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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通过支气管镜吸引导管采样在肺癌及肺炎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主要完成人 刘卫庭，李再清，曾文，姚宇，陈聪，莫莉，石媛娟，曾敏，邓翊敏，刘小元 

主要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推荐单位（盖章） 邵阳市医学会 

密级 非密 

可否公布 可以 

学科名称（学科名称及

代码见附件2）

临床医学•内科学•呼吸病学 

代码

320.2415 

   

   

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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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简练，有数据有结果。800-1200字。）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内内内内容（目的、方法、容（目的、方法、容（目的、方法、容（目的、方法、结结结结果）：果）：果）：果）： 

1、目前肺癌的发病率呈现增高趋势，早期诊断对其预后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于周围型肺癌，随

着新技术的应用，有力地提高了肺癌的确诊率，但这些方法要么技术要求高，设备昂贵，要么诊

断阳性率过低，通过支气管镜导管吸引相关报告甚少。通过采用一次性吸引导管（多功能标本采

集器）于支气管镜下吸引对肺癌诊断阳性率的影响的初步探讨，证实其在肺癌诊断中具有一定价

值。通过设计利用多功能标本采集器在不同肺段、不同大小周围性肺癌吸引获取细胞学标本，进

而研究其阳性率的异同，来指导通过“一次性吸引导管”吸引适合于哪些肺段的肺癌患者，从而

进一步指导“一次性吸引导管”在肺癌诊断中的选择性应用，达到既节约资源，又能解决临床实

际问题的目的。 

2、同时探究了不同肺段肺活检出血量的大小， 

3、肺炎的病原学诊断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通过研究以及导管吸引法采样对肺炎患者病原学诊断

的影响。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创创创创新新新新点点点点：：：： 

1、多功能标本采集器（一次性吸引导管）的设计、申请专利，专利转让、产品的生产，在肺癌

中应用的初步探讨。 

2、在不同肺段肺癌中使用一次性吸引导管进行吸引获取细胞学标本为一新方法，且首次探讨不

同肺段肺癌之间其应用的价值。 

3、同时探究了不同肺段肺活检出血量的大小。 

4、探究了导管吸引采用法多肺炎病原学诊断的影响。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价价价价值值值值：：：： 

1、随着支气管镜检查的深入开展，我们可以通过支气管镜肺活检、肺灌洗液细胞学检查、刷

检、TBNA、EBUS-TBNA、磁导航等手段对不能通过支气管镜直接窥视的肺癌患者取得病理标本。

有关研究表明，其诊断阳性率49.2%～74.5%不等，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患者不能明确诊断，

这为肺癌的早期治疗、及时治疗带来不可逾越的障碍,很多研究表明，联合应用多种方法进行取

材比单用一种方法的阳性率明显提高，选用何种方法获取病理结果，在平时工作中，我们存在很

大的随意性，特别是对于一些基层医院，由于部分仪器设备昂贵，技术要求高，获取标本方法单

一，阳性率一直很低，致使该类患者辗转求医，即延误了病情又造成了较多的经济浪费。 

2、明确了肺不同肺段肺活检出血的风险，为减少肺活检带来的出血风险提供参考依据。 

3、提供了一种新的支气管镜下导管吸引的采样方法。 

  

社社社社会会会会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对于特定肺段周围性肺癌，如果其提高的阳性率没有达到临床意义，应避免使用“一次性吸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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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对于特定大小的肺癌，如果其提高的阳性率没有达到临床意义，应避免使用“一次性吸引

导管”。减少肺活检带来的出血风险，为肺炎的病原学诊断提供依据。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联合使用“一次性吸引导管”。达到提高周围性肺癌诊断的阳性率，为肺癌的进一步 治疗提供

决定性的依据。特别是一些基层医院，在目前的经济与技术条件下，无法引进昂贵的设备以及完

成一些技术很高的操作，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很好的一种选择。为肺炎的病原学诊断提供依

据，减少因病原学诊断不明治疗无效而滥用抗感染药物。 

  

第十八届湖南医学科技奖推荐书  2021-4-22



三、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刘卫庭  性别 男  排名 1 

出生年月 1978-7  民族 汉族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320106197807062035 毕业学校 东南大学 毕业时间2002-6-30

最高学历 在职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副主任 电子邮箱bynymy1978lwt@163.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13973561934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2-3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主持本项目的推进，两个省科技厅课题的申请实施与主持。 2、支气管镜下活检前后吸引对肺癌诊断阳性率的

影响,中国内镜杂志,第一作者 3、多功能标本采集器在肺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中外健康文摘的第一作者 4、不

同肺叶肺癌支气管镜下肺活检出血量比较观察，河北医学，第一作者 5、支气管镜下肺活检联合导管吸引对肺癌

诊断的影响即将发表在核心期刊“现代肿瘤医学”为通信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刘卫庭（第三完成人）;推广应用《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诊治哮喘,湖南省医学会,湖南医学科技奖,

三等奖,2006（李再清，肖进国，刘卫庭，吴桂香，邓翊敏 ）刘卫庭（第三完成人）;推广应用《全球哮喘防治创

议》（GINA）方案诊治哮喘, 邵阳市科学技术局,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2006（李再清，肖进国，刘卫

庭，吴桂香，邓翊敏）刘卫庭（第三完成人）;机械通气雾化输送器的应用研究, 邵阳市科学技术局,邵阳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2011（焦劲松，陈伟梅，刘卫庭，李再清，肖进国 ）刘卫庭（第四完成人）;用于装标本

采集器和活检钳的一次性包装袋的研究和应用,邵阳市科学技术局,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2012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

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生争

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

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名无

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同，

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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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再清  性别 男  排名 2 

出生年月 1969-10  民族 汉族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430521196910047550 毕业学校 南华大学 毕业时间 1993-7-1

最高学历 在职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主任 电子邮箱 limi28@126.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3975960368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多功能标本采集器的设计，专利的申请。 2、课题的主要实施者及指导者。 3、“支气管镜下导管吸引采样法

诊断重症肺炎病原菌的研究”论文的通信作者。 4、“支气管镜下活检前后吸引对肺癌诊断阳性率的影响”的通

信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李再清（第一完成人）;推广应用《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诊治哮喘,湖南省医学会,湖南医学科技

奖,三等奖,2006（李再清，肖进国，刘卫庭，吴桂香，邓翊敏 ） 2、李再清（第一完成人）;推广应用《全球哮

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诊治哮喘, 邵阳市科学技术局,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2006（李再清，肖进

国，刘卫庭，吴桂香，邓翊敏） 3、李再清（第四完成人 ）;机械通气雾化输送器的应用研究, 邵阳市科学技术

局,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2011（焦劲松，陈伟梅，刘卫庭，李再清，肖进国 ）5、4、李再清（第一

完成人）;用于装标本采集器和活检钳的一次性包装袋的研究和应用,邵阳市科学技术局,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2012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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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曾文  性别 男  排名 3 

出生年月 1984-3  民族 汉族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43052519840321745x 毕业学校 南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09-7-1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公共卫生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 科教部部长 电子邮箱 254145303@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5107391617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课题的申报组织 2、课题实施的协助 3、课题经费的审批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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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姚宇  性别 女  排名 4 

出生年月 1980-10  民族 汉族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430404198010031040 毕业学校 南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03-6-30

最高学历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电子邮箱 13975949066@163.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3975949066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课题的书写，课题的实施，论文的书写，材料的整理 2、不同肺叶肺癌支气管镜下肺活检出血量比较观察，河

北医学，第二作者 3、支气管镜下肺活检联合导管吸引对肺癌诊断的影响即将发表在核心期刊“现代肿瘤医学”

为第二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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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聪  性别 男  排名 5 

出生年月 1986-3  民族 汉族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430523198603150031 毕业学校 南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10-7-1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电子邮箱 343292230@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3487611516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项目的实施 2、数据的收集 3、数据的整理分析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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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莫莉  性别 女  排名 6 

出生年月 1984-1  民族 汉族 党派 无党派

身份证号 430523198401170026 毕业学校 南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06-6-30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电子邮箱 86620164@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5973996426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项目的实施 2、数据的收集 3、数据的整理分析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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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石媛娟  性别 女  排名 7 

出生年月 1996-5  民族 汉族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430522199605172865 毕业学校 长沙医学院 毕业时间 2019-6-30

最高学历 研究生在读 最高学位 硕士在读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初级 行政职务 无 电子邮箱 1332432516@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5367659658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9-7-1 至 2020-12-3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课题实施，数据整理分析，论文的书写 2、“支气管镜下肺活检联合导管吸引对肺癌诊断的影响”即将发表在

《现代肿瘤医学》，为第一作者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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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曾敏  性别 女  排名 8 

出生年月 1990-5  民族 汉族 党派 无党派

身份证号 430521199005287304 毕业学校 南华大学 毕业时间 2017-6-30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临床医学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电子邮箱 731757611@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5869873395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5-9-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1、吸引导管在肺部感染性疾病的研究实施 2、”支气管镜下导管吸引采样法诊断重症肺炎病原菌的研究“论文的

书写，发表。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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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邓翊敏  性别 女  排名 9 

出生年月 1978-8  民族 汉 党派 中国共产党

身份证号 430502197808061028 毕业学校 中南大学 毕业时间 2006-12-1

最高学历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护理学

技术职称 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 护士长 电子邮箱 53581200@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3973921080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课题实施的护理工作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推广应用《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诊治哮喘,湖南省医学会,湖南医学科技奖,三等奖,2006（李再清，

肖进国，刘卫庭，吴桂香，邓翊敏 ）;推广应用《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方案诊治哮喘, 邵阳市科学技术

局,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 2006（李再清，肖进国，刘卫庭，吴桂香，邓翊敏）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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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小元  性别 女  排名 10 

出生年月 1984-5  民族 汉 党派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430503198405211520 毕业学校 中南大学 毕业时间 2011-7-1

最高学历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护理学

技术职称 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 副护士长 电子邮箱 187335297@qq.com

工作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完成单位 邵阳市中心医院 移动电话 15073996992 

通讯地址 邵阳市大祥区红旗路乾元巷36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2013-2-1 至 2020-1-1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课题实施的护理工作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人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

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

的保密内容。本人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不存在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并对完成人排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

真实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单单单单位位位位声声声声明：明：明：明：本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

表真实有效，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参与申报此奖项，对单位排

名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和工作单位相同，只需加盖一个；如不

同，应同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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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邵阳市中心医院  排名 1  

联系人 曾文  固定电话 0739-5329100  移动电话 15107391617 

通讯地址 邵阳市中心医院科教部  电子信箱 254145303@qq.com

对本项目主要贡献：（限600字） 

为项目研发，推广提供支持，项目的主要推广应用单位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湖南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湖南医学科技奖奖励工作办公室对

推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湖南医学科技奖奖励条

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申报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

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湖南医学科技奖奖励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完成单位的义务并

承担相应的责任。本单位对完成单位排序无异议。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完成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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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通讯地址
 

推荐单位意见：（限 600 字） 

  

声明： 

        本单位对申报书内容及全部材料进行了审查，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

内容，全部内容和材料符合申报要求。本单位认真履行作为推荐单位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推荐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推荐推荐推荐项项项项目等目等目等目等级级级级    

        推荐等级： □ 一等         √ 二等         □ 三等          

        评审后若未达到推荐等级，是否同意降等（评审后将根据本人意愿作相应处理）： 

         □ 不同意降等 

         □ 同意降至二等 

         √ 同意降至三等 

         □ 同意降至二等或三等 

        第一完成人签字：                 

 

第一完成单位盖章（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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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诚信承诺书 

  本本项目参加湖南医学科技奖评审，项目第一完成人和项目第一完成单位代表所有项目完成人及完成单位做出

如下承诺：  

   1.本推荐书严格按照湖南医学科技奖有关规定的具体要求填写，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

效，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所提交的代表性论文没有被撤稿的情况，所涉及的科学研究行为均符合《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

范》（国卫科教发[2014]52号），不存在科研不诚信的行为。 

   2.所提交的纸版推荐材料和电子版推荐材料内容一致。 

   3.本推荐书所提交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和论文等附件，均已征得未列入项目完成人的发明人、设计人、作

者、及署名单位等的知情同意并作为附件材料。知情同意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材料或论文用于推荐第十八届湖南医学

科技奖。（2）湖南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所用知识产权或论文等附件材料不再次参评湖南医学科技奖。 

   4.本推荐书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专利、论文、著作、结题证明、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等）均未在在湖南医学科技奖、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获奖项目中使用过，也未在本年度湖南医学科技奖其他推荐项

目中使用。 

   5.本推荐书所列研究没有涉及未阐明医学意义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品种、变种株；符合伦理原则。 

   6.遵守《湖南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项目进入终审程序后，接受评审结果及授奖

单位数和授奖人数按照获奖等级自动截取。 

  

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字）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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