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市科计〔2010〕9 号 

 

 

关于下达温州市 2010 年第四期科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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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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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项，其中软科学项目 26 项，

医疗卫生项目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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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期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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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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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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科目
编码

科目
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1 Y20100264
脑外伤后精神行为障碍的早期
识别及优化治疗方案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张浩
温州市民康医
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 Y20100265
心理干预对减少核磁共振成像
检查致幽闭恐怖症的效果观察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王作和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 Y20100266
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对ARDS患
者细胞因子和预后的影响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孔万权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 Y20100267
Rac1、Cdc42在胸腔积液中的表
达及意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何剑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 Y20100268
外科急腹症中腹腔镜技术应用
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陈雷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 Y20100269
aFGF突变体R50E的构建、表达
及其抗肿瘤作用机制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官丽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 Y20100270
新型溶胶-凝胶生物活性玻璃治
疗糖尿病难愈创面的实验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卢才教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 Y20100271
负载生长因子角膜接触镜的制
备及其在治疗角膜上皮损伤中
的应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眼视光医院

李玲琍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 Y20100272
与Leber氏病相关的线粒体DNA
ND4基因突变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梁敏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 Y20100273
新型原子经济性螺杂环姜黄素
类似物的合成和抗肿瘤构效关
系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赵承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温州市2010年第四期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自筹）

一、医疗卫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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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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科目
编码

科目
名称

分管
处室

备注

11 Y20100274 新型TNFα拮抗剂的研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许晓玲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2 Y20100275 帕金森病自主神经病变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毕涌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3 Y20100276
通过RNA干扰沉默辅助性T淋巴
细胞9基因诱导大鼠肾移植免疫
耐受的实验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徐自强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4 Y20100277
脉络丛hepcidin信号调控脑铁
代谢平衡在脑衰老保护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袁琳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5 Y20100278
双平面直肠超声及超声造影对
直肠癌术前术后的评价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育英
儿童医院

吴道珠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6 Y20100279
放射性核素99mTc标记光敏剂及
联合光动力疗法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文正伟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7 Y20100280
白藜芦醇对卵巢摘除鼠的抗抑
郁作用及机制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纯白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8 Y20100281
内皮祖细胞在脑梗死中动态研
究及临床意义探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池丽芬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9 Y20100282
耳蜗电图在听神经病定位诊断
中的应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彭建华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0 Y20100283
L-Carnosine抗脑缺血后星形胶
质细胞凋亡的作用及其机制研
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检验
医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

沈耀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1 Y20100284
遗传性外源凝血系统因子缺陷
症基因突变与临床表型关系的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金艳慧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2 Y20100285
温州地区学龄期儿童睡眠呼吸
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及生活质量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二院、育英儿童
医院

林剑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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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Y20100286
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后不
同脑区HMGB1和NF-κB的时程表
达变化及其意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童秋玲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4 Y20100287
EB病毒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
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王晓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5 Y20100288
胃癌患者P-selection基因多态
性和血清水平与血液高凝状态
的相关性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陈吉彩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6 Y20100289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
载蛋白在系统性红斑狼疮肾损
害中的应用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陶洪群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7 Y20100290
环境中TCCA残量检测及相关职
业人群健康监护策略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杨建荣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8 Y20100291
花椒多酚类化合物在卵巢摘除
鼠中的抗抑郁作用及机制探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陈松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29 Y20100292
FHL1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
肺血管重塑的关系及其机制研
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杨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0 Y20100293
PDT治疗难治性中心性浆液性脉
络膜视网膜病变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眼视光医院

林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1 Y20100294
关于建立温州地区正常成人“
坐齿距离”参考值范围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黄河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2 Y20100295
BIS指导下不同效应室浓度异丙
酚镇静对重症患者免疫功能的
影响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蒋懿斐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3 Y20100296
应用OCT技术研究角膜接触镜诱
导眼表并发症发生的机理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眼视光医院

陶爱珠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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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Y20100297
LIM矿化蛋白1在第三期牙本质
形成中的表达及其对牙髓细胞
的生物学效应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口腔医院

方平娟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5 Y20100298
利用BMP2、壳聚糖胶原支架及
HDPSCs构建牙体组织再生的组
织工程模型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口腔医院

赵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6 Y20100299
糖尿病肾病尿液来源exosome的
差异蛋白质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施孟如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7 Y20100300
胎盘植入的磁共振及超声成像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白光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8 Y20100301
电子医疗信息共享和保护的关
键技术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叶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39 Y20100302
辣椒素受体(TRPV1)在脓毒症急
性肺损伤治疗中的价值和机制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徐子琴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0 Y20100303 早孕期胚胎组织的快速诊断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徐雪琴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1 Y20100304
寰枢关节半脱位直接征象的影
像学初步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陈旺强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2 Y20100305
PPARγ激动剂对大鼠睾丸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林孝坤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3 Y20100306
应用缓释药物生物复合膜提高
周围神经修复疗效的基础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维波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4 Y20100307
超声造影在肾活检中的监测作
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陈利民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5 Y20100308
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
胸椎对肩周炎康复的临床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戴海螺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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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Y20100309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症与重叠综合症患者血栓前
状态指标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叶环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7 Y20100310
高龄老人鼻胃镜与普通胃镜、
麻醉胃镜检查的临床对照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郑亮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8 Y20100311
间甲肾上腺素类物质对嗜铬细
胞瘤的诊断价值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张方毅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49 Y20100312
Tp-Te间期与QTd在冠心病恶性
室性心律失常中的诊断价值研
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张萍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0 Y20100313
综合疗法预防及治疗肘部骨折
手术后肘关节僵硬的临床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胡顺富 温州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1 Y20100314
MCI老年患者伴颈动脉严重狭窄
行支架植入前后认知力变化的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巴华君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2 Y20100315
宫颈癌EGFR、VEGF的基因扩增
及其对分子靶向治疗的指导意
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周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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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Y20100316
Sema4D蛋白在乳腺癌中的表达
及其与淋巴道转移关系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徐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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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Y20100317
基于模型眼的非球面人工晶状
体成像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眼视光医院

张 琦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5 Y20100318 腰背部夹脊穴ＣＴ成像分析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张丹迎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6 Y20100319
超声造影对产后胎盘粘连和植
入的血流灌注特点及在保守治
疗效果评价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焦岩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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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Y20100320
利奈唑胺在不同肌酐清除率患
者中的药代动力学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育英
儿童医院

郭蕾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8 Y20100321
利奈唑胺凝胶的研制及质量控
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吴继禹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59 Y20100322
胰岛素强化治疗与2型糖尿病患
者黄斑水肿的关系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卢纯洁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0 Y20100323
废弃指剔骨游离指动脉皮瓣修
复手部大面积皮肤缺损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邱海胜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1 Y20100324
抗精神病药物导致代谢综合症
的遗传学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康宁医院 唐伟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北京回
龙观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2 Y20100325

强化胰岛素治疗对EICU重症感
染患者淋巴细胞亚群及降钙素
原的动态变化及意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胡雪珍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3 Y20100326
膝骨关节炎严重程度与透明质
酸钠疗效关系的临床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杨胜武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4 Y20100327
P300在评估血管性认知功能障
碍患者养血清脑颗粒治疗前后
认知功能变化的意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

王苹
温州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5 Y20100328
经皮穴位电刺激复合丙泊酚靶
控输注用于开颅手术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吴群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6 Y20100329
临床护士对基础生活护理认知
状况和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潘晓云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7 Y20100330
硝苯地平对慢性铁中毒大鼠的
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董缪武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68 Y20100331
代谢综合症和非酒精性脂肪肝
、动脉硬化相关性和多因素干
预后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章海凌
温州市鹿城区
松台卫生服务
中心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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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Y20100332
肌肤生联合微波治疗中重度宫
颈糜烂的效果观察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苏小安
温州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0 Y20100333
HE4、CA125、CA72-4联合检测
在卵巢癌中的临床应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夏淑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1 Y20100334
医务人员血液传播性疾病针刺
伤职业暴露后心理调查及心理
干预模式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彭凌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2 Y20100335
二甲双胍对肥胖原发性高血压
伴糖耐量减低患者血压的影响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

吴胜华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3 Y2010033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焦虑抑郁
患者的分级干预治疗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金晨慈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4 Y20100337
E-钙粘蛋白在哮喘大鼠气道上
皮的作用及罗红霉素的干预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翁海霞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5 Y20100338
中医“治未病”理论在围绝经
期调护中的应用和疗效观察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郭艳雪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6 Y20100339
新型硬性隐形眼镜护理液功效
和安全性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眼视光医院

金婉卿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7 Y20100340
姜黄素对家兔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的作用机制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赵志光 温州市中医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8 Y20100341
间苯三酚联合哈乐（盐酸坦索
罗辛）治疗肾绞痛的临床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乐清市第三人民
医院

黄云权
乐清市第三人
民医院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79 Y20100342
CD105与VEGF在血液恶性肿瘤中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林颖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0 Y20100343
腹腔镜脾切除治疗ITP远期疗效
评价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王文权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1 Y20100344
X线CT管电压对CT值影响的研
究：基于CIRS 062电子密度体
模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彭文献 浙江大学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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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Y20100345
丝氨酸蛋白酶抑制物SerpinE2
在肝癌转移中的效应及分子机
制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吴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3 Y20100346
尿道下裂患儿亲属的心理状况
与护理对策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吴小君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4 Y20100347
新生儿人巨细胞病毒感染gB基
因型分析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杨祖钦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5 Y20100348
莫西沙星片、阿奇霉素片及头
孢克洛胶囊治疗急性支气管炎
的成本-效果分析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张友婷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6 Y20100349
糖尿病低血糖症时快速血糖仪
与生化仪测定血糖结果的对比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周雷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7 Y20100350
计算机X线测量正常中国成人股
骨近端解剖参数及临床意义研
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二院

陈成旺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8 Y20100351
瑞安市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分
析探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金秀花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89 Y20100352
正常妊娠（早孕） 流产和异位
妊娠患者血清CA125值的对比研
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鲍云云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0 Y20100353
传统中医助产穴位与现代无痛
分娩联合应用的临床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张 冰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1 Y20100354
磁共振及磁共振波谱对新生儿
胆红素脑病的诊断及预后分析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王志强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2 Y20100355
失血性休克后MDSCs扩增、募集
和活化规律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苍南县人民医院 郑元回
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
院

苍南县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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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Y20100356
重组人脑利钠肽与硝酸甘油治
疗心功能失代偿患者的对比研
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卢颖如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4 Y20100357
跟腱组织与MSCs共培养研究
MSCs体外分化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周一飞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5 Y20100358
免疫组织化学基于色彩反卷积
算法的定量分析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全世超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6 Y20100359
脑出血后颅内铁和HO-1含量的
变化趋势与脑损伤之间的关系
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神经
外科

朱丹化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7 Y20100360
过氧化物酶电极测定血清5′-
核苷酸酶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马美萍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8 Y20100361
基于区域协同医疗的眼科图像
信息系统研发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韩晓辉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99 Y20100362
SPO2监测对腓动脉穿支皮瓣生
存率的临床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余雪梅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0 Y20100363
温州城区0-4岁儿童饮食行为问
题调查及早期喂养干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余建敏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1 Y20100364 分水岭脑梗死急性期治疗探讨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

冯梅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2 Y20100365
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患者服药
依从性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薛黎明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3 Y20100366
温州地区非医学因素剖宫产状
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张向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4 Y20100367
推拿配合康复手法治疗脑卒中
后吞咽障碍的研究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赵元琛
温州医学院附

属二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105 Y20100368
普及监测ICU中腹部创伤病人腹

腔内压力的临床意义
2011年1月 2013年12月 瑞安市人民医院 郑旭东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农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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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20100164 部门决算及分析利用问题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市委老干部
局

杨侦 温州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 R20100165 温州市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研究 2010年12月 2011年12月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陈美丽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3 R20100166
温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征集、研
究与利用

2010年6月 2011年6月 温州市图书馆 王建琼 温州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4 R20100167
城市生态化视域下的新温州人
形象再研究

2011年1月 2012年1月 温州大学 薛丽芳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5 R20100168
高等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模
式的研究

2010年7月 2012年5月 温州医学院 林文诗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6 R20100169
温州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实证
研究：现状与对策

2010年9月 2012年8月 温州医学院 吴永琴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7 R2010017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瓯剧的
翻译研究

2010年6月 2011年5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张淑霞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8 R20100171
心理危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研
究——以温州高校为例

2010年6月 2012年5月 温州医学院 陈素云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9 R20100172
基于校企合作的鞋靴设计专业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2010年6月 2012年6月 温州大学 鲍铭莹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0 R20100173
高校突发事件心理干预机制的
研究

2010年8月 2012年7月 温州医学院 林宣贤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1 R20100174
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高职学生
创业能力提升研究——以温州
为例

2010年8月 2011年10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胡跃茜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2 R2010017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温州高校地
方音乐课程建设

2010年6月 2012年6月 温州大学 杨婧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3 R20100176
温州保险行业客户满意度测评
研究

2010年1月 2011年12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项海飞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二、软科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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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20100177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个体特
征差异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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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20100178
基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理论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研究

2011年1月 2012年12月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徐晓乐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6 R20100179
温州市公共场所公示语翻译现
状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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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R20100180
社会视角下图书馆免费服务探
讨

2011年1月 2012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吴益纯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8 R20100181
温州地区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
现状及干预研究

2010年9月 2012年9月 温州医学院 蒋索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19 R20100182
温州外籍教师的文化适应调查
及适应对策研究

2010年7月 2011年6月 温州大学 张雪萍 温州大学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0 R20100183
温州流动人口子女健康心理的
培养

2010年7月 2011年12月 温州医学院 叶晓丽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1 R20100184
温州市高校大学英语教学评价
模式研究

2010年6月 2012年6月 温州医学院 黄曼茜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2 R20100185 医学成人教育价值观的研究 2010年6月 2012年6月 温州医学院 周丽霞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3 R20100186
温州农业科技档案数字化建设
中的信息安全与策略研究

2010年6月 2012年6月
浙江省亚热带作
物研究所

朱斌
浙江省亚热带
作物研究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4 R20100187 医疗不良事件防范措施研究 2010年1月 2012年12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

方志高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5 R20100188 温州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2010年11月 2012年12月
温州科技情报研
究所

邵伟红 温州市科技局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26 R20100189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卫生服务需
要与需求之间的影响因素研究

2010年9月 2013年8月
温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陈华芳 温州医学院 自筹 206-03 应用研究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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