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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三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牵头 I 期项目数量统计 

表 10.牵头 I期项目总数≥10（含 BE） 

序号 牵头单位名称 省份/地区 城市 
牵头 I 期项目

总数 

1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48 

2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47 

3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45 

3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45 

5 河南（郑州）中汇心血管病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41 

6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39 

6 新郑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39 

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36 

8 济南市中心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36 

8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36 

8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36 

12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33 

13 徐州市中心医院 江苏省 徐州市 32 

14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30 

15 长沙市第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29 

16 杭州康柏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28 

17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山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26 

18 东莞康华医院 广东省 东莞市 24 

19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22 

19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22 

19 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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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温州市 22 

23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21 

2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9 

24 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19 

26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8 

26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8 

26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8 

2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 厦门市 18 

26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省 宜昌市 18 

26 川北医学院附属成都新华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8 

26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南省 郴州市 18 

33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河北省 廊坊市 17 

3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5 

34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15 

34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5 

34 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5 

34 浙江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15 

34 萍乡市人民医院 江西省 萍乡市 15 

34 长沙市第一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15 

41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4 

41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湖南省 衡阳市 14 

41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14 

41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14 

4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14 

46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3 

46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13 

46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省 贵阳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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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3 

5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2 

50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12 

50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12 

50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南宁市 12 

50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12 

50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 湖北省 武汉市 12 

5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12 

50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12 

58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1 

58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11 

58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

医院） 
浙江省 宁波市 11 

58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11 

58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11 

58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湖北省 武汉市 11 

5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11 

58 长沙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11 

66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10 

66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0 

66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河南省 郑州市 10 

表 11.牵头 I期项目总数≥5（不含 BE） 

序号 牵头单位名称 省份/地区 城市 
牵头 I 期项目

总数 

1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38 

2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 苏州市 36 

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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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30 

4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30 

6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29 

7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26 

8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22 

9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省 合肥市 19 

9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19 

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9 

12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8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8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8 

1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5 

15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5 

17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 14 

17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14 

19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12 

20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11 

2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11 

22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 蚌埠市 10 

22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10 

22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 长春市 10 

2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9 

25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9 

27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 8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8 

2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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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7 

30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7 

3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7 

3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7 

30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7 

30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 7 

36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 6 

36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山东省 青岛市 6 

36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山东省 淄博市 6 

36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6 

40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 上海市 5 

4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5 

40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5 

4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 济南市 5 

4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5 

4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 南京市 5 

4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 5 

40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省 郑州市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