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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侯建国副部长一行 6月 19日上午在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常务副校长陈晓漫、副校长兼上

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等陪同下来到枫林校区与我校脑科学及相关学科专家进行座谈并视察了脑科学

研究院。陪同侯建国副部长前来的有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崔拓副司长以及基础研究司重大科学研究计

划处、资源配置与管理司重点研发计划处负责同志，上海市科委马兴发副主任等。杨雄里院士等二

十余位复旦大学脑科学及相关学科专家代表参加了座谈。  

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教授和脑科学协同中心主任杨雄里院士向科技部领导介绍了复旦大学脑

科学的总体情况，在脑科学基础研究、脑疾病、类脑计算和智能等方面的研究布局与近期取得的研

究进展，并汇报了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和参与中国脑科学计划建议研讨的情况。杨雄里院士就

中国脑科学研究计划的立项工作谈了自己的体会，并提出了建议。复旦大学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上

海数学中心冯建峰教授介绍了上海市科委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项目的情况。来自复旦大学脑科学基础

研究、临床和类脑智能等领域的专家与科技部领导进行了座谈，侯建国副部长和与会专家学者就我

国脑科学研究的基础、现状及重点方向等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围绕我校在脑科学研究方面的特色和

专长进行了深入探讨。侯建国副部长还就科技界关心的中央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相关情况向大家做

了详细介绍。大家认为，我国脑科学研究在国家层面的长期关注下，取得了较好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脑科学研究的突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脑计划的实施需要采取有别于基金项目的目标和组织方式，

要围绕有限的重大问题，组织跨学科的研究队伍，希望通过 10-15年的时间，经共同努力，形成有

世界影响力的成果，切实提高中国脑科学研究水平。   

侯建国副部长一行还实地考察了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实验室和神经科学公共技术平台。侯建

国副部长一行在杨雄里、马兰的陪同下，走访了脑科学研究院部分研究室，观看了师生们正在开展

的各项科学实验，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黄佐实，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振纲，王中峰、王云，Abumaria，

解云礼、邵志勇等研究组长亲切交谈，了解了各研究团队在神经环路标记、神经干细胞、视觉基础

与临床青光眼合作研究、神经动物行为学、神经环路发育与构筑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情况。领导

们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复旦大学临床脑保护与类脑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实物展示，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汪昕教授、儿科医院王艺教授、华山医院陈向军教授、信息学院郑立荣

教授、计算机学院薛向阳教授等专家介绍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工作进展。  
 

国家卫计委科教司规划处来我校进行“十三五规划“实地调研 
为进一步了解上海卫生计生科技发展现状与需求，征集意见与建议，为“十三五”规划制订提

供依据，国家卫计委科教司规划处于 5月 6日在附属中山医院召开十三五规划实地调研工作会议，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教司规划处顾金辉处长、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教处王剑萍

副处长以及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分管科研院长、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会上，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主任张农代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分管科研副院长周

俭代表附属中山医院围绕机构在医药卫生科技工作中的定位和作用，科技创新活动、科研人才队伍、

基地及管理机制的建设开展情况，现阶段科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等进行

汇报。与会者纷纷就如何促进国家医学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医药卫生科技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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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药学、医学技术 IV高峰学科申报工作 

组织完成上海高峰 I类和 II类学科建设项目专家论证工作后，5月底上海市教委又下发了《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上海高校申报Ⅳ类高峰学科建设的通知》，启动开展 IV类高峰学科建设申报。 

通知要求以《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规划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年）》中确定的 32个 IV类

高峰学科为依据，优先支持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相关的支撑性学科、若干二级学科在国内领先

的一级学科。要求“错位竞争、同城协同”、由不同高校申报经过协商后的学科，并符合 IV类高峰

学科的建设条件、由学科共同研究制定学科联合建设计划、相应的个性化支持方案，并由依托牵头

高校做好建设经费的统筹安排。 

经学校研究决定，对 32个 IV类高峰学科中涉及医科的药学、医学技术二个一级学科组织开展

申报工作。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组织两个学科申报，全程参与申报的组织及服务工作，多次组织

校内相关学科，以及与同城联合申报高校---第二军医大学之间的多次会议等沟通协调。6月 30日，

以我校与第二军医大学共同牵头的药学 IV类高峰学科建设申报书完成并报送上海市教委。7月上旬，

以我校为牵头单位，联合第二军医大学的医学技术 IV类高峰学科建设申报书也将完成并报送上海市

教委。 

 

我校医科 9人获 2015年度上海市科委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2015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受理评审工作已结束。经过专家网上评审以及见面会考评，共

遴选出 150人拟予资助。我校共有 12人入选该计划，其中医科 9人，项目清单如下： 

 

序号 单位 姓名 项目类别 

1 基础医学院 王铭洁 A类 

2 基础医学院 应天雷 A类 

3 妇产科医院 赵洪波 A类 

4 五官科医院 舒易来 A类 

5 五官科医院 王斌 A类 

6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沈佳胤 A类 

7 中山医院 姜磊 D类 

8 中山医院 郭坤 D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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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肿瘤医院 朱正飞 D类 

 

我校医科第二批上海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重点项目)顺利开题 

我校医科第二批上海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重点项目的开题工作已于日前顺利结束。 

此次开题汇报会于 6月 16日上午 9:00在附属华山医院花园大厅举行，参加汇报的项目共计三

项，分别为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陈兵负责的“耳聋的人工听觉康复技术推广及临床应用”、附属华

山医院姜建元负责的“平山病的临床规范化诊断与治疗研究”以及附属华东医院管剑龙负责的

“microRNA在白塞病发病机制与靶向治疗中的作用”，会议邀请了长征医院徐沪济教授、仁济医院

杨程德教授、 岳阳医院李明教授、第六人民医院时海波教授、第九人民医院赵杰教授以及华山医院

卢家红教授作为评审专家对项目进行开题指导，本次会议由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副主任卢虹主持，

项目所在医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也一同出席了汇报会。 

会上，三位汇报人根据上海市卫计委科教处的要求主要围绕项目研究的目标、主要内容及考核

指标；项目的组织管理与实施；工作实施计划；伦理与生物安全审查情况；经费管理与使用以及项

目实施存在的困难与建议等六个方面进行 PPT汇报。为了确保课题的顺利开展，与会专家就课题的

研究思路与实施方案给予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并对汇报人的 PPT演讲提出了完善性意见。最后，经

过专家的一致评议，同意 3个项目开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修订并颁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2015年 4月,为了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央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有

关要求，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财教

〔2002〕65号）进行了修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修订解读 

 

上海市卫计委科教处来我校进行科研项目调研 
新医改实施以来，上海市卫计委实施了一系列学科人才与科研项目，为加强与各医学院校的沟

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上海市卫计委科教处于 5月 13日在我校枫林

校区召开上海市卫计委在研科研项目调研工作会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教处王剑萍副

处长，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部分科研项目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会上，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主任张农就我校医科承担的上海市卫计委科研项目的执行情况、经

费使用情况以及学校在人才引进、科研平台支撑、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给予的支撑与管理情况作汇

报。与会者就上海市卫计委科研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现阶段科技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实际需求提

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生物医学研究院举行 110周年校庆暨建院 10周年学术庆典活动 

http://yxky.fudan.edu.cn/47/b3/c6342a8389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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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至 23日，我校生物医学研究院（IBS）在枫林校区举行为期两天的 110周年校庆暨建

院 10周年学术庆典活动。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许宁生，常务副校长陈晓漫，副校长、上海医学

院院长桂永浩，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袁正宏出席活动。 

    在 22日上午举行的庆典大会上，朱之文向中国科学院院士、IBS首任院长贺福初院士和中国科

学院院士、IBS第二任院长贺林院士颁发“特别奉献奖”，陈晓漫宣读了“特别奉献奖”颁奖词。桂

永浩主持大会，袁正宏代表学校致贺词。 

    中国科学院院士魏于全、陈洪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以及来自学校有关职能部处、院系、

附属医院、IBS和美国韦恩大学的 400余名与会者欢聚一堂，共 庆建校 110周年暨 IBS建院 10周

年。庆典大会在现场播放《生物医学研究院十周年庆专题片》中拉开序幕。韦恩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Bonita博士宣读了韦 恩大学的贺信，并向 IBS常务副院长杨芃原赠送纪念品。贺福初院士以“人类

蛋白质组计划及中国的贡献”为题发表讲演，回顾了世界蛋白质研究计划的起源和历 程以及 IBS的

筹建历程，并强调了我国在蛋白质研究计划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贺林院士以“回家”的心情，在致

辞时回顾了在 IBS的难忘时光。 

    在两天活动期间，围绕“中国大学的交叉学科建设——生物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主题，

魏于全院士、陈洪渊院士、Nature Communication副编辑赵剑飞博士、Nature高级编辑 Nick 

Campbell博士分别发表讲演。同时，还举行了“复旦大学-韦恩大学精准医疗和转化医学双边论坛”，

双方 9位科学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聚焦癌症分别作 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据悉，IBS以创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生物医学交叉学术研究机构”为奋斗目标，历经 10

年发展，已经在生物医学交叉学科领域形成“代谢与肿瘤的分子细 胞生物学”、“医学表观遗传学”、

“系统生物医学”三个优势方向，并正在努力拓展转化医学研究和精准医学研究，包括老年医学、

肿瘤和心血管疾病、出生缺 陷、靶点结构与活性小分子、组学和大数据、生物治疗与干预，形成了

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和下游技术。IBS成立至今共发表 SCI收录论文约 1100篇，其中 CNS刊物论

文 20篇，影响因子 10分以上论文 94篇。2014年，IBS通过国际评估并被专家称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水平已经接近美国顶级生物研究机 构”。 

    十年磨一剑，精准创一流。IBS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学校以及上海医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

IBS将进一步提升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聚焦转化医学与精 准医学，在高端研究、学科交叉、

服务大医口等主要方面继续努力，为推动学校跨越式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作出应有

的贡献。 

                                                                     (生物医学研究院) 

 

2015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聚焦国际肿瘤学诊治和研究领域最前沿 

6月 26日至 27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 2015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华长

城-东方肿瘤高峰论坛, 主题即为“加强肿瘤规范治疗，推动精准医学研究”。大会第一天，6位国际

著名的院士和 10余位国内顶级肿瘤学专家教授，聚焦医学哲学、精准医疗时代的抗肿瘤新药研发、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医学、代谢异常与肿瘤、抗肿瘤免疫、肿瘤本质、肿瘤异质性和肿瘤的复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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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方面作大会报告，给与会者展示了当今国际肿瘤学诊治和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以及

发展趋势。 

据大会主席、我院院长樊嘉教授介绍，今年 3月国家公布了我国第一批肿瘤诊断与治疗项目高

通量基因测序技术试点临床单位,标志着精准医学已成为肿瘤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包

括上海 5家三甲医院在内的第一批临床试点单位，已经开始开展对肿瘤患者的全基因测序，以获得

其肿瘤基因谱、治疗情况、预后等相关信息。并借助大数据分析，尝试“破译”肿瘤的基因“密码”，

初步确定基因与治疗方式、药物疗效与副作用，以及疾病预后之间的关系，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指导

临床治疗。 

本次论坛由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办、上海市医学会肿瘤专科分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肝癌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承办。会议内容

精彩纷呈，除主会场外, 大会第二天还增设了 12个分会场，针对肝脏肿瘤、胃肠肿瘤、大肠癌、乳

腺癌、淋巴瘤、肿瘤内科、肿瘤基础与临床转化医学、肿瘤姑息治疗、头颈肿瘤、妇科肿瘤、胸部

肿瘤和胰腺癌等肿瘤的临床基础研究分别进行了专题讲座和讨论，近 2000名专家和学者参会，可谓

肿瘤学专家的一次学术盛宴。这是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年会第一次在上海召开，大会学术交流有助于

将肿瘤领域的最新理念和成果尽快应用到诊断和治疗肿瘤的临床实践中，从而造福于更多的肿瘤患

者。 

                                                                       （附属中山医院） 

 

东方科技论坛《免疫治疗的优点、要点与难点》顺利召开 
东方科技论坛 2015年第 255期《免疫治疗的优点、要点与难点》专题研讨会于 2015年 5月 8

日在沪杏科技图书馆召开。本期论坛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承办，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闻玉梅院士

担任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来自四川大学、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军医大学、军

事医学科学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香港科

技大学等 60余位国内免疫治疗相关领域的产学研用著名专家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旨在全面、系统地讨论免疫治疗基础与转化研究的意义与重要性。通过对国内外免疫治疗

的现状的回顾，明确发展策略，推动与促进我国在免疫治疗领域的创新与产业化。会议中，各参会

专家就免疫治疗的范畴、要点、亮点、难点，以及大数据的应用等中心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

论与交流。经过一天的报告与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了上海乃至我国发展免疫治疗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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