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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医科 2项科研成果荣获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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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新裕教授（中）课题组在颁奖大会现场 

 

 

 

 

 

 

 

 

 

 

 

 

 

耿道颖教授（左）课题组在颁奖大会现场 

中共中央、国务院 1月 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等出席大会并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李克强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 42项，其中：

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 66项，其中：一等奖 1项（通用项目），二

等奖 65项（通用项目 49项，专用项目 16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 187项，其中：特等

奖 3项（通用项目 2项，专用项目 1项），一等奖 17项（通用项目 7项，专用项目 7项，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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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二等奖 167项（通用项目 129项，专用项目 38项）；授予 7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我校医科有 2项科研成果分别荣获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们是附属中山医院秦

新裕教授团队领衔的项目“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附属华山医院耿道颖教授团队领衔

的项目“中枢神经系统重大疾病 CT/MRI 关键技术的创新与临床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签约仪式举行 

 

 

 

 

 

 

 

 

 

 

 

2015年 11月 24日上午，由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组织承办的《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发展行动计

划(2016-2020)》签约仪式在邯郸校区光华楼东辅楼 206 会议室举行，许宁生校长代表学校与附属

中山医院、华山医院、肿瘤医院、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眼耳鼻喉科医院正式签约。出席签约仪

式的有上述六家附属医院的院长、书记,科研分管院长,以及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医

院管理处、上海医学院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签约仪式由桂永浩副校长主持。 

医学规划与科研管理办公室张农主任在签约仪式上首先就《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20)》的背景作了介绍，该行动计划是根据学校对临床医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和目标，为进一

步加强临床医学学科发展，巩固临床学科高峰地位，服务国家和上海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升世界

一流医学学科建设的能力，经上海医学院和学校多次讨论后形成的重要决议。许校长在签约仪式上

表示，要通过《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的实施，与世界一流高校计划整合，

形成医科整体建设规划，力争在“十三五”规划建设期间形成新的格局，将医科的医疗、科研、教

学提升到新的水平。 

 
化危机为转机，复旦助力解决老龄问题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表“医老产业”我校特约专稿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央级权威杂志《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上发表来自复旦大学闻玉梅

院士团队的特约专稿《“医老”是化解老龄危机的重要动力》(链接地址

为:http://www.chinasei.com.cn/a/xinxingchanye/shengwuyiyao/2015/1015/1676.html），文

中详细分析了我国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医老”及其相关产业是其解决的重要手段。 

http://www.chinasei.com.cn/a/xinxingchanye/shengwuyiyao/2015/1015/1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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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银发浪潮来袭，复旦大学发挥学科优势、及早布局，于2013年3月8日成立了复旦大学老年

医学中心。随后，由闻玉梅院士牵头，组织包括14位院士在内的全国50余位专家，承担并完成了中

国工程院的院级重点咨询课题《长三角地区健康老龄化发展的战略研究》，对“医老”体系、政策、

保障、医疗、科学研究、产业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分析，提出“医老”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战略

规划。在校领导的全力支持下，上海医学院牵头各相关院系和附属医院，积极开展老年医学相关科

学和转化研究，推动相关的创新模式实施和产学研转化，联合各兄弟院校和企业，共同为推进老年

事业贡献力量。 

在当前中央关于创新创业精神的指引下，复旦大学立足上海，服务国家，加速筹备上海老年医

学和健康中心建设，积极推进老年医学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申报工作，促进老年医学领域转化

性研究。在该专稿中，特别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医老产业”方向，对引导产业升级和推进健康

老龄化社会建设有诸多现实意义。 

 

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组织召开 
医科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报告会 

 

我校医科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工作已全面启动。为宣传有关政策、进一步做

好医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组织工作，12 月 15 日下午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在明道楼二楼

报告厅组织召开了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报告会。会议由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张农

主任主持，来自医科各单位的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部门近 500人参加了报告会。 

张农主任向与会人员转达了桂永浩副校长对参会人员的欢迎以及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的重视，要求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做好明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服务工作。医学规划与科

研办公室卢虹副主任通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5 年度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概况，就我校医科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进行了总结，传达了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

的有关政策，对 2016年度医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的时间节点做了安排和部署。 

会议邀请了 201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徐文东教授作专题报

告。徐文东教授总结了他十二年来从申报青年基金到 2015年成功申请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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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归纳为“用心 H，积累 A，系列N，细节 D”（Heart用心发现凝练、Adhere坚持积累、Necklace

串成体系、Detail注重细节，缩写为“HAND”），并就如何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给予了诸

多建议，娓娓道来的精彩报告获得得了与会人员的良好反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在 12 月底公布 2016 年度的项目申报指南。据悉，2016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资助政策以及管理规定等基本保持稳定。为加速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

进一步扩大优秀青年人才的遴选范围，自 2016年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将不列入基金项

目的限项范围，欢迎我校符合条件的青年才俊踊跃申报。 

 

我校整合学科力量打造升级版脑科学研究院 
为进一步整合校内资源，探索新的高校校内科研实体运行模式，促进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更

好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我校整合脑科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和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打造升级版脑科学研究院。12月 14日，新的脑科学研究院成立会议在枫林校区治道楼

八角厅举行。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基础医学

院、脑科学研究院、神经生物学研究所、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近 70

名教职工参加了会议。 

首先，桂永浩副校长解读了《关于原则同意组建新的脑科学研究院的批复》和《关于脑科学研

究院行政领导班子构成相关事宜的批复》。新的脑科学研究院为学校二级科研单位，学校授权上海医

学院承担日常管理和领导工作。新的脑科学研究院院长由马兰教授担任，副院长为郑平、张玉秋、

杨振纲、毛颖和陈靖民（兼）。 

会议强调，新的脑科学研究院的组建是学校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国际脑科学研究迅猛发展的态势下，新的脑科学研究院将承担起更重要、更关键和更艰巨的重任

和历史使命。新的脑科学研究院和基础医学院将以神经生物学系为纽带，相互支持、促进和带动相

关学科发展。 

杨雄里院士对在组建新脑科学研究院的过程中给与指导、支持的各方表示感谢。他认为，目前

对脑科学的关注和重视为新脑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各兄弟院校在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又

使我们面临重大的挑战。他表示，团结、和谐的新脑院领导班子，将带领我校神经科学队伍卓有成

效地推进学科的全面发展，书写崭新的篇章。 

最后，桂永浩副校长讲话。他表示，希望新的脑科学研究院承担好学校赋予的新的责任和使命，

积极推进脑科学的整体发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高水平交叉学科科研平台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加强

脑科学与临床、基础医学学科以及与信息、计算机、类脑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合作，从而

在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出应有贡献。 

 

复旦大学健康医学信息论坛召开 
我校大数据两院（学院和研究院）已于今年 10月成立，作为医科对接学校大数据两院建设的调

研和推进工作的步骤之一，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在 11月中旬组织召开了小范围的大数据领域专家

研讨会，会上传达了校领导的指示，未来医科的大数据(健康大数据)的应用一定是最重要的，学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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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希望医科包括附属医院的数据能在这个大平台上得到最大的价值化，包括在数据的存储方面。为

此，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和专家对医科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研讨。 

2015年 12月 12日下午，“复旦大学健康医学信息论坛”在附属中山医院召开。本次论坛主要

委托依托于中山医院建设的上海市临床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临床生物信息学中心举办，会

议主旨是为大数据两院与医科单位及专家之间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并对医科大数据研究工作开展的

具体思路、建设重点和实施方案作相关探讨。 

大数据学院阳德青副院长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大数据学院的建设背景、组织架构、定位以及

学生培养方案等具体规划；大数据研究院薛向阳副院长接着做大数据研究院的相关情况及未来建设

规划介绍，他着重指出研究院的定位是“面向产业应用，建设开放研究及产学研创新平台，切实推

进基础研究成果向科技成果和市场产品的转化”；附属中山医院顾建英副院长主要介绍了中山医院临

床医学信息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对临床数据信息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和方向进行了展望；中国

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方向东教授应邀介绍了他带领的课题组如何基于基因组和信息学分析筛选

与疾病相关的分子标记和关键调控因子，并开展临床筛查及用药指导等转化医学研究的工作，给了

大家呈现了一个“从大数据研究到成果转化”的生动案例；药学院“国家千人”石乐明教授给大家

分析了药物研发及大数据应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大数据的标准化”是后期应用和成果转化的

关键；生物医学研究院刘雷教授给大家分享了如何有效地集成临床、分子生物学、环境的大数据来

服务个性化医疗和促进精准医学的发展。 

来自学校大数据两院、药学院和生物医学研究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儿科医院等多个单位

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达成以下共识：近期我国在大数据研究和应用领域发展

迅速，在此背景下，结合大数据两院成立的重要契机，加快加强复旦的“医学信息大数据”研究和

协作势在必行。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6年度第一批试点专项工作启动 
科技部 2016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针对科技部公布的第一批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指

南，我校各专项的部署申报工作有序进行。经由市科委推荐上报“干细胞及转化研究”专项建议书 6

项，经由教育部推荐上报“干细胞及转化研究”专项建议书 1 项；拟上报“数字诊疗装备研发”专

项 6项；拟上报“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专项 3项。 

 

我校医科 2位科研人员荣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为秉承我国著名科学家谈家桢先生对生命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促进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

被誉为我国生命科学“诺贝尔奖”的 2015年度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奖典礼于 11月 16

日上午在云南大学科技馆隆重举行。本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共评出成就奖 2位，产业化奖 1位，创

新奖 9位。我校附属华山医院钦伦秀教授和生物医学研究院徐彦辉研究员荣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

学创新奖。 

 

 “一种检测电离辐射剂量的生物学新方法”获上海市优秀发明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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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5日上午，第二十七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总结表彰大会在海鸥饭店召开。复旦

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邵春林研究员课题组的申报项目“一种检测电离辐射剂量的生物学新方法”，

在经历了初审、复审、答辩及终评等环节后，最终荣获金奖。第二十七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于

2014年启动申报工作，参赛项目达1400余项，经过层层选拔与审查，最终遴选出68个优秀发明金奖

项目。  

邵春林研究员课题组的该项发明利用细胞四核率和双核率这两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可对

6cGy-20Gy范围内的辐射剂量进行准确定量，检测范围大大优于现行的行业金标准--染色体畸变法

和微核法（可检测的理想剂量范围0.1-5 Gy左右）。与传统的生物剂量计相比，本发明还具有操作

简单、快速、经济、检测指标直观、检测结果准确的优势和特点。 

（放射医学研究所） 

 

“脑发育和重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 2015年教育部高校创新引智计划 

日前，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发文公布了 2015 年高校创新引智基地计划(又称“111 计

划”）立项名单，依托我校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脑发育和重塑创新引智基地”成

功入选，这也成为我校医科历年来入选的第一个教育部高校创新引智基地。 

高校创新引智计划由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实施，以建设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为手段，

希望在高等学校汇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引进国外智力的层次，促进海外人才

与国内科研骨干的融合，开展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本次入选的“脑发育和重塑创新引智基地”主要由 1名学术大师、9名海外学术骨干及成员、9

名国内学术骨干及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院士、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学术精英，是一支活

跃在国际脑科学研究第一线的优秀队伍；团队研究基础扎实、思想活跃、成员结构合理，在神经环

路构筑、运作机理及损伤后重塑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工作基础，在《Cell》、《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Genetics》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 

“脑发育和重塑创新引智基地”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将以解析脑功能神经环路运作和重塑机理为总

研究方向，重点研究在神经环路的形成、功能神经环路的运作机理和可塑性以及神经环路损伤后的

重塑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以期揭示神经环路构筑的细胞类型与连接特异性，阐述视觉、痛觉、学

习记忆、情感等功能神经环路的运作机理，描绘功能神经环路图谱，提出急性脑损伤（如脑中风、

脑外伤等）和慢性脑损伤（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后神经环路重塑的有效途径和机制。 

根据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要求，引智基地所在的学校（复旦大学）将进一步强化管理责

任，组织专家论证，保障建设条件，将引智和创新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引智效益。 

 

医科单位 2015年人才引进情况统计 
2015 年，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共受理 29 名医科高端人才的引进审批工作，含基础医学院 8

人，公共卫生学院 4人，药学院 2人，生物医学研究院 5人，脑科学研究院 2人，中山医院 2人，

华山医院 5人，眼耳鼻喉科医院 1人；已完成全部审批流程的 21人(最终学校批复通过 19人、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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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人)，新近上报仍在审批流程中的 8人。学校批复通过 19人的构成和分布情况为：(1) 全职引进

18人，讲座教授 1人；(2) 院系所、独立研究机构 18人，附属医院 1人；(3) 讲座教授 1人，研究

员 4人，青年研究员 4人，青年副研究员 10人。 

 

“上海青年医师培养资助计划”2015年度入选结果公布 

根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干部人事处的部署，“上海青年医师培养资助计划”2015 年

度新申报工作及 2012年度结题考核于今年 8月中旬开始启动。 “上海青年医师培养资助计划”实

行限额申报和择优选拔资助，资助对象为本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 35周岁以下、具有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在职临床医师，且需经过住院医师/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我校共 8家附属医院

属于市卫计委指定的从学校统一申报的范围，分别是中山医院、华山医院、肿瘤医院、儿科医院、

妇产科医院和眼耳鼻喉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和金山医院。2012年度暨首批计划中，上述 8家医院

共 40位青年医师最终入选和获得资助；2014年度暨第二批我校共 19位青年医师最终入选和获得资

助；本年度为第三批申报，我校共 23个申报名额。 

在 8家医院人事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本年度新申报的材料和 2012年度资助对象的结题材料均在

规定的时间节点前上报至卫计委，并按市卫计委要求组织参加了 9月 11日召开的新申报现场答辩评

审会。11月 2日，在经过网上公示后，市卫计委正式发文公布了根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的 2015年

度入选人员（沪卫计人事[2015]147号），我校附属医院本年度共 17人入选，名单如下： 

所在医院 姓名 所在医院 姓名 

附属中山医院 

（4） 

吴  昊 附属儿科医院 

（2） 

董  瑞 

朱德祥 赵趣鸣 

张  磊 
附属妇产科医院 

（1） 
刘学渊 

徐夏莲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 

郑天玉 

附属华山医院 

（5） 

陆  录 傅窈窈 

那  溶 

附属肿瘤医院 

（3） 

朱  煜 

路俊锋 罗国培 

谢琼虹 
郑  重 

芮  晶 

 
医科科研诚信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召开 

医科科研诚信学风建设专题会议于 12月 15日 (周二)下午在枫林校区治道楼 2楼和汉堂召开，

来自附属华山医院、儿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浦东医院的教授代表以及各单位分管学科发展规划、

科研管理工作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张农主任

主持。 

会上，张主任就附属华山医院、儿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以及浦东医院共计五篇科研论文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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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基本情况，校学术委员会对此的处理过程及处理意见进行了通报。张主任指出科研诚信学风建

设工作必须做到 2 点，一是自律，指研究人员必须保持科研诚信警钟长鸣的心态；二是制度，指各

级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在制度上必须有严格的约束。 

与会者认真学习了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我校科研诚信学术规范等条例，并

围绕如何杜绝学术不端行为这个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交流、总结了在国外期刊论文投稿过程中加强

单位监管以及风险防控的具体做法和经验。 

 

附属中山医院召开 2015年科技工作大会 
12月 5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15年科技大会在东院区福庆厅胜利召开。本次大会的主

题是“抓住机遇，战胜挑战，促进中山学科和科研大发展”。来自中山医院各个部门的医护人员和科

研工作者近 600人济济一堂，共同回顾了过去三年全院的科研成绩，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复旦大学桂永浩副校长、金力副校长、市科委徐祖信副主任、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吕国强局长、

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张勘处长、科技部生物中心于善江副处长、上海市科委生物医药处和上海市生

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上海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上海市科协、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卫

生计生委、徐汇区科委、复旦大学科技处、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公室等，以及中山医院樊嘉院长、汪

昕书记、朱同玉副院长、阎作勤副院长、秦净副院长、周俭副院长、顾建英副院长、牛伟新副书记

等领导出席会议，并就“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发展行动规划”、“上海市产学研总体概况”、“国家科技

计划管理改革和今明两年生物健康领域重点研发计划”、“上海医学学科人才建设与中山的发展”、“加

强知识产权运用于保护，支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以及“科学基金发展战略调研和十三五规划制定”

等广受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介绍。中山医院周俭副院长做了“抓住机遇，战胜挑战，促进

中山学科和科研大发展”的专题报告。最后，汪昕书记对大会总结致辞，他指出，中山医院从 1937

年建院伊始，就定位为医教研一体的研究型医院，医学科研不但是我院长期以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保证和推动我院不断创新和前进的动力源泉。我们每位医务工作者都应当具备科研意识，

拥有钻研干劲，不断奋发进取，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附属中山医院） 

 

人才项目、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申报信息(截至 2015年 12月 25日) 

1、 以下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奖励以及调研材料等已上报 

 (1)  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6人) 

(2)  2015年度下半年上海市教委科创项目验收材料(6人) 

(3)  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项目 

(4)  2016年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12人) 

(5)  2016年上海市科委启明星计划（3人） 

(6)  2016年上海市科委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3人） 

(7)  2016年上海市科委扬帆计划(5人) 

(8)  2015年度上海市卫计委卫生政策定向委托研究课题结题材料(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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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6年度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领域指南建议征集(2人) 

(10) 2015年度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验收材料(3人) 

2、以下项目已正式答辩 

(1)  2016年度上海市科委启明星项目 

(2)  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 

3、以下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奖励以及调研材料等受理中 

(1) 上海市卫计委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2) 上海市卫计委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高端海外研修团队计划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3) 中华医学会关于“2015年中华医学会-薇姿研究项目”申报(详见邮件通知) 

(4) 2015年第四季度上海市卫计委科研项目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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