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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卫 生 健 康 委 员会
文件

重 庆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渝卫函〔2021〕252号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 庆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关于申报 2022年科卫联合医学
（含中医药类）科研项目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两江新区社发局、高新区公共服

务局、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各委属单位，陆军军医大学各附

属医院、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陆军第九五八医院、武警重庆市总

队医院：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科技创新决策部署，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医学创新发展，为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提供科技支撑，经研究，决定组织 2022年科卫联合医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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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类）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网上申报系统将于 2021年 4月 1日 12时开放，5月 8日 18

时关闭，逾期不予受理。为避免申报高峰服务器拥堵，请错峰申

报。

二、项目类别

详见申报指南（附件）。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条件。

申报单位应当为我市医疗卫生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

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有专门的科研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科研

项目和财务管理制度。对科研经费单独核算，能为项目实施提供

必要的科研条件。

（二）申报项目负责人条件。

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本年度限申报 1个项

目。承担有市卫生健康委医学科研项目或科卫联合项目未结题

的、近 3年内有项目终止的，本年度不得申报。其他条件应当符

合项目申报指南的相关要求。

四、单位推荐数量

结合各单位实际情况，单位推荐限额如下：

（一）市级单位：重医附一院、市中医院各 30项，市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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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重医附二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人民医院、西南医院、

新桥医院、大坪医院各 20项，其他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各 10项；

（二）区县（自治县）：区县医疗卫生机构（含辖区内厂矿

医院、民营医疗机构等）由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筹推荐，推

荐总数 8项，设有三甲医院的区县推荐总数 15项；

（三）重大项目每个区县、市级单位限推荐 1项；重大项目

和重点项目推荐数量不超过推荐总数的 1/3；

（四）符合申报条件的重庆市中青年高端医学人才，第 9、

10、11批中国援巴新医疗队队员，第 3、4、5批中国援巴巴多

斯医疗队队员不占用推荐名额。

五、申报方式

（一）网上申报。通过重庆市卫生健康委门户网站进行申报，

网址：http://wsjkw.cq.gov.cn，进入“重庆市医学科研项目管理信

息平台”申报页面（网站主页最下方“医学科技创新专栏”，请注

意区分医学类与中医药类申报入口）。项目负责人及参研人员应

在单位管理员处申请账号（已有账号的申请者请用原账号，可用

手机号找回账号密码），方能进行项目申报。网上提交前务必预

览，提交后不能修改、不予退回。

（二）各推荐单位（区县/市级单位）审核提交项目材料后，

打印汇总表、盖单位公章、扫描成 PDF文件（文件名“××区县/

市级单位项目汇总表 ”），于 5 月 14 日前报送至电子邮箱

mailto: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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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swjwkjc@163.com，务必在邮件中告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六、注意事项

（一）申报项目应符合申报指南要求，申请人具备相应研究

工作基础。鼓励临床研究、公共卫生研究，注重应用推广。基础

研究项目一般不予立项和资助。

（二）涉及患者的临床研究项目，应有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

查意见；涉及病原微生物实验的研究项目，应提供相关生物安全

实验室备案凭证复印件。

（三）申报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应指定专人做好项目筛选工

作，把好申报质量关，不得超额申报。

（四）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申报单位负责审核本区

县、本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

申报资格，并扣减当年申报项目数量。

联系人：梁悠悠、董江黎、唐波（中医药类）；联系电话：

61965168、67706501、67705034（中医药类）。

附件：2022年科卫联合医学（含中医药类）科研项目申报

指南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

2021年 3月 30日

mailto: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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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科卫联合医学（含中医药类）
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重庆市医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重庆市中医药科研

项目管理办法》，编制 2022年科卫联合医学（含中医药类）科研

项目申报指南。

一、重大项目

资助方向：配套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国家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牵

头或参与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和能力提升研究，支持重大疾病关键技术攻关研究；支持中药

新药开发研究；支持中西医结合治疗重大疾病研究。

资助经费：100万元/项，单位 1:1配套。

实施周期：3-5年。

资助数量：7项（中医药类 2项）。

申报条件：每个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1项。项目负责人具有正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年龄 60周岁以内（1961年 1月 1日后出生），

具备较强科研能力，具有充足的、与本项目紧密相关的前期工作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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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根据具体项目单独制定考核指标。主要约束性指

标包括但不限于：编制国家级诊疗方案、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

获批至少 1项专利，在本领域高质量期刊发表论著至少 1篇，研

究成果直接转化为软件、医疗器械或新药物等。

资助方向：重点资助以下研究领域：

（一）配套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中

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国家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建设项目；

（二）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新发突发重大传

染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三）牵头或参与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

（四）支持中药新药开发研究

（五）中西医结合治疗重大疾病的关键技术研究。

二、重点项目

资助方向：支持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医务工作者，在公共卫生、

重点疾病攻关等方向开展研究。

资助经费：20万元/项，单位 1:1配套。

实施周期：2-3年。

资助数量：35项（中医药类 5项）。

申报条件：单位限项申报。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年龄 60周岁以内（1961年 1月 1日后出生），具备相应工

作基础和较强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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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主要约束性指标包括在本领域高质量中文 CSCD

期刊核心库或 SCI期刊发表论著至少 1篇等。

资助方向：重点资助以下研究领域：

（一）公共卫生管理及政策研究。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和能力

建设研究；公共卫生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卫生健康管理政策研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相关研究；健康促进及人口发展政策的相关研

究。

（二）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关键技术和防控策略研究。新冠肺

炎疫情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突发传染病风险评估和预警技术研

究；重要新发突发病原体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突发急性传染病

重症救治技术研究。

（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病毒性肝炎、艾

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诊断、优化治疗、监测、预警、

防控以及评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四）生物安全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生物安全体系发展、

运行机制和能力建设研究；生物样本运输关键技术及实验室感染

控制技术研究。

（五）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技术研究。急危重症救治、诊疗、

护理及功能恢复等相关研究；急危重症早期评估、监（检）测技

术应用、辅助治疗及救治技术的创新、引进、改良和评价研究。

（六）常见病多发病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常见病、多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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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准诊疗、诊疗新技术、新策略及相关辅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推广；慢性病健康教育、临床评估、干预措施、高危预警模型的

相关研究；肿瘤检测、诊断和治疗标准建立及技术优化的研究。

（七）中医药关键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重大、难治性疾病

研究；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围绕经典名方、名医

名方开展中药制剂开发研究。

（八）妇幼老年健康、心理健康、职业健康及中毒等相关诊

疗技术研究。生殖健康与辅助生殖技术及预防岀生缺陷的关键技

术研究；孕产妇健康干预研究；精神障碍相关研究；常见职业病

与中毒疾病诊疗研究。

（九）医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临床应用及关键技术研究。

医疗大数据应用研究及健康信息化建设相关研究；人工智能、可

穿戴设备等医疗前沿领域相关研究。

（十）临床药学及用药安全关键技术研究。药学服务体系、

模式构建及质量管理体系研究；特定药源性疾病的防控指南、特

定药品的安全使用指南或特殊人群的安全用药指南、特殊药物用

药风险预测模型构建及药学监护研究；精准用药和个体化用药的

质控技术体系和平台研究。

（十一）成渝协同发展。成渝两地多中心、大样本的相关临

床研究；成渝两地住院病人转诊的相关研究；成渝两地传染病等

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及其他突发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协同机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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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渝两地双向转诊及应急协作机制的探索研究。

三、面上项目及中医药类一般项目

资助方向：支持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医务工作者，为申报国

家项目奠定基础。主要支持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国产创新医疗器械、卫生适宜技术、新药物及诊疗手段、

健康促进、医药信息化建设、药品使用监测及临床综合评价等方

面的研究；支持中医药相关研究。

资助经费：5万元/项，单位 1:1配套。

实施周期：2-3年。

资助数量：190项左右（中医药类 40项）。

申报条件：单位限项申报。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年龄为 50周岁以内（1971年 1月 1日后出生），具

备相应工作基础和科研能力。

考核指标：主要约束性指标包括在中文核心期刊或 SCI期刊

发表论著至少 1篇。

资助方向：

（一）医学类项面上项目重点资助以下研究领域：

1.重大传染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控研究；

2.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化诊疗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3.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技术研究；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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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产创新医疗器械示范推广研究；

6.卫生适宜技术集成创新研究，健康管理相关技术与模式创

新研究；

7.药物使用、创新诊疗手段等的相关研究；

8.健康城市及健康促进政策研究，环境污染与人口健康影响

研究，人口发展政策相关研究，国民营养与健康相关技术，心理

健康等相关研究；

9.生殖健康、妇幼保健、老年健康、职业健康与中毒相关诊

疗技术研究。

（二）中医药类一般项目重点资助以下研究领域：

1.中医临床研究。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开展常见病、多

发病、慢性病中医药诊疗技术方法研究，危急重症救治和疗效提

升研究，中医特色技术研究。

2.传染病中医药防控研究。紧密结合传染病防控需求，开展

传染病中医药预防、救治和康复等研究，优化中医药预防和救治

方案，提高防控和临床救治的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中医药防控传

染病疫情的能力。

3.中医“治未病”研究。开展中医药预防保健技术挖掘、整合

与推广研究，开展疾病早发现、早干预的中医技术方法研究，围

绕常见多发病所导致的功能与活动能力障碍，开展中医康复研

究，形成可推广的中医康复共性技术、诊疗方案，以及具有中医



—11—

特色的康复评定方法。

4.中药炮制技术规范研究和中药制剂开发研究。

四、青年项目

资助方向：面向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青年医务工作者，主要

支持临床研究、公共卫生研究，注重应用推广及涉及民生的科技

创新成果应用。

资助经费：5万元/项，单位 1:1配套。

实施周期：2-3年。

资助数量：80项左右（中医药类 20项）。

申报条件：单位限项申报。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中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年龄 35周岁以内（1986年 1月 1日后

出生）。

考核指标：主要约束性指标包括在中文核心期刊或 SCI期刊

发表论著至少 1篇。

资助方向：参考面上项目和中医药类一般项目。

五、中青年医学高端人才项目

资助研究经费 5万元，资助数量 20项。实施周期 2-3年。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进入市卫生健康委中青年医学高端人才

库人员。

资助方向参考面上项目及中医药类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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