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温卫发〔2020) 103 号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温州市医药卫生 

科学研究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龙港市社会事业局、浙南产业集聚

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市属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 

温州市 2020 年度医药卫生科学研究项目已经专家评审确定， 

现下达给你们（见附表）。本年度立项项目共 54 项，经费由项目

单位资助或自筹解决。请各项目所在单位切实做好科研项目监督、 

检查和协调工作，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希望各项

目承担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认真按照计划任务要求组织实施，确保

按合同要求尽早完成计划任务。 

请各课题负责人于 7 月 15 日前将《温州市医药卫生科研项目合同

书》一式三份报送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联系电话：88580501。 

附件：1. 温州市 2020 年度医药卫生科学研究项目计划 

2. 《温州市医药卫生科研项，愈香同书 

温州市亨卫生罐虱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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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 2020 年度医药卫生科学研究项目计划 
项目编号 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2020001 温州市中心医院 朱非白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与 VOR 墓因多态性相关性的研究 

2020002 温州市中医院 蔡文品 复发性流产患者血清mIRNA-320a 的表达及其靶向 ERR V 促进滋养层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2020003 温州市中医院 陈佳君 经颅直流电刺激调节迷走神经兴奋性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影响研究 

2020004 温州市中医院 黄曦 PDCA 循环在规范临床丹红注射液使用中的作用 

2020005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陈小帆 温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不同群体的心理状况调查 

2020006 温州市妇幼保健所 陈和 医务人员对 HIV 感染孕产妇歧视态度的研究 

2020007 温州市急救中心 金晓胜 温州市公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现状调查及优化培训模式的研究 

2020008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娜 温州市血脂异常流行病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0009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桂丽 荃于 GYTS 标准的温州市高中生电子烟使用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2020010 温州老年病医院 汪聪玲 老年综合评估在老年衰弱患者中的应用探究 

2020011 温州市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桂英 温州市鹿城区小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及电子产品对视力影响的分析研究 

2020012 温州市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春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运行机制研究 

2020013 温州市欧海区第三人民医院 林飞克 全科医生诊疗思维与技能训练教学在全科医师培养中的作用 

2020014 乐清市人民医院 高星乐 偏头痛患者右向左分流的发病率及偏头痛与右向左分流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2020015 乐清市人民医院 陈肖 老年重症 MRSA 感染患者替考拉宁的药动学研究和药效学评价 

2020016 乐清市人民医院 谢卫斐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p工cc 置管患者维护服务现状研究 

2020017 乐清市人民医院 董海平 痛风患者 IL-i. TNF-。水平与颈总动脉内中膜厚度相关性的研究 

2020018 乐清市人民医院 林乐 卡格列净联合 ARB 治疗糖尿病肾病蛋白尿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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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9 乐清市人民医院 林乐 扫描式葡萄糖测定联合胰岛素泵治疗成人隐匿性糖尿病（LADA）的效果研究 

2020020 乐清市人民医院 吴赛珍 墓层医院临床路径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评价研究 

2020021 乐清市人民医院 何倩 眼震视图在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诊疗中的应用 

2020022 乐清市人民医院 吴旭静 标准化压力性损伤预防方案核查单在肿瘤内科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2020023 乐清市人民医院 朱丹 利多卡因联合硝酸甘油混合液皮下注射提高挠动脉穿刺的护理研究 

2020024 乐清市中医院 陈旭周 206 例海洛因成瘾者复吸原因分析 

2020025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林士峰 高压氧治疗重症颅脑损伤的疗效及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2020026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叶雷都 高尿酸血症患者的不同血清尿酸水平关节病变肌骨超声参数观察 

2020027 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李婷婷 GMs 评估联合胎儿超声物理评分对高危儿神经发育结局的预测价值 

2020028 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黄崇斌 医院儿科呼吸道传染病管理及预防控制分析 

2020029 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徐道仙 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及缺陷类型与父母年龄之间相关性研究 

20200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施昌盛 药物涂层球囊在糖尿病足膝下动脉闭塞腔内治疗中的应用 

20200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宋飞蜜 妊娠糖尿病 miR-375 墓因、P0K 1 表达及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临床研究 

2020032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伟妙 肌骨超声结合肌电图引导肉毒素注射治疗老年脑卒中足下垂的效果研究 

2020033 瑞安市人民医院 金晓异 内镜联合 x 线下定位释放消化道支架治疗消化道狭窄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2020034 瑞安市人民医院 杨庆 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在中晚期肝细胞癌 (HCC）中的应用 

2020035 瑞安市人民医院 罗裕强 冲击波治疗结合核心肌群训练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治疗效果的临床与表面肌电图研究 

2020036 瑞安市人民医院 查伊隆 提高骨质疏松人工骨模块中锚钉稳定性的研究 

2020037 瑞安市人民医院 何少奇 胸椎旁神经阻滞下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合并肋问痛的胸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研究 

2020038 瑞安市人民医院 周德彪 胫骨横向骨搬移技术结合多学科综合治疗难愈性糖尿病足临床研究 

2020039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帆帆 基于mIRNA 原位杂交和数据挖掘技术的早期乳腺癌预后预测模型研究 



2020040 瑞安市人民医院 董晓西 程控硬膜外间歇脉冲注入模式在无痛分娩中的应用 

2020041 瑞安市人民医院 项军森 环袍素 A 对复发性流产患者外周血细胞因子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2020042 瑞安市人民医院 岑秀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 D- 19）临床转归及恢复期胸部 CT 表现 

2020043 瑞安市塘下人民医院 赵智伟 高通量血液透析与低通量血液透析对终末期肾病患者营养状态和透析充分性的影响 

2020044 瑞安市中医院 陈维波 自体脂肪微片段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2020045 瑞安市中医院 吴海鸥 产碳青霉烯酶粘质沙雷菌的分子耐药机制研究 

2020046 瑞安市中医院 王仁丰 急诊发热患儿发热时长与血常规、CRP 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2020047 瑞安市中医院 王华国 新冠病毒血清抗体三种不同检测方法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的临床研究 

2020048 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王志燕 接纳承诺疗法对酒依赖患者复饮率的影响研究 

2020049 永嘉县人民医院 叶星海 AVAPS 无创通气模式治疗 COPD 伴 CO2 漪留在急诊的应用 

2020050 永嘉县中医医院 陈乐翔 腹腔镜下腹股沟痴修补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2020051 永嘉县中医医院 周凌阳 腹腔镜手术在基层医院腹壁切口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2020052 永嘉县中医医院 单冰媛 不同溶栓方案治疗 AVF 血栓的效果研究 

2020053 苍南县第三人民医院 徐步国 术前 MIII 测量的 TKA 股骨假体个体化外旋截骨的临床研究 

2020054 平阳县人民医院 丁朝梁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在全身麻醉诱导插管和维持全身麻醉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温州市医药卫生科研项目 

合同书 

计 划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委托单位 （甲方）: 

承担单位 （乙方）: 

项 日 起止 口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一 0 二 0 年制 



填 写 说 明 

本合同各项内容应逐条认真填写，实事求是，文字表述要

准确，字迹要清楚。 

本合同与项目申请书构成立项的原始资料，乙方承担的任

务以合同条款内容为依据。 

合同第三条“主要研究内容”中应写明本项目所要突破的

关键技术；“技术经济指标”中应写明成果的提供形式。 

合同第四条“计划进度目标”是委托单位进行年度工作检

查和考核的依据。 

合同第五条“研究开发经费及使用安排”中，“市卫生局拨

款”是指甲方下达的经费， “自筹”指乙方自行向银行或其他单位

申请并已落实的经费。 

条文中有选择（或归属）内容的，在所选内容前“口”内

打“ V ”。 

本合同文本适用于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 



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属性 口应用基础研究 技术开发研究 	・技术推广研究 

项 

目 

承 

担 

单 

位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电话 

E-Mail 

详细地址 

所属区域 

口市 属 	口鹿城区 

口洞头区 	口瑞安市 

口平阳县 	口永嘉县 

口开发区 

口欧海区 	口龙湾区 

口乐清市 	口苍南县 

文成县 	．泰顺县 



第二条项目承担单位、参加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承担单位： 

参加单位： 

主要研究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职务职 

称 
从事专业 

年参加本项 

目工作时间 

在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 
所在单位 



第三条 主要研究内容和要达到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计划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条 计划进度目标 

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 

至 

至 

至 

至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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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研究开发经费及使用安排 

经费性质（单位：万元） 

市卫健委 

拨款 
单位配套 自 筹 总 额 备 注 

拨款计划（单位：万元） 

拨款计划 

日 期 合计 

金额 

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经费开支预算 预算经费 其中市卫生局经费 

1、材料费 

2．设计实验费 

3．信息费 

4．租凭费 

5．会议及调研费 

6. 验收费 

7．其它费用 

合 计 

Ii- 



第六条 验收标准和方式 

项目验收以项目合同规定的内容和确定的考核指标为依据，采取书 

面验收与现场验收相结合的方式 

第七条 各方责任 

( ）甲方 

按合同规定核拨科技经费； 

监督检查合同执行情况， 

协调解决合同执行中的重大问题； 

组织验收。 

（二） 乙方 

按合同组织实施项目； 

保证项目经费专款专用； 

按甲方要求报告年度工作进展情况； 

负责项目验收所需的有关材料及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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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由甲乙双方及项

目负责人各留一份，项目完成后终止。 

委托单位（甲方）：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盖章） 

负责人（签章）: 

项目主管人： 

年 月 日 

承担单位（乙方）: 	（盖章） 

负责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开户银行： 	 帐号：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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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9 日印发 

1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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