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序号 项目中文名称 推荐单位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5-A-100200 心肌重塑的免疫炎症机
制研究

扬州市医学会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扬州大学第二临床医
学院）;

龚开政;  张振刚;  赵培;  孙
红光;  孙晓宁;  李伟;  王顺

娣;  李爱华;  杜林;

2015-A-020700
VEGF-C调控CNTN-1
促进食管癌侵袭转移的

机制与临床研究
无锡市医学会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江
阴医院（江阴市人民医

院);

刘鹏飞;  张舒羽;  沈卫东;
刘兵团;  叶武;

2015-A-151100 类风湿关节炎新致病因
子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张缪佳;  谈文峰;  王 芳;  徐
凌霄;  孙晓萱;

2015-A-150700 S100A16蛋白生物学功
能及分子机制的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刘云;  朱伟东;  王水;  张日
华;  周苏明;  丁国宪;  周文

斌;  赵子建;  苏东明;

2015-A-250100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刘超;  武晓泓;  蔡可英;  段
宇;  徐书杭;  王昆;  刘翠萍;

茅晓东;  杨昱;

2015-A-020900 JWA抑制癌症转移的分
子机制研究

无锡市医学会
宜兴市人民医院;  南京

医科大学;
谈永飞;  葛志军;  蒋国军;

马铁梁;  周建伟;

2015-A-110400 肿瘤耐药体内外模型的
建立及耐药机制的研究

镇江市医学会
江苏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许文林;  沈慧玲;  朱小兰;
陈宝安;  林琳;  王飞;  李皓;

2015-A-040700
肝细胞癌肿瘤相关基因
DNA甲基化分子机制与

临床研究
常州市医学会

常州市肿瘤医院;  上海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张长松;  凌扬;  卫立辛;  朱
静;  韩志鹏;  刘永萍;  孔颖

泽;  卢明柱;

2015-A-320101
嗅鞘细胞联合纳米丝素
蛋白支架修复脊髓损伤

的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大学;

沈忆新;  范志海;  左保齐;
张锋;  张鹏;

2015-A-040201
类风湿关节炎相关基因
与类风湿关节炎易感性
的机制与临床应用研究

常州市医学会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南伟;  刘瑞平;  刘雅克;
王禹基;  赵公吟;  张辉;

2015-A-010904 骨外科数字医学技术研
发及临床应用研究

南京医学会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

医院;
王黎明;  姚庆强;  喻忠;  徐

燕;  杨劲松;

2015-A-010903 食管鳞癌以手术为主的
综合治疗研究

南京医学会

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  盐城市肿瘤医院;

曹秀峰;  刘芝华;  吕进;  朱
斌;  王山;  李苏卿;  王和明;

2015-A-190900 微创消融技术治疗肾肿
瘤的临床应用研究

南京市鼓楼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郭宏骞;  张士伟;  赵晓智;
连惠波;  汪维;  纪长威;  杨

荣;  李笑弓;  常小峰;

2015-A-230300 泌尿系肿瘤的中西医结
合临床和基础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朱清毅;  苏昀;  袁琳;  顾晓
箭;  卢子杰;

三等奖候选项目



2015-A-040102 载脂蛋白M在冠心病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常州市医学会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晓膺;  罗光华;  郑璐;  施
媛萍;  张俊;

2015-A-140500
保留阴茎头手术治疗阴
茎癌对勃起功能影响的

临床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宋宁宏;  王巍;  杨杰;  李权;
成功;  刘边疆;  王增军;  顾

民;

2015-A-330200 儿童肾损伤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李艳红;  冯星;  李晓忠;  朱
雪明;  封其华;  丁胜;

2015-A-010701
微小RNA在围产期心脏
发育畸形中的机制及应

用研究
南京医学会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韩树萍;  余章斌;  朱春;  曹

荔;  李萌萌;

2015-A-010700
用于宫颈癌防治的高危
型人乳头瘤病毒调节蛋
白的筛选及功能研究

南京医学会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江
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高玲娟;  顾平清;  王素敏;
童华;  赵伟;  陈正林;  申艳;

赵纯;  李凤山;  李 青;

2015-A-04080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
的基础研究及转化临床

推广应用
常州市医学会 常州市儿童医院;

董选;  易阳;  沈惠娟;  屠文
娟;  江凯华;  吴婷;  陈琳;

赵方乔;  郑爱斌;

2015-A-160300

人源抗鼻咽癌LMP1胞
外区抗体Fab-丝裂霉素
C免疫毒素的制备及其
靶向治疗的实验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陈仁杰;  朱进;  冯振卿;  张
大为;

2015-A-240201 牙髓再生的基础与临床
研究

江苏省口腔医院 江苏省口腔医院;
于金华;  汤春波;  邱  憬;
程  杰;  张光东;  吴锦涛;
景双林;  闫明;   束为;

2015-A-350900
人外周血游离DNA检测
方法的建立及临床应用

研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鞠少卿;  景蓉蓉;  施炜;  戚
菁;  施维;  丛辉;  崔明;  吴

信华;  申娴娟;

2015-A-311100 恶性肿瘤诊治中分子影
像新进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

章斌;  李桢;  朱然;  邓胜明;
谈佳卿;  张玮;  吴翼伟;

2015-A-050304
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技
术平台的建立与临床应

用
苏州市医学会 苏州市立医院;

李红;  王玮;  李海波;  陈瑛;
毛君;  刘敏娟;  程洪波;  刘

英华;  文萍;

2015-A-311200
个体化治疗技术与服务
平台的建立及其在临床
合理用药中的应用评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缪丽燕;  包健安;  薛领;  张
华;  黄晨蓉;  王进;  谢诚;

虞勋;  张晶晶;

2015-A-040200
树突状细胞及其相关免
疫分子在抗肿瘤免疫应

答中的作用
常州市医学会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戚春建;  王勇;  钱科卿;  宁
永玲;  王仕忠;  丁骏;  冯同

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