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药学会文 件
粤药会 (⒛ 21)118号

关于 ⒛ zz年 广东省临床用药研究基金
麻醉专项 申报工作的通 知
各有关医院

:

现将 2022年 广东省临床用药研究基金—— 麻醉专项 申报事项通知如
下

:

一、受理项 目类型
本次受理 的项 目包括重点临床研究项 目和一般临床研究项 目,不 支持
基础研究。
(一 )重 点临床研究项 目 2项 ,10万 元/项 。支持相关医师在其临床

领域 以问题为导 向白主开展创新研究,培 育临床优秀研究型医师

;

(二 )一 般临床研究项 目 10项 ,3万 元/项 。支持相关医师在其临床

领域以问题为导 向自主开展相关研究,培 育其开展临床研究的能力。
二、 申报要求和说明
(一 )申 报限制要求

项 目仅面对广东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麻醉 医师申报 (包 括规培医师和
麻醉研究生),申 请人应为各级单位全职在 岗人员,每 个 申请人限申请 1项
每个单位限申请 2项 。
(二 )科 研诚信和伦理 要求

,

■

1,项 目应 当由申请人本人 申请 ,严 禁冒名 申请 ,严 禁编造虚假 申请人

及主要参与者 。 申请人及主要参 与者应 当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并对真实性负
责 ,申 请人对所有参与者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
2申 请人应按 照 《广东省临床用药研 究基金—— 麻醉专项 工作方案》
(附 件

1)填 写 申请书,严 禁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 ,严 禁违反法律法规 、

伦理准则及科技安全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3.申 请人应 科学、合理填写项 目内容 ,不 得虚构和夸大 。项 目一经立

项 ,申 报填写的任务 、目标、研究成果指标等内容将 自动转为项 目任务书
对应 内容,原 则上不予修改调整。

4申 请人不得在 同一年将研究 内容相 同或相近的项 目以不 同项 目类型、
由不同申请人或经不 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不 得将 已获任何资助 的项 目重
复提 出申请 ;不 得将 同一研究 内容 向不同资助机构提 出申请 。 申请人 申请
的相关研究内容 已获其他途径资助的,须 在项 目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
以及与所 申请项 目的区别和联系。
5.申 报过程 中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按 照 《
广东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

(试 行 )》 等有关规 定处理 。
(三 )申 报材料要求
1,申 请人应 当按要求提交 申请材料 ,申 请书中不得 出现任何违反法律

和涉密的内容 。 申请人应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

2如 果项 目申请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 (如 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
等相关问题 ,申 请人应 当严格执行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并 提供
单位科学伦理审查意见等相关证 明。
3.申 请书中的起始时间统一填 写 ⒛22年 3月 1日

,终 止 时闰为 ⒛⒛

年 2月 ⒛ 日。
4,本 次项 目申报于 ⒛21年 11月 12日 24时 截止 ,逾 期 不再受理 。申

“
请人请登陆本会 网站 http:〃 wmrlv。 s⊥ nopharmacy.com.cn/,点 击 基金 申
”
报 ,进 入基金 申报页面按要求填写信息,上 传 Word版 基金 申请书 (见 附
件

2)。

同时,请 将纸质版 申请书一式三份 (其 中一份为原件 ,统 一用 A4

纸双面印制 ,左 侧装订 )盖 章 、签名后交/寄 到本会。
三、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 州市东风东路 753号

701、

702广 东省药学会 510080

联系电话 :∞ 0司 zB86329

传

联 系 人 :杨 晓琦

⒈mai1:gdsyxh娟 @126.∞ m

网

附件

址:

真:37886330

http://ll△l△l。 sinopharmacy.com。 cn

:

—— 麻醉专项工作方案
广东省 临床用药研究基金
2,广 东省临床用药研究基金—— 麻醉专项 申请书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