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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奖项目、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和13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含3个创新团队
），以及19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专用项目和39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据不完全统计，多家上市公司
现身榜单。,中信重工（）参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项目获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奖初评建议等级特等奖。中兴通讯（000063）参与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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