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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医会〔2019〕30 号 
 

 
 

关于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奖励的决定 
 

各市医学会、各专科分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苏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规定，经单位推荐，

江苏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按程序进行形式审查、初审、公

示、终审、公示，并报经会长办公会批准，决定授予“代谢

性疾病的分子影像和结构功能影像学研究与应用”等 10 个

项目为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授予“肺移植治疗重

症肺动脉高压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等 16 个项目为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授予“原发性肝癌侵袭转移的分

子机制及免疫治疗研究”等 30 个项目为 2019 年江苏医学科

技奖三等奖；授予“《糖尿病自我管理技巧》-糖尿病自我管

理指导网络经验总结推广”项目为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

医学科普奖；授予“体检人群结直肠癌早期筛查及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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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研究”等 2 个项目为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卫生与

健康管理奖；授予“新发突发病毒性传染病防控应对新技术”

等 5 个项目为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 

 

附件：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2019 年 12 月 20 日  

 

 

 

 

 

 

 

主题词：科技奖  奖励  决定                          

抄  送：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教 

育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各有关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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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180131 
代谢性疾病的分子影像
和结构功能影像学研究
与应用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居胜红，滕皋军，
王远成，常  娣，
柏盈盈 

2019-A-410044 
消除疟疾策略与关键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
究所 
同济大学 

曹  俊，高  琪，
张青锋，朱国鼎，
陶志勇，陆  凤，
刘耀宝，周华云，
曹园园 

2019-A-190159 胃癌精准个体化治疗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刘宝瑞，魏  嘉，
杨  阳，李茹恬，
沈  洁，刘  芹，
邵  洁 

2019-A-190198 

利用系统评价及荟萃分
析方法探索并解决心血
管介入及药物治疗临床
问题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徐  标，张新林，
谢  峻，王  涟，
康丽娜，魏钟海 

Z2019-A510209 
间质干细胞及微环境分
子在重大疾病诊治中转
化应用研究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院 

许文荣，钱  晖，
严永敏，张  徐，
史  惠，张  斌，
朱  伟，毛  飞，
王  梅 

2019-A-310154 
DCD 模式下的肾移植风
险评估和个体化诊疗技
术的临床应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侯建全，何  军，
魏雪栋，李  杨，
鲍晓晶，胡林昆，
袁晓妮，王亮良，
浦金贤 

2019-A-350035 
人工关节金属微粒致毒
及骨溶解的分子机理与
处理对策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东部战区总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刘  璠，赵建宁，
陈哲峰，刘雅克，
刘  锋，包倪荣，
王  伟，范卫民，
孙国静 

2019-A-150117 
肝移植围手术期损伤及
术后肿瘤复发机制的研
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李相成，王学浩，
李长贤，俞  悦，
姚爱华，高  云，
游  伟，韩  晟，
王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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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190149 
程序化人工耳蜗手术及
感音神经性耳聋的相关
分子机制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东南大学 

高  下，柴人杰，
钱晓云，陈  杰，
杨  烨，陆  玲，
朱光洁，周  函，
杨  霞 

2019-A-250074 
中药抗肿瘤活性组分新
型给药系统的创建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陈  彦，瞿  鼎，
刘玉萍，刘聪燕，
黄萌萌，张振海，
李晓琦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获奖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020071 
肺移植治疗重症肺动脉
高压的基础研究与临床
应用 

无锡市人民医院 
陈静瑜，胡春晓，聂
晓伟，叶书高，刘  
峰，卫  栋，吴  波 

2019-A-010037 
神经变性病的免疫-血管
相关发病机制及诊疗新
靶点 

南京市第一医院 
张颖冬，蒋  腾，田
有勇，佟  强，吴  
亮，陆  杰，谭  兰 

2019-A-310155 
脑出血微创手术关键技
术的创新及相关转化医
学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  罡，尤万春，李
海英，李  香，申海
涛，王  中，周  岱 

2019-A-190047 关节软骨损伤修复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史冬泉，蒋  青，徐
兴全，戴  进，陈东
阳，徐志宏 

2019-A-190115 
慢性乙型肝炎的免疫发
病机制及临床相关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吴  超，黄  睿，刘  
勇，严晓敏，陈雨
欣，张昭萍，王  健 

2019-A-100013 
人工气管仿生制备的关
键技术研究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大学 

史宏灿，朱爱萍，孙  
飞，潘  枢，张卫
东，单一波，潘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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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170097 
肺真菌病的免疫保护机
制及临床防治研究 

东部战区总医院 
苏  欣，施  毅，周  
威，李   培，何  
骞，孙文逵，张  明 

2019-A-170094 
肾移植术后严重并发症
的诊断与治疗新技术 

东部战区总医院 
陈劲松，文吉秋，程
东瑞，季曙明，李  
雪，谢轲楠，倪雪峰 

2019-A-350107 
慢性疼痛的发病机制和
治疗新策略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大学 

陈  罡，黄赛赛，曹  
苏，秦毅彬，顾小
鹭，孟  蓓，苏文凤 

2019-A-010049 
消化道发育异常的病因
研究和诊疗技术创新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唐维兵，夏彦恺，徐
小群，耿其明，蒋维
维，李红星，路长贵 

2019-A-020001 
临床免疫学检验系列新
型检测技术的研制及转
化应用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同仁医院 

胡志刚，张  珏，盛
慧明，钱  俊，邹  
霈，王  凉，张  凯 

2019-A-150174 
肿瘤放疗基础与转化研
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苏州市立医院 
涟水县人民医院 

孙新臣，李  涛，赵
洪瑜，周俊东，濮  
娟，成红艳，秦  嗪 

2019-A-330185 
新型组合标志物在儿童
脓毒症早期预警中的作
用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黄  洁，方  芳，许
云云，周慧婷，李  
嫣，李毅平，柏振江 

2019-A-010112 
儿童支气管哮喘遗传、环
境因素及特异性免疫治
疗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田  曼，崔玉宝，赵
德育，魏继福，刘  
峰，沈  波，陈  蒙 



 

- 6 -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170102 
钙神经蛋白抑制剂在儿
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
临床应用与机制研究 

东部战区总医院 
夏正坤，高春林，高
远赋，樊忠民，彭洪
军，何  旭，张  沛 

2019-A-320168 
放射性脑损伤诊疗创新
技术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田  野，钱志远，连
一新，赵培峰，王  
琛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获奖项目 

项目编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160203 
原发性肝癌侵袭转移的
分子机制及免疫治疗研
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涟水县人民医院 

季国忠，黄  曙，黄
晓丹，缪  林，王宏
刚 

2019-A-110124 
血液肿瘤中基因突变分
子诊断平台的建立及其
临床应用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钱  军，林  江，钱  
炜，闻向梅，姚冬
明 

2019-A-010046 
心脏手术相关性急性肾
损伤预防监测的临床研
究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
医院 

万  辛，曹长春，李
汶汶，潘斌斌，嵇
小兵 

2019-A-010068 
肥胖及其并发症的非编
码 RNA 机制与早期诊治
研究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季晨博，郭锡熔，
崔县伟，尤梁惠，
文  娟 

2019-A-360079 
血清 miRNA 指纹图谱用
于传染病早期诊断的应
用基础研究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东南大学 

崔仑标，戚宇华，
祁  贤，朱  政，周
明浩 

2019-A-290172 
临床重要病原菌耐药机
制及感染防控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徐州医科大学 

顾  兵，潘世扬，钱
慧敏，马  萍，鲍倡
俊 

2019-A-010066 
核医学分子成像预测恶
性肿瘤预后及靶向诊疗
一体化的前瞻性研究 

南京市第一医院 
泰州市人民医院 

王  峰，瞿  卫，邵
国强，罗  瑞，邱  
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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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050179 
临床相关生殖障碍机制
研究 

苏州市立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 

杨慎敏，黄伯贤，
李  红，张  锋，朱  
蕊 

2019-A-080160 
微创技术在新生儿及小
婴儿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诊治中的应用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李  炳，陈卫兵，夏
顺林，孟红艳，王
寿青 

2019-A-110090 
血栓性疾病中抗栓与止
血的平衡及相关机制研
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施小凤，周  红，奚
晓东，严金川，解
鸿翔 

2019-A-010069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
规范化介入治疗 

南京市第一医院 
顾建平，施万印，
陈国平，苏浩波，
楼文胜 

2019-A-080132 
靶向Btk/NFκB治疗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基础
及临床研究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  亮，王春玲，陶
善东 

2019-A-110054 
超声激发新型载药超声
造影剂肿瘤协同诊治研
究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钱晓芹，王文平，
郑元义 

2019-A-050143 
昆山 8.2 爆炸事故伤员救
治理念和实践经验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市中心血站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  洪，吴允孚，徐  
军，蒋银芬，林  伟 

2019-A-150192 
保留龟头手术治疗阴茎
肿瘤对勃起功能影响的
临床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宋宁宏，王增军，
杨  杰，王亚民，夏
佳东 

2019-A-020028 
以流感、禽流感为代表的
新发传染病关键防控技
术的建立与应用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
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 

陆  兵，施  超，马
麦卷，沈  元，石  
平 

2019-A-020024 
基于流行病学筛查的高
致盲眼病基础与临床研
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姚  勇，谢田华，邵  
珺，殷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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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070006 
肺动脉高压发病的分子
机制及治疗药物的研究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分
校 
南京工业大学 

刘  云，孙增先，马  
翠，孙舒扬，曹永
刚 

2019-A-020113 
围术期心血管事件发病
新机制及干预系列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无
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继如，张军龙，
张  静，余  鹏，董  
楠 

2019-A-150191 
儿童肺部疾病脂氧素-白
三烯失衡的新发现及干
预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陈筱青，吴升华，
陆  超，卢红艳，孔  
霞 

2019-A-090166 
微小 RNA 增敏恶性肿瘤
化疗的作用机制及应用
研究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查文章，郭  俊，孙  
关，石  磊，邓义军 

2019-A-310147 
免疫卡控点分子在常见
女性恶性肿瘤中的作用
及其临床转化应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 

瞿秋霞，谢  芳，黄  
沁，王  勤，兰  晶 

2019-A-100140 
神经内镜经颅锁孔与经
鼻手术的关键技术与临
床应用 

苏北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恒柱，王  清，严
正村，兰  青，王晓
东 

2019-A-390151 
重要人兽共患病原猪链
球菌的分子致病机制及
诊断分子靶标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潘秀珍，邵珠卿，
高基民，王长军，
张艳梅 

2019-A-150202 
脊柱脊髓损伤的临床与
基础系列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凡  进，余利鹏，蔡
卫华，任永信，顾  
军 

2019-A-150169 
热休克蛋白对血管内皮
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吴  军，姜苏蓉，张
小进，孔秋月，丁
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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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A-240199 
无牙颌种植即刻负重的
临床应用与相关基础研
究 

江苏省口腔医院 
汤春波，邱  憬，路
萌萌，李  明，王瑞
霞 

2019-A-320176 
TWEAK 在狼疮肾炎发病
机制中的作用及其靶基
因治疗的实验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志纯，何春燕，
薛雷喜，温  健，欧
阳涵 

2019-A-010061 
单孔胸腔镜技术平台系
统的优化和临床应用 

南京市胸科医院 
杨如松，刘政呈，
邵  丰，曹  珲，徐
春华 

2019-A-310175 
腰椎间盘退变机制及外
科治疗创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顾  勇，农鲁明，朱
雪松，汪凌骏，李  
斌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医学科普奖获奖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B-180139 
《糖尿病自我管理技巧》
-糖尿病自我管理指导网
络经验总结推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孙子林，金  晖，鞠
昌萍，韩  晶，刘莉
莉 

 

 

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卫生与健康管理奖获奖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C-150186 
体检人群结直肠癌早期
筛查及风险管理多中心
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张  群，顾艳宏，李
晓娜，郭  雯，朱  
宏 

2019-C-230078 
中医药云服务平台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应
用与实践 

江苏省中医院 
方祝元，吴文忠，
束雅春，寇建秋，
严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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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获奖项目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E-360184 
新发突发病毒性传染病

防控应对新技术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李靖欣，霍  翔，

葛以跃，付建光，

孟繁岳 

2019-E-060058 

血糖波动评估在不同糖

代谢状态人群中的临床

应用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海安市人民医院 

苏建彬，赵丽华，

胡玉明，王雪琴，

杨小华 

2019-E-150190 

整合医学模式指导下的

新分子靶标在恶性肿瘤

精准化诊疗中的研究和

应用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南京医科大学 

高  雯，徐  静，

王富强，吴金道，

周  鑫 

2019-E-040002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

认知损伤的多模态影像

学及应用研究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

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苏弘，邹  凌，

戴亚康，龚靖波，

马  岭 

2019-E-190072 
主动脉扩张性疾病的基

础及临床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刘  昭，周  敏，

李文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