，并伴有二氧化硫和粉尘等污染。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系列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只要加上一点，就能和大量

的工业废渣形成抗压强度更高、使用寿命更久的新型混凝土。其中，

水泥仅占原料总量的 20%，其余 80%均为工业废渣，大幅减少水泥使

用量，提高工业废渣在混凝土中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建筑

节能。项目成果“功能型建筑化学外加剂专用端烯基聚醚的构建及应

用”获得 2016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银邦飞而康利用 3D 打印钛合金材料助力 C919 升空 

2016 年 6 月，银邦股份子公司飞而康科技采用基于 SLM 的 3D

打印技术，利用高性能钛合金材料攻克了钛合金大型薄壁件常见的应

力开裂和型面变形等问题，研制了 C919 上装载的 28 件 3D 打印钛合

金零部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是 C919 首次成功应用 3D 打印钛合

金零件，标志着 3D 打印将真正的进入到航空制造应用领域，也标志

这我国在这一方面并不落后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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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扬大研发新型生物电化学检测芯片可 10 分钟检测癌症 

2016 年 12 月，扬州大学利用聚合物自组装膜材料成功研制了一

种新型生物电化学检测芯片，可将癌细胞的检测变得如同血糖仪检查

一样简单，为癌症的提早预防提供可能。目前，该技术已于苏北人民

医院进行临床试验，从样品采集、注入、检测和医疗分析等整个过程，

仅仅耗时 10 分钟，且成本低、精确性好、检测灵敏性提高了 500 倍。 

6、江苏视客研发出镜片新材料为人类眼睛护航 

当前，我国一半以上的人视力有问题，预计到 2020 年视力有问

题的人群将超过 7 亿。江苏视客新材防蓝光镜片材料核心技术是将纳

米粒子均匀分布在树脂镜片中，有效吸收高能有害蓝光。目前，公司

产品能阻止 53.5%的蓝光，透光率达到 95%以上，打破了国外对我国

在镜片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封锁和垄断。2016 年，公司凭借纳米防蓝光

树脂新材料，获得第五届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第三名。 

7、二维碳素研发石墨烯复合材料导电性能提升 100 倍 

2016 年，二维碳素团队研发的石墨烯高导电复合材料的导电性

比参杂导电炭黑的复合材料高 100 倍，体积电阻率可低至 10-2 Ω·cm，

体积密度可小于 1g/cm3。石墨烯高导电复合材料解决了目前导电材料

在柔韧性能与导电性不可兼容技术瓶颈，可满足耐腐蚀、阻燃、耐高

温高寒等特种性能需求。目前，公司已开始将材料应用于航空器除冰、

电磁屏蔽和非金属导电电极、柔性发热材料等多个领域。 

8、东南大学在二维黑磷材料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二维黑磷是继石墨烯和过渡金属二硫族化合物后新兴的二维材

料，具备可调的直接带隙、高迁移率和适度的开关比等优异性质。2016

年，东南大学物理系王金兰教授课题组先后在化学类和材料类顶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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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德国应用化学》和《先进材料》上发表了关于二维黑磷材料研究成

果，首次从理论上给出了少数层黑磷在环境中发生降解的完整机制，

并提出了利用完全氧化的黑磷作为保护层的设想，以及通过掺杂碲减

缓二维黑磷在环境中的降解从而大幅提高其稳定性的全新思路。 

9、中天科技携手中科院纳米所研发出镀镍碳纤维新产品 

2016 年，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

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联合立项研制的大丝束镀镍碳纤维产品研发完

成。产品以碳纤维为基地金属化后的产物，不仅具有优良的刚性和强

度、较小的热膨胀系数及比重，更具有金属的特性，获得广大试用客

户的认可。该产品研发成功表明中天科技在电缆研究方面又登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为满足高精尖市场需求提供强有力的装备及技术支持。 

10、江苏奥神聚酰亚胺纤维新材料荣获 2016 年度“中国好技术” 

聚酰亚胺纤维作为高性能纤维材料，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耐热

性和耐辐照性能，是国家亟需的材料之一。2016 年，江苏奥神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出利用干法纺丝成型技术制备聚酰亚胺纤维材料，

并在全球范围内建成了首条干法纺 PI 纤维 1000t/a 级生产线。项目荣

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评选的

“2016 年度中国好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