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市科计〔2010〕4 号 

 

 

关于下达温州市 2010 年第二期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自筹)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项目承担单位： 

为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发

展，遵循“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科技工作方针，经审查、评估，温州市 2010 年第二期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自筹）现已确定，请各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

认真组织实施。 

本期计划共安排项目 137 项，其中软科学 42 项，医疗

卫生项目 95 项，具体项目详见附件。 

请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和其他项目归口管理部

门做好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和检查监督工作，以确保项目

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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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温州市 2010 年第二期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自筹）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科技  计划  项目  通知 

抄送：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省科技厅 

温州市科技局办公室            2010 年 7 月 29 日印发 

                                     



附件：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1 Y20100079
肢体缺血预处理对体外循环肺保

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金秀玲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 Y20100080

汉密尔顿评分评估全膝关节置换

术患者焦虑的意义及相关因素的

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吴文栩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 Y20100081
炎症基因多态性与川崎病易感性

及丙种球蛋白无反应的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丹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 Y20100082 概念图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程恒金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 Y20100083

重症监护病房耐碳青霉烯类鲍曼

不动杆菌的同源性分析及院内感

染的防控策略

2010年5月 2013年6月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医院 朱旭阳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 Y20100084
2－辛基氰基丙烯酸酯无创吻合大

鼠输卵管的实验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朱华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 Y20100085
白细胞介素1β与水通道蛋白4在

手足口病脑炎中的表达与意义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育英儿童医院
石海矾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 Y20100086
音乐疗法辅助导乐对分娩支持的

相关性临床护理研究
2009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林爱莲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温州市2010年第二期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自筹）

一、医疗卫生项目

单位：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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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9 Y20100087
合同制护士队伍不稳定的相关性

研究
2009年10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晓秋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 Y20100088
PUVA治疗银屑病患者心理干预的

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朱月娇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1 Y20100089
温州水牛线粒体12SrRNA基因多态

性分析
2009年1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管敏强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2 Y20100090
沙眼衣原体Tarp蛋白抗原B表位的

预测鉴定及其免疫保护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朱珊丽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3 Y20100091 脊柱激光三维测量系统的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向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4 Y20100092
新型5α还原酶抑制剂临床与基础

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蔡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5 Y20100093
全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危险因

子和耐药机制的研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方去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6 Y20100094
多种蛋白在脂多糖活化巨噬细胞

中的调节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舒旷怡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7 Y20100095
单羰基姜黄素类似物对2型糖尿病

大鼠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作用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廖敏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8 Y20100096
不同来源金黄色葡萄球菌毒力基

因的检测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金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9 Y20100097

母婴IgG亚型抗体联合检测对早期

诊断及预防胎儿和新生儿溶血病

受损作用的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郭瑞德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0 Y20100098
急性高血压性脑卒中CT灌注成像

参数与预后关系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许化致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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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21 Y20100099
共聚焦显微镜联合前节OCT动态观

察青光眼术后滤过泡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

院
王玉宏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2 Y20100100
翼点入路床突磨除的显微解剖研

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李则群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3 Y20100101
靶向survivin的siRNA抑制裸鼠视

网膜母细胞瘤移植瘤的研究
2010年2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

院
聂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4 Y20100102

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与白细胞介

素-10、吲哚胺2,3双加氧酶的研

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孙静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5 Y20100103
炎症性肠病动物模型中铁调素变

化的相关研究
2010年5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徐晓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6 Y20100104 腮腺肿瘤超声造影的应用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李慧敏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7 Y20100105

应用速度向量成像技术评价头颈

部恶性肿瘤患者放疗前后颈动脉

壁运动的初步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朱雪莲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8 Y20100106

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钠体外诱导

骨髓瘤细胞凋亡及DAP-K基因去甲

基化的实验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马泳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9 Y20100107
IL-18基因多态性与婴幼儿巨细胞

病毒感染关系的研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晓晴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0 Y20100108
外固定支架结合空心螺钉技术在

不稳定骨折中的应用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龙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1 Y20100109

ELISPOT法检测脑脊液中IFN-γ分

泌细胞对早期结核性脑膜炎诊断

价值的研究

2010年4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张慧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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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32 Y20100110
弱视儿童生活质量量表的制订及

评价
2010年5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

院
施颖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3 Y20100111
自锁托槽合并微种植体非拔牙矫

治中重度牙列拥挤临床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郑敏玲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4 Y20100112
应用脂氧素A减轻体外循环炎症反

应的实验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金乐潇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5 Y20100113
茶多酚调控跨内皮细胞通透性的

研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环境与公共卫

生学院
叶晓蕾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6 Y20100114
OPA1基因突变与常染色体显性视

神经萎缩关系的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眼视光学院 张娟娟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7 Y20100115

微囊化肝细胞移植对急性肝功能

衰竭大鼠Toll样受体4和CD14的影

响

2010年9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黄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8 Y20100116
PI3K通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调

节哮喘大鼠气道炎症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夏晓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9 Y20100117

BDNF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移

植对臂丛神经根性撕脱伤后神经

再生的影响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杨景全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0 Y20100118
阴超观察不孕妇女卵巢卵巢血供

特点预测卵巢功能状态
2010年5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乐清医院 许伟莹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1 Y20100119
松弛素对肝星状细胞激活及信号

转导通路的影响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董培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2 Y20100120

叶酸和降压药联合干预“H型高血

压”对减少缺血性卒中复发的初

步研究

2009年12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 贞 温州医学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3 Y20100121

硬性透氧性角膜接触镜对眼外伤

患者视觉重建及生存质量影响的

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

院
郑斌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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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44 Y20100122
超声双重造影联合多层螺旋CT在

胃癌术前N分期中的应用研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卢明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5 Y20100123
臀、腰部动脉穿支皮瓣的解剖学

研究和临床应用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 胡斯旺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6 Y20100124

大肠癌多层螺旋CT灌注成像特点

与肿瘤类型、分期及CD105的相关

性研究

2010年5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乐清医院 郑汉朋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7 Y20100125
棉酚在离体胃癌细胞及胃癌大鼠

模型中的作用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俞耀军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8 Y20100126
Spg3a导致遗传性痉挛性截瘫

（HSP）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的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眼视光学院 高英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9 Y20100127
脓毒症患儿血液肝素结合蛋白水

平变化及其意义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黄爱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0 Y20100128

大肠癌患者血清中可溶性粘附因

子CD44s、CD44V9的表达与大肠癌

浸润、转移的关系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卢敏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1 Y20100129
抗氧化剂对糖尿病肾病大鼠造影

剂肾病的预防及机理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汪延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2 Y20100130 DEHP与肺纤维化关系的研究 2010年8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基础学院 林刻智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3 Y20100131
支气管内膜结核患者的脉冲震荡

肺功能检查的特征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吴镇洲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4 Y20100132
抑癌基因Lumican在肝癌中的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第二人民医院 徐迈宇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5 Y20100133
瑞代不同输注方法对2型糖尿病患

者血糖的不同影响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余玉慧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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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56 Y20100134
两种不同来源神经干细胞的神经

递质表达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仲荣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7 Y20100135
宫颈癌同步放化疗前后人乳头瘤

病毒的监测
2010年2月 2013年6月 温州第二人民医院 黄一统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8 Y20100136
ET予造口患者性生活干预后对生

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

诸葛林

敏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9 Y20100137
胞磷胆碱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及尤

瑞克林对其的影响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丁细桃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0 Y20100138
脑出血胃肠功能障碍的神经机制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 钱旭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1 Y20100139
曼月乐预防子宫内膜息肉术后复

发的临床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蔡惠兰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2 Y20100140

大黄对创伤性休克大鼠肠道防御

素-5(RD-5)的影响及胃肠粘膜屏

障的保护作用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永领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3 Y20100141 轨道式间歇低氧-复氧动物饲养舱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 胡良冈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4 Y20100142
游泳对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大鼠

Intermedin表达的影响及意义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庞玲霞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5 Y20100143
电化学技术在表柔吡星输液终端

检测中的应用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叶雪梅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6 Y20100144
针刀松解术合玻璃酸钠注射对腰

三横突综合征VEGF水平的影响
2009年8月 2013年6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黄建华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7 Y20100145

蝉拟青霉多糖对STZ诱导糖尿病小

鼠模型中Toll样受体表达改变研

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郑超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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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Y20100146

N-乙酰半胱氨酸对H2O2引起海马

神经元MAPKs信号系统激活的干预

作用及机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邬伟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9 Y20100147
甘草诱导白血病细胞K562凋亡的

作用及基因表达谱改变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杜友爱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0 Y20100148
人巨细胞病毒潜伏感染对单核细

胞白血病影响的实验研究
2010年5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乔增培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1 Y20100149
探讨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活性在

急性动脉硬化性脑梗死地位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陈晓丽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2 Y20100150
拉米夫定预防结核性胸膜炎患者

乙肝病毒再激活的临床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菲菲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3 Y20100151
不剥离骨膜法肋骨钉内固定治疗

多发肋骨骨折的临床研究
2009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吕振业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4 Y20100152
视盘三维参数对青光眼视神经损

害评价的应用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

院
李乐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5 Y20100153
miR-34a对胆囊癌细胞增殖和凋亡

的调控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屠金夫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6 Y20100154

门脉高压症减断分流术后患者远

期生活质量评估与护理配合干预

效果的研究

2009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黄爱微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7 Y20100155
脑出血的先进微创显微神经外科

治疗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林晨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8 Y20100156
老年输液患者焦虑相关因素分析

及循证干预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贾秀眉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9 Y20100157
选择性剖宫产对新生儿的影响及

防治措施研究
2009年1月 2013年6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戴洁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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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Y20100158
砒霜对MRL/lpr狼疮鼠T细胞CD11a

及DNMT1表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1 Y20100159
升清降糖合剂对糖尿病小鼠T细胞

功能影响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胡臻

St. Joseph’s

Hospital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2 Y20100160
重度子痫前期合并低蛋白血症对

围产结局的相关分析
2009年10月 2013年6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王芳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3 Y20100161

去甲斑蝥素对耐顺铂人肺癌细胞

株A549/DDP裸鼠皮下移植瘤顺铂

耐药的逆转及分子机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陈素秀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4 Y20100162
5% 复方利多卡因软膏减轻小儿静

脉输液穿刺疼痛的研究
2010年6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 郑小芬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5 Y20100163
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监测在急危

重病人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吴斌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6 Y20100164 人巨细胞病毒感染与胃癌关系 2010年3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吴明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7 Y20100165

超声弹性成像、CT检查对甲状腺

乳头状癌颈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

值研究

2010年7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 董剑达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8 Y20100166
不同麻醉方法在儿科有创操作应

用中的护理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郭丽芳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9 Y20100167
龈沟液中MMPs含量与再植牙牙根

吸收相关性实验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王剑锋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0 Y20100168
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疼痛的关系及

其保守手术后后续治疗的比较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一喆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1 Y20100169
建立幽门螺杆菌感染胃溃疡及胃

癌动物模型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 林刚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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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Y20100170
AS-ONS对GIST耐药细胞系增殖、

凋亡及端粒酶活性的影响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闫竞一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3 Y20100171
IL-18诱导肾组织TGF-β1高表达

导致DN恶化的体外实验研究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潘晓燕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4 Y20100172
IL-2基因多态性与胃癌相关性分

析
2010年1月 2013年6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宋丽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5 Y20100173
医用胶固定上颌窦前壁游离骨折
片愈合的研究

2010年3月 2013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麻益可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 R20100063
温州都市型工业产业集群发展研

究
2009年8月 2010年8月 温州市职业技术学院 吴建民

温州市职业技

术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 R20100064
温州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实证分

析及提升对策研究
2010年1月 2010年12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国雄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 R20100065 温州鞋业品牌国际化发展研究 2009年12月 2010年12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於齐放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4 R20100066
温州出口型中小企业商贸人才调

查与对策研究
2010年8月 2011年6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宁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5 R20100067
温州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

度运行现状与完善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陈开亮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6 R20100068

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

学生评价制度改革与实践——以

温州大学为例

2009年12月 2011年12月 温州大学 潘玉驹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7 R20100069 温州高校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 2010年1月 2010年12月 温州大学 严晓鹏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8 R20100070 基于云计算的图书馆服务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蔡晓丽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二、软科学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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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20100071
温州卫生人力资源配置与医学生

基层就业探索
2010年1月 2012年7月 温州医学院 陈迎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0 R20100072
创业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现状

及对策研究——以温州大学为例
2009年7月 2010年12月 温州大学 方赛赛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1 R20100073
医院科研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的

研究
2010年7月 2012年6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苑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2 R20100074
综合性医院急诊科在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组织管理中的作用
2010年1月 2012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吴莉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3 R20100075
新医改体制下基于基层服务的医

学生就业路径分析及对策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月 温州医学院 彭红雷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4 R20100076 农民工职业生涯规划 2010年3月 2011年3月 温州大学 洪映君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5 R20100077
关于温州市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落

实情况的调查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郑节霞

工行温州市城南

分行,温州大学,

工行温州市鹿城

分行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6 R20100078
温州市未成年人德育基地建设的

现状及对策研究
2009年6月 2011年11月 温州医学院仁济学院 陈璁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7 R20100079
新时期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探讨与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朱雪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8 R20100080
政府采购形势下高校物资采购工

作的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林体排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9 R20100081
大学生的创业人格：结构与功能

研究
2009年12月 2010年11月 温州大学 胡伟国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0 R20100082
综合医院医护人员绩效考核体系

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张翌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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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20100083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医学院校长线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2009年12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教务处 王世泽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2 R20100084
发热呼吸系统症候群监测与处置

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
2010年1月 2012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徐卫

温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3 R20100085
探究中小城市英语志愿者的组织

培养模式
2010年2月 2012年2月 温州医学院 吕颖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4 R20100086
温州对外科技合作进程中英语需

求分析及对策研究
2010年3月 2011年9月 温州大学 管丽丽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5 R20100087 独立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蔡慧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6 R20100088
医学院校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现存

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2010年1月 2012年1月 温州医学院 胡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7 R20100089
温州高校外籍教师教学障碍分析

及对策研究
2009年12月 2011年11月 温州医学院 林彦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8 R20100090

基于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活

动的华文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

究

2009年9月 2011年12月 温州大学 包含丽
温州市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9 R20100091
电视领域中的大陆对台传播策略

研究
2009年12月 2010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周建国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0 R20100092
温州市旅游景区英语翻译规范的

调查与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6月 温州医学院 王丹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1 R20100093
大学英语词块教学的可行性及有

效性研究
2009年12月 2010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王艳素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2 R20100094
三甲医院医生职业倦怠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林新表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3 R20100095
网络化外语自主学习的问题及对

策研究
2009年12月 2010年8月 温州医学院 何春秀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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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R20100096

外语教学分析的新视角：英语课

堂话语行为研究——以温州市高

校英语教师话语的重复现象为例

2009年12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蔡春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5 R20100097
温州沿海地区渔民休闲体育现状

与发展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大学 郑霞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6 R20100098
元认知策略在英语教学中的循环

持续发展
2009年10月 2010年11月 温州大学 薛丽芳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7 R20100099
基于校企合作的创业教育实践模

式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大学 杨丽君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8 R20100100
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健康教育对召

回率的影响
2010年4月 2011年5月 温州市龙湾区妇幼保健所 林仁林 龙湾区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9 R20100101
温州支柱产业与地方高职院校师

资队伍培养对接研究
2010年5月 2011年5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武俊梅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40 R20100102
温州大型体育赛事运营与营销模

式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学慧

温州医学院,温

州市体育局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41 R20100103
温州民营中小企业生命进程分析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2010年3月 2011年3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盛秋生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42 R20100104
温州独立学院自主成长和风险控

制研究
2010年7月 2011年12月 温州大学 蔡锋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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