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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攻亦高技〔2014〕 1371号

美子狙鉄実施 2014年蛋白癸生物万和疫苗

寺項、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十項的ネト充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及・it夫1単 夕1市 、新彊生声建没兵困友展唆革

委、財政斤(局 )、 工止信息化主管部 11、 工生・it生 委(工 生斤局),

有美中央企立 ,有 美単位 :

根据国家友展改革委亦公斤、財政部亦/Ak斤 、工立わ信息化部

亦公斤、工生汁生委亦公斤咲合 F「 友的《夫千姐鉄実施蛋白美生

物方和疫首友展寺項的遭知》(友 唆亦高技〔2012〕 920号 ,洋 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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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和《美子姐鉄実施 2013年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的週知》

(友 茨亦高技〔2013〕 504号 ,洋 几附件 2)右 美要求 ,力 更好地姐鉄

実施 2014年 十項 ,現就有美事項ネト充週知女口下 :

一、2014年蛋白美生物方和疫苗寺項

(一 )支持的主姜内容

接照 2012年提出的実施目林、支持原只1,2014年 ,寺 項墾紋支

持新声品声立化能力建没、配套声品声立化能力建浚。

(二 )申拒条件わ妥ネ

在 2012年提出的申扱条件和要求基拙上 ,声 立化炎項 目,重

点支持行立骨千企立整合仇勢唸1新 資源 ,升展声立撻協同唸1新 ,提

升企立整体唸1新 能力 ,相 美声品泣力 2012年 以来批准上市或曰前

已完成皓床研究待批的品紳。鼓励井仇先支持行立内妹合伐勢炎

出的企立,整合寺項支持疱国内的内容 ,整体申扱相美重点項目。

二、2014年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缶寺項

(― )支持的主要内容

静 l■ 能医学珍オ没各区咸泣用示疱ヤむ走没。以提高区域医

庁工生服券能カカ重点,配合相美規夫1政 策研究落実,支持独立浚

畳的、径址工生行政部 11寺 可的,提供医学影像珍断服券、医学栓

詮服券和血液透析服外的机杓建没 ,井仇先釆賄国声没各 ,力 声品

持数攻避提供需求、建波 ,以 促邊国声没各的示疱泣用。

(二 )申 損条件わ姜ネ

申扱_iF位泣已有一定項 目建没基拙和前期投入 ,々 国声医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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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各生声企立、医庁服分用声答署合作合同,明 碗各方責枚不1、 エ

作机制、不1益分享等重大事項 ,明 碗国声没各釆殉♭ヒ例寺金額 ,以

合同形式固化項目合作実施机tll。 毎企主管部 11姐 鉄申扱不起辻

2企項目的実施方末。

三、寺項申損程序

(一 )申 扱単位研究形成“2014年 蛋自炎生物方わ疫首寺項、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実施方栄"。

(二 )各地方友展茨革委、財政斤(局 )、 工立わ信息化主管部

11、 工生汁生委(工 生斤局)対 実施方茉邊行大真常査、逃地 ,咲合

向国家友展茨革委、財政部、工立わ信息化部、工生汁生委提出申

清。国券院相美部 11利 宣属机杓、中央企立可宣接姐鉄申扱単位

提出申清。申清文件鹿明碗提出各実施方条′こ投資、申清国家ネト

助資金、主要内容、重点項目等。

(三 )申 扱裁止 口期力 2014年 7月 10日 。清在裁止 曰期前杵

申清文件 (一 式七分)坑 一扱送国家友展改革委、財政部、工立
～

信息化部、工生・it生 委。

(四 )国 家友展茨革委、財政部、工立わ信息化部、工生汁生委

接照相美程序姐鉄汗常寺批隻。

(五 )変 批隻的項 目,若 在批隻后一年内元実反性建没逃展 ,

批久文件杵自功失数。

特此範知。

咲系人 :国 家友展改革委高技木司  010-685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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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径済建浚司

工立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司

工生汁生委科教司

010-68552518

010-68205640

010-68792248

附件:1、《美子姐鉄実施蛋自炎生物方わ疫首友展寺項的Iil

知》

2、《美子姐鉄実施2013年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的

範知》

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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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攻亦高技〔2012〕 920号

文件

美子狙鎮実施蛋白美生物万和疫苗

友展青項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及汁刻単夕1市 、新輻生声建没兵困友展茨革

委、財政灯(局 )、 工立わ信息化主管部日、工生斤 (局 ),有 美中央

企立,有 夫単位 :

力賃御落共《国民姪沸
～

社会友展第十二企二年規え1銅 要》

わ《国券院美子カロ快培育わ友展哉略性新共声立的決定》,提升我

国生物技本方声立的持象友展能力,国 家友展茨革委、財政部、エ

立わ信息化部、工生部決定自2012年起咲合姐鉄実施蛋自炎生物

方和疫首友展寺項。現持有美事項II■ 知タロ下:

一、寺項実施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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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全球生物技木方迅猛友展的哉略机過 ,面 向我国疾病防

控的重大民生需求 ,針 対声立友展瓶頚 ,実 現一批菫大生物技木方

的声立化 ,推 功一批疫首走向国膵市場 ,形 成一批具各可持象友展

能力和国昧元争力的仇勢企立,杓建完善声立友展支禅配套体系。

二、寺項支持原興J

(二 )着 限満足帷未菫え需ネ。鼓励用子預防治庁重大疾病

或多友疾病、皓床用方緊鉄、同炎声品主要依救逃 口的新声品声立

化 ,取 得林恙性重大声立成果 ,大 幅降低恙者用方咸本 ,保 障公A

健康。

(二 )突 出支持企上鯨合能力掟升。鼓励企立晴准特定声品、

技木友展目林整合要素資源 ,提 升可持教友展能力 ;鼓励企立引逃

国外先逃技木 ,実 現生声反量体系有国豚接軌 ,提 升国豚尭争力。

(二 )立足オ立撻式友及和集衆友晨。鼓励攻逃声立健条上

的薄弱不市,杓建具有党争仇勢的声立健 ;鼓励力声立集衆区提供

公共服券 ,Cl造 良好的唸1新唸1立 不境 ,培 育壮大特色声立集群。

三、寺項支持的主要内容

(― )新オ品片上化能力建没。針対重大疾病或多友疾病 ,釆

用咲合攻美、声学研結合、上下落合作等方式協同Cl新 ,升 展抗体

方物、基因重姐蛋白反方、疫首新声品的声立化,形 成可持教友展

能力 ,提 升基因工程菌或如胞胸建表迷、劫物如胞大規模高数培界

々先化(生 物技木方物制芥1、 生声辻程反量控tll等 声立従各不市水

平 ,帯 功伐勢声立健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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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首国隊化友晨能力走没。建没符全国隊生声反量管

理規疱要求的生声没施 ,姐 鉄実施世界工生象鉄反量体系汰通和

声品国豚注肝 ,実 現国声疫首辻入国豚市場以及相美国隊姐奴的

釆殉体系,形 成国隊尭争力。

(二 )配奏声品声止化能力走没。研制生声大規模功物如胞

培界反鹿器及其附属系坑、新型高数分高鈍化没各及介反、化学成

分碗定的系ダ1化 元血清培赤基 ,填 ネト国声空自或提高国声化水平 ,

大幅降低我国生物技木方升友わ生声咸本。

(四 )困 区公共服弁え導能力走没。建没面向国家生物声立

基地的升放美詮室、分析栓測中′き、実験功物戸、皓床前汗介中′む、

中武工戸等基拙没施条件 ,井 提供声品研友、武声、注般、カメ声

枚、国豚貿易等/Ak共 服券 ,提 高Cl新 Cl立 型企立技木Cl新妓率 ,戒

少其技木Cl新投入わ八隆。

四、申損条件和要求

(一 )項 目申技単位泣力国内注冊、具有独立法人姿格的企

立。申扱項目実施方案可涵蓋上述“寺項支持的主要内容"中 的

多項内容。

(二 )項 目申技単位泣力行立伐勢企立,具 各一定的埜菅管

理、資金寿集能力。

美子新声品声立化能力建没項目,相 夫声品鹿力 2009年 以来

批准上市或曰前已完成悔床研究待批的品紳 ;申 扱単位除本次申

技的品紳外,泣 述有已上市的新方或正在升友的同炎新方,近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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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告Lll入平均 2化 元以上,研 友投入占硝告牧入 8%以 上 ,対 子新

注般的声学研一体化企立,注 冊資金需在 1化 元以上。

美子疫首国除化友展能力建没項 目,申 扱単位泣已向世界エ

生姐鉄提交正式汰江申清。

夫千配套声品声立化能力建没項 目,相 美声品皮已在大規模

生声中得至1泣 用;申 扱単位泣具各系夕1化 声品升友能力,逃捧声品

用声作力項 目合作単位 ,井 已寺其答署釆殉合同,合 同釆殉金額

500万 以上。

美子園区公共服券支禅能力建没項 目,申 技単位所在国家生

物声立基地核′む区庄有不少千 5家 的規模以上生物技本方物企

立 ,地 方政府提供配套資金的項目予以伐先支持。

(三 )申 扱項 目立寺重大新方奄1制 科技重大寺項等国家項 目

傲好衡接、避免重隻。

(四 )所有申扱項 目,需 符合《国家高技木声立友展項 目管理

哲行亦法》(国 家友展改革委第43号今 )和本通知要求。

五、申損程序

(― )本寺項由国家友展改革委、財政部、工立和信息化部、エ

生部咲合姐鉄実施。

(二 )各地方友展攻革委商当地財政斤(局 )、 工立わ信息化主

管部 11、 工生斤(局 )対 申扱項 目逃行汰真常査 ,咲 合向国家友晨

改革委、財政部、工立和信息化部、工生部提出項 目申清。国券院

相夫部 11和 宣属机杓、中央企立可宣接提出項目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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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寺項申扱的裁止 日期力 2012年 5月 4曰 。泣在此前杵

所推若項目的実施方東(端 tll要 点洋几附件),一 式七分扱送国家

友展茨革委、財政部、工立わ信息化部、工生部。

(四 )項 目申技完成后 ,国 家友展茨革委、財政部、工立わ信息

化部、工生部杵接照相美程序姐択汗常々批隻。

(五 )変 国家友展茨革委、財政部、工立和信息化部、工生部咲

合批隻的寺項項目,着在批彙后的一年内元共反性建没逃展 ,批隻

文件警 自功失数。

特此通III。

咲系人 :国 家友展改革委高技木司 片 靖 010-68501856

財 政 部 姪 沸 建 没 司 散 楠 010-68552518

工立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司 物 柳 010-68205640

工 生 部 科 教 司 臭汁新 010-68792248

附件 :一 、項目実施方末端制要点

二、項目及承担単位基本情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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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項目実施方案塙制要点

一、項目意文和必要性

国内外友晨現状、似解決的美錠同題、似迷至1的技木水平、

市場前景等。

二、項目承担単位基本情況

企立技木升友、4菅管理、資金等集、市場汗拓等能力。

三、項目主要建没内容及預期目禄

研友及条件定没、声立化等重点不市的項目内容。項目似

釆用的工乞路銭与技木特点、没各地型及主要技木姪済指林

等。項目在研友投入、技木水平、声値規模及人オ困仄建浚等

方面的預期目林。

四、項目実施条件

不境保伊、資源鰊合オ1用 、市能措施及外部配套条件落実

情九、項目実施基拙等。

五、投資預算

項目′こ投資及双1算依据,井按研友、声立化等不市逃行分

項滉明。資金等措方案、投資使用方案和年度投資汁支1。

六、項目数益分析



項目埜済社会残益分析

七、項目実施及考核指林

項目俎鉄実施方式、年度考核指林。

人、項目声学研用情況

項目承担単位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作机制,主要包

括工作机十1、 知沢声枚リヨ属、不1益分享等内容。

九、有美附件

(一 )技木来源及技木先逃性的有美江明文件

(二 )申 扱単位与其他合作方答汀的具有法律釣束力的合

同或協洪文件

(三 )与 項目相美的其他II明材料或文件等

(四 )已荻重大新菊奄1制科技重大寺項項目情況



附件二:

項目及承担単位基本情況表

単位:万元

項目名称

項目建没地址

項目′こ投資 固定資庁投資

申清寺項資金 企立自寿資金

銀行貸款 地方配套

項目実施月期 年 月 ― 年 月

咲系人 咲系屯活 (手机 )

屯子由「箱 借真

項目主要実施内容
(500字 以内)

項目預期日林及考核

指林
(300字 以内)

申扱単位名称

単位所在地 省 (市、区)1項 目主管部日

注船資金 俎鉄机杓代4



垣信地址、郎編
駅工恙数 技本人員人数
合作単位及分エ 序号 単位名称 任券分エ

1

′
”

申報単位返三年財努情況|

2009丘
「 2010∠| 2011年

企立,こ 資声

姿声久債率

硝告ll■入

オ1税

研友投入

四 、

(答字/蓋章 )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胴莉 鱗麟鮒麟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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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友展和改革委員会亦公庁

友攻亦高技〔2013〕 504号

美子狙鉄実施 2013年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青項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及・it火1単 夕1市 、新彊生声建没兵囲友展改革

委、財政斤(局 )、 工立わ信′き化主管部日、工生斤(局 ),有 美中央

企立,有 美単位 :

力貫御落実《“十二五"国 家哉略性新共声立友展規夫1》 、《生

物声立友展規表1》 ,提 升我国医学珍庁没各声立内生友展能力,国

家友晨改革委、財政部、工立和信息化部、工生部決定自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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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咲合姐鉄実施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現持有美事項lil知

女口下 :

一、忠体思路与目林

力満足我国人民群余重大疾病珍庁需求 ,寺 項似衆焦市場需

求緊迫、泣用面声、引頷帯功作用張的医学珍庁没各頷域 ,通 辻需

求側
～

供給叡1双 向激励 ,促 辻一批高性能新声品声立化及示疱泣

用 ,培 育壮大一批研友能力張、具有自主井沢声枚的仇勢企立,帯

功全声立従協調友晨,胸 建レヒ較科学合理的研友、声立化、示疱泣

用体系,大 幅提升声立内生友展能力。

二、支持原興J

(― )墜持面向菫夫民生需ネ。緊密曰統国家医方工生体制

改革要求,重 点支持市場需求緊迫、対降低医庁費用影噛大、能71

頷声立未来友展的頷域 ,力 保障公奈健康友拝重要支禅作用。

(二 )堅持需ネ叡1和供答叡1双 向激励。充分友拝市場配畳姿

源的基拙性作用 ,凋 功医庁机杓服券声立友展的釈板性 ,強 化高性

能新声品的市場泣用;突 出企立主体地位 ,重 点扶持伐勢企立唸1新

友晨,友拝仇勢企立対声立友展的帯動作用。

(二 )堅持全オ上牲泌同友晨。鼓励仇勢整机tll造 企立牽共 ,

晴准特定技木、声品、市場友展曰林体系,咲 合上下落配套美咲企

立、科研院所及医庁工生机杓等相美方 ,建 立多元化要素投入机

制 ,攻 逃声立撻薄弱不市,推 功声立従協同CJ新 友展。

三、支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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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支持原只1,寺 項杵衆焦医学影像没各、先邊治庁没各、体

外珍断声品頷域(洋 兄附件 1),以 整机研+1帯 功核′む美鍵技木、材

料突破 ,井 推功整机没各泣用示疱,以 実現声立鍵上下落協同友

展。

2013年率先堆辻高′L能 医学珍庁没各オ上佐建没。支持仇

勢整机制造企立牽共,咲合声立従上下落単位,通辻要素整合わ技

木集成,升 展没各 自主研友没汁、そ立化制造、配套服券 ,形 成分エ

協作机制明晩、配套体系完善、規模数益呈著、本上化配畳率高的

新声品声立化能力 ,実 現高性能新声品規模化生声和泣用示疱,提

高国内タト市場尭争能力。同時立足子声立従建没的需要,建 没以

企立力主早的、具有友晨特色的声学研医協同Cl新 中′む,建 立Cl新

主体有机衡接、CJ新 要素仇化集成、Cll新 辻程協調互功的机制 ,形

成涵蓋没各前期研究、祥机測拭、皓床拭始、声品攻逃的可持数技

木唸1新 能力,増 張科研成果向声立緒化、声立咸呆向帷床特化的能

力。

后鉄希れ準邊高ll■ 能医学珍庁没各区咸泣用示疱ヤ′ぎ建没。

以提高医庁工生服券能カカ重点,配合相夫規夫1政 策研究落共,支

持医庁工生机杓或具各条件的第二方服券机杓,建没影像中′む、栓

詮栓淑1中 ′む、透析等治庁中Jい 。具体要求男行ill舛 。

四、申扱条件和要求

(一 )申 扱単位泣力国内注妍、具有独立法人姿格的整机制造

企立。不受理研友或部件炎企立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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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 扱単位反力行立仇勢企立,具 各 良好的埜菅管理、姿

金箸集能力。近三年硝官牧入年均 15000万 元以上 ,研 友投入 占

硝告牧入年均 8%以 上;対 千新注般的声学研医一体化企立,注 冊

資金需在 1化元以上,且 已寺 3家 以上用声単位答打整机供貨合

同。新声品声立化中的“新声品",是指 20H年 以来荻批上市,或

已完成栓淑1仁 尚未上市的声品。

(三 )申 扱単位自主逸捧合作単位 ,包 括高等院校々科研院所

等研究単位、核′む部件寺美錠材料制造企立等配套単位、医庁工生

机杓等用声単位。申技単位泣寺合作単位答署研友合作合同、部

件或材料釆驚合同、整机供貨合同等,明 碗各方責叔不1、 工作机 tll、

不1益 分享等重大事項 ,以 合同形式固化項目合作実施机帝1。 国家

ネト助資金由申扱単位坑寿安羽卜使用,井 泣合理分配給合作単位。

寺項伐先支持声学研医結合緊密、医院或国家坂Cl新 平台深度参

寺的項目,仇 先支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資金的項目,鼓励環合実カ

張的大型企立曰統自身友展需要,端 制企立Cl新友展能力建没方

案 ,申 扱多美多今声立従建没項目。

(四 )申 扱単位申扱的項目需符合《国家高技木声立友展項目

管理哲行亦法》(国 家友展茨革委第 43号 今)和 本近知要求。泣

避免重隻申扱国家項目,井 寺相美項目倣好衡接。

五、申扱程序

(一 )申 扱単位姐鉄合作単位 ,共 同研究形成“高性能医学珍

庁没各寺項実施方案"(由 具有姿反的寺立机掏端 tll,端 tll要 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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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附件 2)。

(二 )各地方友展茨革委、財政斤(局 )、 工立
～

信息化主管部

日、工生斤(局 )対 実施方案邊行汰真常査、逃逃 ,咲 合向国家友展

茨革委、財政部、工立和信息化部、工生部提出申清。国券院相美

部日和宣属机杓、中央企立可宣接姐鉄申扱単位提出申清。申清

文件泣明晩提出各実施方案′き投資、申清国家ネト助資金、主要内

容、重点項目等。

(三 )申 技裁止口期力 2013年 4月 10日 。清在裁止曰期前杵

申清文件(一 式七分)坑 一技送国家友展改革委、財政部、工立利

信息化部、工生部。

(四 )申 扱完成后 ,国 家友展改革委、財政部、工立利信息化

部、工生部杵接照相美程序姐鉄汗常寺批隻。

(五 )変批久的項 目,若在批久后一年内元実反性建没邊展 ,

批隻文件杵自功失数。

特此Ii■ 郷。

咲系人 :国 家友展友革委高技木司 声 靖 010-68501814

財政部笙済建没司    張 楠 010-68552518

工立和信息化部消費品司 物 柳 010-68205640

工生部科教司      臭滞新 010-68792248

附件 :1、 高性能医学珍庁浚各寺項支持頷域

2、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実施方案端+1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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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更元正文 )

）

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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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性能医学惨庁没各青項支持飯域

一、医学影像没告

(一 )多 排塚旋 CT

美鍵技木 :高 速数据釆集和借輸 ,低 斉1量 相描及困像重建わ仇

化算法 ,ソむ腫冠詠影像 自功分析 ,高 速滑不技木等。

核′む部件 :大 熟容量 X射 銭管姐件 ,高 圧友生器 ,探淑1器 等。

主要指林 :探淑1器引卜数ン16羽卜。

(二 )走子滋共捩戌像 系坑(MRI)

夫鍵技木 :高 速梯皮輸出,高 数、完各咸像詠沖序夕1,井 行高速

実叶圏像炎理系坑等。

核′む部件 :高 場超早磁体及冷共,梯 度銭圏及放大器 ,多 Ii■ 道

射叛系坑等。

主要指林 :場 張ン1.5T,切 換率ン120T/m/s。

(二 )静 l■ 能彩色超声戌像没各及寺科走声珍断没各

美鍵技木 :数 字化多波束形成技木 ,数 字化集成探共制造技

木 ,実 叶三準咸像技木等。

核′む部件 :数 字化波束形成器 ,克 帯探共及超高頻探共等。

主要指林 :物 理 il■ 道数ン128或 超高頻ン35MHz。

(四 )PET― CT、 PET― 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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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錠技木 :PET高 速信号釆集寺炎理技木,PET衰 戒校正技

木 ,3D散 射校正技木 ,■ 行 Ff同 技木 ,PET― CT tt PET―MRI整机集

成没汁tll造 技木 ,圏 像配准及融合技木等。

核′む部件 :高 分丼率 γ射銭探淑1器 ,高 速符合炎理及特輸模

鉄 ,多 通道高速信号釆集寺炎理模決 ,圏 像配准及融合軟件等。

主要指林 :整 机杢同分丼率横 向/軸 向く5mm(距 中′む lcm

炎 ),横 向/軸 向祝野>560/160mm,探 淑1器 不数>35不 ,ス 敏皮 >

6cPs/kBqo                                                 F｀

(五 )数字化 X射残れ(DR)

美錠技木 :平 板探淑1器制造技木 ,計 算机后炎理軟件等。

核′む部件 :平 板探淑1器 。

主要指林 :実 現配套平板探淑1器 (TFT)規模化生声。

(六 )電 子内航続 (軟続 )

美鍵技木 :体 内括入管制造工乞 ,圏 像侍感器、光学物鏡及駆

功屯路的精密封装技木等。

核ソむ部件 :高 清晰借感器 ,高 分丼率光学物鏡系坑 ,可 交倍数  ｀1

光学放大模姐 ,多 光譜光源或高亮度 LED冷 光源等。

主要指林 :侍 感器像素数>70万 ,祝場角>140°。

二、治庁没告

(七 )圏 像引子及射治方装五

美焚技木 :援 位浜差監控技木 ,軋 点眼踪技木 ,雀 形東 CT成

像技木 ,斉1量分布精碗調整技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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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む部件 :屯 子射野成像装置(EPID),快 速凋張屯功多叶准

宣器等。

主要指林 :櫻位浜差≪lmm,EPID最 高室日分丼率<0.6mm,

成像斉1量 く3cCy,功 恣平板探淑1器成像速度ン24幅 /s。

(入 )治 万型元を1呼吸れ

夫鍵技木:精准流速触友技木 ,漏 気栓淑1与 ネト僕技木 ,渦 乾叶

片精密姐装及功平衡淑1拭技木 ,完 各的邁気模式,大 ill径 流量円市1

造技木等。

核′む部件 :大通径流量円,内 畳渦乾栞 ,主 劫呼気閥等。

主要指林 :潮 気量 20mL～ 2000mL,圧 力支持水千 OcmH2° ～

60cmH2° ,吸 気圧力水平5cmH2° ～60cmH2° 0

(九 )手 木♀航系先

美鍵技木 :智 能控帝1技 木,虚 似現実技木 ,杢 日配准技木等。

核Jむ 部件 :手 木規火1傍 真系坑 ,杢 同坐林映射装置 ,早 航定位

平台,遅 控操作控制器等。

主要指林 :整机的重久定位精度。

(十 )血液を化没各

美鍵技木 :精 密的透析液配lll技 木 ,精 碗的流量控tll技 木 ,安

全監控技木等。

核′む部件 :血 栞及控tll系 坑 ,透析器 ,平衡反債系坑等。

主要指林 :系 坑的清除率、安全性和樵定性。

(十一)衆焦え声貯瘤治オ系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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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夫鍵技木:駐 波場起声衆焦技木、高叛起声起短衆焦技木等。

核′む部件:駐 波場起声換能器、多象道形定位系坑等。

主要指林 :月申瘤治症系坑定位精度、貯瘤治庁焦域声張。

三、体外診断声品(ⅣD)

(十二)全 自劫生化栓双1没各

美鍵技木:精 密移液控制技木 ,実 叶在銭清洗技木,配 套拭芥1

核′む部件

主要指林

(十 二)五

夫錠技木

微量精密カロ祥姐件 ,光 屯分析 _4■ 件等。

淑1拭速度≫800T/小 叶。

分美血液如胞分着供

基子流式技木平合的激光散射分析技木,鞘 流技

木 ,配 套拭斉1等 。

核′む部件 :光 屯分析姐件等。

主要指林 :栓淑1速度ン80T/小 Ef。

(十 四)全 白劫化学え光免疫分析供

夫鍵技木 :単 光子十数技木 ,高 速近功姐件的近功平稔寺精晩  .)

定位技木 ,配 套拭利等。

核′む部件 :精 密カロ祥姐件 ,単 光子汁数姐件等。

主要指林 :栓淑1速度ン200T/小 Ht,配套拭芥150紳 以上。

(十二 )高 近量基因淑1序 系究

美鍵技木 :高 通量皓床淑1序 文庫快速制各技木 ,大 規模快速火

光成像技木 ,実 叶快速数据炎理分析技木 ,配 套武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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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む部件 :快速高致微流控姐件 ,多 遁道快速大光成像部件 ,

淑1序 配套芯片等。

主要指林 :起 辻 400企城基的単今波K准碗性大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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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青項実施方案編制要点

一、意文和必要性

国内外友展現状、似解決的美鍵同趣、似迷至1的 技木水平、市

場前景、対提升企立内生友展能力的作用、対提升声立国昧尭争カ

的作用等。                          `
二、申損単位情況

(一 )基本情況。企立所史滑革、現状 ,股 杖第杓、姐鉄机杓、

多菅情況等。

(二 )技木水平。技木帯共人、主要技本人員及技木困陵,寺

rll、 知沢声枚申清及授枚情汎 ,研 友投入及研友投入♭ヒ例 ,承 担辻

的国家項目執行情況等。

(三 )友晨不境。所在頷域的国内タト現状和友展走勢分析 ,主

要声品的国内外市場需求、市場准入、市場占有率等。       t.
三、合作単位情況及合作机制

(一 )合作単位基本情況。合作的高等院校々科研院所年研

究単位、核′む部件寺夫鍵材料制造企立等配套単位、医庁工生机綺

等用声単位的基本情況。

(二 )声 学研医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各方責枚不1、 工作机 lll、

不1益 分享等重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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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損単位党争力分析

(一 )核 ′む尭争力分析。企立的管理水平、成本控十1能 力、市

場升拓能力、寺rll和 自主井沢声叔、可持教友晨能力等。

(二 )寺 国内外対林企立技木、変済指林対比。市場 占有率或

技木水平劇卜名、姿声恙叡、硝告牧入、不1潤 、人員数量、研友投入しヒ

例等。

(三 )存在的主要同題。

五、申損単位的友展哉略、指尋思想和規北U目 林

(一)企 立哉略定位、企立友展指早思想、企立友展規火1目 林

(風 景 )。

(二 )企 立 2013-2015年 友晨 曰林及年度 目林。硝告牧人、不1

潤、姿声負債率、不1税 、研友投入しヒ例、寺不1申 清数量、声品紳炎、エ

芝技木水平、声品鎖量、市場 占有率以及其化可考核指林。

六、項目主要建没内容及預期目林

(一 )新声品声立化、声学研医協同Cl新 中′む等重点不市的項

目内容。

(二 )項 目建没地点、似釆用的工乞路銭々技木特点、没各地

型及主要技木埜済指林等。

(三 )項 目建没期研友投入及人オ困仄建没等。

(四 )項 目建咸后的声能規模ス市場泣用。

七、項目実施条件

(一 )新 建項 目。現明 日前項 目的建没前期准各情況 ,女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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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夫14可 、市能汗借常査、不汗批隻等。

(二 )在建項目。悦明項目常批、核准、各案情況わ建没Eit展 。

人、項目投資預算

(一 )項 目′こ投資及淑1算 依据 ,年度投資
‐
it火1,井 接新声品声

立化、声学研医協同Cl新 中Jむ 等重点不市逃行分項現明。

(二 )資金等措方案。

(三 )項 目数益及凩隆分析。

九、項目実施方式及考核指椋

(一 )項 目姐鉄実施方式。

(二 )年度考核指林。

十、附件

(一 )高 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項目基本情況表(参 考格式附

后);

(二 )申 扱単位寺其合作方答汀的合同;

(三 )相 夫声品注冊江ギ或栓淑1扱 告,声 品生声、多菅寺可文

件等 ;

(四 )申 扱単位近三年的埜菅状況(包 括姿声久債表、抜益表、

現金流量表);

(五 )自 寿資金落央文件 ;

(六 )相 夫的其化江明材料或文件等 ;

(七 )申 扱単位対本実施方末真実性負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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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医学珍庁没各寺項項目基本情況表

単位:万元

一、基本情況

名称

建没地址

恙投資 固定姿声投資

申清国家ネト助資金 企立自等資金

銀行貸款 地方配套

実施月期 年 月 ― 生
‐ 月

項目申扱単位咲系人 咲系屯活 (手机 )

屯子郎箱 借真

主要実施内容 (500字

以内)

′こ投資及申清国家ネト

助資金坑等分配方案
(500字 以内)

萩期項目的曰林及考

核指林
(300字 以内)

整机声立化的主要技木指林及美錠技木、核′む部件/美錠
材料和配件等,庁 能規模、年硝書額、市場合額等

二、項目建没的主要内容

(― )***整机没各庁

立健

1、 新声品庁立化能力建浚

2、 声学研医lll同 奄1新 中lむ 建浚

(二 )***整机没各声
立健

1、 新声品声立化能力定浚

2、 声学研医lll同 奄1新 中′む建没



申報単位及合作単位基本情況

申技単位名称

単位所在地 省 (市 、区 ) 主管部 |¬

注財資金
姐鉄机杓
代4

重信地址、郎縮

駅工′こ数 研友人員
数

合作単位及分工 序 号 単位名称 任券分工

(一 )研究単位

1

2

(二 )配套単位

(三 )用 片単位

5

6

７
′

四、申報単位近三年和項目建成后財努情況

2010∠
「

2011年 2012」
「

2013年 2014∠
「

2015∠|

恙資声

姿声久債率

硝告牧入

税后不1潤

研友投入

五 、

(答字/監章 |

二〇一三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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