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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人
2019年
拟拨付金

额

2650

1
中医药特色防治退行性骨关节病系列临床研究重大科

技成果科普化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

药工程技术研究院）
许学猛 10

2
中晚期肺癌中医综合治疗体系科技创新普及平台构建

及推广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林丽珠 10

3 芯片安全架构设计技术成果科普化 广东工业大学 刘远 10

4
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全聋临床应用研究重大科技成

果科普化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舒繁 10

5 外来有害生物粉蚧入侵与防控重大科技成果科普化
惠州海关综合技术中心（惠州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惠州海关口

岸门诊部）
吴福中 10

6 结直肠癌筛查技术重大科技成果科普化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蔡建群 10

7
海量视频内容快速检索与深度分析重大科技成果科普

化
广东工业大学 温雯 10

8
精准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的研究与临床应用项目的科

普宣传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崔书中 10

9 中药大品种复方血栓通胶囊重大科技成果科普化 中山大学 刘宏 10

10
珠三角六城市骨关节炎流行病学健康调查重大科技成

果科普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邬培慧 10

11 创新方法重大创新平台科普教育活动 华南农业大学 吕建秋 50

12 实验动物科学重大创新平台青少年趣味科普教育活动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周婉华 50

13 博智林机器人公司重大创新平台科普教育活动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 谢文升 50

14 人体数据科学及类脑感知重大创新平台科普教育活动 华南理工大学 舒琳 50

15 适用全媒体的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内容研究
广东省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广东

气象影视宣传中心）
陈玥熤 10

16
《健康养生周刊》全民健康科技普及传播平台建设项

目
广东科技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张炜哲 10

17 健康养生“治未病”—科普传播平台运营奖补
《中国家庭医生》杂志社有限公

司
张翼鹏 10

18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微信订阅号科普传播平台运营

奖补
中山大学 陈省平 10

19 “医普惠明”微信公众号医学科普传播平台运营奖补 广东医科大学 林颢 10

20 实验动物及动物福利伦理科普传播平台运营奖补 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 李会萍 10

21 慢性胃病科普传播平台运营奖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黄穗平 10

22
“中医人”网为核心的中医药全媒体科普传播平台运

营奖补
南方医科大学 黄粤锋 10

23 触电新闻科技融媒体科普传播平台运营奖补 广东触电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董江烁 10

24 环境生态领域科学知识多平台创新传播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 陈能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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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广东省健康科普联盟建设 中山大学 余新炳 50

26 广东科普联盟建设与运营 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余淑敏 50

27 《健康从“齿”开始》藏汉双语口腔科普漫画图书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许俊卿 3

28 儿童白血病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罗学群 3

29 “多彩水果型番茄系列新品种”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华南农业大学 张帆 3

30
《消化专家解疑：消化道早癌100问》优秀科普作品

创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北平 3

31
“天天博士讲风湿”系列图书之类风湿性关节炎优秀

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何懿 3

32 关于微塑料-"海洋里的PM2.5"的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华南农业大学 严慕婷 3

33
“中风120”--早期快速诊治脑卒中微影视优秀科普

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李捷 3

34 “ 互联网+”时代下的高质量儿科科普教育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江和碧 3

35 早期胃癌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韩泽龙 3

36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科普戏剧创作 广东工业大学 郭娜 3

37 “心的希望”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吕渭辉 3

38 神奇的海水 广东海洋大学 白福臣 3

39 关于健康管理与职场心理疏导的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阮伟清 3

40 痛风性关节炎微影视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接红宇 3

41
营养干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的优

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杰彬 3

42
关于血管瘤、脉管畸形疾病鉴别和诊治知识动漫游戏

科普化项目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黄志权 3

43
多模式联合应用促进口腔癌术后患者口颌功能康复的

音像制品制作及宣传教育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杨冬叶 3

44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教育读本》创作项目 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 吴国华 3

45 航天育种科普视频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华南农业大学 潘军 3

46 “机械原理王国游历记”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大学 江帆 3

47
《D叔一家探秘之旅》之《龙鸟王国》科普小说优秀

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徐超 3

48 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科普教育
广州市干部疗养院（广州市第十

一人民医院）
孟琳 3

49 《物理学与古诗词》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华南农业大学 熊万杰 3

50 《岭南中草药资源概览》（中英文版）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黄珊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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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画说急救 暨南大学 付光蕾 3

52 儿童烧烫伤预防与自救科普课程创作与推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谢肖霞 3

53
基于动漫技术挖掘的中医健康科普图书《乳房保健百

问通》创作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 刘超男 3

54 广东常见药用植物的识别与应用系列丛书 广东药科大学 姬生国 3

55 有中生无——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科普与推广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宗梅 3

56 广东特色膳食养生科普图书的编撰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聂阳 3

57 《化妆品消费安全常识》创新科普体系 广东工业大学 谢珍茗 3

58
基于北斗导航卫星的城市垃圾分类回收车教程教具开

发
肇庆学院 马俊 3

59 《甲状腺癌—黑化的蝴蝶》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欧阳伟 3

60 《画说数学如何用上一辈子》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华南农业大学 刘迎湖 3

61 《河流日记：生态文明简史》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华南农业大学 余光伟 3

62 社会安全知识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何小艳 3

63
《木化石——远古的记录者》自然教育读本优秀科普

作品创作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 李珊 3

64 如何防治肺癌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张家庆 3

65
科普图书《从玄铁到液态金属：材料与人类文明》及

其“互联网+科普”在线课程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倪利勇 3

66
青少年性教育科普作品创作——《青春·健康·性》

线下课程
广州中医药大学 韩宇霞 3

67 《海洋贝类原色挂图》编撰 中山大学 宁曦 3

68 中医皮肤健康100问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 邓燕 3

69
基于动画视频和卡通漫画的儿童哮喘防治优秀科普作

品创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陈壮桂 3

70 生活垃圾智能收集分类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大学 伍冯洁 3

71 《广东湿地自然教育读本》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省湿地保护协会 马燕虹 3

72 《德叔医古》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忠德 3

73
基于儿童本位创作理念， 撰写《土壤是什么颜色？

》少儿科普图书
广州大学 陈小梅 3

74 职业性噪声聋危险因素调查及防治科普（微电影类）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向亚利 3

75 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诊治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蔡佳荣 3

76 网络安全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郭锡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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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易筋经防治颈背腰疼痛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贾超 3

78
《工程师爸爸写给孩子的信——港珠澳大桥是怎样建

成的》专题五优秀科普作品创作（专题编号
20191405）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苏权科 3

79
对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的饮食营养健康线

上线下视频科普课程开发
韶关学院 刘永吉 3

80 儿童防性侵玩教具科普作品创作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曹小琴 3

81 健康科普小讲堂--漫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广东医科大学 王双苗 3

82 《图说广东科技》科普绘本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陈守明 3

83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助力土壤污染防治攻坚-土壤污

染防治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蔡宗平 3

84 《解析中医理论奥秘》科普著作编著及推广 广州中医药大学 王剑 3

85
基于网易云平台的《人工智能技术科普》在线课程开

发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桂存兵 3

86 出生缺陷防控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曾成英 3

87 “乳房的秘密， 乳腺科医生手记”科普图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梅 3

88
“小穴位大健康”科普学习线上线下课程建设优秀科

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 黄泳 3

89 “听故事 学百科”3-6岁儿童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吴世军 3

90 《三分钟看懂垃圾分类》科普MG动画创作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陈军 3

91 高速列车在线路上的安全运行控制科普微视频 五邑大学 成利刚 3

92 儿童骨骼发育与疾病检测治疗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 姚京辉 3

93 母乳喂养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美姬 3

94 中餐分子烹饪微课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韩山师范学院 黄俊生 3

95 樱桃番茄的前世今生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研试验

示范场
谭德龙 3

96 《漫画冠心病》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曾锐祥 3

97 粤东西北农村中小学科学馆室建设 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汝嘉小学 冯禄添 20

98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京冈街道京南小学科学室建设
揭阳空港经济区京冈街道京南小

学
孙晓龙 20

99
台山市任远中学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科学馆

（室）建设试点示范
台山市任远中学 王雷 20

100 宇航天地科技校园科学室建设 徐闻县锦和镇那板小学 李仁玉 20

101 平陵实验学校学科学室建设试点示范 龙门县平陵实验学校 刘水青 20

102 汕尾市海丰县公平镇第四小学科技馆示范建设 海丰县公平镇第四小学 蔡佛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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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

范
连南瑶族自治县淳溪小学 陈新媚 20

104
潮州市湘桥区意溪中学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科

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
潮州市湘桥区意溪中学 李训淡 20

105 乐昌市坪石镇金鸡小学科技馆申请建设项目 乐昌市坪石镇金鸡小学 江赴安 20

106
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

范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中心小学 陈明彪 20

107 蕉岭县新铺中学科学室建设试点示范 蕉岭县新铺中学 廖广均 20

108 龙川县田家炳中学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建设 龙川县田家炳中学 刘春林 20

109 农村中学校园科技馆建设 仁化县董塘中学 郭樟华 20

110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第一初级中学粤东西北区农村中

小学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
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第一初级中

学
李飞洪 20

111 新兴县河头镇中心小学科学室建设试点示范 新兴县河头镇中心小学 简立仲 20

112
潮州市实验学校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科学馆

（室）建设试点示范
潮州市实验学校 黄思 20

113 阳春市陂面镇中心小学科学室建设试点示范 阳春市陂面镇中心小学 朱嘉敏 20

114
封开县莲都镇中心小学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科

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
封开县莲都镇中心小学 李燕兴 20

115
云浮市云城区河口香港海员希望小学粤东西北地区农

村中小学校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
云浮市云城区河口香港海员希望

小学
余伟良 20

116 汕头农村中小学校科学室（馆）建设试点示范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实验学校 彭宏亮 20

117 广东省微生物真菌标本馆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肖正端 10

118
广东省现代中药与健康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条件能力

建设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黄珊珊 10

119 广州大学环境与生态文明科普基地 广州大学 杨礼香 10

120
东莞市寮步镇青少年活动中心2019年新认定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东莞市寮步镇青少年活动中心 钟占云 10

121
韶关市翁源核科普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汪洋 10

122
工业机器人科普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佛山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 赵伟峰 10

123 小学科学素养培育的实践与研究 东莞市东坑镇中心小学 朱肖兰 10

124
刘金山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科普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州刘金山地质科普有限公司 刘玉龙 10

125
港珠澳大桥科技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

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苏权科 10

126
桂城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佛山市南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桂城分局
梁燕萍 10

127 惠州伟鸿教育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惠州市惠城区伟鸿中小学生综合

实践活动教育基地
彭前明 10

128 粤东地区青少年生物科技教育普及运营奖补 韩山师范学院 张福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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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航天科技教育基地 广东航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张瑶曦 10

130
20191407--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

奖补
东莞植物园 李宇枫 10

131
广东创客行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东创客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汪文玲 10

132
东莞市气象天文科普馆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基地运营奖补
东莞市气象公共服务中心 陈玲 10

133
青少年烧烫伤预防急救及瘢痕防治科技教育基地运营

奖补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王颖 10

134
深圳市生命科学馆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运营奖补
深圳市前海精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廖桑桑 10

135 罗定市博物馆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 罗定市博物馆 王恒 10

136
阳江核电站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

奖补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程舒华 10

137 工业机器人科技应用创新科普基地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 王寅飞 10

138 韶关市气象天文科普馆 韶关市气象局 汪海恒 10

139
佛山市半导体技术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佛山市南海区联合广东新光源产

业创新中心
眭世荣 10

140
珠海罗西尼钟表文化科普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李晓丽 10

141
开平市气象科普园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

地运营奖补
广东省开平市气象局 王妍文 10

142 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东莞市东实新能源有限公司 罗淑怡 10

143 中启科教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东莞市中启教育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莫光宇 10

144
华润海丰电厂环保科普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华润电力（海丰）有限公司 栗雷 10

145
广州南华珠宝矿物科普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

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工学校 叶强 10

146 广东省地理创新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广州地理研究所 林志文 10

147
海立方海洋文化科普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立方旅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严伟燊 10

148 汕头市遇见赛先生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汕头市卓尔科普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杨小莉 10

149
广地珠宝矿物宝玉石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19年新认

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东省环境地质勘查院 雷蕾 10

150
广东体必康科技成果产业化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2019

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东体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毕利军 10

151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范正红 10

152
惠州科技馆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2019年新认定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惠州科技馆 吴玮璇 10

153
嘉应学院医学院客家特色中草药科普园2019年新认定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补
嘉应学院 李兰芳 10

154 VR生命安全体验及校园科普教育基地 广东华培教育装备有限公司 刘宇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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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广东省鼻咽癌防治科技教育基地建设并肿瘤科普教育

活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郑荣辉 10

156 依托大型科技场馆开展重点科技创新普及活动 广东科学中心 周震寰 500

157
2019-2020年“岭南科学论坛·双周创新论坛”组织

实施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聂晨曦 50

158 2019年亚洲科学夏令营活动 汕头大学 姜虹 100

159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陈章宇 100

160
第二届中国（广东）人工智能发展高峰论坛策划与组

织
广州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 梅传博 200

161 智能工业技术创新成果科技普及系列活动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邓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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