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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1、研究设计、规划，组织各项研究的具体实施；  

2、提供研究所需场地、设备、器材、试剂、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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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科技创新点 1、2、3、5 的研究工作；  

5、研究结果整理、分析、总结；  

6、安排参加国际会议和组织举办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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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1、提供研究所需设备和实验动物；   

2.完成科技创新点 2 的研究工作，对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A）基因组学进行深入研究。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6； 

贡献：1、完成科技创新点 4 的研究工作，建立标准化 AMH 和 INGB 检测方法 

2、研究结果整理、分析、总结；   

3、组织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