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名称 类别 依托单位

1 卫生部心血管分子生物学与调节肽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2 卫生部抗生素临床药理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3 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4 卫生部病因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医科大学

5 卫生部天然药物生物合成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6 卫生部抗生素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7 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8 卫生部微量元素与营养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 卫生部微量元素与地方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西安交通大学

10 卫生部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

11 卫生部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12 卫生部生物技术产品检定方法及其标准化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13 卫生部耳鼻喉科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山东医科大学

14 卫生部放射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吉林大学

15 卫生部呼吸系统疾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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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卫生部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 卫生部微循环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18 卫生部手功能重建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19 卫生部肾脏疾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20 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21 卫生部肾脏病临床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22 卫生部精神卫生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23 卫生部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24 卫生部辅助循环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25 卫生部糖复合物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26 卫生部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27 卫生部内分泌代谢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

28 卫生部内科消化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

29 卫生部癌变原理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

30 卫生部医学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31 卫生部医学胚胎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上海儿童医院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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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3 卫生部小儿先天畸形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

34 卫生部生育健康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

35 卫生部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36 卫生部危重病急救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7 卫生部激素与发育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天津医科大学

38 卫生部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

39 卫生部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40 卫生部免疫皮肤病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41 卫生部法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西安交通大学

42 卫生部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

43 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第一医院

44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45 卫生部生物技术药物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46 卫生部移植工程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

47 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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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卫生部纳米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

49 卫生部高原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

50 卫生部视觉科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温州医科大学

51 卫生部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

52 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53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54 卫生部核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55 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南京医科大学

56 卫生部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血液中心

57 卫生部心血管重构与功能研究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

58 卫生部肠道病原微生物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

59 卫生部时间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

60 卫生部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科大学

61 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62 卫生部人类干细胞与生殖工程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

63 卫生部活体肝移植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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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65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
心

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66 卫生部血栓与止血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苏州大学

67 卫生部医学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

68 卫生部人类疾病比较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69 卫生部病原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

70 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71 卫生部医学病毒和病毒病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2 卫生部儿童血液肿瘤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73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与优生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河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74 国家卫生计生委生殖健康与遗传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院

75 国家卫生计生委非人灵长类生育调节技术评价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76 国家卫生计生委生育调控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77 国家卫生计生委出生缺陷预防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78 国家卫生计生委男性生殖与遗传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79 国家卫生计生委出生缺陷研究与预防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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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国家卫生计生委西部孕前优生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81 国家卫生计生委出生缺陷与生殖健康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82 国家卫生计生委男性生殖健康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83 卫生部眼科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84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生殖医学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南京医科大学

85 卫生部口腔种植科技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86 卫生部视光学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

87 卫生部肝胆外科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

88 卫生部人工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89 卫生部口腔医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90 卫生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91 卫生部微生物基因组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疾控中心

92 国家生殖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93 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湘雅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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