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民生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RA0008 
通过数字化建设提高农村医疗水

平实现城市医疗资源共享 

大连大学 专家推荐  赵德伟 

2 NC2010RA0019 
城乡一体化协同医疗服务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中南大学 专家推荐  孙虹 

3 NC2010RA0024 
农村远程医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与示范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 

专家推荐  张梅奎 

4 NC2010RA0030 
苏北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服务与营

养健康改善研究 

东南大学 专家推荐  孙桂菊 

5 NC2010RA0037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集成示范

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 

专家推荐  尹岭 

6 NC2010RA0042 
农村妇儿营养不良筛查和控制适

宜共性技术研究和集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杨月欣 

7 NC2010RA0047 
吉林省农村中老年人群高血压患

病现状调查及干预效果评价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郑杨 

8 NC2010RA0048 
农村下呼吸道感染抗菌药规范化

治疗体系的建立 

卫生部北京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孙铁英 

9 NC2010RA0049 
我国农村心血管疾病急诊、急救

及高危人群管理模式探索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孙英贤 

10 NC2010RA0051 
经济欠发达农村社区高血压规范

化管理及效果评估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心血管病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科技司 

 王增武 

11 NC2010RA0056 
中国西部农村高血压及并发症适

宜防控模式的建立与应用示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 

专家推荐  李玉峰 

12 NC2010RA0067 
适合我国农村地区慢性肾脏病防

治策略的研究与推广 

复旦大学 专家推荐  丁小强 

13 NC2010RA0083 
建立我国农村地区恶性肿瘤防治

体系示范模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乔友林 

14 NC2010RA0084 
西部回族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与营

养健康的干预研究与示范 

宁夏医科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厅 

 戴秀英 

15 NC2010RA0085 
中医外治体系在农村肿瘤防治中

的建立与示范 

中日友好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贾立群 

16 NC2010RA0086 
农村代谢性疾病肾损害一体化防

治体系的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院 

卫生部  李雪梅 

17 NC2010RA0087 
农村常见关节炎综合诊治示范基

地建设 

中日友好医院 专家推荐  王国春 

18 NC2010RA0089 

面向村民的医疗卫生与营养健康

智能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

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高万林 

19 NC2010RA0097 
面向村卫生室的农村医疗卫生网

底工程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专家推荐  周树民 

20 NC2010RB0062 
额尔齐斯河流域蚊虫灾变规律及

高效安全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十师农业科学研究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学

技术局 

 王俊刚 



21 NC2010RB0079 
生态脆弱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支撑

系统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尹稚 

22 NC2010RC0001 应急水处理技术研究及设备开发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周雪飞 

23 NC2010RC0013 
特殊水质地下水处理技术研发与

集成示范 

清华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李振瑜 

24 NC2010RC0023 
西南喀斯特“工程性”缺水区农

村饮水安全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贵州省喀斯特资源环

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省科学技术厅  苏维词 

25 NC2010RC0025 
村镇饮用水水源生物生态修复关

键技术集成示范 

浙江大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徐向阳 

26 NC2010RC0027 

农村集中式供水水质风险管理及

相关技术集成示范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

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陶勇 

27 NC2010RC0043 
农村饮用水源地功能性控制与协

调综合体系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

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李仰斌 

28 NC2010RC0044 
农村安全供水管理与监控技术及

信息系统开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杨继富 

29 NC2010RC0045 
东北地区农村饮用地下水安全保

障关键技术研究 

吉林大学 专家推荐  苏小四 

30 NC2010RC0054 
农村饮用水安全消毒与水质检测

技术集成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刘文朝 

31 NC2010RC0059 
西南山丘区及海岛农村饮水安全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丁昆仑 

32 NC2010RC0060 
应对突发事件农村安全供水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胡孟 

33 NC2010RC0064 
农村污染原水处理关键技术及设

备开发与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李文奇 

34 NC2010RC0069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关键新技术研

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

境医学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君文 

35 NC2010RC0075 
村镇应急供水关键技术与设备研

发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

心 

水利部  闫冠宇 

36 NC2010RC0098 
基于纳米技术的农村饮用水深度

净化模块式集成系统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 

专家推荐  王春儒 

37 NC2010RD0002 
村镇区域地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李杰 

38 NC2010RD0004 
区域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关键技术

与示范 

北京师范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史培军 

39 NC2010RD0009 
农村堤坝白蚁安全治理集成技术

研究与示范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专家推荐  钟俊鸿 

40 NC2010RD0012 

面向突发性自然灾害的村镇基础

设施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韩喜双 

41 NC2010RD0026 
东南沿海农村地区海堤破坏预警

预报与风险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王立忠 



42 NC2010RD0034 
村镇建筑抗震防灾研究与示范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

实验室 

 吕西林 

43 NC2010RD0035 
农村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响应与救

助关键技术研究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张卫星 

44 NC2010RD0039 
村镇建筑重大灾害防治技术能力

提升与示范 

大连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李宏男 

45 NC2010RD0065 
东北地区粮食基地综合灾害风险

防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专家推荐  吴绍洪 

46 NC2010RD0070 
我国农村地区雷电监测、预警和

灾害防护技术研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气象局  董万胜 

47 NC2010RD0072 
农村水电微网系统供电技术与电

网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河海大学 专家推荐  袁越 

48 NC2010RD0073 
珠江农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防御关

键技术研究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

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徐峰俊 

49 NC2010RD0078 
村镇区域防洪和防风灾害综合防

治关键技术与示范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刘曙光 

50 NC2010RD0080 

白龙江流域村镇山洪泥石流防治

关键技术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

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究所 

专家推荐  陈晓清 

51 NC2010RD0092 
农村边远地区灾难预警与救援的

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同济大学 专家推荐  姜成华 

52 NC2010RD0094 
农村突发性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技

术研究 

国家气象中心 中国气象局  周庆亮 

53 NC2010RD0095 
华北地区农村综合灾害风险防范

关键技术与示范 

北京大学 专家推荐  王仰麟 

54 NC2010RE0003 
太湖流域现代农业区新农村建设

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浙江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章永松 

55 NC2010RE0007 
西藏新农村建设中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 

西藏农牧学院 西藏自治厅科学技术厅  赵垦田 

56 NC2010RE0010 
城乡统筹下都市型新农村建设综

合示范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车生泉 

57 NC2010RE0022 
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生态文明新

农村建设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中华人民民和国农业部  朱明 

58 NC2010RE0028 
鄱阳湖流域农村分布式资源综合

利用系统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南昌大学 专家推荐 周文斌、朱

建航 

59 NC2010RE0033 
太湖发达区新农村建设关键技术

集成与综合示范 

东南大学 江苏常熟国家农业科技

园 

 李先宁 

60 NC2010RE0040 

南方烟茶区农村清洁能源替代与

环境整治技术集成研究与综合示

范 

南京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言文 

61 NC2010RE0046 
云南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戴陆园 

62 NC2010RE0055 
新疆绿洲新农村现代化建设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

技术厅 

 李宝城 

63 NC2010RE0057 
四川新农村建设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邓良基 



64 NC2010RE0058 
陕北农村高发慢病规范化防治技

术集成与示范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董蕾 

65 NC2010RE0061 
华北地区新农村绿色居住建筑综

合示范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 

中国建筑学会  赵士永 

66 NC2010RE0066 
濒海社会主义新渔村可持续发展

技术集成与示范 

 西霞口集团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季明川 

67 NC2010RE0068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新农村建设综合示范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张承祥 

68 NC2010RE0071 
东部沿海地区村镇改造及新农村

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金伟良 

69 NC2010RE0074 
东北粮食主产区新农村建设关键

技术提升与综合示范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李玉影 

70 NC2010RE0076 

以多功能农业开发和农村社区化

为特色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新农村

建设综合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张光强 

71 NC2010RE0081 
东部沿海地区生态型村庄建设技

术集成与示范 

宁波大学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郑荣跃 

72 NC2010RE0091 
北方（辽宁）新农村建设综合示

范工程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张广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