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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医疗计划是关乎全民健康的重大工程,受到国家和科技界的广泛重视。精准医疗计划的瓶
颈在转化,其产生的机遇也在转化,而广大医疗企业是转化的主力军。本文从高校的角度,探讨了针对医
学生的创业教育策略,力图为高校的创业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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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针对医学生的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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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清单,总共64.1亿人民币。自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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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仿制药的研制和新药的研发：打
破国内药物市场为外企垄断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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