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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绩效评价申报书

（2021 年度）

中心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南京市科学技术局

二〇二二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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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本次绩效评价期为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超出该期限取得的各类成果、数据不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各

类成果以正式发表、合同签订或批复文件的时间为准。

2. 本《绩效评价申报书》中填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涉密信

息不得在材料中提交。

3. 申报单位编制申报书，须根据申报通知及本说明的内容 要求

逐项填写，“绩效评价信息表”内栏目不得空缺，如某项栏目内容没有，

请填“无”或“0”。

5. 按照绩效评价信息表中顺序提供佐证材料，如某项栏目内容

没有，请保留标题，正文部分写“无”，如佐证材料有缺漏，绩效评价

信息表中相关数据视为无效。

6. 请统一用 A4 纸正反打印装订，佐证材料应有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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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申请（承担、获得）单位信用承诺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信用承诺

本项目法人承诺严格遵守《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奖励

资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遵守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准

则，执行经费管理等相关规定，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

承诺项目实施各阶段所提供材料真实可靠，项目组成员身份

真实有效，无编报虚假预算、篡改单位财务数据、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

如出现违反科技项目管理规定、科研不端等失信行为，

愿意根据相关规定，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1. 严肃调查处理或配合相关调查机构调查处理；

2. 取消计划项目评审资格；

3. 撤销计划项目立项，并收回市拨经费和奖励资金；

4. 根据失信情况，记入市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金) 信

用评价表，并报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省信用管理平

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接受相应处理；

5. 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等。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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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部 门 审 核 意 见

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及申报通知要求， 我单位对该申 请

单位及其申请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现承诺如下：

1．该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符合申报通知要求，所提交的 申

请材料完整齐全、真实有效；

2．本单位在审核过程中， 坚持公平公正，切实履行管理职责，

无有偿服务、审核不严等失信违规行为；

3．如有失实或失信、违规行为，本单位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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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绩效评价信息表

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中心主任 姓名 职务 职称

中心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一、临床转化

1-1 成果转化情况
1-1-1 成果转化的数量 （项）

1-1-2 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 （万元）

1-2 转化落地

1-2-1 多中心临床试验
情况

1-2-1-1 牵头作为组长单位承担本
市企业市级立项的临床试验数量 （项）

1-2-1-2 牵头作为组长单位承担本
市企业申办的临床试验数量 （项）

1-2-1-3 参与本市企业临床试验项
目数量 （项）

1-2-1-4 牵头承担本市以外企业临
床试验项目数量 （项）

1-2-2 医工合作项目

1-2-2-1 牵头承担市级以上医工合
作项目数量 （项）

1-2-2-2 参与承担市级以上医工合
作项目数量 （项）

1-2-2-3 与本市企业合作承担市级
以上医工合作项目数量 （项）

1-2-3 联合攻关 1-2-3-1 与本市企业共同承担市级
以上临床研究联合攻关项目数量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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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创新产品推广 1-2-4-1 使用本地企业创新产品数
量 （个）

1-2-5 临床转化服务 1-2-5-1 制订为本市企业优先开展
临床研究服务政策 （个）

1-3 知识产权

1-3-1 临床发明专利授
权

1-3-1-1 新增药物器械研发类国内
外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件）

1-3-1-2 新增器械类实用新型专利
数量 （件）

1-3-2 软件著作权 1-3-2-1 新增软件著作权数量 （件）

二、临床研究能力

2-1 科研经费

2-1-1 中心获得本院科研经费投入 （万元）

2-1-2 中心本年度取得
国家、省、市级纵向科
研经费

2-1-2-1 获得国家财政科研经费 （万元）

2-1-2-2 获得省级财政科研经费 （万元）

2-1-2-3 获得市级财政科研经费 （万元）

2-2 临床研究攻关

2-2-1 重大攻关科技项
目

2-2-1-1 承担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数量 （项）

2-2-1-2 参与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数量 （项）

2-2-1-3 承担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数
量 （项）

2-2-2 中心新获科研平
台情况

2-2-2-1 新获省级以上科研平如数
量 （个）

2-3 临床研究成果

2-3-1 科技奖励

2-3-1-1 以第一完成单位新获国家
级二等奖以上科技奖励数量 （个）

2-3-1-2 以第一完成单位新获省部
级一等奖科技奖励数量 （个）

2-3-1-2 以第一完成单位新获省部
级二等奖科技奖励数量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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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研究论文
2-3-2-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国际权威医学杂志发表主刊论文
业务量

（篇）

2-3-3 指南制定

2-3-3-1 参与制定国际指南数量 （个）

2-3-3-2 牵头制定全国指南数量 （个）

三、引进和培养人才

3-1 新增国级家领军人
才

3-1-1 新增院士数量 （个）

3-1-2 新增“国家人才计划”人才
数量 （个）

3-1-3 新增“国自然杰青“人才数
量 （个）

3-2 省级重点人才 3-2-1 新增双创博士、省 333 等省
级高层次人才数量 （个）

二、工作总结

仅梳理 2021 年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工作开展情况，提纲如

下：

（一）年度进展概述

（二）取得的研究成果情况

（三）研究成果转化及推广情况

（四）人才培养情况

（五）其他情况

三、佐证材料

（一）中心签订知识产权许可、转让协议以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凭

证等相关佐证材料。

（二）中心承担或参与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清单，并在清单后附

立项文件、资金到账凭证。

（三）中心承担或参与医工合作项目清单，并在清单后附立项文

件、资金到账凭证。

（四）中心承担或参与联合攻关项目清单，并在清单后附立项文

件、资金到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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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心使用本地企业创新产品清单及相关凭证等。

（六）申请与授权的知识产权清单，并在清单后附受理通知书、

授权书等证明材料。

（七）中心获得依托建设单位研发费用支持相关凭证等。

（八）中心承担或参与重大攻关科技项目清单，并在清单后附立

项文件、资金到账凭证。

（九）中心获得的科技奖励、高水平研究论文、制定指南等相关

材料。

（十）中心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平台清单，并在清单后附批复。

（十一）新增高层次人才聘书、协议等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