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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2021 年度 

第二批申报项目答辩评审专家组名单 

 

评审 1 组： 

1.1 老年人足部辅具设计、制造和评测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1.2 临床实验室检验新技术与参考系统建立应用研究 

1.3 血管、神经系统疾病或损伤导致的运动障碍康复技术与

监测系统研发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 

1 周鹏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2 张召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主任医师 

3 林洪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

究所 
研究员 

4 孙慧琳 广东药科大学 主任医师 

5 李伟 温州医科大学 教授 

6 郭炫 西安交通大学 主任技师 

7 王学晶 民航总医院 主任医师 

8 谭淑平 北京回龙观医院 主任医师 

9 李炯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

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研究员 

10 高嵩 北京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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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秀峰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研究员 

12 姚黎清 昆明医科大学 主任医师 

13 张潇 徐州医科大学 教授 

14 黄业苏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高级会计师 

15 单宏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 教授 

16 马慧娟 河北省人民医院 教授 

17 袁红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

大学 
教授 

18 吴庆文 华北理工大学 教授 

19 刘建英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 
高级会计师 

20 栗莉 
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师 

 

 

评审 2 组： 

2.1 老年免疫功能与感染性疾病的相互作用及防控技术研究 

2.2 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智能影像与多组学技术研究 

2.3 老年人心肺功能减退与相关疾病防治的临床技术研究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 

1 向阳 南昌大学 教授 

2 张丹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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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3 杨军 西安交通大学 主任医师 

4 孙强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

学研究所 
研究员 

5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教授 

6 李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研究所 
教授 

7 刘恭平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8 王涛 南方医科大学 教授 

9 夏福纯 攀钢集团总医院 主任医师 

10 赵亚双 哈尔滨医科大学 教授 

11 蔡志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

大学 
教授 

12 周兵 郑州大学 教授 

13 林妙惠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 
高级会计师 

14 勾宗惠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

研究所 
主任护师 

15 郭德银 武汉大学 教授 

16 刘兴党 复旦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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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林贤 中山大学 教授 

18 王玉波 北京老年医院 主任医师 

19 唐玉荣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河南分所 
高级会计师 

20 邓敏 南京理工大学 高级会计师 

 

 

评审 3 组 

3.1 老年人功能减退膳食干预与评价方案应用示范 

3.2 西部地区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应用示范 

3.3 中西部地区社区科学健身综合应用示范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称 

1 曾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2 刘雪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研究员 

3 张玲 首都医科大学 教授 

4 游旭群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5 刘一平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 

6 唐云松 黑龙江大学 教授 

7 衣雪洁 沈阳体育学院 教授 

8 刘颖 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9 于洪勇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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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级）高工 

10 刘敏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高级会计师 

11 夏家红 武汉市中心医院 教授 

12 李向东 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13 谢忠稳 安徽农业大学 教授 

14 施洪飞 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15 崔生辉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员 

16 颜艳 中南大学 教授 

17 黄涛 井冈山大学 教授 

18 于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 
高级会计师 

19 杨逸惠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 
高级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