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人
2020年度
拟安排金额

1980

1
基于线上与线下科普互动平台的优秀科普作

品创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马晋平 10

2
立足岭南地域特色的痛风“防治养”一体化

科普体系构建研究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潘碧琦 10

3
《抗疫名中医“德叔”呵护“小傲娇”：漫
谈养肺护肺那些事儿！》科普图书创作与推

广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金连顺 10

4 《献血战“疫”》献血与健康科普漫画 广州血液中心 陈翀 10

5 社区老人慢性病智慧健康教育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廖生武 10

6
《专家面对面：脑血管病防治大讲堂》优秀

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段金海 10

7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科普课程开发 广州大学 夏敬潮 10

8 宇宙奥德赛：飞向宇宙尽头 中山大学 王爽 10

9
减重代谢手术在肥胖及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

患者应用的科普教育
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王俊江 10

10 《名中医“漫话”中药》系列科普丛书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 谢炜 10

11
《走近“神秘”的手术室》科普微电影制作

及全媒体传播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周萍 10

12
风湿免疫病安全用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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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
做身手矫健的老年人——认识预防老年性肌

肉減少症优秀科普图书创作
广东药科大学 宋炎成 10

14
如何正确认识肩痛？模块化肩关节肌骨动态

模拟的科普教具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赵亮 10

15
急救互救技能之“基础生命支持”优秀科普

作品创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刘荃乐 10

16
《“中西合璧”呵护“小心肝”》 ——“
西医祛邪、中医扶正”的中西医互补肝癌防

治科普视频创作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何军明 10

17
《动起来！“老慢支”也能舒畅呼吸》——

慢阻肺肺康复微影视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崔海燕 10

18
健康基石，“重”在管理——基于多学科协

作的新媒介传播体重管理健康科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阮伟清 10

19
科幻图书作品《科幻中国：火星使命》出版

与发行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

公司
秦文剑 10

20
“让爱不再走失”--关爱老年痴呆患者微影

视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李捷 10

21
懂安全才更安全----化学类安全知识科普作

品创作
华南师范大学 陈新丽 10

22
《鼻咽癌预警地图及作战行动手册》——科
普动漫图书创作，以及基于高风险预警地区

进行精准覆盖模式探索项目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严岳 10

23 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术后的居家调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王海洲 10

24
“呼吸道急救知识系列宣传” 之气道异物

梗阻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宋伏虎 10

25
一分钟科普动画系列之药师教你秒懂儿童用

药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冯焕村 10

26 牙周炎与相关全身系统疾病防治教育科普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俪月 10

27
“乳腺癌真视界——关于乳腺癌，你想知道

的都在这”系列科普视频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刘立新 10

2020年科技创新普及专题拟立项项目计划安排表

合计（86项）
专题三：优秀科普作品创作（支持强度10万元/项，2020年度拟立项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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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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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安排金额

28
《女孩，你接种HPV疫苗了么？》 线上线下

科普课程创作及推广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李璐 10

29 垃圾分类科普图书创作
广东科技报社有限责任

公司
张炜哲 10

30 如何立足——下肢血管疾病的系列科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张智辉 10

31 奇妙生命世界——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中山大学 黎茵 10

32 仿生智能机器人线上科普课程研发 中山大学 吴嘉宁 10

33 前列腺癌筛查与治疗优秀科普化作品创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黄泽海 10

34 “奇妙的连杆机构”科普作品创作 广州大学 江帆 10

35
三百万粉丝大V“骨科王健医生”系列科普

之股骨头坏死最关心的问题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王健 10

36
基于广州科普资源的妇幼创新多元形式科普

系列作品制作——不用再为无知而头大
广州有易思创意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程楚君 10

37 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优秀科普作品创作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滕明明 10

38
《给粤西老男人提醒！谨防前列腺癌隐形杀
手！》 ——面向粤西城镇社区线下授课及

线上视频教学科普课程创作项目
广东医科大学 李卓 10

39
《儿童扁平足真的不需要治疗吗》——关于
面向小学开展儿童扁平足线上科普及线下筛

查的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

谢杰伟 10

40
关于在高校开展智齿《前世、今生》、《活

着、死去》两部科普舞台剧创作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广东省口腔医院）

褚洪星 10

400

1
新冠疫情期间系列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科普视

频的制作与传播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

省医学科学院）
乔贵宾 20

2
《病毒——人类的敌人还是朋友？》科普展

览研发及巡展推广
广东科学中心 黄亚萍 20

3 新冠肺炎防控应急科普宣传
广东科技报社有限责任

公司
黄健 20

4
科学防控，共克时艰-应急科普“新冠肺炎

战疫行动”专项奖补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姚麟 20

5
新冠肺炎患者肺康复应急科普“新冠肺炎战

疫行动”专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黎渐英 20

6 应急科普“新冠肺炎战疫行动”专项奖补
广州珠江数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黄诗云 20

7 中医抗疫应急科普系列微视频作品
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中
医药数理工程研究院

陈志维 20

8 新冠肺炎防控系列科普宣传 南方医科大学 杨杏芬 20

9 在新冠疫情时代构建药学科普体系的探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魏理 20

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科普宣传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郑劲平 20

200

1
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校学室建设试点示

范
罗定中学 黄强 20

2 云安区石城镇石城中学科学室建设试点示范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石

城中学
张锦雄 20

3 龙门县平陵中心小学科学室建设试点示范 龙门县平陵中心小学 张剑鹏 20
4 博罗县横河中心小学校园科学馆（室）建设 博罗县横河中心小学 雷金球 20

5
龙门县龙田第一小学校园科学馆（室）建设

试点示范
龙门县龙田第一小学 谢小星 20

6 中小学校园科技馆（室）建设 揭阳市华美实验学校 钟志勇 20

小计

专题八：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校园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支持强度20

小计

专题六：应急科普“新冠肺炎战疫行动”专项奖补（支持强度20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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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揭阳空港经济区渔湖镇初级中学小科学室建

设
揭阳空港经济区渔湖镇

初级中学
林锡波 20

8
五华县第一小学校园科学馆（室）建设试点

示范
五华县第一小学 彭海波 20

9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梁挺生博士青少年活动中

心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孔鑫辉 20

10
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校园科学馆（室）建设

试点示范
汕头市澄海银云华侨小

学
杜小雪 20

11
汕头市濠江区三寮小学校园科学馆建设试点

示范
汕头市濠江区三寮小学 成学全 20

12 汕尾市海丰县实验中学科技创新室示范建设 海丰县实验中学 罗靖海 20

13
陆丰市金厢镇下埔小学科学实验室（馆）建

设
陆丰市金厢镇下埔小学 曾志阳 20

14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粤东西北地区农村

中小学校科学馆（室）建设试点示范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

校
江羡庭 20

15 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迳头小学科学室建设
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

迳头小学
周宝玉 20

16
紫金县中山高级中学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中小

学校科学室（馆）建设试点示范
紫金县中山高级中学 杜远雄 20

17
河源市源城区中小学校园科学馆（室）建设

试点示范

河源市源城区第一中学
（河源市源城区源城职

业高级中学）
吴俊良 20

18 连山佛山希望小学新建科学创客室项目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佛

山希望小学
莫异慧 20

19 佛冈县第二小学科学馆 佛冈县第二小学 黄颖娟 20

20
吴川市第一中学校园科技活动场所的升级改

造
吴川市第一中学 冯奕尖 20

21 湛江一中学科融合创客科学室建设 湛江第一中学 罗晓丹 20

22 人工智能教育-创客空间建设
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内

畔小学
谢岳伟 20

23
饶平县高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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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平县高堂镇中心小学 吴少辉 20

24 广宁中学青少年科技教育科学室建设 广宁县广宁中学 刘盛敏 20
25 怀集县凤岗镇中心小学科学室 怀集县凤岗镇中心小学 陈若剑 20

26
粤东西北地区信宜市思贺中心小学科学室建

设
信宜市思贺中心小学 陈进业 20

27
粤东西北地区化州市第一初级中学校园科技

室建设
化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陈立文 20

28 阳江市阳东区合山镇第二小学校科学室建设
阳江市阳东区合山镇第

二小学
陈缵茂 20

29 阳江市阳东区大八镇中心小学科学室建设
阳江市阳东区大八镇中

心小学
韦加好 20

30 南雄市黎灿学校科学室建设 南雄市黎灿学校 陈香 20
31 曲江区实验小学校园科学馆建设 韶关市曲江区实验小学 邱建华 20
32 南雄市湖口中学科学室 南雄市湖口中学 叶勤生 20

640

1
2020-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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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金贵 500

500

1 组织开展“岭南科学论坛·湾区创新论坛” 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聂晨曦 50
50

1
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制作大赛及万维望远镜

创新科普活动
广东天文学会 樊军辉 40

专题十：组织开展“岭南科学论坛·双周创新论坛”（支持强度50万元，

小计

专题十一：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制作大赛（支持强度40万元，2020年度拟立

小计

专题九：依托大型科技场馆开展重点科技创新普及活动（支持强度500万元/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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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 广东省青少年发明创新及科技实践系列活动 广东发明协会 施明 150
150小计

小计

专题十三：广东省青少年发明创新及科技实践系列活动（支持强度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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