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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在口腔医学科技进步活动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成果

项目评审的主要依据

判断水平的重要依托

项目组

完成单位

推荐单位

中华口腔医学会

评审专家

科技奖奖励办

推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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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填报

◆填报要求

按照《推荐书》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填写

◆填报原则

如实 客观有据，科学严谨

全面 所有栏目不得空缺或缺页，无内容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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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整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简介

三、项目详细内容

四、项目核心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五、获得专利情况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七、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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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荐单位意见

九、项目摘要

十、诚信承诺书

十一、附件目录

按规定格式打印装订——不需要发挥

• A4竖装，双面打印

• 左边装订，正文不小于五号字

• 书面推荐书及附件材料大小规格一致

• 胶装成一册，勿加封面

书面推荐书由11部分内容组成：



推荐书十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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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围绕项目核心创新内容

简明准确地反映出项目的技术内容和特征

覆盖面适当

➢中文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0个

➢英文名称是中文名称的英译文，翻译准确

不超过200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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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不超过15人，按实际贡献大小排序

授奖人数按照最终获奖等级自动截取

（一等奖≤15人，二等奖、三等奖≤10人）

➢每位主要完成人均须填写“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在书面推荐书上亲笔签名（无争议）

➢特殊情况以身份证姓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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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10个，按实际贡献大小排序（一等奖≤10个，二、三等奖≤5个）

授奖单位按照最终获奖等级自动截取

➢每个完成单位均须填写“七、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负责人签名，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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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1.必须具有法人资格

——不得以“协作组”、“委员会”等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二级单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2.规范填写全称——名称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

3.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均应为主要完成单位

——否则须由该单位出具不参加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评审的证明材料

注意



主题词：《国家汉语主题词表》，3-7个

➢与推荐项目技术内容密切相关

➢主题词间应加“；”号隔开

学科分类与评审学组：按专业名称填写

根据项目核心内容选择学科名称和评审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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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A组口腔基础医学组

101口腔材料学 102口腔组织病理学 103

口腔生物学 104口腔药物学

B1组口腔临床医学1组

211牙体牙髓病学 212牙周病学

213儿童口腔医学 214口腔黏膜病学

215口腔预防医学 216口腔修复学

B2组口腔临床医学2组

221口腔颌面外科学 222口腔医学影像学

223口腔正畸学



首次申报：

首次申报：指项目是否首次申报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

请根据项目申报情况选择“是”或“否”

上一次申报时间：指项目上一次申报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的时间

首次申报 □是 □否 上一次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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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任务来源——具体计划、基金情况，基金的名称及编号：

A.国家计划：指正式列入国家计划项目（863，97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等）

B.部委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国务院各部委下达的任务

C.省、市、自治区计划：国家计划以外，由省、市、自治区或厅局下达的任务

D.基金资助：仅指以国家基金形式资助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国际合作：由外国单位或个人委托或共同研究开发的项目

F.其他单位委托：指各种企事业单位委托的项目

G.自选：指本基层单位提出或批准的，占用本职工作时间研究开发的项目

H.非职务：非本单位任务，不利用本单位物质条件和时间所完成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或者无正式

工作单位的研究开发项目

I.其他：不能归属于上述各类的研究开发项目 11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时间：立项研究、开始研制日期

完成时间：项目通过验收、审批、鉴定日期

➢推荐要求——被推荐项目整体上已完成两年以上

（即完成时间应在2020年6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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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第1完成单位”和“推荐单位”：

第1完成单位：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可手写/签名章/印章

推荐单位：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可手写/签名章/印章

填写“八、推荐单位意见”

名额分配：重点学科 博士点 硕士点 省、自治区、直辖市口腔医学会

≤5项 ≤3项 ≤2项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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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 ≤1200字

• 向国内外公开宣传、介绍该项目的资料

• 评审专家了解项目的门窗

• 填写项目的主要技术内容、科学价值、经济技术指标、推广应用情况

和实际效益

一目了然，内容精炼，聚焦

要求：简明扼要地介绍项目；不泄露项目中需要保密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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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要求：按规定的9个小标题，详实、准确、全面地填写

必要的图示须随文插入在相应的位置，不宜另附

1.研究背景：

• ≤800字

• 引用国内外有关科学技术文献

• 简明扼要地概述（1）立项时国内外相关科学技术状况

（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3）以及尚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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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详细内容—9项



2.详细科学技术内容：考核评价该项目是否符合授奖条件的主要依据

• 应根据项目的主要内容进行叙述

• 凡涉及该项目技术实质内容的说明、论证及实验结果等，均应直接引入正文，不

要采取见附件等表达形式

• 应详细写明在国内外何类何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及被他人正面引用情况，以及在学

科发展上所起的推动作用和意义等；主要论著≤20篇，按重要程度排序

•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或者作为学术专著出版（2021年6月30日前）

• 其重要科学结论已为国内外同行引用或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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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详细内容—9项



3.发现、发明或创新点：

• 项目详细内容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

• 简明、准确、完整阐述

• 每个发现、发明和创新点的提出相对独立存在

• 项目的应用效果、意义等不要列入

核心部分，审查项目

处理异议的关键依据

17

三、项目详细内容—9项



4.非首次申报请说明：

• ≤200字

• 项目内容曾经申报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而未获奖为——“非首次申报”项目

• 上一次申报后又增加哪些新的实质性进展，再次申报须阐述该项目较上一次申

报的实质性进展

• 首次申报请填写“否”，此项内容不得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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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详细内容—9项



5.保密要点：≤100字 推荐项目的详细科学技术内容中需要保密的内容

• 无保密内容请填写“无”不得空白

6. 与当前国内外同类研究、同类技术的综合比较：≤800字

• 就项目的总体科学技术水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当前的国内、外最先进的同类

研究和同类技术水平进行全面比较，综合叙述，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7. 应用情况：≤1000字 就本项目技术应用的对象及规模情况进行概述

• 在附件中提供主要客观佐证材料的关键页或材料目录

• 应用单位出具的相应说明或证明可以作为佐证材料，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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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详细内容—9项



8.经济效益：限1页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无经济效益的，可只介绍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主要介绍完成单位和“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中所列单位近三年应用

本项目技术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情况

➢ 如院校、科研院所技术合同收入（合同额和到账额）

➢ 企业或其他单位应用本项目技术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情况，与项目技术应用有关的销售额，

以及节约成本、降低能耗等情况

➢ 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应注明计算方式，并尽量在“其他附件”中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客观佐证材料

9.社会效益：限1页说明本项目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升健康水平、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培养人才、

提高技术服务及科学管理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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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详细内容—9项 基础研究类项目不需填写“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如实填写推荐项目核心内容曾获得的奖励名称、等级和时间

• 获得的奖励证书复印件需作为附件附后

• 规范填写全称和等级，不分等级只填写奖励名称

• 规范填写以奖励证书为依据，注意落款部门名称及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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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核心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填写直接支持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和主要科技创新成立的且已授权的知识产权，

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

• 按与主要科技创新的密切程度排序

• 发明人或设计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知识产权不得列入

• 须征得所列知识产权中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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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获得专利情况表



• 是核实完成人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重要依据

• 每名主要完成人均须填写一份《主要完成人情况表》顺序同“一、项目基本情况”

• 《主要学术（技术）贡献》应如实写明该完成人对该项目所做的创造性科学技术

工作内容

• 与《发现、发明及创新点》栏目中的内容相对应

• 《声明》需本人手写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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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 是核实主要完成单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重要依据

• 每个主要完成单位均须填写一份《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顺序“一、项目基本情况”中《主要完成单位》一栏

• 《声明》需完成单位负责人签名，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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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八、推荐单位意见

• 写明推荐理由，写明结论性意见

• 《声明》需由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名，加盖单位公章



• 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了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技术，

得到什么效果，效果的体现：文章，学习班，疗效的提高等——聚焦

• 摘要中首次出现的英文缩写要在缩写前标明中文

• 药剂、器械或名称等外文，需在文字下标示为何种文字及书写特点

• 涉及的各种数据，如时限、百分率、方法数、样本等，均以推荐材料中的数据为准

• 各种专业字符，要以中文表示

• 尽量避免使用“国内外先进水平”、“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为国内外领先”、

“国内外独创”等字句，可用“相当于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的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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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摘要》（中英文） 特别重要，简明扼要，内容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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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诚信承诺书



• 推荐项目的证明文件和辅助补充材料；目录应根据项目实际附件材料列出

• 按“十一、附件目录”顺序提供各附件，附件与主件之间，各类附件间彩色纸隔开

• 《获得计划、基金资助相关批件复印件》

应根据“一、项目基本情况“中具体计划、基金名称及编号中填写的项目所获资

助情况，将计划下达单位的批准通知或任务书、合同书等复印件作为附件附后。已结

题的科研计划、基金应提供结题验收报告或证明。

• 《查新咨询报告书》应提供由政府有关部门确定的医药卫生科技项目查新

咨询单位（附后）于2021年6月30日以后出具的本项目查新咨询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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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



• 《论文被收录和被他人引用情况检索》是指本项目所列出的不超过20篇主要论文

被收录或被他人引用的情况。可以是《检索报告》提供的收录和引用情况，或是

被他人论文引用为参考文献的复印件。

• 《主要论著》推荐书所列不超过20篇的主要论文目录（标明序号、作者、出版年

份、题名、刊名、卷期页）及全文复印件。专著应提供首页、版权页、核心内容

页复印件。

• 《应用情况佐证材料》至少提供一份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实施应用的客观佐

证材料关键页，如验收报告、用户报告、销售或服务合同等。应用单位出具的相

应说明或证明可以作为佐证材料，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有经济效益的，应填写

“经济效益”一栏，并由应用单位财务部门盖章，无章视为无效。以社会效益为

主的，填写“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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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



• 《获得的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根据“四、本项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填写，

将获奖证书复印件作为附件附后。

• 《获得的知识产权证明复印件》根据“五、知识产权证明“中填写内容将知

识产权证明及权利要求书的复印件作为附件附后。

•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按照附表格式填写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名。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应以第一完成人角度，介绍项目完成人之间的合作经历

或合作关系，不局限于第一完成人与其他完成人的合作，也可以包括其他完成

人之间的合作。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即“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有关

内容列表化，每行填写一项合作内容——使用统一说明模板（申报系统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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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



•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行业审批文件》对于国家对相关行业有审批要求的，如新药、

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应提供批准证明材料如新药证书、新药临床研究批件、医

疗器械注册证书等，应获得批准两年以上（2020年6月30日前），材料需完整复印。

• 《实验动物合格证》凡涉及使用实验动物的项目，应提供清洁级以上医学实验动物

合格证和动物实验设施环境的合格证明。

• 《其他证明》推荐项目除提供以上必备附件材料外，还可提供有利于评审的其他附

件材料。如本项目相关技术合同或任务书等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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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



形式审查不合格要点对照

1.推荐书：主件部分（包括推荐意见、项目简介、推广应用情况等）阐述了超过

20篇主要代表性论文的发表情况及被引用情况；纸版推荐书的签字盖章不全；

不符合《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以及当年度推荐工作通知

要求的情况

2.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完成单位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完成单位名称和完成单位公章不一致；第一完成单位的单位名称、单位公章和

银行账户户名不一致

3.主要完成人情况表：完成人被两个及以上项目推荐

4.本项目核心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所列证明，未按要求上传附件；列出了发明人
或设计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知识产权

5.本项目核心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所列证明，未按要求上传附件；列出了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华口腔医学会科技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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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论文列表：作者均不是项目完成人的论文；通讯作者单位均为国外单位的论文

7.附件：

20篇代表性论文：全文中未将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单位及标识这些作者是通讯作者的

文字以黄色背景色标明；未上传全文

被他人引用情况检索报告：未上传全文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国家对相关行业有审批要求的，如新药、

医疗器械等已经在临床上应用的，须上传但未上传批准文件如新药证书、

临床研究批件、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等

基金、计划验收或结题报告或证明：上传内容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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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审查不合格要点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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