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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授奖项目结果公布 
2014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结果日前公布。本年度共授奖 294项。我

校医科获奖项目共 8项，其中我校基础医学院袁正宏教授领衔的“乙型肝炎病毒与 I型干扰素系统相

互作用的新机制”获自然科学一等奖，附属华山医院冯晓源教授领衔的“影像学对脑胶质瘤诊断和

治疗的指导与创新应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奖清单如下： 

2014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奖种名称 等级 项目名称 主要完 主要完成单位 



2 
 

成人 

自然科学奖 1 
乙型肝炎病毒与 I型干扰素系统相互

作用的新机制 
袁正宏 基础医学院 

科学技术 

进步奖 
1 

影像学对脑胶质瘤诊断和治疗的指导

与创新应用 
冯晓源 附属华山医院 

自然科学奖 2 乙酰化调控肿瘤代谢 雷群英 基础医学院 

科学技术 

进步奖 
2 

脑出血后继发性脑损伤新机制与微创

治疗新策略的转化医学研究 
董强 附属华山医院 

科学技术 

进步奖 
2 

胃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与临床

治疗新策略的建立和应用 
李进 附属肿瘤医院 

科学技术 

进步奖 
2 角膜病关键诊疗技术的临床研究 徐建江 

附属眼耳鼻喉科

医院 

科学技术 

进步奖 
2 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的拓展与优化 符伟国 附属中山医院 

科学技术 

进步奖 
2 

先天性心脏病产前诊断及早期干预策

略的建立和推广 
桂永浩 附属儿科医院 

 

我校召开“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建设专家论证会 

作为我校老年医学学科建设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建设专家论

证会于 2015年 4月 10日下午在上海医学院举行，论证专家组由 9名院士及来自上海市政府相关部

委的 5位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巴德年担任论证专家组组长。校党委书记

朱之文、副校长兼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等出席了论证

会，参加论证会的还来自学校各院系、附属医院的专家、负责人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处的负责人等

40余人。 

论证会由桂永浩副校长主持。朱之文书记首先发表致辞，他表示发展老年医学、为应对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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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问题贡献力量是复旦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国家教育部、卫计委和上海市的关心支持下，正

式启动“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建设，必将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老年医学学科的发

展。学校将全力支持“中心”建设，在基础设施、实验空间、配套资源、政策保障、对外交往等多

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为“中心”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作为推动老年医学建设的直接发起者，闻

玉梅院士在随后的讲话中表达了对“中心”建设的热切期待，并希望各项举措能真正落到实处。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包志宏简要介绍了“中心”的前期筹备工作，上海医学院孙凤艳教授向论证专家组

详细汇报了“中心” 建设的主要构想。 

经过交流和讨论，论证专家组就建设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高度共

识，认为在我国“未富先老” 和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复旦大学提出综合多学科研究

力量，建立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复旦大学在老年医学相关学科领域布

局齐全、力量雄厚，联合上海市其他相关单位建设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

代表性。专家组还建议，“中心”要积极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抓紧落实空间、人员和经费等实质性

问题，并尽快争取纳入上海市老年医学建设的规划体系。 

在专家组宣布“中心”顺利通过此次论证后，桂永浩校长作了简要的总结讲话并对论证专家组

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致以了衷心感谢，桂校长表示“中心”经过了长时间的酝

酿和准备，凝结了方方面面的努力和付出，对学校、对上海医学院、对所有参与“中心”建设团队

的人员而言，通过论证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接下来将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完善建设思路和立项报告，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校内外的学科交叉融合和联合协同创新，从而力争

在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把握住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创新型城市的宝贵机遇，

把老年医学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使之更加符合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和人民的重大关切，更加符合

高等院校为社会服务的重大责任。 

复旦大学自2008年起已开始对老年医学进行先期的培育和建设，并通过“985工程”(2009-2013)

建设进行了先期布点；2013年老年医学博士点和上海市老年医学临床重点实验室相继获得批准后，

学校将大力发展老年医学写入了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也列入了上海医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点

内容；2014年，学校整合全校相关力量成立了复旦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并首次召开了国际老年

医学学术研讨会。上述一系列前期工作的积累为始于去年 12月的“上海市老年医学与健康中心”的

筹建和申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医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由桂永浩副校长担任组长的老年医

学建设领导小组，并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了多场由基础、临床、公卫、药学、护理学科专家，

以及社会学、信息科学、新闻传播等交叉学科专家参加的专题研讨会，最终确立了以“整合、凝炼、

创新、效益”为宗旨的基本建设方针。 

 

许宁生校长主持召开复旦大学临床科研工作会议 
根据许宁生校长指示，4 月 1 日下午在枫林校区召开了“复旦大学临床科研工作会议”。许宁

生校长、陈晓漫常务副校长、桂永浩副校长，我校十一家附属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科研副院长，

以及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一同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桂永浩副校长主持。 

桂永浩副校长介绍了召开本次会议的背景和目的。上海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高度重视许校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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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示，寒假阶段即已启动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3月 19日上海医学院召集附属医院党政领导召开

了一次有意义的“头脑风暴”会议，积极研讨附属医院推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

布局，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规划和科研主管部门也进行了专题调研。临床科研工作会议将深入研

讨、分析我校附属医院临床科研工作发展现状，主要存在问题和困难，研讨推进和支持附属医院临

床科研事业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代表上海医学院作了题为“临床科研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挑战和对策”

的主题报告，汇报了目前我校附属医院临床科研工作的现状，在人才队伍、科研平台、实验空间、

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困难，以及附属医院对于临床科研工作发展的需求和建

议。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毛颖和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孙兴怀分别就临床科研队伍建设，和临床

医院科教研协同发展等方面作了专题报告。 

陈晓漫常务副校长讲话中，着重指出临床医学增长速度很快值得充分肯定，附属医院临床科研

事业发展对于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极其关键。原上海医学院实力很强，但目前存在着研究模式变

化不大，缺乏科研实验平台等问题。集中表现在基础临床结合不紧密，临床医学研究碎片化、各自

为阵，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临床科研队伍数量极小，人才引进总体质量水平还较低，以及临床医院

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方面。针对发展瓶颈，陈校长提出 4点建议：1、临床医学需要整体战略思维的提

升，2、以枫林校区基建为契机，把十三五临床医学整体规划做扎实，3、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特别

和基础结合的转学医学需要上一个台阶，4、最重要的是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中山医院、华山医院、

肿瘤医院，和妇产科医院院长等分别作了发言。附属医院感谢学下提供编制用于支持临床科研专职

科研队伍建设，附属医院也应该努力加强医院机制体制建设，引导临床医生从事科研工作，同时也

强调了临床科研队伍人才培养模式、引进人员标准有待完善，科研空间迫切急需解决等问题，也希

望学校和附属医院一同向上海市积极争取更多支持和资源，在专职科研人员招聘中充分给予医院自

主权，选取适合医院发展的人才，上海医学院牵头建立组织库平台，大学应该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各

附属医院了解科研情况，切实推动临床科研工作等建议。 

在听取参会附属医院领导发言和讨论后，许宁生校长作了重要讲话。许校长建议由桂校长牵头，

做好枫林校区基建和规划工作，一定用好 1000个临床专职科研编制，办好临床医学院。要求附属医

院要达成共识，推动创新机制体制建设，希望医科尽快在顶层设计上理出切入点，5月 1日之前提出

实施方案。 

桂永浩副校长表示非常感谢许校长对医科和临床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有关重要指示，上海医学院

将协同临床医院、基础医学院及其他的一些院系共同研究下一步的对策；梳理上海医学院具有优势

的重点、特色学科，逐步完善材料，争取进入高峰高原计划的滚动支持，学校方面将进行跟踪并给

予一定的支持。 

 

上海医学院部署推进上海高峰学科（医科）申报工作 

去年 11月，上海市教委启动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的申报工作。根据上海市教委的有关文件精神和

学校统一部署，上海医学院遴选申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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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为上海高峰学科，并将学科申报材料报上海市教委审核。今年 2月 28日，上海市教委召开

专题会议，明确表示此次我校临床医学不能以临床医学学科单独申报，但有机会在今后动态调整中

视情况增补。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对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和中

西医结合三个高峰学科，持续做好有关部署、协调和服务工作。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多

次召集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负责人、高峰学科负责人等，听取进展情况并作指示。3月 13日和 16

日，分别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基础医学的申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研。3月 16日，召开中西医

结合学科申请上海高峰学科专题讨论会。3月 20日上午，召开医科高峰学科校内预演，基础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和中西医结合，根据上海市教委汇报要求分别进行了预汇报。副校长桂永浩、

林尚立，发展规划处、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上海高峰高原学科部分医科评审专家，学科负责人

等对三个学科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学科抓紧对申报书和汇报 PPT作进一步修改与完

善。在正式专家论证汇报前，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还多次听取了中西医结合学科的汇报并沟通修

改。 

根据上海市教委关于组织开展上海高校 I类高峰学科建设方案专家论证工作的安排，我校基础医

学 I类高峰学科在 3月 26日上午 9：30进行了汇报，论证用时 2小时，其中学科负责人、基础医学

院院长汤其群教授代表基础医学学科汇报 40分钟。根据上海市教委关于对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

设学校实施方案进行论证的安排，我校中西医结合 II类高峰学科在 3月 27日下午 2：30进行了汇

报，学科汇报人董竞成教授代表中西医结合学科汇报 30分钟。3月 27日下午 3：00，校长许宁生

作复旦大学上海高峰学科整体建设方案汇报，并参加了中西医结合学科论证会。副校长桂永浩、林

尚立，发展规划处、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等，全程参加了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学科论证会。与

会专家对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上海市教委将正

式反馈专家书面评议结果，要求学科进一步对申报材料作修改完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I类高峰学

科的专家论证时间由上海市教委另行确定。 

 

附属医院科研工作筹备会议召开 

3 月 19 日上午，附属医院科研工作会议筹备会议在枫林校区召开。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 11

家附属医院的院长、书记和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包志宏、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

室等共计 30余人与会。会议由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主任张农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加强和推

进附属医院临床科研事业发展，加强附属医院专职科研队伍和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推动附属医院

与基础医学等其它学科的资源共享，有效对接和合作共建，实现复旦医科附属医院和临床科研事业

快速发展。本次筹备会为学校召开附属医院科研工作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会议共进行了三项议程。首先，由华山医院副院长毛颖和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孙兴怀分别做交

流汇报，两位院长就目前本单位专职科研人员队伍建设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建设设想以及

需要学校给予的重点扶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张农主任就近

期校领导关于加强推进医科和附属医院科研工作的重要指示，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就本

次预备会议的要求，以及赴兄弟院校开展调研的基本信息等做了传达和介绍。之后，与会院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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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们针对专职科研人员队伍建设和科研大平台建设等普遍关注的焦点进一步展开热烈的交流和讨

论。包志宏副院长做总结发言。他评价本次筹备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强调附属医院一定要在发

展上多做前瞻性的思考。为了增强和鼓舞医院对借助学校在物理空间上获得实质性改善的信心，他

还专门向大家预告了枫林校区改扩建工程中科研 1号楼和 2号楼的大致竣工和交付使用时间。 

 

我校医科 5人入选 2015年度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 

2015 年度上海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受理评审工作已结束。经专家网上评审、见面会考

评等评选程序，共遴选出 100 人拟予资助，我校共有 11 人入选该计划，其中医科 5 人，资助经费

40万元/项，获资助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脑科学研究院 禹永春 

2 附属儿科医院 周文浩 

3 附属妇产科医院 金莉萍 

4 附属华山医院 陈靖 

5 附属中山医院 钱菊英 

 

我校医科 7人入选 2015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A类) 
2015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的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经研究决定，

批准复旦大学李清泉等 50人入选 2015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A类），我校共有 10人入

选该计划，其中医科 7人，资助经费 20万元/项，获资助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基础医学院 李清泉 

2 药学院 周璐 

3 生物医学研究院 张莹 

4 附属儿科医院 董瑞 

5 附属华山医院 程忻 

6 附属中山医院 周健 

7 附属肿瘤医院 王玉龙 

 

我校医科 2人入选 2014年度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 2014年度“曙光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

通知》（沪教委科〔2014〕53号）要求，本年度上海市各高校和社会科学院共推荐了 128名青年教

师申报“曙光计划”。 

经专家评审、市教委和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审定、网上公示无异议，并确定 56人入选 2014年度

“曙光计划”项目，我校共有 10人入选该计划，其中医科 2人，资助经费 15万元/项，获资助人员

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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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 生物医学研究院 温文玉 

2 附属肿瘤医院 贾立军 

     

我校医科 4人获 2014年度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资助 

经专家评审，网上公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审核，共确定 93 人入选

2014年度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我校共有 8人入选该计划，其中医科 4人，项目清单如下： 

单位 姓名 资助金额(万元) 

药学院 茅以诚 6 

生物医学研究院 张静 6 

华山医院 孙传玉 6 

中山医院 朱铠 6 

 

我校获上海卫生系统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资助 7项， 

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资助 1项 

根据《关于加强本市卫生系统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市卫计委启动了第二

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和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项目采取公开招标和定向委托方式遴选。经过

专家评审，确定设立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 21项(重大项目 11项，重点项目 10项)，先进适宜技术

推广项目 5项。其中我校获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 7项（重大项目 4项，重点项目 3项），先进适宜

技术推广项目 1项，项目清单如下： 

序号 项目类别 单位 姓名 经费（万元） 

1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大） 肿瘤医院 徐烨 150 

2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大） 肿瘤医院 

第十人民医院 

叶定伟 

郑军华 

150 

3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大） 中山医院 阎作勤 100 

4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大） 中山医院 王春生 200 

5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点） 五官科医院 陈兵 50 

6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点） 华山医院 姜建元 50 

7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重点） 华东医院 管剑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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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华山医院 杨勤萍 50 

 

2014年上海市医学会所属专科委员会任职情况——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上海市医学会组织管理部顺利完成 2014年度学会所属的各专科分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分

别组建了新一届委员会。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目前医学会所属专科分会委员会人员任职情况如下表

所示。（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 

编号 届次 专科分会 
学会 

职务 
姓名 单位 科室 职务 职称 

1 第六届 骨质疏松 委员 高建军 
复旦大学 

放射医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2 第四届 
职业病与

环境医学 
委员 朱国英 

复旦大学 

放射医学研究所 
研究部 主任 研究员 

3 第六届 骨质疏松 委员 朱国英 
复旦大学 

放射医学研究所 
研究部 主任 研究员 

4 第五届 医学教育 
副主任

委员 
桂永浩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院办 院长 教授 

5 第九届 儿科 
名誉主

任委员 
桂永浩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院办 院长 教授 

6 第五届 医学教育 
青年委

员 
赖雁妮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医学教育

管理办公

室 

副主任 主治医师 

7 第七届 
医学科研

管理 

副主任

委员 
莫晓芬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医学规划

与科研办

公室 

副主任 研究员 

8 第二届 
医学研究

伦理学 

主任委

员 
伍蓉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医院管理

处 
处长 研究员 

9 第五届 医学教育 
青年委

员 
刘琼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

系 

副主任 副教授 

10 第七届 医学病毒 委员 蔡启良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医学分子

病毒学重

点实验室 

 研究员 

11 第一届 结核病学 委员 高谦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分子病毒

重点实验

室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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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七届 医学病毒 顾问 瞿涤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医学分子

病毒学重

点实验室 

副主任 教授 

13 第三届 器官移植 委员 刘光伟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免疫学系  研究员 

14 第五届 医学教育 
委员兼

秘书 
鲁映青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教授 

15 第三届 
医学遗传

学 

候任主

任委员 
马端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分子医学

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副主任 教授 

16 第二届 罕见病 
副主任

委员 
马端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分子医学

实验室 
副主任 教授 

17 第二届 脑卒中 委员 孙凤艳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神经生物

学系 
主任 教授 

18 第七届 医学病毒 委员 汪萱怡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生物医学

研究院 
 研究员 

19 第五届 医学教育 顾问 王卫平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教授 

20 第二届 疼痛学 
青年委

员 
王彦青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中西医结

合系 
 教授 

21 第七届 医学病毒 
副主任

委员 
谢幼华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医学分子

病毒学重

点实验室 

副主任 研究员 

22 第七届 医学病毒 顾问 袁正宏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 研究员 

23 第九届 病理 
青年委

员 
曾文姣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病理学系  副教授 

24 第二届 疼痛学 
副主任

委员 
张玉秋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神经生物

学研究所 
副所长 教授 

25 第二届 医务社会 
副主任

委员 
夏景林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 
院办 副院长 教授 

 

我校何更生、陈波入选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为做好本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上海市卫计委成立了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监测评估专家委员会”）。监测评估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研究本

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开展项目，参与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承担市卫生计生委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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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 

监测评估专家委员会由 48名专家组成，是从各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推荐的专家中，

按照多学科组成、代表性等原则遴选出，我校公共卫生学院何更生、陈波教授入选。 

 

我校厉曙光教授入选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为做好本市食品安全标准工作，上海市卫计委成立了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准审评专家委员会”）。标准审评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研究推动本市食品

安全标准工作的重要举措，对涉及食品安全标准的问题提供咨询，承担食品安全标准其他工作。 

标准审评专家委员会由 47名专家组成，是由各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推荐，经严格遴

选产生的，我校厉曙光教授入选。 
 

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申报信息(截至 2015年 4月 25日) 

1、 以下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奖励等已上报 
(1)“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优先启动重点研发任务建议 

(2) 完成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优先启动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征集工作 

(3) 完成 973课题前两年预算（共计 8项）和后三年预算（共计 8项）上报工作 

2、 以下项目已正式答辩 
3、 以下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奖励以及调研材料等受理中 
(1) 关于上海市“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招标的通知(详见邮件通知) 

(2) 上海市卫计委优秀学科带头人和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验收(详见邮件通知) 

(3)  2015年度 863计划课题任务书网上填报 

(4)  2015年度第五届“上海康复医学科技奖“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5)  2015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6)  2015年度中华预防科技奖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7)  2015年度华夏医学科技奖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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