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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其前身是 1957 年成立的北京实

验生物研究所。作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生物物理学专门研究机构之一，生物物理研

究所的成立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 

    50 年来，在贝时璋、邹承鲁、梁栋材和杨福愉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历经几代

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研究所开创和推动了我国细胞生物学、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

学、酶学、结构生物学、膜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物控制论和生物物理工程技术等学

科的研究与发展，造就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开发了一批高

技术产品，孵化和创办了数家高技术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生命

科学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辛勤耕耘和深厚积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已经成为我国

生命科学领域 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立研究机构之一。作为国家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

科学的重要研究基地，生物物理研究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围绕蛋

白质科学和脑与认知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前沿性重大问题，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

主线，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优化学科布局、创新科研体制、强化技术创新、

引领学科发展，正在建设国际一流的现代科研院所。 

    回顾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我们倍感骄傲；展望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我们

深知重任在肩。生物物理研究所人将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为揭示生命奥秘、创造人类

幸福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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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共谋发展， 
推动研究所持续创新再上新台阶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2008 年工作总结 

 

2008 年是生物物理研究所建所 50 周年。50 年来，研究所始终坚持学科交叉、坚持

面向国家需求、坚持立足科技前沿、坚持重视技术方法自主创新，铸就了今日的辉煌。 

2008 年研究所以第一责任作者单位在《自然》发表论文 3 篇，在疾病相关重要蛋白

质功能与结构研究、脑与认知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涛研究员主持的“血糖

调节相关的调控型分泌的分子机理研究”获得“200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8 年研究所作为项目依托单位，共获得“973”项目 4 项，新增主持“973”课题

9 项；新增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课题 9 项，

“重大新药创制”课题 1 项。 

2008 年研究所科研基础条件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蛋白质平台二期建设

2007-2008 年度配置方案得到院计划局批复，总额为 9924 万元用于购置 33 项关键设备

和仪器设备研制项目 4 项。目前正在紧张实施过程中。蛋白质综合研究大楼建设也抢在

奥运之前，于 2008 年 5 月封顶，预计明年 7 月投入使用。 

2008 年研究所积极推进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建设，完成了主任招聘工作，

学科方向得到了进一步凝练，高层次人才引进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三期，生物物理研究所根据自身科技与事业发展需要，以及创新队伍的状况，

调整和完善了人才队伍建设战略和措施。战略目标上，注重加强人才队伍的质量建设，

强调凝聚一流人才，引进优化科技布局急需的骨干，促进人才队伍的合理流动和动态平

衡，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国内一流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创新队伍。战略措施

上，提出稳定学科带头人队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支持培养青年科学家，加强创新

团队建设，共建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 ，培养青年科技、管理和技术骨干等六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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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战略重点。 

1. 争取国家和院的人才资源，强化研究所凝聚人才政策，积极引进海外杰出科学家。

2008 年，纽约大学医学院许瑞明教授放弃终身教职，出任我所蛋白质国家实验室主任；

研究所通过多种形式引进了近 10 名海外优秀科学家。 

2. 大力加强了创新团队建设。2008 年，陈霖院士率创新团队正式加盟生物物理研

究所。研究所建立了脑成像研究中心，完成了五大研究中心的学科布局。建立了“感染

与免疫”，“结构生物学”和“脑与认知”三个共建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 

3. 制定和实施了《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竞聘高级科技岗位暂行办法》，施行了加强优

秀青年人才培养的配套措施，对在争取项目、培养研究生、产出高水平成果等方面已显

示出独立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破格晋升职务，给予重点支持，加大吸引和培养力度。

本年度，晋升青年研究员 2 名，副研究员 4 名，从海外招聘青年副研究员近 10 名。 

4. 探索加强支撑队伍建设的有效措施。2008 年，研究所从科技工作实际情况出发

进一步明确了支撑队伍定位、发展规划，实行针对其特点的管理政策。目前，我所支撑

队伍主要包括公共技术支撑人员，研究组技术、实验人员和秘书，学术信息支撑人员。

队伍规模将发展到岗位聘用人员的 50-60%。我所在研究平台公共技术支撑队伍已经得

到良好发展的基础上，本年度开始着手加强研究组支撑队伍建设，将目前研究组主要从

事技术、实验和秘书工作的人员纳入支撑队伍建设，转变专业技术系列，加强专业化培

训和职业生涯规划，建立适合其特点的评价考核体系，完善稳定和优化机制。 

5. 加强考核评估，促进人才合理配置与流动。目前岗位聘用的 65 名正高级专业人

员中，有 49 名是 2003 年后引进或提拔起来的中青年研究员，占到正高级队伍的 75%。

2008 年，研究所以中科院组织海外专家对研究所评议为契机，建立了学术带头人“4+2”

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评议期间，我所对 32 名聘期进入评估范围的 PI 进行了评估。根

据评估结果，对约 50%的 PI（从事学科前沿研究和有很好的发展态势，研究水平与国际

同类研究机构 PI 相当）加大支持力度，对约 50%的 PI（从事的工作比较常规化、创新

性不强）限期调整方向、复评，而对其中 6 名评估不合格的 PI，发出了现岗位聘用期满

终止聘用通知。 

二、研究平台建设 

2008 年度，平台迎来二期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又面临加入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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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后各项运行管理工作的全面调整。因此，平台的平稳运行、稳妥建设以及鼓励

创新是今年平台工作三大重点。  

1. 平台平稳运行 

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建设 2006 年起步、2007 年步入正轨，2008 年度实

现平稳运行。通过 3 年的运行实践，平台已经完全摒弃了以单台件大型设备进行运行核

算的模式。2008 年度实施的以仪器组为单元的核算模式使得仪器组内各仪器设备运行成

本、收益得以相互弥补，平台运行费用基本持平。 

2008 年，平台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不仅介绍了我们的经验，更汲取了兄弟单位很多

的成功经验。研究所公共技术支撑系统建设经验在我院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上进

行了交流。 

2. 积极参加区域中心建设，主动配合院计划局区域中心建设组织工作 

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是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核心部分，平台

协助起草了区域中心管理办法、区域中心运行补贴办法、中心实验方法学项目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主动配合院计划局草拟全院区域中心建设相关制度文件，主动参与院计划

局院级公共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软件的开发，并以区域中心的名义成为全院第一个试运行

用户。 

3. 稳妥开展平台二期建设 

平台二期建设 2007-2008 年度配置方案于 2008 年 9 月 27 日得到院计划局批复，批

复总额为 9924 万元，其中设备购置项目 33 项，仪器设备研制项目 4 项。为了作好平台

二期建设，根据财政部进口设备进行采购论证的要求，组织了所外专家和律师，对二期

配置方案中单台件超过 50 万元的设备（共 23 台件）进行了论证，该项论证已经得到财

政部的批复；对需要进行“中央级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四部委论证）的

设备，组织了申报，对专家提出的质询进行了回复。目前 2008—2009 年度的申报已经

得到了财政部的批复。平台仪器设备采购工作小组、专家小组，积极开展设备招标和谈

判工作。截止 2008 年 12 月 15 日，平台二期建设 2007-2008 年度配置方案中，已经有

超过半数的购置项目签署了购货合同，经费已经拨付到位，其余项目也在抓紧落实。 

三、主要研究成果及重大科研进展 

1．获国家、院、地方奖励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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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所徐涛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成果《血糖调节相关的调控型分泌的分子机理

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经过 5 年的沉寂后我所在国家级科技奖上的一个

重要突破。陈润生院士参与完成的《中国汉族人群高血压易感基因研究》和秦志海研究

员主持完成的《抑制血管新生是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主要效应机制》分别获得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二、三等奖。同时，研究所还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奖和中国药学会科技奖各 1 项。 

2．重大科研进展 

（1）神经营养因子和受体复合物结构研究 

2008 年 7 月 2 日，《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江涛课题

组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trophin-3 and p75NTR symmetrical complex ” 的研

究论文。该论文报道了神经营养因子 3 与其受体 p75NTR 胞外区复合物的晶体结构，研

究结果揭示了神经营养因子与其受体 p75NTR 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结构基础。 

（2） 流感病毒聚合酶关键部分 PA 亚基与 PB1 多肽复合体的精细三维结构 

2008 年 7 月 9 日，《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迎芳课

题组和饶子和领导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生物物理研究所”联合课题组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_C:PB1_N 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的研

究论文，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对禽流感病毒聚合酶结构领域研究的空白，在国际上率先

揭示了流感病毒聚合酶关键部分 PA 亚基与 PB1 多肽复合体的精细三维结构，标志着禽

流感病毒的研究在经过多年的沉寂后，再一次迸发出令人瞩目的火花。同时这一结构的

解析，为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复制机制，以及设计抗流感病毒的药物提供了真实可用的模

型。 

 (3) 凹耳蛙的超声通讯 

2008 年 5 月《Nature》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沈钧贤研究员题为

“Ultrasonic frogs show hyperacute phonotaxis to female courtship calls”的论文，这一研究

分析了雌性凹耳蛙的超声求偶声，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育良好的声通讯系统，这

是对急流噪声环境的一种适应。 

3．科研项目 

2008 年，研究所申请的 4 个 973 项目（包括蛋白质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全部获

准立项。研究内容涵盖表观遗传学、非编码 RNA、蛋白质整体功能以及丙肝病毒感染

与防治的基础研究。共计新增主持 973 课题 9 项。新增主持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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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传染病防治”课题 9 项；新增主持“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课题 1 项。2008 年研

究所主持在研的国家科技部各类重大项目课题共计 38 项。 

2008 年研究所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项目 32 项，其中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2 项。研究所主持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重点）项目 24 项。

另有 2 个基金委重大专项的重点课题已完成答辩。 

2008 年，研究所共争取到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课题 2 项、重要方向项目 3 项（其

中 2 项为“项目百人”）、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2 项、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行专项

1 项、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1 项。2008 年在研院项目包括重大项目课题 1 项、重要方向项

目 21 项、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1 项、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2 项、战略生物资

源保存与可持续利用专项 1 项、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1 项。 

研究所十分重视仪器改造和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对实现科技创新、产生原创性科研成

果的重要支撑作用，大力组织申报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2008 年，徐涛研究员申报

的“光敏定位超高光学分辨率显微镜系统”和刘志杰研究员申报的“高精度、高灵敏度

自动化衍射数据收集系统”分别获得立项批准。 

4．科研论文及发明专利 

2008 年研究所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80 篇，其中位列本领域前 30％SCI 刊物发表的

论文 104 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60%。研究所共申请发明专利 18 项，授权发明专利 7

项。 

四、国际合作、院地合作、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1．国际合作取得突出进展 

（1）项目合作 

2008 年研究所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17 项。其中包括海外及港澳学

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5 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7 项、国际会议项目 5 项；承担科技部国

际合作重点科研机构项目 1 项、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1 项，共计 482 万元；中国科

学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2 项、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1 项；其它来源项目 5 项，其

中包括中韩 CAS-KIST 基金 2 项，丹麦诺和诺德 CAS-NN 基金 2 项，中日联合实验室 1

项。 

（2）中外联合研究机构 



 14 

研究所已拥有“中德蛋白质与膜转运马普合作小组”、“生物物理研究所—通用电气

医疗集团生命科学示范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实验

室（LSVI）”。2008 年，在此基础上，生物物理研究所又成立了两个中外联合机构，分

别是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建的“中澳表型组学联合中心”及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cGovern 研究所共建的“人脑直接成像中心”，与国外著名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 

（3）国际学术会议 

2008 年，研究所成功地举办了 4 个国际学术会议，并成功申办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在

中国的召开。2008 年 4 月 29 日—5 月 15 日，“结构生物学中的 X-衍射晶体学国际研讨

班”由美国冷泉港主办，生物物理学会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承办。这是美国冷

泉港自 1988 发起举办的系列国际研讨班第 2 次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举办，对中国结构生

物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2008 年 5 月 12-16 日，“第十届世界生物传感学术大会（10th 

WCB）”在上海举行，共计 768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这是历次会议中我国学者作口

头报告人数 多的一次。2008 年 5 月 13-16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光生物物理学专业

委员会承办的“第 15 届国际生物发光和化学发光大会(15Th ISBC)”在上海举行。2008

年 10 月 18-22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自由基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第 14 届国

际自由基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 516 人参加了这次

盛会。这些举措都极大地促进了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国际学术交流，提高了研究所在国际

上的地位。 

2．国际人才引进与培养取得突出成绩 

2008 年引进“百人计划”入选者 5 名、引进青年科研骨干 3 名。同时，生物物理研

究所鼓励科研工作者到国外培训、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2008 年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出访

人数为 205 人次，达到了历年来的 高记录。这些工作都促进了生物物理研究所科研实

力和水平提高，扩大了研究所在国际上的影响。 

另外，生物物理研究所科学家陈润生院士荣获 2008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奖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颁奖典礼于 10 月 29 日已经在北京举行。 

3．与地方合作进展顺利 

2008 年，研究所与泰州等地的共建项目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研究所还

积极开拓了与苏州、温州等地方企业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为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提



 15

升地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做出了贡献。 

2008 年，研究所横向合同经费到款 370 余万元，研究所持股的企业经营良好，自主

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五、创新文化建设 

2008 年，在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研究所以创新文化为抓手，以着力营造崇尚科学

发现、尊重科学知识、提倡科研道德的科学研究氛围为目标，在价值观教育、科研氛围

营造、科学精神弘扬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研究所先后组织了如何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心组研讨会、机

关职能部门调研报告会、“党政领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务工作

总结交流会等；同时，邀请徐涛所长作“生物物理研究所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的专题报告，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研究员作

“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面临的挑战和前景”的专题报告，进一步强化全所职工、研究生

的价值观教育。 

在科研氛围营造方面，研究所以两个“相对体面”为着力点，通过加强科技战略研

究、推进科学家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利益诉求渠道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监督监察职能，

以及举办丰富文体生活、关注员工身心健康等活动，为使全所员工享有一个相对体面的

生活条件和相对体面的工作环境，以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来实现社会价值的 大化，从

而协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的。 

在科学普及方面，研究所承担了“从蛋白质形成到生命体的高级思维”科普平台建

设，参加了 2009 年度“公众科学日大型展览和全国科技馆展教资源储备项目”，参与了

科学院与北京市科委合作项目“北京奥运科技园科普平台建设”的申请工作，为研究所

创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硬件环境。同时，先后接待了包括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邓楠，北京市科委主任马林等领导和第二届“童梦圆”西部校外青年营营员，以

及第八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北京市科委科普管理工作者高级研修班北大班、北师大

班以及广大公众在内的 2000 余人次。北京电视台一台、三台和北京科技报等多家媒体

给予宣传报道。同时，组织撰写了《小狗飞天记》和《生物的启示》等科普著作。充分

展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乃至我院的社会形象，更促进了科普事业的深入开展。 

2008 年，研究所第五次荣获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单位，作为京区唯一家单位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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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2008 年全国亿万职工迎奥运健身活动月”优秀组织奖、“第四届中国科学

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加强文化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成果荣获中科院

政研会 2005-2007 年二等奖、奥运村地区 2008 奥运会、残奥会集体金奖。 

六、2009 年工作要点 

1．优化学科布局 

在蛋白质科学领域，面向国家在慢性及传染性疾病防治、创新药物、再生医学、新

型能源等方面的战略需求，选择生物能源、代谢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肝炎、

认知与精神疾病、生物制药、干细胞编程与分化等八大突破方向，重点围绕光合作用机

理、线粒体能量代谢、蛋白质翻译折叠、基因组稳定性、肿瘤与机体相互作用、病毒与

宿主相互作用、认知的分子机理、蛋白质表达/改造/剂型、蛋白表达调控机理开展前沿

研究。 

在脑与认知领域，立足于脑与认知科学的基础研究，同时开展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交

叉研究，以脑功能成像为主要手段，采用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数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技术方法，以视觉为主要突破口，研

究感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情绪、意识等认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以解决脑

与认知科学领域中重大的前沿科学问题，为防治脑与认知功能衰退和相关疾病提供理论

基础，为促进机器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开辟新的思路。 

在仪器设备创新研制与实验方法学创新研究方面，将着重研发蛋白质结构分析新技

术新方法、可视化蛋白单分子定位、高时空分辨活体成像、磁共振脑成像等关键技术和

设备。结合平台二期建设，进一步强化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集群，力求在蛋白质高效表达

系统和纯化技术上实现新的突破，在膜蛋白和蛋白质复合体三维结构分析、分子成像、

蛋白质功能分析等的能力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磁共振脑成像领域实现新的跨越。 

2．强化资源导向 

在研究所层面，统筹创新经费、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基地项目经费，集

中使用，优先支持核心团队，着力建立“稳定支持、动态调整”的长效资源保障机制。 

推进“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建设是研究所的头等大事，是未来 5-15 年研究所

在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居于引领地位的必要保障。研究所将从人才引进、平台建设、

科研用房等资源配置方面优先保障国家实验室筹建的需求。整合各方资源，抓住事关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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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知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机遇，建立从果蝇、小鼠、非人灵长类到人类的研究系统, 大

力支持“国家脑成像大型科学设施”的立项和建设，支撑脑与认知科学的跨越发展。 

以蛋白质平台二期建设为契机，加大对关键技术和实验方法学创新的投入，以生物

学问题为牵引，鼓励关键技术和方法创新, 以关键技术和方法的突破，推动重大科学研

究的原始创新。 

3．创新队伍建设 

努力促进创新队伍性质和结构的转变。完善岗位聘用与项目聘用相结合、高度竞争

择优与长期潜心研究和谐统一、富有创新活力的聘用制度。建立一支以精干、高水平的

固定人员为核心，以规模较大、高素质的流动人员为骨干的创新队伍。固定人员队伍由

学术带头人、高级科研骨干、支撑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规模应控制在 350 人左右。流

动人员队伍由流动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生和高访客座人员组成，规模可达到固定人

员队伍的 2～3 倍。 

构建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等结构合理、比例均衡的学术带头人

队伍。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实行“4+2”评估和动态更新制度。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

主的破格晋升制度，加大支持力度培养 35 岁以下青年人才，以增强我所现实创新活力、

储备未来骨干人才，促进创新队伍形成合理更新周期。 

构建包括高级研究人员和博士后组成的科技骨干队伍，通过实行聘用制和 长任职

年限制，保持队伍的流动更新；构建包括平台技术支撑人员，研究组实验技术人员和学

术秘书等支撑队伍，将目前研究组主要从事技术、实验和秘书工作的人员纳入支撑队伍

管理，加强专业化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 

构建以博士后队伍为主体的流动人员队伍，大胆创新管理制度、扩大队伍规模；同

时，加大引导、激励和支持力度，在资源保障、岗位聘用、职务晋升和薪酬待遇等方面

与研究所职工同等对待，使之真正成为 PI 的助手、科技创新骨干和主力军。要继续重

视研究生培育工作，着力改善生源、加强质量建设。要继续加强高访客座人员队伍建设，

将其作为研究所智力引进、人才引进和广泛国内外交流合作的有效形式。 

4．探索建立以科学问题为载体的研究群体 

目前，研究所现行的单一 PI 制已不能适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学发展的需

要。适应多学科交叉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破单一的 PI 制，逐步弱化“研究中

心”职能，逐步取消“课题组”的行政功能，尝试建立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以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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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题为载体，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纽带，以首席战略科学家为核心、由若干 PI 联合组

成的核心团队势在必行。 

在核心团队内部，首席战略科学家应站在学科 前沿，掌握学科发展方向，从国家

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出发，提出学科发展战略，积极建议、争取和承担国家重大专项。

PI 应以组织和带领创新团队，完成团队创新任务为重点，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从

而确保面向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的科技创新工作的持续、健康开展。核心团队可以

根据学科发展动态调整。 

5．改进管理模式，强化流程管理 

在研究所的科研管理活动中，进一步明确各级管理的主要职责。所级领导应着力抓

好影响研究所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体制的制定与实施；各职能部门应以研究所战

略规划和管理体制为目标，抓好各项工作和各项管理机制的制定与落实。逐步改变传统

的制度管理理念，打破职能式管理中的模块划分，实现由制度管理向流程管理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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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生物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2008 年工作总结 

  

2008 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经历了太多悲怆和喜悦。我们一起迎来了改

革开放 30 周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30 周年，迎来了举世瞩目的“百年奥运”；同时，

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经受了南方冰雪自然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和全球金融风暴的

洗礼。2008 年，对生物物理研究所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历经半个世纪、几代生物

物理研究所人的辛勤耕耘，我们一起见证了今日的辉煌。所党委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

始终坚持“求真务实、敢于探索”工作作风，“围绕中心、促进发展”的工作目标，继

往开来，共谋发展，推动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改革发展更上一层楼。 

一、强化学习，提升能力 

党政班子坚持学习，提高认识，明确定位和方向；通过民主生活会等措施，发扬批

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保证党政班子成员开诚布公，精诚团结。2008 年召开了两次

民主生活会：4 月 16 日召开了“党政班子民主生活会”，就本年度的工作进行交流，就

建议意见进行了研究，重要的是深入开展了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2 月 10 日召开

了“党政领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扩大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五位党政领导，根据工作

分工，分别结合学习实践活动和主管工作实际，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作了系统、全面

的调研分析报告。另外，党政领导班子加强日常沟通，确保步调一致；强化制度建设，

推进所务公开，促进民主管理。特别是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党委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法

规以及院党组和京区党委的部署提前制订好四个季度的学习计划，并适当采取扩大参会

范围，吸收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和党总支、支部书记代表参加。每次都要求参会人员提前

对学习主题进行深入学习，并由计划中的主发言人提交相应的学习报告（PPT 或 WORD

文稿）。例如，在以“你在工作中如何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学习中，吴乐斌同

志作了《在企业层面如何解读科学发展观》、仓怀兴同志作了《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专题发言；在“学习实践活动调研”的主题学习中，杨星科同志、徐涛



 20 

同志分别作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建工作如何围绕中心、服务科研》、《关于生物物理研

究所学科发展的战略思考与布局》的主题发言，通过与大家的充分交流和讨论，进而达

到共同增进认识和提高政策把握能力的预期效果。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加强了领导班子

的建设，形成了务实高效、精诚团结、开拓进取、民主开明的领导班子文化，从而带动

了整个组织文化的发展。 

“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管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需要大科学的理念。这些

都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职能化的管理模式，从大科学的内在要求出发，引进流程管理的方

法，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为此，党委提出了以“实现流程管理、打破部门条块划分”

为理念的中层干部学习培训。2008 年共分三个阶段开展了中层干部学习，第一阶段召开

了培训布置动员会，发放《如何进行流程设计与再造》一书，开始了培训的教材自学阶

段。第二阶段集中授课和学习交流，第三阶段进行了部门工作梳理和论文撰写，11 月份

编撰成册。中层干部的学习培训，促进了干部主动吸收新的管理知识、加快转变工作观

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主要目的是打破部门职能分割的条块管理，逐步走向流程管理，

减少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为研究所的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抓好大事、彰显风采 

1. 抗震救灾。5 月 12 日汶川地震，5 月 13 日紧急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生物物

理研究所抗震救灾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要求人事、研究生部迅速摸清川籍职工和研究生

的情况，及时提供援助，同时发出生物物理研究所紧急动员向灾区人民捐款的倡议书。

所领导、院士、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离退休干部、学生、清洁保洁人员等都主动积极

伸出援助之手，排队捐赠。在短短六天时间内，研究所参加捐款近 1000 人，共捐款 162510

元，以实际行动向灾区人民表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手足情。随后所党委

接到京区党委转发的“关于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相关内容的明传电报后，党委召开

紧急会议，向全体党员发出本着自觉自愿的原则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的号召，同时召

开支部书记会议紧急部署，要求各党总支、党支部把上级党组织的政策和要求准确及时

地传达到各位党员。各党支部都积极组织，尤其是四个离退休党支部，考虑到党员住的

分散、离研究所距离远等实际困难，以支部的形式专门组织收缴，统一上交党办，支部

再把“特殊党费收据”一一返回党员。年逾 105 岁的贝时璋院士、卧床生病的党员、身

居国外的党员，都积极主动联络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交纳特殊党费，截止 7 月 18 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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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有 251 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114121 元，其中交纳 1000 元以上的共计 37 人。我

所以 105 岁的老党员贝时璋同志（交纳 5000 元党费）为首的共产党员们，以默默的爱

心奉献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委给每位交纳党费的党员都开具了“抗震救灾特殊

党费”收据，并及时转交了中组部开具的千元以上 “抗震救灾特殊党费”收据。10 月

14 日，研究所组织各总支、支部的书记、委员参观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主题展览，为科研人员更好地宏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到“科技兴国、

创新为民”的伟大实践奠定了精神基础。 

2. 百年奥运。3.14 及“奥运圣火”传递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奥运安全形势严峻。

所党委在向党员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作为片长单位于 4 月 18 日组织了位于奥运周边

11 个研究所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培训，专门邀请了王在邦教授宣讲《涉奥运安全评估》，

介绍奥运安全形势。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要求党支部书记做好党员群众的思想工

作，维护中华民族的威严，为奥运安全做贡献。同时，在奥运召开前夕，党委分别召开

党委会、党支部、党总支书记会议，就北京奥运的被政治化及其背景，影响北京奥运安

全的主要因素以及各种势力干扰奥运可能采取的手法进行宣传，并要求各位党委委员、

党总支、党支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平安奥运做好相关工作。号召党员提高政治敏感

性，警惕、预防、抵制法轮功等破坏奥运的活动，确保平安奥运，为国增光。为维护中

华民族威严和“百日平安奥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开展的大量工作得到了认

可，奥运结束后，我所被评为“奥运地区 2008 奥运会、残奥会集体金奖”；北京分院、

京区党委授予我们“平安奥运先进单位”。 

3. 抓好 “七一”系列活动，凝聚党员，营造积极和谐氛围。 

所党委以庆祝建党 87 周年为主题，（1）开展了“美丽的祖国、美丽的研究所”庆

七一、迎所庆摄影展，摄影展共分“爱我中华”、“奥运之歌”、“情系灾区”和“我爱我

所”四个板块。展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人的爱国、爱所的无限情怀。（2）“七一”庆祝

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和党务干部重温誓词活动，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国际歌》

乐曲声中开始，3 名新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研究所全体党务干部参加宣誓仪

式，重温了入党誓词，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3）全体党务干部参加的座谈会。

龚为民副书记、朱美玉副所长和赫荣乔副所长，杨星科书记分别就研究所的科研和平台

建设、基建项目建设和所庆工作进展情况，以及研究所近期人力资源管理情况及设想，

党委近期的工作安排等进行了通报；全体党务干部针对 50 周年所庆、研究所的科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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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纷纷提出建设性意见，座谈会热烈而和谐。 

三、调整工作方式，强化支部工作 

2008 年，党委主要是注意提升新支委的综合素质及组织能力，加强党支部书记的培

养。 

1. 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制度。为了加强研究所支部建设，党委成员、党办坚持深入到

党支部。尤其是针对在职党支部，新一届支部书记、支委对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是很

娴熟的情况，开展组织生活时，党委联系人和党办要进行沟通指导并至少参加一次基层

支部的学习活动。深入细致地指导党支部的工作，有针对性的指导党支部书记开展各项

工作。 

2. 加强党支部书记的培养。采取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优秀年青支部书记参加中科

院 15 所党务研讨会的学习交流，离退休党总支书记为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年度

党支部工作交流和定性考核等方式全力培养和打造生物物理研究所过硬的支部书记队

伍。为加强组织建设和后备干部培养奠定基础。 

党务干部的培养，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务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为他们更好地围绕中

心、服务中心，加快研究所的创新跨越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注重措施落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研究所结合实际，围绕科技创新和跨越式发展这个中心，把科学发展观和廉政责任

制融入科研、管理和改革之中。 

为了开好今年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所纪委于 3 月初

开通了电子邮箱和意见箱；并组织了各类人员代表共 38 人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集了

群众意见，为所领导对照检查、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了及时

处理和回复职工意见，民主生活会后，我们及时地将意见、建议和质询填入了《建议、

意见、质询处理情况检查表》并根据各部门的职责，发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邮箱中，

征求其处理意见和答复，并将其挂在所务公开网上，作为对职工的初步答复。 第二步，

监督落实。12 月 16 日至 18 日期间按照《建议、意见、质询处理情况检查表》对处理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在所网上公布。通过监督检查和网上公布，强化了群众监督

和舆论监督，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加快了解决问题的速度；同时实现了对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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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此外，本着“认真调查、认真处理，澄清事实，努力为研

究所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的基本原则，先后接待、处理了信访问人员 23 人次，

举报和申诉信 5 封（其中分院纪检组转来的 2 封）。对于群众反应的问题，研究所及时

组织力量，开展调查，澄清事实，并写出了系统、全面的调查报告，予以回复。 

为了规范采购流程，避免大型仪器设备采购中出现腐败问题，研究所成立了大型仪

器设备采购领导小组，凡大型仪器设备的采购必须经过采购领导小组审议通过。采购领

导小组由主管所领导、纪委委员、专家和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从而从机制上保证了纪

委监督作用的发挥。2008 年，所纪委参加了对新建大楼欲购空调机使用情况的实地考察、

电梯和弱电项目的招投标会议和大型仪器设备的招投标的标书审议以及招投标会议，对

其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保证了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参加了安保办中控室、机

关等人员招聘的评聘会，对其评聘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无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一年来，所党委先后组织召开了由北京分院协作一片 11 个研究所的党委委员、纪

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中层干部及 PI 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的反腐倡廉专题报告会；特

邀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王庭大同志作了题为《加强反腐倡廉

建设，为知识创新提供政治组织保障》的专题报告。组织北京分院协作一片 11 个研究

所的纪委委员和党务干部参观了司法部燕城监狱，现场听取了监狱服刑人员的现身说

法；组织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党政领导、纪委委员、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党员和科研

骨干等代表共计 32 人参观了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北京市监狱，对领导干

部进行了意义深刻的警示教育。所纪委在所务公开网上刊登了中央纪委、中国科学院和

北京分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以及《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保护》等相关材料 12 篇，

引导、提醒广大职工加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筑牢政治思想防线，预防腐败现象

的发生，尤其是因无知而引发的违规操作、甚至腐败问题。同时，按照上级纪委要求，

组织了研究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所领导班子成员、副处以上干部和在职党支部书记

共 31 人参加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答题活动，为

广大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系统、全面的理论教育课。 

五、深入学习实践活动，加强研究所持续发展的科学指导 

生物物理研究所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的部署和总体

要求，按照《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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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工作计划，在院第五指导检查组的指导下，于 10 月 23 日-24 日，分别召开了全体在

职党员、研究生党员和全体离退休党员动员大会进行了动员部署。以“发挥学科交叉优

势，建设和谐奋进研究所”为载体，紧密结合研究所改革和发展实际工作，认真抓好领

导班子、全体党员、副处以上干部的学习。 

为了提高全所党员职工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所

党委把学习讨论贯彻始终。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所党委专门组织了四场学习辅导报告会。

第一场是在学习培训阶段，邀请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王庭大

同志作了题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为知识创新提供政治组织保障”的专题报告和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指导报告；第二场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

研究部部长张军扩研究员做了题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面临的挑战和前景”的专题报

告；第三场是在分析检查阶段，为了更好地引导党员职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徐涛所

长为在职党员、PI、中层干部以及离退休党总支成员、党支部书记和民主党派代表作了

“生物物理研究所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专题报告；第四场报告是在党政领导

专题民主生活会后，特邀请原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同志作了关于人才发展战略报告。所

党委为了能够及时了解情况、查找问题、总结经验，从而进一步指导各总支、支部更有

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第一阶段“学习调研”工作的实质性开展一段后，研究所党委专

门召开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交流汇报会。在第二阶段开始，所党委组织

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实践活动优秀论文交流会。研究所 16 个支部根据所党委的统一

部署，组织支部全体党员，围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

进行了认真学习和广泛调研，除离休支部之外的 15 个支部均推荐出了本支部的优秀论

文参加研究所组织的论文交流。 

在所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带领下先后实地调研了 30 多家兄弟院所，电话调研了

京内外兄弟单位 12 家，所内先后开展了包括部分 PI、副研究员、青年骨干、学术秘书、

工会职代会成员、离退休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参加的 10 余场座谈会，同时发放各类问卷

2400 份，还通过走访、网络征求意见等形式在所内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12 月 3 日，

管理支撑部门的 14 位负责同志结合各自调研情况，分别向研究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了

系统汇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为

研究所分析检查阶段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 月 10 日党政领导专题民主生活会，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检查研究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分析原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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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研究所科技发展战略、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的发展思路和举措，形成

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分析检查报告。经过群众评议，大家对研究所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前一阶段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领导班子的分析检查报告给

予了高度评价。总体评议“很好”和“好”的占 100%；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

深”、“查找问题准不准”、“分析原因透不透”、“发展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可行不可

行”等五个方面，评议“很好”和“好”的分别为：98%、98%、94%、94%、86%；差

评率为 0。为研究所学习实践活动第三阶段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整改检查阶段，党政班子对问题以及举措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形成了研究所的

学习实践整改落实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所整改落实

方案，以文件形式公布供党员群众监督。2 月 25 日群众对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满意度

测评，满意占 61.8%，基本满意占 32.7%，总计 94.5%。同时，大家对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科学发展观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如“整改落实方案很全面、很深刻，关键是抓落

实”，“希望建立落实情况跟踪汇报制度，以便执行”等建议，这表明大家对学习实践活

动的关注和认可，也表明大家胸怀爱所之心，心系研究所之情。评议后党政领导表示：

今后一段时间是要扎扎实实，全面推进整改落实方案的落实，使整改方案落在行动上。

我们会继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研究所的科学发展。 

研究所扎实有效、形式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分院的高度

关注与充分肯定；《中国科学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简报》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分

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快报》先后 21 次对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学习实践活动给予了

宣传、报道。应该说，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实践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围绕发展、

凝聚了人心，围绕发展、查找到了问题，围绕发展、找到了思路。 

六、重视统战、群众和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领导，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

可靠保证 

1.加强交流沟通，统战工作上层次 

所党委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开展工作。2008 年，在所党委的支持指导下

开展了以下工作（1）抓活动：4 月 22 日九三学社在生物物理研究所组织了“喜迎奥运，

微笑北京”书画展，党委委员赫荣乔副所长到会祝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刘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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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到会祝贺。值奥运倒计时 100 天之际，农工民主党支部组织了“喜迎奥运！绿色环

保从我做起，共创美好和谐家园”为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通过向广大职工赠送自己亲

手制作的环保手袋，大力倡导生物物理研究所人的绿色环保意识。1 月 9 日在生物物理

研究所大报告厅举行了“归侨侨眷北郊协作片春节团拜活动”，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出

席给大家拜年。（2）加强交流沟通：在坚持党委联系人制度上，无论党委考核、还是研

究所学习实践活动过程中每一阶段活动都要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统战对象代表

参加进来，听取他们的建议、意见。另外，杨星科书记、赫荣乔副所长都亲自参加农工

党党支部座谈会，就研究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交流沟通。（3)积极推荐和

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北京市、院、中央的相关会议及社会工作，协助做好材

料申报等日常工作。2008 年统战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获得了许多荣誉：中科院生物物

理所农工民主党支部荣获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2007-2008 年度先进集体”；王倩、

严敏官、周军贤、龚海韵等四位同志在“农工民主党北京市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

（2007-2008）”中分别获得先进集体和先进党员的光荣称号。张克被评为九三学社北京

市委“迎讲树”活动中先进个人。赫荣乔荣获由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颁发的“第六届

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创新工作机制、围绕中心实现新提高 

（1）民主监督和管理上层次。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中做到三个坚持，坚持职代

会常设主席团例会制度：每季度一次，形成会议纪要，发放所领导，基层分会；坚持职

代会常设主席团建议反馈制度：在建议提出两个月内，涉及到的单位必须给予解决或答

复；坚持所领导接待日，坚持每月 后一周的所领导接待日，共接待来访 17 人。做到

二个审议，凡涉及研究所发展、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方案和规章制度出台前，都

要听取职代会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2008 年我们先后审议了《生物物理

研究所工资管理规定》《关于工作人员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有关事宜的通知》等多项规

章制度，促进了研究所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 

2）以活动促工作是工会组织的优势所在。在工作中，党委要求抓“送温暖”活动，

把关心帮助困难职工作为促进和谐研究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政领导关心职工的重

要方面，确实抓实办好。“节日慰问是重点，平时慰问不忽视”，规范了送温暖活动的流

程，使工作的针对性更强，使 需要帮助的职工得到了帮助。本年度共慰问 55 人次，

送温暖金额达到 26300 元。抓“文体活动”，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推进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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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开展主题活动。以“喜迎奥运、科学健身、展示风采、建设和谐”为主题，以健身

展示月活动为组织形式，以奥运倒计时 100 天为重点，开展了以“盼奥运迎所庆”为主

题的火炬传递活动，以“全民健身展示活动”为主题的拔河比赛、师生排球赛，以“亲

近自然强身健体”为主题的全所职工秋游采摘，以“我为奥运做贡献”为主题的，奥运

场馆义务劳动等活动。 

工会职代会通过一年来的努力工作，获得了诸多荣誉：摄影书画比赛及展览”活动，

多幅作品获一、二、三等奖；我所荣获了院工会颁发的“先进分工会”、“2008 年基层工

会工作一等奖”；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优秀组织奖”；全国总工会宣教

部授予生物物理研究所“2008 年全国亿万职工迎奥运健身活动月”优秀组织奖。 

3.发挥青年工作优势，激发青年活力。团委和青联以“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

青年”为宗旨开展工作，通过组织青年定向越野比赛、团学工作研讨会丰富了青年职工

学生业余生活，促进交流。通过组织青年科普创意大赛、科普开放日等活动，一方面发

挥了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优势，另一方面促进了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研、了解科学，提升

了民众科学素质。尤其科普创意大赛深得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喜爱。这个项

目已经由院团委开始向全院范围推广。通过支持团学和青年工作解决一些年青人的实际

问题，如组织协调青年职工租房等相关事宜，帮助青年职工排忧解难。 

4.加强自身建设，关爱女职工。2008 年新一届妇委会成立，妇委会首先明确了分工，

确立了针对女职工的健康问题，包括减压、维权等，妇委会要多办实事的开展工作方式。

通过组织妇女工作研讨会、妇委会例会等方式加强工作交流，规范工作模式。2008 年通

过开展女职工工作及生活情况的调研全面了解女职工的情况。在动态和所网上开设了宣

传板块，宣传半边天的风采。 

5.围绕解决离退休职工困难开展工作。围绕离退休工作专门组织了在职人员和离退

休党总支、党支部成员、文体福利组成员的研讨会，学习了政策、统一了思想。以老干

部居住地为基础，就近建立老干部党支部和活动片，并加强干部的配备和活动经费上的

落实。鼓励各党支部和活动片积极主动的开展各项活动，全年共开展活动 15 余次。每

逢重大节日，所领导、中层干部、党支部和文体福利组成员分层面分小组对年老、多病

和困难老同志进行慰问，累计慰问 190 多人次。离退休党总支、党支部对离退休困难职

工进行了摸底，建立了困难职工档案 33 人次，为研究所“关爱”行动提供了依据，通

过院、百欣公司、研究所福利组等不同途径已有 28 人得到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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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真完成党委工作考评 

按照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关于组织开展2008年基层党委工作考核评价的通知》（京

党字〔2008〕14 号）的要求，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在研究所图书

馆报告厅顺利完成党委工作考评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龚为民同志主持，党委书记杨

星科同志做研究所党委工作报告。与会人员有研究所党政领导、纪委委员，各部门负责

人，党总支、支部书记，普通党员代表，工青妇组织负责人，职代会代表，第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常文瑞院士、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阎锡蕴研究员、农工民主党生物物理

研究所支部主任委员龚海韵等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共计 63 人。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

从深化改革，是研究所持续发展的动力；求真务实,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方略；明确目

标, 是促进组织建设的保障；理念创新，是营造良好氛围的关键；凝聚人心，是创建和

谐研究所的基础；拓宽思路，是创新党务工作的前提等六个方面总结了两年来的党委工

作，并阐述了党委工作体会心得。整个考评工作由研究所纪委、工会职代会组织。各位

代表在认真听取报告的基础上，对党委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考评。现场发放考评表 63 张、

收回 63 张，有效表 63 张。经过纪委、工会职代会工作人员的统计，代表评议平均分为

“91.96”。同时，党委召开了会议认真分析两年来工作的成效与不足，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自评，党委自评平均分为“98.33”。从自评和代表评议的情况来看党委的政治核心作

用和监督保障作用发挥令人满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需继续加强。 

2008 年生物物理研究所再次被评为“中科院京区文明单位”，这也是自 2004 以来我

所连续第 5 次获此殊荣；生物物理研究所创新文化小组（综合、党建、群工、政策研究）

获得“2007-2008 年度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荣誉称号；在 2008 年度京区党建、纪检

工作交流暨“党建工作创新奖”评选会议中，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荣获二等奖；在 2008

年度党员信息统计工作中荣获“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党员信息统计工作全优单位”；中

科院政研会“2005-2007 年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2008 年，所党委担任着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片长单位，党委书记任片长，党办主任任

秘书长。协调 11 所，生态中心、青藏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心理所、动物所、遗传与

发育所、微生物所、地理与资源所、国家天文台、遥感所、北京基因组所。根据北京分

院对协作片工作的要求，一片以“资源共享、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的理念，在片区成

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各分块人员的辛勤工作下。开展了别具特色的活动。组织协调顺

利完成了党建、工会、团委、妇委会、纪委、人事、办公室七大块工作。完成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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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研讨、迎奥运等 18 项活动。涉及各类人员 2700 余人。实现了协作片“交流沟通、

资源共享”目的。报告 13 场，院里参加局处领导 14 人，展示片的理念，提升了协作片

的影响力。协作一片荣获“党建工作”“工会工作”“团委工作”三个优秀奖。 

2008 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全体生物物理研究所人值得纪念与回

味的一年；一年来，生物物理研究所全体职工、研究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实地

调研，找问题，定举措；通过战略研究，作规划，谋发展；通过环境分析，进一步凝练

学科目标，优化学科布局，制定未来发展路线图；通过营造宽容失败、摒弃浮躁、适宜

科学家潜心研究的创新环境，激发科学家大胆质疑、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通过探索符

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科研体制与管理机制，尝试建立以科学问题为载体的研究群体；通过

建立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载体，以重大科学设施和研究平台为支撑，以国家重大科

研计划、项目为内涵的国家生命科学创新基地，促进我国在解决疾病防治、创新药物、

新型能源等方面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和成果转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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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生物物理研究所纪律监察委员会2008年工

作总结 
 

按照院、京区党组、纪委的部署和要求，所纪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以及院党风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简称《实施纲

要》）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

划》（简称《工作规划》）；紧紧围绕科技创新这个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创新文化建设，努力做好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

坚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加大了教育力度，为提高党员和科研队伍素质，确保知

识创新工程和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纪律保证；促进了研究

所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各项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为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了积

极的努力。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推动纪监审工作 

为了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卓有成效，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来推动研

究所又好又快地发展，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按照院和分院党组的要求，按 3 阶段 11 个

环节进行了部署。制定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计划并组织实施。从而使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有布置、有检查、有创新、有成效。 

所纪委积极参加了所党委组织的各种活动，召开了纪委委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心

得体会交流会，结合本所和反腐倡廉工作实际及 8 个重点领域，讨论了如何用科学发展

观指导研究所的纪监审工作，为把科学发展观应用到纪监审工作中奠定了基础，推动了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研究所纪监审工作的开展。 

所纪委潘峰、陈长杰同志参加了所党委举办的中层干部流程再造培训班，潘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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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研究所和纪监审工作实际，写了流程再造体会，绘出了研究所纪监审工作流程图，

研究所《动态》进行了刊登。 

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运用到纪监审工作中去，

作为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的片长单位，组织了协作一片 11 所的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

支部书记、中层干部及 PI 代表等 200 余人参加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报告会，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京区党委副书记隋红建同志和中国科学院

督导组北郊党建协作片督导组组长马丽芳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了院党组成员、中

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王庭大同志作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为知识创新提供政治组织

保障》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体会》的报告。王庭大同志的报告结合我院实际，引

用大量的案例，围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以及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解析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为

知识创新提供政治组织保障”这一重要课题；并结合自己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际，

谈了八点体会。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片长、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报告

会并强调指出，王庭大同志的两个精彩报告联系实际密切，内容丰富深刻，论述精辟透

彻，对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工作规划，深入

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和学习、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们开阔眼

界、增长知识、提高理论水平，丰富实践经验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王庭大同志对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八点体会也是代表院党组对我们各所的要求和具体指导；是一次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总动员。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和贯彻，把协作一片和各所的工作

做得更好，争取有创新、有成效。与会同志一致表示，王庭大同志的报告不仅是一场生

动的党风廉政建设报告，更是一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动员报告。大家相信，王

庭大同志的报告为各所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我们一定能在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中创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 

 

二、努力贯彻反腐败十六字方针，认真落实《实施纲要》和《工作规划》 

所纪委认真执行反腐败工作“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方针，

认真落实《生物物理研究所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体系

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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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工作规划》，努力搞好研究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通过所务公开

网发出了“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的通知”，要求大家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改革创

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组织了本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所领导班子成员、

副处以上干部、在职党支部书记共 31人参加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答题活动。并将答题活动情况统计表及时地报到了分院。 

 

（一）加强宣传教育，做好源头预防 

所纪委及时组织学习、宣传和落实中央、中央纪委和院有关党风廉政的文件和会议

精神，使大家及时了解中央、国家和院的有关精神，紧跟形势，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

认真组织纪委委员通过自学、集中学习、看电视、报刊杂志、电子网页等学习十七届三

中全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以及院 08 年度纪监审会议精

神，并把院 08 年度纪监审会议精神登在了所务公开网上，以便全所职工学习和贯彻。

利用本所的信息网络技术，开设了反腐倡廉专栏，并及时补充了相关内容。所纪委通过

组织专题报告会、讲座、警示教育、案例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来提高党员、党员

干部的自身素质。如，邀请院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王庭大同志为协作一

片 11 个所的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中层干部及 PI 代表 200 余人作《加强

反腐倡廉建设，为知识创新提供政治组织保障》的专题报告；协调心理所纪委组织协作

一片纪检干部参观司法部燕城监狱，听取服刑人员的犯罪经历及忏悔；组织研究所党政

领导、纪委委员、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党员和科研骨干等代表共计 32 名同志参观

了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活动。通过参观监狱、观看展览、和听取犯人的现身

说法，触目惊心的警示教育使大家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在思想上受到了净化和洗涤；加

深了大家对研究所反腐倡廉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了研究所反腐倡廉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所纪委在防治腐败的工作中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抓源头的原则，通过在所网上

刊登关于反腐倡廉、预防腐败的相关内容，2008 年，所纪委在所务公开网上刊登了《提

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保护》等反腐倡廉的相关材料 12 篇。通过宣传，使广大党员，

尤其是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统一了思想，提升了思想素质、政治素质、能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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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执行能力；从思想上构筑了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增强了党员干部自身的拒

腐防变能力；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政绩

观。 

 

（二）注重建章立制，加强廉政建设 

要搞好研究所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科学发展观，保证研究所在民主、法制、和谐

的环境中实现跨越式发展，顺利完成创新三期的重任，必须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种规

章制度，做到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执行；使所有工作都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为此，研究所结合实际，围绕科技创新和跨越式发展这个中心，把

科学发展观和廉政责任制融入科研、管理和改革之中，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大

量的调研工作，写出了调研分析报告并进行了交流，为研究所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发展规

划奠定了基础；为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修改完善规章制度，构筑法律防线，深化从

源头上治理腐败提供了帮助。 

2008 年，研究所修订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进口设备（试剂耗材）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加入了预防腐败的条款。 

 

（三） 注重措施落实、加强监督检查 

1．加强群众监督，促进作风建设。为了开好今年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针对

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所纪委于 3 月初开通了电子邮箱和意见箱；并组织了各类人员代表

共 38 人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集了群众意见，为所领导对照检查、有针对性地解决具

体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了及时处理和回复职工，民主生活会后，我们及时地将意

见、建议和质询填入了《建议、意见、质询处理情况检查表》，根据各部门的职责，发

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邮箱中，征求各部门的处理意见和答复，并将反馈的处理意见和

答复挂在了所务公开网上，作为对职工的初步答复。 

2．做好监督检查，促进问题解决。为了建立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2005 年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研究所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为领导小组组长，由民

主党派、无党派、离退休以及党内外群众组成的监督检查小组，负责对研究所党风廉政

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小组已向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要认真处理好

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12 月 16 日至 18 日期间按照《建议、意见、质询处理情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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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处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将在所网上公布。通过监督检查和网上公布，

强化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加快了解决问题的速度；同时实

现了对领导班子，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3．现场监督。为了规范采购流程，避免大型仪器设备采购中出现腐败问题，研究

所成立了大型仪器设备采购领导小组，凡大型仪器设备的采购必须经过采购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采购领导小组由主管所领导、纪委委员、专家和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从而从

机制上保证了纪委的监督。 

2008 年，所纪委参加了对新建大楼欲购空调机使用情况的实地考察、电梯和弱点项

目的招投标会议和大型仪器设备的招投标的标书审议以及招投标会议，对其过程进行了

现场监督，保证了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参加了招聘安保办中控室、机关等人员

的评聘会，对其评聘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 

4．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处情况。所纪委认真对待、及时处理群众的信访，努力化解

矛盾，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本着认真调查、认真处理，澄清事实，保护好人，严惩恶人，

努力为研究所的和谐、稳定作贡献的原则，及时地处理了群众的信访和举报。2008 年共

接待、处理了信访问人员 23 人次，举报和申诉信 5 封（其中分院纪检组转来的 2 封）。

5 封信中，申诉信 2 封；举报信 3 封（其中分院纪检组转来的 1 封）。对于信件反应的问

题，及时地组织力量，开展调查，澄清事实，写出调查报告，予以回复。2008 年，共出

具书面意见、汇报和调查报告 5 份。按时填报了生物物理研究所《信访人员、事件情况

统计表》、《信访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等相关表格。没有发现违反党纪、政纪的现象；

没有发生腐败案件。 

5．审计工作。2008 年，所纪委计划随机抽取 5 个课题组进行审计，因国家审计署

对本所 3 个课题组进行了项目审计（均予以通过，没有发现违规违法问题）故取消了本

年度的内部审计计划。 

6．统计填报。所纪委按时填写、上报了生物物理研究所 2008 年上半年、下半年的

《党风廉政工作情况统计表》、《违纪违法案件登记表》等相关报表。 

三、加强自身建设，开展理论研究 

2008 年，所纪委潘峰和陈长杰 2 位同志参加了院监审局举办的纪检监察审计干部培

训班和所党委举办的党务人员培训班以及所中层干部流程再造培训班。通过培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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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业务知识和理论水平，为更好地完成本质工作奠定了基础。 

所纪委申请并初步完成了院反腐倡廉研究课题：《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反腐倡廉工作

评价体系的研究》，初步成果已报院监审局。 

通过自学、参加培训班和理论研究，全体纪委委员和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了系统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了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树立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和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进一步激发了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了党员的队伍建设；提高了战斗能力。 

所纪委之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得益于所党委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所员工，尤

其是党员干部和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2008 年，研究所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坚信，生物物理研究所在所党

委、所务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与时俱进，通过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定会用辉煌的业绩续写生物物理研究所崭新、灿烂的历史；研究所的党风廉政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和创新文化建设也一定会更上一层楼。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奋进，创新

跨越，为把生物物理研究所建设成和谐、美好、国际一流的研究所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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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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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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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一、所领导 

所    长： 徐  涛    

党委书记： 杨星科 

副 所 长： 赫荣乔   龚为民（兼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朱美玉 

二、管理部门  

综合处处长：陈长杰 

综合处副处长：韩子寅 （兼党办主任） 

科技处处长：孙命 

人力资源处长：贡集勋  

研究生部主任：刘勤瑞 

财务资产处处长：程亚利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夏小科（主持工作） 

所地合作处处长：王琳 

所地合作处副处长：董先智 

基建办公室主任：杨爱敏 

基建办公室副主任：陈爱军 

三、支撑部门 

1.学术支撑部门 

图书信息室 

主  任：向桂林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主  任：魏舜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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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王海群 

2.技术支撑部门 

生物物理研究所科学研究平台管理委员会 

主  任：王翔 

副主任：李雪梅  韩玉刚 

四、科研机构 

1.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主 任：许瑞明 

2. 重点实验室 

(1)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名誉主任：梁栋材院士  杨福愉院士 

主  任：徐涛 

副主任：龚为民  阎锡蕴  唐宏 

(2) 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任：陈霖 

副主任：赫荣乔(常务)  傅小兰  卓彦 

(3) 北京磁共振脑成像研究中心 

主任：陈霖 

4. 研究中心 

（1）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  任：龚为民 

（2）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主  任：赫荣乔 

副主任：卓彦  刘力 

（3）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  任：徐涛 

副主任：陈畅 

（4）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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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唐宏 

副主任：范祖森  都培双 王福生 

（5）脑成像研究中心 

主  任：陈霖 

副主任：卓彦 

 

五、咨询机构 

所国际顾问委员会 

主  席：Robert Huber 

(Universität Regensburg， Germany) 

联合主席：Erwin Neher 

(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ophysikalische Chemie， Germany) 

委  员： 

Michael G. Rossmann (Purdue University，  USA)   Jack Johnson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USA)   Bi-Cheng Wang (University of Georgia， USA)   Johannes 

Frederik Gerardus Vliegenthart (Bijvoet Center for Biomolecular Research， Netherlands)   

Brian Matthews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David Stuart (University of Oxford)   

Louise N. John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Neil Isaacs (University of Glasgow) 

 

学术委员会 

顾  问：梁栋材 杨福愉 

主  任：饶子和 

副主任：徐 涛（常务） 龚为民 秦志海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大成  王志珍  王志新  王晋辉  刘  力  刘志杰  孙  命   

何士刚  张先恩  陈  霖  卓  彦  杭海英  范祖森  饶子和 

唐  宏  姬广聚  徐  涛  秦志海  郭爱克  高光侠  常文瑞 

梁  伟  阎锡蕴  龚为民  赫荣乔 



 43

秘  书：孙  命 

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徐  涛 

成  员：王大成  王志珍  孙  命  陈  霖  徐 涛  秦志海  高光侠 

龚为民  赫荣乔  

秘  书：孙  命 

学术委员会仪器设备管理委员会： 

主  任：龚为民 

成  员：王  翔  刘  力  刘志杰  孙  飞  李雪梅  杨福全  卓  彦   

杭海英  唐  捷  龚为民  蒋太交   

秘  书：王 翔 

学术委员会学术交流与合作委员会： 

主  任：何士刚 

成  员：马  跃  王天宇  王晋辉  邓红雨  刘  力  孙  飞  江  涛 

        何士刚  陈  畅  杭海英  范祖森  柯  莎  夏小科  焦仁杰  

秘  书：王天宇 

学术委员会生物安全与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主  任：徐  涛 

副主任：秦志海 

成  员：王  毅  王海龙  王盛典  邓红雨  杨运国  陈  畅  杭海英   

范祖森  唐  宏  唐  捷  姬广聚  徐  涛  秦志海  都培双 

焦仁杰  董先智 

秘  书：董先智 

生物安全与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实验动物分会： 

成  员：王  毅  王盛典  邓红雨  杭海英  郝俊峰  唐  宏  唐  捷 

   姬广聚  徐  涛  秦志海  都培双  焦仁杰   

秘  书：郝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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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位委员会 

主  任：王大成 

副主任：何士刚 

委  员：王志珍  王晋辉  刘  力  杨星科  陈润生  卓  彦  杭海英   

唐  宏  徐  涛  秦志海  高光侠  常文瑞  阎锡蕴  龚为民 

赫荣乔 

秘  书：刘勤瑞 

 

所教育委员会 

主  任：何士刚 

副主任：杭海英 

委  员：马  跃  王晋辉  王盛典  刘  力  刘勤瑞  孙  飞  江  涛 

何士刚  陈  畅  卓  彦  杭海英  范祖森  唐  捷  梁  伟 

蒋太交  熊  勤 

秘  书：熊  勤 

所人才推荐委员会 

主  任：徐  涛 

委  员：王大成  王志珍  刘  力  孙  命  何士刚  贡集勋  陈润生   

唐  宏  夏小科  徐  涛  秦志海  高光侠  常文瑞  龚为民 

赫荣乔  

所安全委员会 

主  任：朱美玉 

副主任：王海龙（常务）、陈长杰、杨运国（08/07 调离） 

委  员：马  丽  王  翔  王海龙  刘勤瑞  朱美玉  杨运国  陈长杰   

林亚静  聂建国  都培双  薛燕红 

所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龚为民 

成  员：王文荣  王秀桂  王海龙  任振华  杨运国  贡集勋  陈长杰 

龚为民  程亚利  董仁杰  韩子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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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主  任：杨星科 

成  员：马  丽  王海龙  付素香  刘  缨  贡集勋  陈长杰  韩子寅   

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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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系统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委员会 

（2007 年 4 月 26 日选举产生） 

党委书记：杨星科，党委副书记：龚为民 

委  员：赫荣乔 吴乐斌 刘力 仓怀兴 陈畅 

党委成员分工： 

杨星科——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创新文化及政研工作、群众工作、研究生思想教育

工作； 

龚为民——协助党委书记抓党委工作，主管纪检工作、老干部工作； 

赫荣乔——主抓统战工作； 

吴乐斌——主抓青年工作； 

刘  力——主抓组织工作； 

陈  畅——主抓妇女工作； 

仓怀兴——主抓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五届纪律检查委会 

（2007 年 4 月 26 日选举产生） 

纪委书记：龚为民 

纪委副书记：潘峰 

委员：王海龙 陈长杰 陈更道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下设 2 个党总支、16 个党支部。离退休总支和研究生党总支各

1 个，离退休支部 4 个，研究生支部 4 个，研究中心和研究平台支部 5 个，公司 2 个（含

后勤公司），管理支撑（机关）支部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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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名称 党总支、党支部书记 党委联络人 

离退休党总支 董仁杰 龚为民 

离休党支部 上官轩 杨星科 

退休中关村南党支部 王秀桂 龚为民 

退休中关村北党支部 任振华 龚为民 

退休北郊党支部 侯振芳 龚为民 

研究生党总支 刘勤瑞 刘 力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屈前辉 陈 畅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曹 洋 赫荣乔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刘开力 杨星科 

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丁寄葳 刘 力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支部 梁 伟 陈 畅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薛艳红 赫荣乔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马 丽 杨星科 

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唐 宏 杨星科 

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党支部 韩毅 仓怀兴 

中生-百奥党支部 姚萍 吴乐斌 

百欣/后勤党支部 陈 芳 杨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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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七届工会、第六届职代会联合委员会 

主  席：杨星科 

副主席：付素香 阎锡蕴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丽  刘  缨  师晓栋  李雪梅  陈  芳  陈  畅 

        陈  浩  龚为民  龚海韵  韩  毅  

三、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六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主任：陈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涛  陈长杰  都培双  韩毅 

四、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七届团委 

团委书记：曹敏 

团委副书记：陈浩 

组织委员：卢贝卡 

宣传委员：李德峰 

外联委员：罗云锋、李妲 

干    事：潘荣、曾强、刘艺锦 

生物物理研究所团委下设团支部七个：职工团支部一个，学生团支部六个。    

五、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女委员会 

主  任：陈畅  

副主任：林亚静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史想  马丽  王柳叶   杨冬玲    陈伟女  陈畅  林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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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生会 

主席： 龙宇飞 

常务副主席：卢静 

副主席： 陶薇  卞乘凤 

 

秘书处：秘书长 张治萍   

干事：刘岩  

学术部：部长 李元元 

干事：易薇 周挺 

宣传部：部长 王云飞 

干事：孙健 徐颖芝 

生活部：部长 张雯婷  

干事：张丽  

文艺部：部长 潘聪燕 

干事：杨振霖 王小燕 魏世喜 周园 

体育部：部长 秦蕾  

干事：邓锴 苗智超 

外联部：部长 沈溪辉 

干事：孙启凡 张名姝 王任冰 

 

 

 



 50 

所参股公司 

一、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乐斌 

总  裁：吴乐斌 

二、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吴乐斌 

总经理：侯全民 

三、北京百川飞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乐斌 

总经理： 王  琳 

四、中生百欣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王海龙 

总经理： 聂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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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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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 

 

（一）获国家、院、地方重大成果 

2008 年，我所徐涛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成果《血糖调节相关的调控型分泌的分子机理

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经过 5 年的沉寂后我所在国家级科技奖上的一个

重要突破。同时，陈润生院士参与完成的《中国汉族人群高血压易感基因研究》和秦志

海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抑制血管新生是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主要效应机制》分别获得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二、三等奖。在非政府机构奖项方面，研究所还同时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

奖和中国药学会科技奖各 1 项。 

成果名称：血糖调节相关的调控型分泌的分子机理研究 

完成人员：徐涛、徐平勇、陈良怡、吴政星、瞿安连 

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 

奖种及等级：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本项目研究领域属于基础生物学、物理学和医学之间的交叉科学。调控型囊泡分泌

是一个具有高度时序性的多蛋白参与的调控过程，是目前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前沿方向之

一。血糖调控中的关键步骤包括葡萄糖刺激胰岛 β 细胞分泌胰岛素以及胰岛素作用于靶

细胞（肌肉和脂肪细胞）促进葡萄糖吸收。这两个步骤都与调控型分泌密切相关。  

本项目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检测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囊泡分

泌的分子机制及其与血糖调控之间的关系。本项目发现细胞通过调控钙离子敏感性而调

控胰岛素分泌；Munc13-1 蛋白参与调控胰岛素第二相分泌；确定了脂肪细胞中胰岛素

调控血糖吸收的关键步骤。这些发现加深了对血糖调控分子事件的理解，对糖尿病的防

治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Cell Metabolism、PNAS、Traffic、JBC

等国际知名刊物上，在国际知名杂志如 Development Cell、PNAS 等被特约评论。 

成果 2： 

项目名称 抑制血管新生是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主要效应机制  

完成人员 秦志海 李志广 张齐翔 张金华 赵学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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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奖种及等级：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运用免疫学疗法治疗对传统放化疗产生抗性的肿

瘤病人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阐明肿瘤排斥的免疫学基础，是寻找更为有效的肿瘤疗

法的基础与前提，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系统地研究了免疫介导肿瘤排斥的机制。 

本项目系统地阐明了 IFN-γ依赖的瘤内血管坏死是多种因素介导肿瘤排斥的普遍

机制，并阐明了肿瘤免疫排斥过程中，IFN-γ的来源，作用靶点等问题。这不仅实现了

理论突破，而且对临床上运用免疫疗法治疗肿瘤有重要指导意义，相关成果先后发表在

Immunity、Nature Med、J EXP MED、J IMMUNOL 和 Cancer Res 等杂志上。 

（二）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1）神经营养因子和受体复合物结构研究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trophin-3 and p75(NTR) symmetrical complex. Nature 

2008, 454(7205): 789-U114 

2008 年 7 月 2 日，《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江涛课题

组题为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trophin-3 and p75NTR symmetrical complex ” 的研

究论文。该论文报道了神经营养因子 3 与其受体 p75NTR 胞外区复合物的晶体结构，研

究结果揭示了神经营养因子与其受体 p75NTR 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结构基础。 

神经营养因子是一类对神经元的发育，存活和

凋亡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其成员包括神经生长因

子（NGF），脑源性生长因子(BDNF)，神经营养因

子 3(NT-3)，神经营养因子 4(NT-4)等，这些蛋白质

是治疗神经损伤等疾病的潜在药物标靶。过去的研

究表明，神经营养因子有两种不同的膜蛋白受体，

分别为 p75NTR 受体和酪氨酸激酶受体 Trk。神经

营养因子通过与这两种受体的胞外区相互作用，将

有关神经细胞存活和凋亡的信号传递到细胞内部，

从而调控细胞的发育与凋亡。p75NTR 可以与所有

的神经营养因子相结合，但是 p75NTR 与神经营养因子的结合方式一直存在争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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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p75NTR 与 Trk 之间既存在协同作用，又存在拮抗作用， 但是详细的协同调控机制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来阐明。 

该论文工作利用 X-射线晶体学方法解析了 NT-3 与 p75NTR 胞外区复合物的 2.6 埃

分辨率的三维结构,并开展了相关的生化研究。 研究结果揭示了神经营养因子-3 与

p75NTR 的特异性结合方式，使人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神经营养因子与受体相互作用

的机制，同时也为以神经营养因子为标靶的药物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2） 流感病毒聚合酶关键部分 PA 亚基与 PB1 多肽复合体的精细三维结构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_C:PB1_N 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 Nature 2008, 454(7208):1123-U51 

2008 年 7 月 9 日，《Nature》杂志在线

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迎芳

课题组和饶子和领导三“南开大学-清华大

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联合课题组题为

“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_C:PB1_N 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的研究论文，这一研

究成果填补了对禽流感病毒聚合酶结构领

域研究的空白，在国际上率先揭示了流感病

毒聚合酶关键部分 PA 亚基与 PB1 多肽复合

体的精细三维结构，标志着禽流感病毒的研究在经过多年的沉寂后，再一次迸发出令人

瞩目的火花。同时这一结构的解析，为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复制机制，以及设计抗流感病

毒的药物提供了真实可用的模型。 

近年来，由 H5N1 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疫情广泛传播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全球性的

重大威胁。由于病毒的不断变异，开发新型抗流感药物成为各国极为迫切的重大课题。

其中，揭示与流感病毒密切相关的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不仅对揭示流感病毒复制机制具有

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开发抗流感病毒药物具有重要价值。 

流感病毒基因组含有 8 个 RNA 片段，已知可以编码 11 种病毒蛋白质。其中，由

PA,PB1 和 PB23 个亚基组成的聚合酶复合体是负责病毒基因组 RNA 复制以及病毒

mRNA 转录的关键组分，同时由于它的高度保守性、低突变率，成为抗流感病毒药物设



 56 

计的重要靶点。多年来的研究认为，PB1 是病毒 RNA 聚合酶的催化亚基，负责病毒 RNA

的复制以及转录；PB2 是负责以一种称为“Snatch”的方式夺取宿主 mRNA 的 CAP 帽

子结构用于病毒 mRNA 转录。而 PA 亚基不但参与病毒复制过程，而且还参与病毒 RNA

转录、内切核酸酶活性、具有蛋白酶活性以及参与病毒粒子组装等多种病毒活动过程，

因而在整个聚合酶复合体的研究中显得格外重要。在经过晶体生长条件筛选、晶体质量

优化、高分辨率数据收集、相位解析、电子密度图解释以及结构修正等难关，他们利用

全新的思路，解析了 PA 与 PB1 氨基端多肽蛋白复合体的 2.9 埃分辨率晶体结构。该结

构清晰显示了 PA 与 PB1 多肽相互作用模式，发现该作用位点的氨基酸残基在流感病毒

中高度保守，这为广谱抗流感(包括人流感和禽流感)药物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靶蛋白。

同时，根据该复合体结构以及已知的一些蛋白突变体研究结果，推测了 PA 亚基在聚合

酶中作用，为进一步功能研究提供了分子基础。这一复合体结构的揭示，对揭示流感病

毒聚合酶作用机制以及开展针对流感病毒药物设计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3) 凹耳蛙的超声通讯 

Ultrasonic frogs show hyperacute phonotaxis to female courtship calls 

Nature 2008 12;453(7197):914-6  

2008 年 5 月《Nature》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沈钧贤研究员题为“Ultrasonic frogs 

show hyperacute phonotaxis to female courtship calls”的论文，这一研究分析了雌性凹耳

蛙的超声求偶声，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育良

好的声通讯系统，这是对急流噪声环境的一种适

应。 

求偶声在蛙繁殖中起关键作用。在求偶期间，

雄蛙通常占主导，宣告它们精力充沛，而雌蛙倾向

于较为被动，偶尔产生弱的回答声，或轻击声音。

虽然雌蛙具备显著发育良好的发声系统，但在以雄蛙为主的通讯系统中雌蛙是否产生叫

声，至今尚不清楚。沈钧贤及其同事用与计算机连接的超声传声器，在一个安静、黑暗

房间里记录了雌蛙的叫声。他们发现，即将排卵之前，雌蛙发出短促而高频的超声信号，

明显不同于雄蛙的广告声。然后，他们回放雌蛙叫声来检测雄蛙的反应，发现雄蛙不仅

增加了叫声活动，并趋近声源。雄蛙一听到雌蛙叫声，经常调准朝向，以非凡的精确度

长距离地跳向喇叭。作者认为，凹耳蛙可能进化了这种高频超声系统，成为在嘈杂的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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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进行明确通讯的一种方法。这是我国凹耳蛙声通讯研究中的又一项重大进展。 

（三）研究所发表论文、专利、作物品种、药证获得情况 

1.2008 年生物物理研究所发表于位列本领域前 30％SCI 刊物发表的论文 104 篇。 

 

序号 发表论文 影响因子

1 
Shen JX, Feng AS, Xu ZM, Yu ZL, Arch VS, Yu XJ, Narins PM. 
Ultrasonic frogs show hyperacute phonotaxis to female courtship 
calls. Nature 2008;453(7197):914-U46. 

28.751 

2 

He XJ, Zhou J, Bartlam M, Zhang RG, Ma JY, Lou ZY, Li XM, Li 
JJ, Joachimiak A, Zeng ZH and others.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C)-PB1(N) 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 Nature 2008;454(7208):1123-U51. 

28.751 

3 
Gong Y, Cao P, Yu HJ, Jiang T.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trophin-3 and p75(NTR) symmetrical complex. Nature 
2008;454(7205):789-U114. 

28.751 

4 
Yang Y, Cao P, Wang SR. Corollary discharge circuits for saccadic 
modulation of the pigeon visual system. Nature Neuroscience 2008;  
11(5):595-602. 

15.664 

5 
Zhou C, Rao Y. A subset of octopaminergic neurons are important 
for Drosophila aggression. Nature Neuroscience 
2008;11(9):1059-1067. 

15.664 

6 He SG. Alpha cells take off first. Neuron 2008;59(3):352-353. 13.41 

7 
Yan ZQ, Tan J, Qin C, Lu Y, Ding C, Luo MM. Precise circuitry 
links bilaterally symmetric olfactory maps. Neuron 
2008;58(4):613-624. 

13.41 

8 
He F, Wen Y, Deng JY, Lin XD, Lu LJ, Jiao RJ, Ma J. Probing 
Intrinsic Properties of a Robust Morphogen Gradient in Drosophila. 
Developmental Cell 2008;15(4):558-567. 

12.436 

9 

Zhang Z, Zhang JY, Wherry EJ, Jin B, Xu B, Zou ZS, Zhang SY, Li 
BS, Wang HF, Wu H and others. Dynamic programmed death 1 
expression by virus-specific CD8 T cells correlates with the outcome 
of acute hepatitis B. Gastroenterology 2008;134(7):1938-1949. 

11.673 

10 
Connell SR, Topf M, Qin Y, Wilson DN, Mielke T, Fucini P, 
Nierhaus KH, Spahn CMT.A new tRNA intermediate revealed on the 
ribosome during EF4-mediated back-translocation .Nature Structural 

11.085 



 58 

序号 发表论文 影响因子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08;15 (9) pp. 910-915. 

11 
Perrett S, Jones GW.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 of prion 
propag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Structural Biology 
2008;18(1):52-59. 

10.15 

12 

Zha Y, He SM, Liu CN, Ru SW, Zha HT, Yang Z, Yang PC, Yuan 
XY, Sun SW, Bu DB and others. MicroRNA regulation of 
messenger-like noncoding RNAs: a network of mutual microRNA 
control. Trends in Genetics 2008;24(7):323-327. 

9.729 

13 

Miao, L., Vanderlinde, O., Liu, J., Grant, R.P., Wouterse, A., 
Shimabukuro, K., Philipse, A., Stewart, M., Roberts, T.M.The role of 
filament-packing dynamics in powering amoeboid cell 
motil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5 (14) pp. 5390-5395 

9.598 

14 

Di Giacco V, Warquez V, Qin Y, Pech M, Triana-Alonso FJ, Wilson 
DN, Nierhaus KH. Shine-Dalgarno interaction prevents 
incorporation of noncognate amino acids at the codon following the 
AU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31):10715-10720 

9.598 

15 

Chen GF, Guo XM, Lv FX, Xu YH, Gao GX. p72 DEAD box RNA 
helicase is required for optimal function of the zinc-finger antiviral 
prote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11):4352-4357. 

9.598 

16 

Zhao J, Kim KD, Yang XM, Auh S, Fu YX, Tang H. Hyper innate 
responses in neonates lead to increas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fter 
inf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21):7528-7533. 

9.598 

17 

Ji W, Xu PY, Li ZZ, Lu JZ, Liu L, Zhan Y, Chen Y, Hille B, Xu T, 
Chen LY. Functional stoichiometry of the unitary 
calcium-release-activated calcium channe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36):13668-13673 

9.598 

18 

Gridi-Papp M, Feng AS, Shen JX, Yu ZL, Rosowski JJ, Narins PM. 
Active control of ultrasonic hearing in fro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31):11014-11019. 

9.598 

19 
Gong W, Hao B, Wei Z, Ferguson DJ, Tallant T, Krzycki JA, Chan 
MK. Structure of the alpha(2)epsilon(2) Ni-dependent CO 
dehydrogenase component of the Methanosarcina barkeri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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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yl-CoA decarbonylase/synthase complex.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105(28):9558-9563. 

20 

Hu Z, Liu Y, Zhang CB, Zhao Y, He W, Han L, Yang LL, Hopkins 
KM, Yang X, Lieberman HB and others. Targeted deletion of Rad9 
in mouse skin keratinocytes enhances genotoxin-induced tumor 
development. Cancer Research 2008;68(14):5552-5561. 

7.672 

21 

Li ZG, Jiang J, Wang ZB, Zhang JH, Xiao MJ, Wang CH, Lu Y, Qin 
ZH. Endogenous Interleukin-4 Promotes Tumor Development by 
increasing Tumor Cell Resistance to Apoptosis. Cancer Research 
2008;68(21):8687-8694. 

7.672 

22 
Yang Y, Wang SR. Neuronal Circuitry and Discharge Patterns 
Controlling Eye Movements in the Pige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8; 28(42):10772-10780. 

7.49 

23 
Liu T, Dartevelle L, Yuan CY, Wei HP, Wang Y, Ferveur JF, Guo A. 
Increased dopamine level enhances male-male courtship in 
Drosophil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8;28(21):5539-5546. 

7.49 

24 

Wang LK, Wang L, Vavassori S, Li S, Ke HM, Anelli T, Degano M, 
Ronzoni R, Sitia R, Sun F and others. Crystal structure of human 
ERp44 shows a dynamic functional modulation by its 
carboxy-terminal tail. Embo Reports 2008;9(7):642-647. 

7.45 

25 

Fang J, Chai CL, Qian Q, Li CL, Tang JY, Sun L, Huang ZJ, Guo 
XL, Sun CH, Liu M and others. Mutations of genes in synthesis of 
the carotenoid precursors of ABA lead to pre-harvest sprouting and 
photo-oxidation in rice. Plant Journal 2008;54(2):177-189. 

6.751 

26 
Chen N, Chen X, Wang JH. Homeostasis established by coordination 
of subcellular compartment plasticity improves spike encoding.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8;121(17):2961-2971. 

6.383 

27 
Wang JH, Wei J, Chen X, Yu JD, Chen N, Shi J. Gain and fidelity of 
transmission patterns at cortical excitatory unitary synapses improve 
spike encoding.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8;121(17):2951-2960. 

6.383 

28 

Deng LB, Zhang YZ, Kang J, Liu T, Zhao HB, Gao Y, Li CH, Pan H, 
Tang XL, Wang DM and others. An Unusual Haplotype Structure on 
Human Chromosome 8p23 Derived From the Inversion 
Polymorphism. Human Mutation 2008;29(10):1209-1216. 

6.273 

29 
Sun SW, Yu CG, Qiao YT, Lin Y, Dong GJ, Liu CN, Zhang LF, 
Zhang Z, Cai JJ, Zhang H and others. Deriv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water loss and ammonia loss for amino acids from tandem mass 

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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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 2008;7(1):202-208. 

30 

Liu, F., Chen, Z., Wang, J., Shao, X., Cui, Z., Yang, C., Zhu, Z., 
Xiong, D. Overexpression of cell surface cytokeratin 8 in 
multidrug-resistant MCF-7/MX cells enhances cell adhesion to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Neoplasia 2008;10 (11) pp. 1275-1284. 

5.674 

31 
Liang Z, Yang Y, Li G, Zhang J, Wang Y, Zhou Y, Leventhal AG. 
Aging affects the direction selectivity of MT cells in rhesus 
monkeys. Neurobiology of Aging 2008;Article in Press 

5.607 

32 

Li X, Lou ZY, Li XM, Zhou WH, Ma M, Cao YJ, Geng YQ, Bartlam 
M, Zhang XC, Rao ZH. Structure of human cytosolic X-prolyl 
aminopeptidase - A double Mn(II)-dependent dimeric enzyme with a 
novel three-domain subunit.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8;283(33):22858-22866. 

5.581 

33 

Yang Y, Wu F, Ward T, Yan F, Wu Q, Wang ZY, McGlothen T, Peng 
W, You TP, Sun MK and others. Phosphorylation of HsMis13 by 
aurora B kinase is essential for assembly of functional kinetochor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8;283(39):26726-26736. 

5.581 

34 

Zhang YY, Mei ZQ, Wu JW, Wang ZX. Enzymatic activity and 
substrate specificity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 alpha in 
different phosphorylation state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8;283(39):26591-26601. 

5.581 

35 

Jiang L, Fan JM, Bai L, Wang Y, Chen Y, Yang L, Chen LY, Xu T. 
Direct quantification of fusion rate reveals a distal role for AS160 in 
insulin-stimulated fusion of GLUT4 storage vesicle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8;283(13):8508-8516. 

5.581 

36 

Miao Q, Sun Y, Wei TT, Zhao XY, Zhao K, Yan L, Zhang XJ, Shu 
HJ, Yang FY. Chymotrypsin B cached in rat liver lysosomes and 
involved in apoptotic regulation through a mitochondrial pathwa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8;283(13):8218-8228. 

5.581 

37 

Yuan C, Jiao L, Yang L, Ying W, Hu ZS, Liu JF, Cui F, Li L, Qian 
LY, Teng Y and others. The up-regulation of 14-3-3 proteins in 
Smad4 deficient epidermis and hair follicles at catagen. Proteomics 
2008;8(11):2230-2243. 

5.479 

38 

Zhang, H., Loovers, H.M., Xu, L.Q., Wang, M., Rowling, P.J.E., 
Itzhaki, L.S., Gong, W., Zhou, J.M., Jones, G.W. and Perrett, 
S.Alcohol oxidase (AOX1) from Pichia pastoris is a novel inhibitor 
of prion propagation and a potential ATPase.Molecular 
Microbiology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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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Qiu DQ, Tan LH, Zhou K, Khong PL.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of 
normal white matter maturation from late childhood to young 
adulthood: Voxel-wise evaluation of mean diffusivity, fractional 
anisotropy, radial and axial diffusivities, and correlation with reading 
development. Neuroimage 2008;41(2):223-232. 

5.457 

40 
Yu, H. B., X. Chen, C. Sun & T. D. Shou (2008) Global evaluation 
of contributions of GABA(A), AMPA and NMDA receptors to 
orientation maps in cat's visual cortex. Neuroimage, 40, 776-787 

5.457 

41 

Xue XY, Yu HW, Yang HT, Xue F, Wu ZX, Shen W, Li J, Zhou Z, 
Ding Y, Zhao Q and others. Structures of two coronavirus main 
proteases: Implications for substrate binding and antiviral drug 
design. Journal of Virology 2008;82(5):2515-2527. 

5.332 

42 

Zhao Q, Li S, Xue F, Zou YL, Chen C, Bartlam M, Rao ZH. 
Structure of the main protease from a global infectious human 
coronavirus, HCoV-HKU1. Journal of Virology 
2008;82(17):8647-8655. 

5.332 

43 

Chen X, He SM, Bu DB, Zhang F, Wang ZY, Chen RS, Gao W. 
FlexStem: improving predictions of RNA secondary structures with 
pseudoknots by reducing the search space. Bioinformatics 
2008;24(18):1994-2001. 

5.039 

44 
Zhou J, Liu DF, Liu C, Kang ZM, Shen XH, Chen YZ, Xu T, Jiang 
CL. Glucocorticoids inhibit degranulation of mast cells in allergic 
asthma via nongenomic mechanism. Allergy 2008;63(9):1177-1185. 

5.014 

45 

Zhou Q, Wang QL, Meng X, Shu YY, Jiang T, Wagenknecht T, Yin 
CC, Sui SF, Liu Z.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Ryanodine Receptor-Natrin Toxin Interaction. Biophysical Journal 
2008;95(9):4289-4299. 

4.627 

46 
Zhang ZR, Bai M, Wang XY, Zhou JM, Perrett S.'Restoration' of 
glutathione transferase activity by single-site mutation of the yeast 
prion protein Ure2.J. Mol. Biol 2008;384(3):641-51. 

4.472 

47 

Yan XX, An XM, Gui LL, Liang DC. From structure to function: 
Insights into the catalytic substrate specificity and thermostability 
displayed by Bacillus subtilis mannanase BCman.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2008;379(3):535-544. 

4.472 

48 

Guo ZG, Chavez V, Singh P, Finger LD, Hang HY, Hegde ML, Shen 
BH. Comprehensive mapping of the C-terminus of flap 
endonuclease-1 reveals distinct interaction sites for five proteins that 
represent different DNA replication and repair pathways. Journal of 

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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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Biology 2008;377(3):679-690. 

49 

Dong H, Li X, Lou ZY, Xu XL, Su D, Zhou XH, Zhou WH, Bartlam 
M, Rao ZH. Crystal-Structure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Recombinant Human Calcyphosine Delineates a Novel 
EF-Hand-Containing Protein Family.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2008;383(3):455-464. 

4.472 

50 

Hu H, Li S, Wang YJ, Qi XL, Shi ZZ. The universal fuzzy logical 
framework of neural circuit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odeling primary 
visual cortex.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Life Sciences 
2008;51(10):902-912. 

4.472 

51 

Lee S, Deng H, Yu F, Melega WP, Damoiseaux R, Bradley KA, Sun 
R. Regulation of Kaposi's sarcoma-associated herpesvirus 
reactivation by dopamine receptor-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s. 
Jaids-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2008;48(5):531-540. 

4.412 

52 
Gao, S., Fan, Y., Chen, L., Lu, J., Xu, T., Xu, P.Mechanism of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and human 
STIM1 at resting state.Cell Calcium  2008; 

4.338 

53 

Jia LY, Xu MJ, Zhen W, Shen X, Zhu Y, Wang W, Wang X. Novel 
anti-oxidative role of calreticulin in protecting A549 human type II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against hypoxic injury.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Cell Physiology 2008;294(1):C47-C55. 

4.23 

54 
He SM, Su H, Liu CN, Skogerbo G, He HS, He DD, Zhu XP, Liu T, 
Zhao Y, Chen RS. MicroRNA-encoding long non-coding RNAs. 
Bmc Genomics 2008;9. 

4.18 

55 
Aftab MN, He H, Skogerbo G, Chen R. Microarray analysis of 
ncRNA expression patterns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after RNAi 
against snoRNA associated proteins. Bmc Genomics 2008;9. 

4.18 

56 

Zhou JF, Zhang S, Zhao XY, Wei TT. Melatonin impairs NADPH 
oxidase assembly and decreases superoxide anion production in 
microglia exposed to amyloid-beta(1-42). Journal of Pineal Research 
2008;45(2):157-165. 

4.098 

57 
Wang, X.Y., Zhang, Z.R. & Perrett, S.Characterization of the activity 
and folding of the glutathione transferase from Escherichia coli and 
the roles of residues Cys10 and His106. Biochemical Journal 2008 

4.009 

58 
Cai YC, Zhou TG, Chen L.Effects of binocular suppression on 
surround suppression.JOURNAL OF VISION 2008 Jul 
18;8(9):9.1-10.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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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Yang H, Qu L, Ni JQ, Wang MX, Huang YG. Palmitoylation 
participates in G protein coupled signal transduction by affecting its 
oligomerization. Molecular Membrane Biology 2008;25(1):58-71. 

3.87 

60 
Guo J, Chi S, Xu H, Jin G, Qi Z. Effects of cholesterol levels on the 
excitability of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Molecular Membrane 
Biology 2008;25(3):216-223. 

3.87 

61 

Tan M, Xia M, Cao S, Huang PW, Farkas T, Meller J, Hegde RS, Li 
XM, Rao ZH, Jiang X. Elucidation of strain-specific interaction of a 
GII-4 norovirus with HBGA receptors by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study. Virology 2008;379(2):324-334. 

3.765 

62 

Guo YM, Chen J, Zhao TB, Fan Z. Granzyme K degrades the 
redox/DNA repair enzyme Ape1 to trigger oxidative stress of target 
cells leading to cytotoxicity. Molecular Immunology 
2008;45(8):2225-2235. 

3.742 

63 

Hou Q, Zhao TB, Zhang HL, Lu HX, Zhang QX, Sun L, Fan Z. 
Granzyme H induces apoptosis of target tumor cells characterized by 
DNA fragmentation and Bid-dependent mitochondrial damage. 
Molecular Immunology 2008;45(4):1044-1055. 

3.742 

64 
Bian XL, Yanagawa Y, Chen WR, Luo MM. Cortical-lik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pheromone-processing circuits in the medial 
amygdala.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2008;99(1):77-86 

3.684 

65 

Li DF, Jiang PH, Zhu DY, Hu YL, Max M, Wang DC. Crystal 
structure of Mabinlin II: A novel structural type of sweet proteins 
and the main structural basis for its sweetness. Journal of Structural 
Biology 2008;162(1):50-62. 

3.677 

66 
Li M, Li S, Lou ZY, Liao XP, Zhao XD, Meng ZH, Bartlam M, Rao 
Z. Crystal structure of human transgelin. Journal of Structural 
Biology 2008;162(2):229-236. 

3.677 

67 

Xi W, Peng YQ, Guo JZ, Ye YZ, Zhang K, Yu F, Guo AK. 
Mushroom bodies modulate salience-based selective fixation 
behavior in Drosophila.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8;27(6):1441-1451. 

3.673 

68 
Liu Q, Zhang BR, Zhao XG, Zhang Y, Liu YX, Yan XY. Blockade of 
adhesion molecule CD146 causes pregnancy failure in mice. 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2008;215(3):621-626. 

3.643 

69 
Chen, L; Cai, L; Skogerbo, G; Zhao, Y; Chen, RS.Assessing TF 
regulatory relationships of divergently transcribed 
genes.GENOMICS 2008;92 (5): 316-321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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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Zhang CB, Zhang CX, He YK, Hang HY. Phosphorylation sites on 
Tyr28 and the C-terminus of Rad9 are required for inhibition of 
premature chromosomal condensation across the entire S phase. 
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8;22(1-4):295-306. 

3.557 

71 
Lu B, Liu W, Guo F, Guo A. Circadian modulation of light-induced 
locomotion responses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Genes Brain and 
Behavior 2008;7(7):730-739. 

3.533 

72 

Pei B, Wang SC, Guo XY, Wang J, Yang G, Hang HY, Wu LJ. 
Arsenite-induced germline apoptosis through a MAPK-dependent, 
p53-independent pathway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Chemical 
Research in Toxicology 2008;21(8):1530-1535. 

3.508 

73 

Jialin Xu, Yun He, Boqin Qiang, Jiangang Yuan, Xiaozhong Peng 
and Xian-Ming Pan.A novel method for high accuracy sumoylation 
site prediction from protein sequences.BMC Bioinformatics 2008; 9: 
8.  

3.493 

74 
Zhang H, Deng JY, Bi LJ, Zhou YF, Zhang ZP, Zhang CG, Zhang Y, 
Zhang XE. Characterizat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nicotinamidase/pyrazinamidase. Febs Journal 2008;275(4):753-762. 

3.396 

75 
Chen Y, Wang Y, Ji W, Xu PY, Xu T. A pre-docking role for 
microtubules in insulin-stimulated glucose transporter 4 
translocation. Febs Journal 2008;275(4):705-712. 

3.396 

76 
Li, T., He, H., Wang, Y., Zheng, H., Skogerbø, G., Chen, R.In vivo 
analysis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oncoding RNA promoter 
motifs.BMC Molecular Biology 2008,9, art. no. 71 

3.371 

77 Xie JB, Zhou JM. Trigger factor assisted folding of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Biochemistry 2008;47(1):348-357. 3.368 

78 

Fang XY, Cui Q, Tong YF, Feng YG, Shan L, Huang L, Wang JF. A 
Stabilizing alpha/beta-Hydrophobic Core Greatly Contributes to 
Hyperthermostability of Archaeal [P62A]Ssh10b. Biochemistry 
2008;47(43):11212-11221. 

3.368 

79 

He SM, Yang Z, Skogerbo G, Ren F, Cui HL, Zhao HT, Chen RS, 
Zhao Y. The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of Virus Encoded microRNA, 
siRNA, and Other Small Noncoding RNAs. Critical Reviews in 
Microbiology 2008;34(3-4):175-188. 

3.368 

80 

Gu SY, Yan XX, Liang DC. Crystal structure of tflp: A 
ferredoxin-like metallo-beta-lactamase superfamily protein from 
Thermoanaerobacter tengcongensis. Proteins-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2008;72(1):531-536.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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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Chang Q, Yan XX, Gu SY, Liu JF, Liang DC. Crystal structure of 
human phosphomavelonate kinase at 1.8 angstrom resolution. 
Proteins-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2008;73(1):254-258. 

3.354 

82 

Shi L, Liu JF, An XM, Liang DC. Crystal structure of 
glycerophosphodiester phosphodiesterase (GDPD) from 
Thermoanaerobacter tengcongensis, a metal ion-dependent enzyme: 
Insight into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Proteins-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2008;72(1):280-288. 

3.354 

83 

Li Y, Bahti P, Shaw N, Song GJ, Chen SM, Zhang XJ, Zhang M, 
Cheng CY, Yin J, Zhu JY and others. Crystal structure of a novel 
non-Pfam protein AF 1514 from Archeoglobus fulgidus DSM 4304 
solved by S-SAD using a Cr X-ray source. Proteins-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2008;71(4):2109-2113. 

3.354 

84 
Liang Z, Shen W, Sun C, Shou T.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ffset 
responses of simple cells and complex cells in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 of the cat. Neuroscience 2008;156(2):365-373. 

3.352 

85 

Yang Y, Liang Z, Li G, Wang Y, Zhou Y, Leventhal AG. Aging affects 
contrast response functions and adaptation of middle temporal visual 
area neurons in rhesus monkeys. Neuroscience 2008; 
156(3):748-757. 

3.352 

86 

Dai, J., Wang, X., Feng, J., Kong, W., Xu, Q., Shen, X., Wang, 
X.Regulatory role of thioredoxin in homocysteine-induce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secretion in 
monocytes/macrophages.FEBS Letters 2008;582 (28) pp. 
3893-3898. 

3.263 

87 

Pang LP, Wang LS, Suo TL, Hao HQ, Fang XF, Jia JY, Huang F, 
Tang J.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Blockade Leads to Decreased 
Peripheral T Cell Reactivity and Increased Dendritic Cell Number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Journal of 
Rheumatology 2008;35(11):2220-2228. 

3.151 

88 

Bian CJ, Gu TJ, Yang Z, Feng ZL, Han Q, Shao CS, Yin JQ, Zhao 
RC. An endogenous short hairpin RNA shr337 induces the form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from messenchymal stem cells in human 
bone marrow.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2008;36(7):S6-S6. 

3.147 

89 
Han PW, Zhou XX, Huang B, Zhang X, Chen C. On-gel fluorescent 
visualization and the site identification of S-nitrosylated proteins.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2008;377(2):150-155. 

3.002 

90 Tao N, Cheng J, Yue JC. Using F0F1-ATPase motors as 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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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mixers accelerates thrombolysi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7(1):191-194. 

91 
Wang DL, Wang XS, Xiao R, Liu Y, He RQ. Tubulin assembly is 
disordered in a hypogeomagnetic field.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6(2):363-368. 

2.749 

92 

Hu ZT, Chen MR, Ping Z, Dong YM, Zhang RY, Xu T, Wu ZX. 
Synaptotagmin IV regulates dense core vesicle (DCV) release in L 
beta T2 cell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1(4):781-786. 

2.749 

93 

Zhao SD, Chen N, Yang ZL, Huang L, Zhu Y, Guan SD, Chen QF, 
Wang JH. Ischemia deteriorates the spike encoding of rat cerebellar 
Purkinje cells by raising intracellular Ca2+.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66(2):401-407. 

2.749 

94 

Zhang S, Yin Y, Lu H, Guo A. Increased dopaminergic signaling 
impairs aversive olfactory memory retention in Drosophila.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0(1):82-86. 

2.749 

95 

Wu P, Wang XH, Li F, Qi BJ, Zhu H, Liu S, Cui YQ, Chen JW. 
Growth suppression of MCF-7 cancer cell-derived xenografts in 
nude mice by caveolin-1.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6(1):215-220. 

2.749 

96 

Li M, Chen ZW, Zhang PF, Pan XW, Jiang CY, An XM, Liu SJ, 
Chang WR. Crystal structure studies on sulfur oxygenase reductase 
from Acidianus tengchongensi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69(3):919-923. 

2.749 

97 
Liu WJ, Guo F, Lu BK, Guo AK. amnesiac regulates sleep onset and 
maintenance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2(4):798-803. 

2.749 

98 
Jia YX, Bi LJ, Li F, Chen YY, Zhang CG, Zhang XE. alpha-shaped 
DNA loops induced by Mut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2(4):618-622. 

2.749 

99 

Lu JZ, He ZX, Fan JM, Xu PY, Chen LY. Overlapping functions of 
different dynamin isoforms in clathrin-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endocytosis in pancreatic beta cell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1(2):315-319. 

2.749 

100 
Zhang SY, Zheng CG, Yan XY, Tian WX. Low concentration of 
condensed tannins from catechu significantly inhibits fatty acid 
synthase and growth of MCF-7 cells.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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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08;371(4):654-658. 

101 

Geng Y, Feng YG, Xie T, Dai YY, Wang JF, Lu SH. Mapping the 
putative binding site for uPA protein in Esophageal Cancer-Related 
Gene 2 by heteronuclear NMR method. 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08;479(2):153-157. 

2.578 

102 
Liu X., Yue J., Zhang Z.Generation of F0F1-ATPase nanoarray by 
Dip-Pen Nanolithography and its application as biosensors.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08; in press 

2.578 

103 

Zhu H, Weisleder N, Wu P, Cai CX, Chen JW. Caveolae/Caveolin-1 
are important modulators of store-operated calcium entry in Hs578/T 
breast cancer cells. Journal of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008;106(2):287-294. 

1.689 

104 Li YC, Zeng ZH. Interfacial atom pair analysis. 
Biochemistry-Moscow 2008;73(2):231-233. 1.476 

 

2.专利情况 

2008 年研究所共申请发明专利 18 项（其中国防发明专利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7

项。 

2008 年申请专利一览表 

序

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性质 

1 抗人 CD146 的单克隆抗体，包含其的

组合物，检测可溶性 CD146 的方法 200810057260.7 2008-1-31 发明专利

2 蚯蚓纤连蛋白酶在乙型肝炎治疗中

的应用 200810101356.9 2008-3-5 发明专利

3 检测过氧化氢含量的新试剂和新方

法 200810101788.X 2008-3-12 发明专利

4 用于有机污染物处理的磁性纳米材

料 200810103222.0 2008-4-2 发明专利

5 抗人颗粒酶 K 的单克隆抗体 K42-D2
和分泌该抗体的杂交瘤细胞系 200810103221.6 2008-4-2 发明专利

6 肌醇磷脂 4 位激酶二型α亚型

PI4KIIα的应用 200810104272.0 2008-4-16 发明专利

7 一种新型的 PEG 衍生化磷脂包载前 200810105113.2 2008-4-25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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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素 E1 的胶束制剂 

8 
用于筛选和鉴定低丰度小 RNA 表达

谱的新型小 RNA 芯片的制备方法和

应用 
200810115185.5 2008-6-18 发明专利

9 预防和治疗脑卒中的药物复合制剂

及其制备方法 200810116042.6 2008-7-2 发明专利

10 人免疫系统毒性蛋白颗粒酶 M 特异

性抑制剂、制备方法及用途 200810116369.3 2008-7-9 发明专利

11 抗人颗粒酶 M 的单克隆抗体和杂交

瘤细胞株 200810117075.2 2008-7-23 发明专利

12 

一种抑制人结肠肿瘤生长的新型抗

体及其在制备用于早期诊断结直肠

癌、子宫内膜癌以及胰腺癌的诊断剂

中的应用 

200810222416.2 2008-9-16 发明专利

13 
一种抑制人结肠肿瘤生长的新型抗

体及其在制备用于治疗结肠肿瘤的

药物和试剂盒中的应用 
200810222417.7 2008-9-16 发明专利

14 检测蓖麻毒素的方法 200810222339.0 2008-9-17 发明专利

15 国防专利 200810076740.8 2008-9-25 发明专利

16 内源性甲醛用于制备老年痴呆症的

诊断剂的应用 200810223978.9 2008-10-13 发明专利

17 多功能可调猴椅 200810027194.9 2008-4-3 发明专利

18 
流感病毒聚合酶亚基 PA 的表达纯化

及 PA 氨基端及 PA 羧基端与 PB1 氨

基端多肽复合体晶体结构 
200810083994.2 2008-5-2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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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授权专利一览表 

 

序

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专利号 公告日 性质

1 一种抗病毒的融合蛋白

及其编码基因与应用  
2005101142
33.5 

2005-10-21 
ZL2005101
14233.5 

2008-04-23 发明 

2 抗HIV病毒的多肽及其

编码基因与应用  
2005101142
34.X 

2005-10-21 
ZL2005101
14234.X 

2008-01-30 发明 

3 可调控分子马达为动力

生物传感器 
200410098
929.9 

2004-12-16 
ZL2004100
98929.9 

2008-12-3 发明 

4 
小鼠白血病病毒逆转录

酶突变体及其表达方法

与应用 

200610001
356.2 

2006-1-19 
ZL2006100
01356.2 

2008-10-15 发明 

5 一种微电极制造方法及

装置  
200510012
101.1 

2005-7-7 
ZL2005100
12101.1 

2008-02-13 发明 

6 国防专利 
200610056
232.4 

2006-6-26 
ZL2006100
56232.4 

2008-11-25 发明 

7 鼠抗人巨噬细胞迁移因

子单克隆抗体及其应用 
200610078
401.4 

2006-5-24 
ZL2006100
78401.4 

2008-11-28 发明 

 

（四）推荐 3-5 篇正式刊物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高等级研究论文。 

Gong Y, Cao P, Yu HJ, Jiang T.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trophin-3 and p75(NTR) 

symmetrical complex. Nature 2008；454(7205):789-U114. 

He XJ, Zhou J, Bartlam M, Zhang RG, Ma JY, Lou ZY, Li XM, Li JJ, Joachimiak A, 

Zeng ZH and others.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C)-PB1(N) 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 Nature 2008；454(7208):1123-U51. 

Shen JX, Feng AS, Xu ZM, Yu ZL, Arch VS, Yu XJ, Narins PM. Ultrasonic frogs show 

hyperacute phonotaxis to female courtship calls. Nature 2008；453(7197)：914-U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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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及在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一）国家部委重大项目 

1.新增国家部委科研项目 

2008 年新增国家科技部资助项目（新增课题 19 项） 

（1）973 计划 

项目名称：新非编码 RNA 及其基因的系统发现和“双色网络”构建（总经费 2500

万元） 

首席科学家：陈润生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新非编码 RNA 及其基因的系统发现 1006 课题 陈润生 2009.1－2013.8 

非编码 RNA 与各种生物大分子相互

作用的实验发现 
986 课题 毕利军 2009.1－2013.8 

 

项目名称：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防治的基础研究（总经费 2900 万元） 

首席科学家：唐宏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HCV 致病机制的研究 554 课题 邓红雨 2009.1－2013.8

HCV 抑制天然免疫反应的机制研究 580 课题 唐  宏 2009.1－2013.8

 

项目名称：表观遗传学的结构机理研究（总经费 3000 万元） 

首席科学家：许瑞明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几种主要组蛋白修饰（甲基化／去甲基 840 课题 许瑞明 2009.1－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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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乙酰化／去乙酰化）的催化机制和调

控的结构机理研究 

表观遗传学的化学生物学研究 420 课题 王江云 2009.1－2013.8

用高精度电镜方法研究组蛋白修饰酶复

合体及染色质的高级结构 
420 课题 朱  平 2009.1－2013.8

 

（2）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名称：蛋白质整体功能的在体遗传操作新技术新方法研究（总经费 3000 万元） 

首席科学家：吴强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果蝇 DNA 大片段定向敲除新技术新方法

开发及其在组蛋白家族整体功能研究中

的应用 

609 课题 焦仁杰 2009.1－2013.8

小鼠和果蝇在体 DNA 大片段定向敲除新

技术在研究嗅觉受体蛋白家族的整体功

能中的印证 

609 课题 袁增强 2009.1－2013.8

 

3）重大专项 

项目名称：艾滋病毒诊断和预防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制（总经费 3000 万元） 

首席科学家：殷勤伟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艾滋病病毒小 RNA 芯片检测试剂

盒的研制 
330 课题 殷勤伟 

2008.10－

2010.12 

艾滋病病毒耐药变异株检测试剂的

研究 
330 课题 乐加昌 

2008.10－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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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建立重大传染病研究的人源化小鼠平台（总经费 2000 万元） 

首席科学家：张立国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建立规范化的 HIS 的小鼠平台 480 项目主持 张立国 2008.10－2010.12

应用 HIS 小鼠建立研制重大传

染病人源中和抗体的平台 
260 课题 唐  捷 2008.10－2010.12

建立应用 HIS 小鼠评价疫苗免

疫效果的平台 
260 课题 王盛典 2008.10－2010.12

应用 HIS 小鼠建立重大传染病

疫苗评价的平台 
130 课题 邓红雨 2008.10－2010.12

建立应用 HIS 小鼠评价疫苗免

疫效果的平台 
130 课题 高光侠 2008.10－2010.12

 

 

项目/课题名称 
总经费 

（万元）
项目/课题 负责人 起止时间 

传染病诊断新型技术 100 
课题 

阎锡蕴 
2008.10－

2010.12 

胶束释药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800 课题 梁 伟 
2008.10－

2010.12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转归的免疫学机

制研究 
300 课题 王盛典 

2008.10－

2010.12 

 

2. 在研国家部委科研项目 

2008 年在研国家科技部资助项目（主持在研课题 38 项） 

（1）国家 973 计划 



 73

项目名称：神经变性病的机制和防治的基础研究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特定蛋白质的异常修饰

与错误折叠 
赫荣乔 2007 2011 450 315 

 

项目名称：脑功能的动态平衡调控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神经信号精确分析计算

过程的细胞分子机理 
王晋辉 2007 2011 260 197 

 

项目名称：我国重要神经性致盲眼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重要神经致盲性眼病导致

的视网膜细胞形态功能与

神经环路改变的研究 

何士刚 2007 2011 375 137.5 

 

项目名称：纳米生物机器原理、制备及其应用探索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F0F1-ATP 蛋白质旋转马达

的结构解析与运动机理研究 
乐加昌 2007 2012 500 205 

 

项目名称：感染与免疫的基础研究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宿主限制性因子抑制病毒复

制作用机理的研究 
高光侠 2006 2011 314 223 

细胞因子在感染免疫病理中

的作用机制研究 
秦志海 2006 2011 259 194 

病原微生物感染的免疫耐受

和免疫逃逸机制 
王盛典 2006 2011 457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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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蛋白质机器及分子机制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重要疾病相关蛋白质相互作

用通路 
王大成 2006 2011 248 196 

光合作用系统膜蛋白复合物

的结构与功能 
常文瑞 2006 2011 271 135 

线粒体呼吸链分子机器的结

构与功能 
孙  飞 2006 2011 166 131 

 

项目名称：特征捆绑和不变性知觉的脑认知功能成像 

首席科学家：陈霖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视知觉组织及相关的其它认

知层次的行为试验研究和脑

认知功能成像 

陈  霖 2005 2010 732 525 

视觉不变性的脑结构基础与

相关基因的研究 
刘  力 2005 2010 380 286 

以功能磁共振成像为核心的

认知科学实验环境建设 
罗  靖 2005 2010 759 528 

 

项目名称：生物膜和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首席科学家：徐涛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囊泡运输和融合的分子机制

及其在血糖调控中的作用 
徐  涛 2004 2009 662 662 

生物膜动态变化相关膜蛋白

的筛选与鉴定 
杨福全 2004 2009 278 278 

脂筏对囊泡融合相关膜蛋白

功能与结构的影响 
张旭家 2004 2009 275 275 

重要功能膜蛋白及其复合体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龚为民 2004 2009 25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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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名称：膜蛋白与蛋白质复合体的功能与结构研究 

首席科学家：王志珍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重要免疫调节蛋白质的功能

与结构研究 
唐  捷 2006 2011 1453 1155 

基因损伤修复机理研究 杭海英 2006 2011 1245 979.5 

蛋白质翻译、折叠与讲解 秦  燕 2006 2011 1453 1118 

 

项目名称：重要功能膜蛋白的功能与结构研究 

首席科学家：陈畅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能量转换相关膜蛋白结构及

调控机制研究 
陈  畅 2006 2011 1106 926 

细胞内膜转运相关蛋白质相

互作用机理研究 
蒋太交 2006 2011 1072 928 

神经系统相关重要蛋白质复

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戚  智 2006 2011 1173 895 

 

项目名称：具有重大意义的蛋白质及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和功能研究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与肿瘤发生和转移相关的蛋

白质及其复合物的结构与功

能研究 

张竹山 2007 2012 700 302 

 

（3）国家 863 计划 

重大项目：干细胞与组织工程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心血管疾病干细胞临床治疗

技术与产品的研发 
马  跃 2006 2010 1050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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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疫苗与抗体工程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肿瘤抗体药物 阎锡蕴 2007 2010 3298 2044 

 

重点项目：生物医学关键试剂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诊断用原料酶乳酸脱氢酶和

碱性磷酸酶的研发/诊断试剂

关键原料 

高光侠 2006 2010 50 37.5 

诊断用原料抗体的研发/诊断

试剂关键原料 
唐  捷 2006 2010 70 52.5 

“肿瘤死亡预警蛋白”的筛

选及其在分子诊断中的应用 
杨福全 2006 2010 60 20.5 

 

专题名称：功能基因组与蛋白质组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肝脏代谢及肝病相关蛋白质

的三维结构研究 
刘志杰 2006 2010 975 875 

高发及突发传染病重要病原

微生物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 
李雪梅 2006 2008 426 350 

癌症相关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研究 
刘迎芳 2007 2010 541 433 

心血管、神经与免疫系统重大

疾病相关蛋白的三维结构研

究 

江  涛 2007 2010 332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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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名称：生物信息与生物计算技术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视觉图像与运动信息处理的

中枢神经调控机理 
王  毅 2007 2010 100 90 

 

专题名称：现代医学技术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原发性肝癌固有免疫耐受基

因谱的筛选及对疾病的早期

预警研究 

范祖森 2006 2008 260 234 

 

专题名称：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技术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研究人内源性 siRNA 的结

构、发生和功能的关键技术 
张洪杰 2006 2008 90 90 

筛选和鉴定调控造血干细胞

生长和分化的小 RNA 基因

剂它们的靶基因 

殷勤伟 2007 2010 288 202 

 

专题名称：纳米材料与器件                              经费单位：万元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经费 到位经费

基于旋转分子马达原理与量

子点技术的禽流感快速检测

技术与装置 

乐加昌 2006 2008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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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委资助项目 

1．2008 年新增基金委资助项目 

经费单位：万元 

序

号 
类别 项目名称 经费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突触活性带蛋白在钙通

道-突触囊泡耦合中的作

用机制 
200 孙坚原 2009 2012 

2 重点项目 

重组 HIV-1 假病毒颗粒

以 及 中 国 地 区 流 行

HIV-1 毒株表面 ENV 蛋

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150 朱平 2009 2012 

3 重点项目 
肿瘤杀伤 SET 蛋白复合

体的鉴定、功能与结构

研究 
185 范祖森 2009 2012 

4 面上项目 
CD300 受体家族在炎症

反应中的作用 
8 唐捷 2009 2009 

5 面上项目 
探讨纳米材料模拟酶及

其应用 
30 阎锡蕴 2009 2011 

6 面上项目 
对比度在视皮层神经元

朝向选择性中的作用机

制 
30 王毅 2009 2011 

7 面上项目 
Arf1 蛋白在囊泡形成过

程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30 孙哲 2009 2011 

8 面上项目 
囊泡运输在线虫精子细

胞发生、运动及受精中

的功能研究 
31 赵艳梅 2009 2011 

9 面上项目 
脑缺血早期抑制性神经

元损伤机理与保护的研

究 
32 王晋辉 2009 2011 

10 面上项目 
人真核翻译起始因子

eIF2B 的结构生物学研

究 
32 许航 200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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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项目名称 经费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1 面上项目 
MUC1抵抗DNA损伤反

应作用机制的研究 
32 任建 2009 2011 

12 面上项目 
多底物特异识别蛋白酶

的再诱导契合与非契合

机制  
32 赫荣乔 2009 2011 

13 面上项目 
基因编码非天然氨基酸

作为荧光探针 
32 王江云 2009 2011 

14 面上项目 

利用人源化小鼠模型研

究 HIV 感染中免疫活化

与 CD4 辅助性 T 细胞死

亡的关系 

33 张立国 2009 2011 

15 面上项目 
排斥性神经轴突导向分

子对皮质脊髓束神经再

生作用的研究 
33 刘耀波 2009 2011 

16 面上项目 
PLAA 家族蛋白 DOA1
在泛素化过程中的作用

的分子机制研究 
34 刘迎芳 2009 2011 

17 面上项目 
利用还原甲基化提高蛋

白质结晶成功率和衍射

质量的机理研究 
34 刘志杰 2009 2011 

18 面上项目 
STIM1 定位到活性位点

的机制及其对 CRAC 的

调控 
34 徐平勇 2009 2011 

19 面上项目 
亨廷顿氏疾病相关蛋白

的结构、功能及分子伴

侣的作用 
34 柯莎 2009 2011 

20 面上项目 
细胞质脂滴的纯化及其

蛋白和脂类组学研究 
34 刘平生 2009 2011 

21 面上项目 
胰腺β细胞上囊泡快速

回收的机制研究 
34 陈良怡 2009 2011 

22 面上项目 铜对 Aβ转基因线虫和 34 赵保路 200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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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项目名称 经费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细胞的毒性作用机理研

究 

23 面上项目 
乳腺癌干细胞的小 RNA
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的

研究 
34 殷勤伟 2009 2011 

24 面上项目 
量子点标记 ATP 分子马

达复合物与质子转运相

关性问题研究 
35 乐加昌 2009 2011 

25 面上项目 
艾滋病毒表面包膜蛋白

三维结构的高精度电镜

分析 
40 朱平 2009 2011 

26 面上项目 
蛋白激酶 MST1 在氧化

应激诱导神经细胞凋亡

的作用和机制 
45 袁增强 2009 2011 

27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RNA 解旋酶在 ZAP 抗

病毒中的作用机理 
18 陈桂芳 2009 2011 

28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新型结直肠癌标志分子

及其抗体的研究 
20 冯静 2009 2011 

29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光驱动 F0F1-ATP 分子

马达微混合器的构建及

其加快溶栓机理研究 
20 陶宁 2009 2011 

30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翻译控制的肿瘤蛋白与

信号通路蛋白质相互作

用的核磁共振研究 
20 冯银刚 2009 2011 

31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基于 GLUT4 转运的抗 2
型糖尿病药筛模型的建

立和应用 
21 郑丽 2009 2011 

32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芳香烃降解相关的调控

蛋白NCgl1110以及其与

芳香烃配体、核酸复合

物的晶体结构和功能研

究 

22 李德峰 200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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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8 年在研基金委资助重大（重点）项目：32 项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2 项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 

总经费 

到位 

经费 

1 
基于同步辐射源的疾病相关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研究  
龚为民 2004 2008 219 219 

2 
禽流感病毒主要蛋白的结构与

功能研究  
刘迎芳 2006 2009 330 330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

经费 
到位 
经费 

1 
活细胞单分子探测细胞膜蛋白

CD146 与其配体的分子识别和

信号传导机制  
阎锡蕴 2005 2008 100 100 

2 
宿主细胞抗病毒因子 ZAP 作用

机理研究  
高光侠 2006 2009 160 160 

3 
细 胞 周 期 调 控 蛋 白 复 合 体

Rad9-Rad1-Hus1 在维护基因组

稳定性中的作用  
杭海英 2006 2009 140 140 

4 
光合膜蛋白的三维结构与功能

研究  
常文瑞 2006 2009 200 200 

5 
中枢神经细胞树突发育和神经

环路形成调控机制的研究  
何士刚 2006 2009 150 150 

6 
γ-干扰素对肿瘤间质细胞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秦志海 2006 2009 145 145 

7 
囊泡转运及其与细胞膜融合分

子机理研究  
徐  涛 2007 2010 165 99 

8 

以果蝇为模型，探索多巴胺系统

介导的强化学习机制及其在抉

择、成瘾和雄－雄求偶行为中的

调控作用  

郭爱克 2007 2010 15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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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

经费 
到位 
经费 

9 
线虫和人的非编码 RNA 及其功

能研究  
陈润生 2007 2010 135 81 

10 蛙高频声通讯的生物物理基础 沈钧贤 2008 2011 150 90 

11 
冠状病毒MHV-A59的天然免疫

学研究  
唐  宏 2005 2008 130 130 

12 
纳米胶束增强抗肿瘤药物活性

和疗效的机制研究  
梁  伟 2007 2010 120 72 

 

（3）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A（3 项）B（5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项目总

经费 

到位 

经费 

1 高级神经生物学  唐世明 2006 2009 160 120 

2 蛋白质与肽  范祖森 2006 2009 160 120 

3 分子神经生物学  刘  力 2007 2010 200 120 

4 免疫学 程根宏 2008 2010 40 16 

5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朱海宁 2008 2010 40 16 

6 感觉系统神经生物学 贺菊方 2007 2009 40 28 

7 
生物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合成

机理及调节过程 
许瑞明 2007 2009 40 28 

8 蛋白质与肽 徐  洋 2006 2008 40 40 

 

（4）创新群体基金：2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持项目 负责人 

起止 

时间 

项目总

经费 

到位 

经费 

1 
视觉信息的表达及视觉系统

的脑功能区成像  
陈霖 2007 2009 500 350 

2 
膜蛋白与蛋白质复合体的结

构生物学研究  
常文瑞 2008 2010 5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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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向重大项目 

无 

 

（四）院新增创新项目 

1．2008 年新增院重大项目： 

经费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经费 

主持/ 

参加 

项目 

负责人 
起止时间 

1 
冷冻电镜三维重构原始数

据集 
150 主持 孙飞 2008-2010 

2 
HBV/HCV 病毒感染免疫

的机理和疫苗研究 
210 主持 唐宏 2008-2010 

 

 2008 年新增院重要方向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经费

主持/ 

参加 

项目 

负责人 

起止 

时间 

1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研究--海

外评议专题 

250 孙命 2008-2011 

2 

项目百人：HIV－1 病毒表面

包膜蛋白的冷冻电镜三维结

构分析与功能研究 

200 朱平 2009-2011 

3 
项目百人：构建慢性肝炎病

毒感染的人源化小鼠模型 
200 

主持 

张立国 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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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新增院其它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经费

主持/ 

参加 

项目 

负责人 

起止 

时间 

1 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光敏定位超高光学分辨率显

微镜系统 

192 徐涛 2008-2009 

2 

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高精度、高灵敏度自动化衍

射数据收集系统 

116 刘志杰 2008-2010 

3 
院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

行专项：实验动物 
80 徐涛 2008-2009 

4 

院对外合作重点项目：利用

“电子蝙蝠耳”学习以听觉

代替视觉的神经机制 

90.5 

主持 

何士刚 2008-2011 

 

2．院在研创新项目 

2008 年在研院重大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总

经费 

到位 

经费 

1 
抗 2 型糖尿病致病机制及新

药靶 
徐涛 2007 2010 320 192 

 

2008 年在研院重要方向项目 

经费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 

总经费 

到位 

经费 

1 
SARS 冠状病毒转录与复制

机理的结构基础 
饶子和 2006 2009 2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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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 

总经费 

到位 

经费 

2 
生物大分子药物高效输送

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梁  伟 2006 2009 100 75 

3 
不同记忆系统形成的细胞

分子基础 
刘  力 2006 2009 200 150 

4 
视觉不变性的神经环路及

调控机制 
唐世明 2006 2009 180 135 

5 

中枢神经网络功能信号分

析计算的发育与学习记忆

发展相关性的研究 

王晋辉 2006 2009 100 75 

6 抗肿瘤的免疫效应机制 范祖森 2006 2009 150 113 

7 
胚胎干细胞定向高效分化

及移植治疗的研究 
姬广聚 2006 2009 150 113 

8 

蛋白质翻译起始和延伸过

程中关键蛋白质复合物研

究 

龚为民 2006 2009 150 113 

9 
DNA 错配修复系统作用机

制研究 
毕利军 2006 2009 200 150 

10 
危重疾病免疫损伤的负调

节机制及免疫干预 
王盛典 2006 2009 20 15 

11 纳米药物材料及载体 杜刚军 2006 2009 80 46 

12 

以秀丽线虫和果蝇为模式

研究细胞凋亡及肿瘤发生

机制 

焦仁杰 2006 2009 30 22.5 

13 

神经系统重要蛋白质错误

折叠机制与神经退行性疾

病 

赫荣乔 2007 2010 150 80 

14 逆转录病毒与宿主相互作 高光侠 2007 201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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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 

总经费 

到位 

经费 

用机理研究 

15 肿瘤抗体药物 阎锡蕴 2007 2010 120 60 

16 

大范围不变性知觉的神经

表达：“大范围首先”在颞

叶的神经表达 

陈  霖 2007 2010 150 80 

17 
物质运送、能量转换相关膜

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张旭家 2007 2010 150 80 

18 
新非编码 RNA 的批量获取

和功能、调控研究 
诸葛博 2007 2010 120 60 

19 

HOPS 蛋白复合体在线虫细

胞凋亡中作用的分子机制

研究 

刘迎芳 2007 2010 100 50 

20 
冷冻电子断层三维成像技

术建立及其应用 
孙  飞 2007 2010 120 60 

21 
动化高效率晶体结构解析

系统的研究和构建 
刘志杰 2007 2010 100 50 

 

2008 年在研院其它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 

总经费 

到位 

经费 

1 
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

划：结构生物学 
龚为民 2007 2008   

2 

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高通量、高灵敏度蛋白质组

学研究系统 

杨福全 2007 2009 170 108 

3 
院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光纤型 ATP 马达生物传感器
殷勤伟 2007 2009 14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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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课题 

总经费 

到位 

经费 

miRNA 分析仪器的研制 

4 

院战略生物资源保存与可持

续利用专项：生物物理所实

验动物装备购置 

唐宏 2007 2008 200 200 

5 

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陈霖

院士与古巴国家神经研究所

在脑科学方面的合作 

陈霖 2007 2008 10 10 

 

（六）创新经费使用情况 

 

序号 题目 
经 费

(万元) 
负责人

1 DNA 损伤修复相关蛋白质复合体结构与功能 40 杭海英

2 
重要免疫调节蛋白对肿瘤间质细胞的作用与效应机制研

究 
40 秦志海

3 生物能量利用的分子机理研究和应用 50 徐涛 

4 乙肝慢性化的免疫应答机制 50 唐宏 

5 基因表达调控和诱导干细胞表观重编程的分子机理研究 50 许瑞明

6 病原体感染应答及致病机理的结构免疫学研究 50 刘志杰

7 
新型 Ca2+ 释放受体调节蛋白 ERp44 与 DJ-1 的 结构和

功能研究 
50 姬广聚

8 大范围不变性知觉及其与情绪的关系 50 
陈霖、

周天罡

9 感知觉信息加工的脑机制 40 王晋辉

10 学习记忆及基本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 50 郭爱克

11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认知功能障碍机制 50 赫荣乔

12 知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临床医学的探索 20 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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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脑前颞叶（AT）区功能磁共振信号提取实验方法学研

究 
20 薛蓉 

14 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分子信号转导研究 40 袁增强

 合计 600  

 

 

2009 年工作要点 

1．优化学科布局 

在蛋白质科学领域，面向国家在慢性及传染性疾病防治、创新药物、再生医学、新

型能源等方面的战略需求，选择生物能源、代谢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肝炎、

认知与精神疾病、生物制药、干细胞编程与分化等八大突破方向，重点围绕光合作用机

理、线粒体能量代谢、蛋白质翻译折叠、基因组稳定性、肿瘤与机体相互作用、病毒与

宿主相互作用、认知的分子机理、蛋白质表达/改造/剂型、蛋白表达调控机理开展前沿

研究。 

在脑与认知领域，立足于脑与认知科学的基础研究，同时开展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交

叉研究，以脑功能成像为主要手段，采用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数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技术方法，以视觉为主要突破口，研

究感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情绪、意识等认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以解决脑

与认知科学领域中重大的前沿科学问题，为防治脑与认知功能衰退和相关疾病提供理论

基础，为促进机器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开辟新的思路。 

在仪器设备创新研制与实验方法学创新研究方面，将着重研发蛋白质结构分析新技

术新方法、可视化蛋白单分子定位、高时空分辨活体成像、磁共振脑成像等关键技术和

设备。结合平台二期建设，进一步强化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集群，力求在蛋白质高效表达

系统和纯化技术上实现新的突破，在膜蛋白和蛋白质复合体三维结构分析、分子成像、

蛋白质功能分析等的能力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磁共振脑成像领域实现新的跨越。 

2．强化资源导向 

在研究所层面，统筹创新经费、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基地项目经费，集

中使用，优先支持核心团队，着力建立“稳定支持、动态调整”的长效资源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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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建设是研究所的头等大事，是未来 5-15 年研究所

在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居于引领地位的必要保障。研究所将从人才引进、平台建设、

科研用房等资源配置方面优先保障国家实验室筹建的需求。 

整合各方资源，抓住事关脑与认知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机遇，建立从果蝇、小鼠、

非人灵长类到人类的研究系统, 大力支持“国家脑成像大型科学设施”的立项和建设，

支撑脑与认知科学的跨越发展。 

以蛋白质平台二期建设为契机，加大对关键技术和实验方法学创新的投入，以生物

学问题为牵引，鼓励关键技术和方法创新, 以关键技术和方法的突破，推动重大科学研

究的原始创新。 

3．创新队伍建设 

要努力促进创新队伍性质和结构的转变。完善岗位聘用与项目聘用相结合、高度竞

争择优与长期潜心研究和谐统一、富有创新活力的聘用制度。建立一支以精干、高水平

的固定人员为核心，以规模较大、高素质的流动人员为骨干的创新队伍。固定人员队伍

由学术带头人、高级科研骨干、支撑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规模应控制在 350 人左右。

流动人员队伍由流动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生和高访客座人员组成，规模可达到固定

人员队伍的 2～3 倍。(见附表) 

构建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等结构合理、比例均衡的学术带头人

队伍。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实行“4+2”评估和动态更新制度。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

主的破格晋升制度，加大支持培养 35 岁以下青年人才力度，以增强我所现实创新活力、

储备未来骨干人才，促进创新队伍形成合理更新周期。 

构建包括高级研究人员和博士后组成的科技骨干队伍，通过实行聘用制和 长任职

年限制，保持队伍的流动更新；构建包括平台技术支撑人员，研究组实验技术人员和学

术秘书等支撑队伍，将目前研究组主要从事技术、实验和秘书工作的人员纳入支撑队伍

管理，加强专业化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 

博士后队伍应成为流动人员队伍的主体，为此，我们要在大胆创新管理制度、扩大

队伍规模的同时，加大引导、激励和支持力度，在资源保障、岗位聘用、职务晋升和薪

酬待遇等方面与研究所职工同等对待，使之真正成为 PI 的助手、科技创新骨干和主力

军。要继续重视研究生培育工作，着力改善生源、加强质量建设。要继续加强高访客座

人员队伍建设，将其作为研究所智力引进、人才引进和广泛国内外交流合作的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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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索建立以科学问题为载体的研究群体 

目前，研究所现行的单一 PI 制已不能适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学发展的需

要。适应多学科交叉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破单一的 PI 制，逐步弱化“研究中

心”职能，逐步取消“课题组”的行政功能，尝试建立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以重大科

学问题为载体，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纽带，以首席战略科学家为核心、由若干 PI 联合组

成的核心团队势在必行。 

在核心团队内部，首席战略科学家应站在学科 前沿，掌握学科发展方向，从国家

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出发，提出学科发展战略，积极建议、争取和承担国家重大专项。

PI 应以组织和带领创新团队，完成团队创新任务为重点，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从

而确保面向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的科技创新工作的持续、健康开展。核心团队可以

根据学科发展动态调整。 

5．改进管理模式，强化流程管理 

在研究所的科研管理活动中，进一步明确各级管理的主要职责。所级领导应着力抓

好影响研究所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体制的制定与实施；各职能部门应以研究所战

略规划和管理体制为目标，抓好各项工作和各项管理机制的制定与落实。逐步改变传统

的制度管理理念，打破职能式管理中的模块划分，实现由制度管理向流程管理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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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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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2008 年教育工作基本情况 

2008 年研究所招收博士生 86 人，硕士生 80 人。在读研究生 488 人，其中，博士生

248 人、硕士生 240 人；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 23 人。毕业研究生 89 人（博士 81

人，硕士 8 人），毕业去向 35 人出国，科研单位 12 人，公司 7 人， 高等学校 5 人，灵

活就业 24 人，做博士后 6 人。获得博士学位 61 人、硕士学位 8 人；接收进站博士后 13

人,出站博士后 6 人，退站 1 人，目前在站博士后 30 人。 

2008 年研究生部积极推进研究所教育工作，主要有如下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应从源头抓起，把好入口关 

1. 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大在重点高校中宣传的力度，我们向全国

20 余重点高校 80 余院系寄送海报宣传，研究生部同志负责组织实施，教育委员会成员

亲自带队赴全国 13 所重点高校进行招生宣传，同时做 26 场学术报告。 

二、重视复试环节 

在研究生复试中，加大研究生复试人数比例，强化研究生复试权重，加强综合素质

面试，增加心理测试内容，为研究生建立心理测试档案。 

三、积极推动研究所学科建设，申请北京市重点学科  

为了更好地开展我所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建设工作，积极推动研究所学科建设发展，

我们积极研究生部组织材料，向北京市申请生物物理学北京市重点学科项目，该项目已

获得批准，并得到 20 万元经费资助，如果年度考核合格 5 年内将连续得到资助。 

四、提高培养质量，严格培养环节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对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行定期的质量监控，在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实行以导师为主的研究生考核评定小组制度。采取分流淘汰机制，严格考

核，以提高培养质量。2008 年 77 名硕士研究生转博士考核，74 人一次通过转博资格，

3 人未通过，235 人进行开题报告、中期考核，1 人考核不合格，半年后再次进行了考核，

有 1 人转为硕士培养。 

五、促进人才培养，为研究生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为适应我所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全面提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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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加强研究生中外联合培养，以利于研究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拓

宽学术视野，2008 年研究所分别选送 39 名研究生前往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韩

国、日本、法国进行为期 3－12 月的联合培养以及参加短期学术交流大会，其中石翔明

获得中国马普学会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六、积极推进研究生党团组织活动 

积极组织协调研究生党总支及研究生会开展内容丰富，生动活泼适合研究生特点的

活动，如：如汶川地震捐款活动，凤凰岭爬山、采摘等活动、圣诞晚会、学术沙龙、周

末影院、各种球类比赛、对话“未来的我”校友就业经验交流会等。推动研究所流动队

伍各项工作的开展。加强党组织建设，积极吸收一批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到党组织

中来，有 3 名预备党员转正，新发展预备党员 1 人，4 名研究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

个学生支部（计算与系统中心、结构与分子生物学中心）获得优秀党支部。       

七、取得成绩 

我们积极加强对外联系，不失时机为研究生争取各种荣誉奖，组织研究生导师及研

究生申报各类奖。 

1. 刘刚博士学位论文获 2008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2. 何厚胜等 4 位同学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李志广等 2 位同学分别获得中国

科学院刘永龄特别奖、优秀奖；郭玉明等 4 位同学获得中国科学院地奥奖学金；吴涛等

2 位同学获得朱李月华奖学金。 

3. 林金钟等 4 人获得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4. 王卓获 2008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BHP Billiton 学生奖学金，其导师蒋太交研

究员获导师科研奖； 

5. 占艺博士生获得教育部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6. 梁栋材院士、 杨福愉院士、 常文瑞院士、郭爱克院士、王大成院士、 陈润生

院士、王书荣研究员、林政炯研究员、汪云九研究员、毕汝昌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荣誉奖。 

7. 唐杰等 5 人获得“三好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8. 杨选明等 64 人获得“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9. 龙宇飞等 11 人获得“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等 5 人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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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博士后郑春杨获王宽诚博士后奖励基金，陈艳艳、李翀、齐材 

张颖娱、赵艳红、郑春杨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刘延英获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特别资助。 

11. 我所获研究生院硕士招生全院统一命题阅卷工作突出贡献奖。 

12. 陈润生院士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获研究生院优秀课程，赫荣乔研究员开设的研究

生课程获研究生院优良课程。 

八、博士后队伍有所改善 

2008 年我们加大了博士后招收宣传力度，当年进站博士后有 13 人，使当年在站博

士后人数达 30 人。 

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1. 修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实施方案。 

2. 修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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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在站博士后 

在站博士后 

姓名 性别 进站时间 学科 导师 

龚勇 男 20060407 生物物理学 江涛 

周启明 男 200607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周筠梅 

张金华 女 20060905 感染与免疫 秦志海 

刘延英 女 20060926 神经生物学 赫荣乔 

王波 男 20070308 生物物理学 卓彦 

周可 男 20070308 生物物理学 卓彦 

陶宁 男 20070604 细胞生物学 乐加昌 

武栋 男 20070705 生物物理学 刘志杰 

赵静 女 20070704  马跃 

董玖红 女 20070709 生物物理学 蒋太交 

李翀 男 20070910 细胞生物学 范祖森 

陈艳艳 女 20070913 生物物理学 常文瑞 

王德朋 男 2007091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范祖森 

郑春杨 女 20070926 生物学 高光侠 

赵艳红 女 20071114 神经生物学 袁增强 

魏秀莉 女 20071226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梁伟 

童志前 男 20080121 神经生物学 赫荣乔 

齐财 男 20080129 生物信息学 蒋太交 

胡美荣 女 20080326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江云 

张颖娱 女 20080424 细胞生物学 殷勤伟 

王旭 男 20080611 生物信息学 陈润生 

汪贻广 男 20080708 生物学 梁伟 

李学仁 男 20080708 生物学 乐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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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 男 20080916 脑生理 王毅 

窦江丽 女 20080916 生物物理学 苗龙 

周蓓 女 20080925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张凯 

丁璟珒 男 20081009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大成 

李振亚 男 2008101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平生 

陈少鹏 男 20081201 细胞生物学 杭海英 

董国英 女 20081215 细胞生物学 姬广聚 

 



 98 

2008 年出站博士后 

姓名 性别 出站时间 学科 导师 出站去向

李香群 女 2008010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盛典 遗传所 

王鹏 男 20080507 生物物理学 陈霖 出国 

李玉明 男 20080506 细胞生物学 姬广聚 定向 

周瑞霞 女 20080422 细胞生物学 乐加昌 回原籍 

龚勇 男 20081211 生物物理学 江涛 留所 

杜钢军 男 20080611 药理学 

饶子和， 

梁伟 

河南大

学定向 

张发云 女 20050611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饶子和，梁

伟 留所 

尹长城 男 20060625 分子生物学 阎锡蕴 公司 

许凌峰 男 2005081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饶子和 

军科院

定向 

王新宇 男 20080110 生物物理学 柯莎 

南开大

学 

2008 年博士后获基金资助项目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学科 导师 获基金情况 

李 翀 男 细胞生物学 范祖森 博士后科学基金 08 二等（44 批） 

陈艳艳 女 生物物理学 常文瑞 博士后科学基金 08 二等（43） 

郑春杨 女 生物学 高光侠 

王宽城博士后奖励基金 08，博士后科

学基金 08 二等（44 批） 

赵艳红 女 神经生物学 袁增强 博士后科学基金 08 二等（44 批） 

齐财 男 生物信息学 蒋太交 博士后科学基金 08 二等（44 批） 

张颖娱 女 细胞生物学 殷勤伟 博士后科学基金 08 二等（44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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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获硕士学位人员情况表 

姓  名 专业 导师 学位 授予时间 

黎媛 微生物学 唐宏 硕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刘琴 生物物理学 张先恩 硕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姜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殷勤伟 硕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曲卉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梁伟 硕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宋超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硕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王文华  生物物理学 江涛 硕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邢燕 细胞生物学 姬广聚 硕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药青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硕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2008 年获博士学位人员情况表 

姓  名 专业 导师 学位 授予时间 

陈桂芳 微生物学 高光侠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单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金凤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韩佩韦 生物物理学 陈畅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侯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范祖森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李勇超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曾宗浩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刘明娜  生物物理学 戚智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刘涛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毛勇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潘宪明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曲亮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黄有国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施亮  生物物理学 梁栋材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孙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杨福愉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宛佳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王峰 生物物理学 江涛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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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专业 导师 学位 授予时间 

王志鹏 生物物理学 刘力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吴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陈建文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邢维满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毕汝昌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张杰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张旭家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张平锋  生物物理学 常文瑞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周觉非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杨福愉 博士 2008 年 3 月 29 日

MUHAMMAD 

NAUMAN 

AFTAB 生物信息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卞希玲 神经生物学 罗敏敏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陈刚 微生物学 唐宏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陈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饶子和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丁璟珒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大成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范冬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周筠梅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顾申艳  生物物理学 梁栋材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郭玉明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范祖森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何厚胜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贺子轩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徐涛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胡霁  神经生物学 罗敏敏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胡志上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杭海英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华国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范祖森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姜丽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徐涛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柯慧敏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志珍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李志广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秦志海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廖洁莹  生物物理学 乐加昌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林金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金风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刘瑞峰  生物物理学 王书荣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卢贝卡  生物物理学 郭爱克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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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专业 导师 学位 授予时间 

宋延俊  细胞生物学 焦仁杰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苏华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苏涛  生物物理学 胡坤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唐杰 生物物理学 沈钧贤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唐麟  生物物理学 江涛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唐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梁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王洁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王明珠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龚为民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王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志珍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王琰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徐涛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吴爱平  生物物理学 蒋太交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吴涛  生物物理学 陈润生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辛亮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饶子和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杨杨  生物物理学 王书荣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姚旺  生物物理学 梁栋材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余祖林  生物物理学 沈钧贤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张佰茹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阎锡蕴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张红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贺福初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张锦彬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阎锡蕴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张式兴 生物物理学 郭爱克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赵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唐宏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郑大海 微生物学 唐宏 博士 2008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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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在岗博士生指导教师 

感染与免疫  脑与认知  

1 陈建柱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 陈霖 认知神经科学 

2 陈列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 郭爱克 神经生物学 

3 程根宏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 何士刚 神经生物学 

4 邓红雨 细胞生物学 4 贺菊方 神经生物学 

5 范祖森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5 赫荣乔 神经生物学 

6 付阳新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 汲娟娟 神经生物学 

7 高光侠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7 李兵 神经生物学 

8 乐加昌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 刘力 神经生物学 

9 刘阳 细胞生物学 9 戚智 神经生物学 

10 刘永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薛蓉 认知神经科学 

11 秦志海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 王晋辉 神经生物学 

12 
松 田 善

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2 王毅 

神经生物学 

13 苏立山 细胞生物学 13 卓彦 认知神经科学 

14 唐宏 细胞生物学 14 饶毅 神经生物学 

15 唐捷 细胞生物学 15 赵保路 神经生物学 

16 王福生 细胞生物学 18 袁增强 神经生物学 

17 王盛典 细胞生物学 19 孙坚原 神经生物学 

18 阎锡蕴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0 朱岩 神经生物学 

19 张立国 细胞生物学 21 罗敏敏 神经生物学 

结构与分子  计算与系统  

1 毕利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 陈畅 细胞生物学 

2 常文瑞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 陈润生 生物信息学 

3 龚为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 杭海英 细胞生物学 

4 江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 姬广聚 生物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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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柯莎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5 蒋太交 生物信息学 

6 梁栋材 生物物理学 6 焦仁杰 细胞生物学 

7 梁伟 生物物理学 7 靳刚 生物物理学 

8 刘平生 生物物理学 8 凌伦奖 生物信息学 

9 刘迎芳 生物物理学 9 马跃 细胞生物学 

10 刘志杰 生物物理学 10 苗龙 细胞生物学 

11 秦燕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 钱小红 细胞生物学 

12 屠亚平 生物物理学 12 饶子和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3 王大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3 孙飞 细胞生物学 

14 王江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4 吴瑛 生物物理学 

15 王金凤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5 徐涛 生物物理学 

16 王志新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6 杨福全 生物物理学 

17 王志珍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7 殷勤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8 卫涛涛 生物物理学 18 张过江 细胞生物学 

19 许瑞明 生物物理学    

20 杨福愉 生物物理学    

21 朱平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008 年研究生各项冠名奖学金获奖情况 

奖项 姓名 导师 级别 专业 

院长奖学金 何厚胜 陈润生 优秀奖 生物信息学 

院长奖学金 贺子轩 徐涛 优秀奖 生物物理学 

院长奖学金 唐宁 梁伟 优秀奖 生物物理学 

院长奖学金 王琰 徐涛 优秀奖 生物物理学 

刘永龄奖学金 李志广 秦志海 特等奖 细胞生物学 

刘永龄奖学金 杜向军 蒋太交 优秀奖 生物信息学 

地奥奖学金 姜丽 徐涛 一等奖 生物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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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姓名 导师 级别 专业 

地奥奖学金 李伟哲 刘力 一等奖 神经生物学 

地奥奖学金 郭玉明 范祖森 二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地奥奖学金 廖洁莹 乐加昌 二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朱李月华奖学金、奖教金 华国强 
范祖森 

优秀博士

生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朱李月华奖学金、奖教金 吴涛 
陈润生 

优秀博士

生奖 
生物信息学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林金钟 
优秀研

究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王洁 
优秀研

究生 
  生物信息学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吴爱平 
优秀研

究生 
  生物信息学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赵洁 
优秀研

究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研究生院BHP Billiton 学生

奖学金 
王卓 蒋太交   生物信息学 

研究生科学与社会实践资

助专项－社会实践类项目 
孙启凡 江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008 年度研究生所长论文奖获奖名单 

所长论文奖 陈秀兰 杨福全 二等奖,并列  生物物理学 

所长论文奖 崔自由 杨福全 二等奖,并列  生物物理学 

所长论文奖 何顺民 陈润生 二等奖  生物信息学 

所长论文奖 何伟 杭海英 二等奖  细胞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纪伟 徐涛 二等奖,并列  生物物理学 

所长论文奖 李正正 徐涛 二等奖,并列  生物物理学 



 105

所长论文奖 宋高洁 刘志杰 二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王磊 王志珍 二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王立堃 王志珍 二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杨选明 唐宏 二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闫丽荣 卓彦 三等奖 认知神经科学 

所长论文奖 张在荣 柯莎 三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任洁  王孔江 三等奖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所长论文奖 陈明刚 何士刚 三等奖 神经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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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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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人字〔2008〕12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竞

聘高级科技岗位暂行办法》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生物物理研究所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竞聘高级科技岗位暂行办法》业经所务会批准，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生物物理研究所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竞聘高级科

技岗位暂行办法 
 

为完善岗位设置与聘用制度，疏通青年科技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凝聚和稳定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保持创新队伍的活力和竞争力，保证未来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的新老交

替，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科发人教字〔2007〕324 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我所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是指年龄在 35 岁以下，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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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业绩优秀，具有发展成为学术带头人潜力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  

本办法适用于中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人员竞聘副高级七级科技岗位；特别优秀的副

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人员，经所务会审查通过，也可竞聘正高级四级科技岗位。  

本办法所称科技岗位是指设置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从事基础研究或

战略高技术研究，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以及设置在研究平台

等技术支撑机构，从事方法学研究和仪器设备研制的工作岗位。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系列

和工程技术系列。  

第五条 高级科技岗位聘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遵循在满足学历学位、承担项目和

科研绩效等任职资格条件要求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发展潜力，适当放宽任职年限要求的

原则。  

第六条 我所专设青年高级科技岗位，用于聘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青年高级科技岗位数占同等级岗位总数的比例为 10-20%。当年竞聘岗位数由所务

会根据科技发展需求以及岗位和人员状况研究决定。  

第七条 竞聘副高级七级科技岗位应同时满足以下任职条件。  

（一）具有本学科较系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

势。  

（二）近 4 年来科技工作取得业绩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1. 主持 1 项及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等效项目； 

2.能够撰写出较高水平的研究报告或发表过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发表论文影响因子累计达到８；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单篇 SCI 论文的

影响因子达到４； 

3.承担技术开发项目，到款金额达到 30 万；或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并获转让金额不低于 20 万；或作为第一完成人，制定国家标准一项。  

（三）能利用外语独立开展国际交流。 

（四）博士研究生毕业。  

第八条 竞聘正高级四级科技岗位应同时满足以下任职条件。  

（一）研究领域符合研究所学科布局需要，在本学科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具有

主持科研项目和领导科研团队的能力或经历。 

（二）在副高级岗位聘用期间科技工作取得业绩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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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院重要科技项目或等效项目负责人； 

2.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包括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

其影响因子累计达到 12；或以通讯作者发表的单篇 SCI 论文的影响因子达到 6；  

3. 承担技术开发项目，到款金额达到 100 万；或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授

权 3 项，并获转让金额不低于 60 万；或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新药证书 1 项；或作为

第一完成人，制定国家标准 2 项。   

（三）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独立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四）具有独立指导研究生的能力和经历。  

（五）博士研究生毕业，任副高级岗位满 2 年，年度考核合格。  

第九条 青年高级科技岗位的聘用程序和聘用委员会的组成办法按照 

院所有关规定执行。其中，竞聘正高级四级科技岗位的资格审查工作由所务会负责。  

第十条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竞聘青年高级科技岗位工作每年度组织一次。首次聘用

专门安排和组织。首次聘用完成后，与专业技术岗位同步开展岗位等级聘用工作。  

第十一条 青年高级科技岗位设置与聘用制度，本办法已经作出规定的，依照本办

法；未作规定的，依照院所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所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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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人字〔2008〕31 号 

关于调整生物物理研究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人员组成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了保障研究所与聘用合同制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调解我所发生的人事争议，根

据《中国科学院人事争议调解试行办法》（科发人字〔1997〕0443 号）和《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工作细则》（2000 年 4 月 6 日第五届工会、第四届

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定，我所自 2000 年起成立了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委员会由

职工代表、工会代表和行政代表三方 9 人组成。根据我所实际情况，现就第八届所长任

期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成员调整通知如下： 

职工代表：王海龙、陈长杰、刘缨。 

行政代表：贡集勋、潘峰、韩子寅。 

工会代表：杨星科、付素香、马丽。 

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杨星科。 

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所工会。 

 

特此通知。 

 

 

 

 

                         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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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人字〔2008〕35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人员实施细

则（试行）》的通知 
 

所属各单位： 

近年来，我所针对科技和事业发展需求，通过怀柔数期招聘了百余名科技和管理骨

干，使创新队伍规模扩大、结构改善，顺利实现了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鉴此，研究所

决定改进我所人员招聘制度，不再大规模集中组织人员招聘活动，实行编制控制和计划

管理下的部门自主招聘、聘用委员会考核、研究所批准的招聘办法。 

根据国家和中科院有关规定，总结我所近年来招聘工作经验，所务会审议通过了《生

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人员实施细则（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本年度拟招聘人员的部门，请根据本细则规定提出调整招聘计划的申请，经所务会

批准后执行。 

 

 

 

 

二○○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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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人员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中国科学院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科发人教字〔2006〕208 号）第三十一

条规定制定本细则。 

我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适用本办法。所属部门以人才（劳务）

派遣形式不占事业编制用工参照本办法执行。 

我所各类新增和空缺岗位聘用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

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都要实行面向社会的公开招

聘。 

我所招聘人员实行编制控制和计划管理。编制控制是指所属部门须根据核定员额和

岗位等级聘用事业编制人员。计划管理是指我所根据项目和经费状况审定部门招聘申

请，制定和调整年度招聘计划。计划制定与调整由部门提出申请，人力资源处会同有关

部门审核，所务会批准。部门编制空额且纳入所招聘计划方可招聘人员。京外生源指标

等优先保障先列入计划岗位招聘人员。 

应聘人员应符合国家和院所规定的岗位任职条件（详见《生物物理研究所岗位管理

实施细则》（科生发人字〔2007〕139 号）第五章岗位任职条件的各项规定）。招聘部门

可以根据岗位要求制订特殊条件。岗位任职条件不得设置歧视性要求。 

公开招聘一般程序是： 

一、列入所年度招聘计划的部门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信息须经人力资源处核准，在

所网站和院网站等媒体上发布。 

二、招聘部门受理应聘人员申请，组织考试、考核。 

三、人力资源处进行资格条件审查。 

四、医务室组织体检并就体检结果提出意见。 

五、聘用委员会确定拟聘人员。 

六、所务会确定聘用人员。 

七、人力资源处公示招聘结果。 

八、人力资源处组织签订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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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初级岗位的聘期实行“1+2（年）”聘用制度。首次聘用按非事业编制项目岗位聘

用 1 年。期满考核合格者可按事业编制岗位或项目聘用续聘 2 年，不合格者聘用合同终

止。首次聘用通过体检及以前各项程序（第六条一至四款）后，经主管所领导批准，由

人力资源处组织公示并办理聘用手续。首次聘用期满通过聘用委员会评议推荐（第六条

五款）后，经所务会审批（第六条六款），由人力资源处组织办理续聘手续。 

非事业编制项目岗位聘用人员按研究所职工管理，参照所分配制度享受工资待遇，

研究所支付基本工资部分，其他费用由用人部门负担；按照国家、地方政府和院所制度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所需经费由用人部门负担。 

研究所组建高级岗位聘用委员会。其中，正高级岗位聘用委员会由所人才引进委员

会履行其职能。研究所委托研究中心、研究平台和机关（管理部门和学术支撑机构）分

别组建中初级岗位聘用委员会。聘用委员会人数及人员构成应符合院所岗位管理制度的

规定。 

高级岗位招聘工作由人力资源处负责。其中正高级岗位招聘工作由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组织实施，副高级岗位招聘工作由人力资源处组织实施。 

部门以人才（劳务）派遣形式不占事业编制用工，按第六条一款至四款执行，经主

管人事的所领导批准，人力资源处组织办理用工手续。 

招聘部门应当优先选聘所内符合岗位任职条件的人员。本细则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计划申请表 

     2.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人员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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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计划申请表 

招聘部门 所在机构 部门编制 其中固定编制 
其中动态

编制 

        

现有

人数 

岗位聘用人

数/姓名 

项 目 聘 用

人数/姓名 

客座聘任人数/姓

名 

人事代理

人数/姓名 

回聘等人

数/姓名 

现有

人员

情况 

            

承担

任务

和经

费情

况 

 

 

 

 

 

 

 

 

 

 

 

拟 聘 岗

位/职务 

人

数
学历 专业 

应届毕业生 (京

外/京内生源) 

非应届毕业生

(京内在职/博士

后出站/留学回

国/其它) 

申请

招聘

计划

情况 
           

科技

部门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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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意见 

人事

部门

审核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领

导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审

批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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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公开招聘人员审批表 

应聘岗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婚否 政治面目 

      

出生地 户口/生源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邮件地址 

  

通迅地址 邮编 

  

应聘人 

电子版 

证件照 

（必贴） 

学历/学位 毕业单位 专业方向 

应 聘

人 基

本 信

息 

   

起止年月 单位（院校专业）职务（学历/学位） 

学 习

工 作

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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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民族 政治面目 户口/生源所在地 

    

毕业院校及专业 工作单位及职务 

配 偶

情况 

  

    应聘人与本所在岗工作人员是否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是   否   

 

本

科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题目 

博

士 

 

 

  

参加课题、发表文章、获奖，掌握实验技术、仪器设备，个人特长等 

能 力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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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价 
  

其 他

需 要

说 明

情况 

  

    本人知道以上内容是聘用单位决定本人是否符合岗位任职条件的依据。本人承诺

以上内容真实可靠。 

                    签名：                    年    月    日 

招 聘

部 门

考 试

考 核

结果 

      

 

 

 

 考试考核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资 格

条 件

审 查

结果       人事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主 管

所 领

导 意

见 

 

 

 

      主管所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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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位

聘 用

委 员

会 意

见 

 

    聘用委员会应到        人，实到        人。 

    同意       人，不同意      人，弃权      人。 

    推荐            同志为                         岗位拟聘人选。

 

                聘用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单 位

聘 用

意见 

    同意          同志聘用为                           岗位，聘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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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科字〔2008〕36 号 

关于修订生物物理研究所论文奖发放标准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了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科学研究、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经所务会审议，决定对

《生物物理研究所论文奖发放办法》（科生发科字〔2006〕64 号）进行修订，现将修订

结果颁发给你，请遵照执行。原有论文奖发放办法（科生发科字〔2006〕64 号）中不一

致之处，以本次修订为准。 

特此通知。 

附件：《生物物理研究所论文奖发放办法》（修订） 

 

 

 

 

二○○八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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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论文奖发放办法（修订） 
 

为更好地营造和谐宽松、务实求真的科研氛围，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科学研究、产出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修订本论文奖发放办法。 

一、发放范围 

依托研究所承担的研究项目，由我所主持完成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指我所科技人

员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报道原始研究数据和结果的论文及在 SCI 收录的国际

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报道作者本人研究工作的综述文章。我所主持完成的学术论文是指第

一完成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论文，第一完成单位是指论文完成单位

中，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第一个出现的单位。 

二、单篇学术论文的奖励额度 

单篇学术论文的奖励额度根据发表该学术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确定:刊物的影响

因子以论文发表时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公布的 新结果为准。国外未收入 SCI 以

及尚未公布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不予奖励。 

学术论文的全额奖励按下表规则确定： 

IF 4≤IF＜7 7≤IF＜10 10≤IF 
《Nature》、《Science》、

《Cell》 

单位：元/IF 1000 4000 7000 

备注 

IF＜4 的 SCI 论文不予奖

励，会议论文摘要不奖

励。 

总额不超

过 20万元

Article：250000 

Letter & Report：220000 

Brief Communication ：

100000 

为支持研究所期刊的发展，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和《生物物理学报》上

发表的研究论文每篇发放奖金 500 元。 

三、研究组实际享受的奖励额度 

由所内一个研究组完成或合作完成（限与外单位合作）的学术论文，该研究组享受

全部本单位的实际奖励额度；由所内多研究组合作完成的学术论文，由通讯作者所在研

究组负责协调奖金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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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放办法 

论文奖的发放范围仅限研究所聘用的固定人员，原则上只发给通讯作者，不再进行

分配。 

科技处于年终时对各研究组的论文奖进行计算汇总，并交研究组长复核。研究组认

为有遗漏时应向科技处提交论文抽印本或复印件。研究组复核无误后由科技处通知财务

处统一兑现奖金。 

五、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根据本办法进行奖励，此前发表的

文章仍按当年政策奖励。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125

科生发财字〔2008〕40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急需人才住房管理办

法》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了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优秀科技人才的尊重和爱护，认真贯彻落实院党组关于积

极解决优秀人才住房问题的有关精神，确保我所人才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我所的

实际情况，结合国家有关住房政策，特制定《生物物理研究所急需人才住房管理办法》，

原《生物物理研究所“百人计划”人才住房管理办法》（科生发办字〔2004〕65 号）同

时废止，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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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急需人才住房管理办法 
 

一、适用对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由我所人才引进委员会通过、研究所正式接收的海内外优秀的急

需人才（包括“百人计划”）；由研究所提供住房或享受“百人计划”住房补贴的自购房。 

二、解决原则 

1.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结合院相关政策，参照兄弟单位的做法，凡以“百人计

划”身份引入的科研人员，其住房面积不超过 120 平方米（标准上限）。房源可由研究

所提供或个人自购，具体操作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种方案之一执行： 

（1）研究所提供住房。房款的支付方式为：个人支付标准面积内总房款（按经济

适用房的价格计算）的 1/3，超标部分的房款（按北京市和中国科学院规定的价格）均

由个人自付； 

（2）自购房。房款的支付方式为：研究所向购房者提供 70 万元的购房补贴款和 10

万元的安家费（总计 80 万元，以下简称“房补款”），余款由个人自付； 

（3） 研究所提供商品房。房款的支付方式为：标准面积（120 平方米）内的房款

由个人和研究所共同负担，个人按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缴付；余款作为房补款由研

究所承担，研究所另外提供 10 万元的安家费。超标部分的房款按商品房价格由个人自

付。 

2.通过以上 3 种方式获得住房的“百人计划”入选者，研究所收回通过院“百人计

划择优支持”者的住房补贴款 27 万元。 

三、管理办法 

1.通过以上 3 种方式获得住房者，从入所工作之日起，服务期至少满 10 年。服务满

10 年后，其房产权归个人所有。 

2.服务未满 10 年的离所人员，研究所将收回房产权，退还个人已缴纳的购房款；特

殊情况，经研究所批准，可按下述方式之一执行： 

（1）服务满 3 年以上且课题通过验收或中期评估者，每服务满一年，扣减房补款

（含安家费）的十分之一，剩余的房补款（含安家费）由离所者一次向研究所交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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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权归个人所有； 

（2）凡服务不满 3 年或服务满 3 年但课题没有通过验收或中期评估的离所者，个

人全额退还研究所支付的房补款（含安家费），其房产权归个人所有。 

凡服务未满 10 年的离所者，须于离所前（60 日内）向研究所一次交清应缴的房补

款（含安家费），否则每天按房补款（含安家费）的 0.3%收取滞纳金，由此引起的一切

责任和后果均由离所者个人承担。 

3.购房者在办理购房手续时，须与研究所签订购房协议书，购房协议书与本规定一

起作为双方处理房产的依据。 

4.按“百人计划”身份管理的人员，在“百人计划”执行期间，不建立住房公积金；

百人计划结束后，若继续留研究所工作，其住房公积金按研究所内同类职工对待。其他

享受急需人才房标准的，照此执行，执行期三年。 

5.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未尽事宜按国家、中科院和研究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6.本办法由财务资产处负责解释。 

 

 

 

 

二○○八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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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人字〔2008〕44 号 

关于工作人员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有关事宜的

通知 
 

所属各部门：  

根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4 号）、人事部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令第 9 号）、《关

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年休假实施办法〉的通知》（人教字〔2008〕18 号）以及

国家和院有关规定，我所实行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制度。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我所工作人员年休假采取集中安排和分段安排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实施。研究所

每年初集中安排工作人员年休假的天数和休假时间。工作人员年休假天数超过所集中安

排天数的部分，由所在部门分段安排。  

二、部门应根据工作具体情况，考虑工作人员本人意愿，于当年 6 月底前制定年休

假计划（其中管理和支撑部门正副职、研究中心正副主任、研究组长年休假安排须经主

管所领导批准），合理安排工作人员年休假，保证工作正常进行，保障工作人员享受年

休假。  

三、工作人员因承担特殊工作任务，部门不能在当年安排其休年休假的，应先跨年

度安排（只能跨 1 个年度）；跨年度仍不能安排的，部门征得工作人员本人同意后，报

人力资源处审核并经主管所领导批准，方可不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并按照规定支付

年休假工资报酬。年休假工资报酬中，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发放办法不变，其余部分

在下一年第一季度由部门提出申请，人力资源处核准审批手续、涵盖期间的考勤记录以

及工资报酬额度后安排一次性发放。  

四、各部门应主动安排工作人员休年休假，一般不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形式代工

作人员休年休假。确因工作需要不安排休年休假并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应于跨年度

第三季度按照本通知第三条要求履行审批手续。所需经费，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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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按现行分配制度分担；超过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的部分，研究中心、研究组聘用人

员由部门负责人课题经费负担，管理和支撑机构聘用人员由研究所负担。  

五、各部门应认真执行年休假制度，严格执行研究所 2006 年 6 月 22 日发布的《关

于加强组织纪律，严格执行职工考勤管理办法的通知》（附后）。自本通知发布的下月起，

管理和支撑机构须根据所统一要求进行工作日考勤登记，研究组应结合工作特点做好考

勤记录。部门已安排年休假，工作人员因个人原因不休年休假的，只能享受正常工作期

间的工资收入。  

六、博士后参照本通知精神执行。在所参股公司工作的保留所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

休年休假，按所在公司规定执行。  

七、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人事部《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和《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年休假实施办法》的有关规

定执行。  

 

 

 

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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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研字〔2008〕57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

评审试行办法》的通知 
 

所属各中心： 

学位论文质量是全面衡量研究所和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了防止在论文评审

过程中因主观因素形成对论文评价结果的干扰，保证学位论文评阅结果的客观、公正，

促进学位论文质量提高，经所学位委员会审议、所务会通过，现将《生物物理研究所研

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试行办法》，印发给大家，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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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试行

办法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学位论文质量是全面衡量研究所和学科建

设水平的重要指标。匿名评审是指在论文评审的过程中对评审专家姓名进行保密处理。

对学位论文实行匿名评审，是为了防止在论文评审过程中因人情等主观因素形成对论文

评价结果的干扰，保证学位论文评阅结果的客观、公正，促进学位论文质量提高的一项

重要举措。 

一、工作方案 

（一）专家库确立 

由研究生部将历年参加过专业论文评审专家名单汇总，根据各研究中心和学科专业

分类建立评审专家库。该库根据导师和学位委员会论文评审工作小组的提议可以随时更

新。硕士学位评审专家要求职称副研或副教授以上，博士学位评审专家要求职称正研或

教授。 

（二）评审专家确立 

导师提出建议评审和建议回避的同行专家名单，由四个中心主任、主管研究生教育

的所领导、研究生部负责人组成论文评审工作小组，根据导师提名和专家库信息，从相

关研究方向的同行权威专家中，选定 5-6 位论文评审专家，由研究生部负责落实不少于

3 位专家参加评审。 

（三）送审 

为保证实行匿名评审发挥 大的作用，学位论文必须事先对论文作者在学期间发表

的学术论文进行隐匿处理。送审时会对评审专家明确解释作的处理。 

研究生须提交 3 份经过隐匿处理的学位论文简装纸版及电子版至研究生部，研究生

部负责将论文寄送至论文评阅专家。 

二、匿名评审抽签范围及上交论文时间 

1. 所有学位论文在进行正式答辩前，必须参加匿名评审抽签； 

2. 匿名评审的学位论文以抽签方式决定，每年一次，抽取范围为当年应毕业学生； 

3. 为保证论文评阅专家审阅论文的充足时间（论文评阅时间不少于 2 周）及论文的

寄送、回收工作所需的时间，拟答辩的学生需于预定答辩时间前至少 6 周将论文上交至

研究生部，匿名评审抽签结果由研究生部向当事学生和导师公布。研究生部一般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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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至少的 4 周后，向学位申请人反馈评审意见。 

三、学位论文的寄送与评审意见回收 

研究生部负责对论文进行形式审查，由专人负责论文寄送和评审意见回收工作。收

回的评审意见以匿名方式反馈给论文作者（评阅专家的姓名对论文作者及导师保密）。

对于需要修改的评阅意见，由研究生部打印后将打印件反馈给论文作者。 

四、评审结果 

（一）评审结果为一致同意答辩 

论文评审结束后，如果所有专家一致同意答辩，论文作者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二）评审结果为一般修改以后再议答辩 

对至少有一位专家要求做一般修改的论文，该论文作者应对专家意见逐项作出书面

回复，（包括论文修改情况或申辩意见等）。如果评审专家需要审阅修改后的论文，研究

生部将修改后的论文以及书面回复意见送达评审专家审定。评审专家根据该作者的书面

回复及论文修改情况，决定是否同意答辩。 

（三）评审结果为“重大修改延迟半年答辩”或“重大修改不同意论文答辩”  

1.三位评审专家均要求做重大修改的论文，根据评审专家意见逐项作出书面回复并

进行修改，延迟半年答辩。 

2.三位评审专家均持否定意见，不能答辩，论文作者必须对论文做重大修改，半年

后重新参加匿名评审。 

3.论文评阅过程中如有至少一位评审专家要求对论文做出“重大修改并延迟半年答

辩”或“重大修改不同意答辩”，则评审工作小组可再增聘二位专家进行匿名评审；或

根据评审意见，作出“需要做出重大修改并延迟半年答辩”或“同意答辩”的决定。对

于“需要做出重大修改并延迟半年答辩”或“不同意答辩”的评审决议，导师和学生可

以向学位委员会提起书面申诉，由学位委员会论文评审工作小组相关专家重新审议评审

专家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并从中按 10%—30%的比例随机抽取。未尽事宜，由研

究生部负责解释。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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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人字〔2008〕113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工资支付规定（试

行）》的通知 
所属各单位：  

为规范我所工资支付行为，根据国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以及《生物物理研究所“三元”结构分配制度实施办法（2006 年修订试行）》（科生发人

字〔2006〕145 号）（以下简称《所“三元”分配制度》）等有关制度的规定，经征询职

代会意见、所务会审议通过、所长批准，现将《生物物理研究所工资支付规定（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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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工资支付规定（试行） 
（2008 年 8 月制定） 

第一条 我所工资由以下各项构成： 

（一）根据国家统一工资政策和标准设置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两项合称为基本

工资； 

（二）根据院有关规定和《所“三元”分配制度》设置的岗位津贴； 

（三）根据院有关规定和《所“三元”分配制度》设置的绩效津贴； 

（四）根据国家部委政策、制度设置的津贴补贴；（五）根据北京市政府法规设置

的津贴补贴； 

（六）根据院有关规定和《所“三元”分配制度》设置的其他津贴补贴。  

第二条 我所实行工资“上发”制度，按月发放。研究所发薪日为每月 3 日，如遇

节假日或特殊情况且经研究所批准顺延。  

第三条 职工当月工资变动信息于上月 20 日前提交，20 日后提交的信息顺延至下月

处理。  

第四条 新聘用职工当月 15 日及以前报到的，支付全月工资；16 日及以后报到的，

支付半月工资。  

第五条 女职工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依法享受休假期间，研究所支付工资的

办法是：根据国家规定休产假（国家规定女职工产假为九十天；难产增加产假十五天；

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十五天），根据北京市政府规定休晚婚奖励

假（北京市规定晚育女职工增加奖励假 30 天），以及因产前检查和哺乳依法休假的，研

究所视同其正常工作支付工资；根据北京市政府规定，经研究所批准，休可增加的产假

（领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再增加产假 3 个），只享受基

本工资；怀孕期、产期、哺乳期（自生育起一年）内，研究所不因其岗位变化降低其基

本工资。  

第六条 职工按国家规定休法定公休日、节假日、探亲假日、年休假日期间，研究

所视同其正常工作支付工资。确因工作需要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职工除享受正常工

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外，另外按应休未休天数日工资收入的二倍补偿，补偿基数为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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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之和。鉴于目前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政策，职工工资

收入中没有绩效工资项，岗位津贴暂纳入职工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计算基数。  

第七条 职工连续病休超过两个月的，从第三个月起，工龄不满 10 年者，发给本人

基本工资的 90％；工龄满 10 年者，发放基本工资。连续病休六个月及以上的，从第七

个月起，工龄不满 10 年的发给本人基本工资的 70％；工龄满 10 年的发给本人基本工资

的 80％。  

第八条 职工当年事假累计超过 10 天，停发一个月岗位津贴、绩效津贴和年功津贴，

当年事假累计超过 21 天者停发一个月全部工资。  

第九条 职工旷工 1 天及以上停发当月岗位津贴、绩效津贴和年功津贴；旷工 3 天

及以上的停发一个月工资。  

第十条 职工与研究所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停发工资。

研究所与职工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除按聘用合同约定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自合同解除

或终止的下月起，工龄满 10 年及以上的，按以下标准确定生活费：  

（一）工龄满 10 年不足 25 年的，参照原基本工资标准发放不超过 3 个月生活费。  

（二）工龄满 25 年的，参照原基本工资标准发放不超过 12 个月生活费，如基本工

资标准低于北京市政府规定的 低工资标准的，按北京市 低工资标准执行。从第 13

个月起改发基本生活费，基本生活费按北京市基本生活费标准执行。 解除或终止聘用

合同之日以后，按照上述规定，研究所已多发放给职工的工资应全部退还。  

第十一条 执行协议工资的人员根据“生物物理研究所工资支付协议书”的约定支

付工资。  

第十二条 攻读在职博士人员自报到注册日的下月起停发岗位津贴，绩效津贴由导

师研究组根据《所“三元”分配制度》的规定支付。  

第十三条 本规定作为《所“三元”分配制度》的补充规定，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

释。本规定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我所其他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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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财字〔2008〕114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所属各有关部门、中心： 

为了规范和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科研工作健康发展，

根据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和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有

关部门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结合我所实际，特制定《生物物理研究所课题经费管理办

法（修订）》。本办法经所务会审批，所长签发，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生物物理研究

所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科生发财字〔1999〕54 号）同时废止。请各部门、中心遵照执

行。  

 

                                    

 

                                           二○○八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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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2008 年 10 月修订）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研究所科研

工作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

课题主管部门制定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结合研究所实际情

况，特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经费是指因承担和完成各类科研任务而获得的各类纵向及横向项目经

费。纵向经费指经费来源 终从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地方

政府等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经费，横向经费指研究所各个课题组与各类企业、公司、

国外各个科研机构或者高校等单位签订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合同书，并由技术合作

对方单位负责划拨资金的经费。  

所有到所的科研经费（包括纵向和横向），由研究所科技处负责按照一定的规则在 ARP

系统中开设课题经费专款账号并通知各个课题组；课题经费入账时，纵向经费由所科技

处发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拨款通知单》通知财务入账，横向经费由所地合作

处发出《开发课题经费通知单》通知财务入账。  

第三条 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原则：  

1.科学安排，合理配置。按照课题的目标和任务，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安排预算，杜

绝随意性。  

2.单独核算，专款专用。课题经费必须纳入研究所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确保

专款专用。经费开支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研究所单独核算

的科研经费不允许赤字运行。  

3.研究所科技及财务部门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行使监督权，确保科研经费严格按照预

算执行且合理、安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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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课题经费开支范围 

第四条 课题经费的开支范围一般包括设备费、材料费、协作费、测试化验加工及

计算分析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  

1.设备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

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专项经费要严格按照项目预算

批复控制设备购置费支出。  

2.材料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动/植/微生物等生物品种和材料、

试剂、耗材、实验原材料等费用。  

3.协作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或课题承担单位内部独立核算

单位的特殊类型相关费用，包括规划设计、设备订制、样品加工等。 

4.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课题承担单位

内部独立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5.燃料动力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包括可以单独计量的大型仪器设备及专用科学装置的消耗费用。  

6.差旅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

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差旅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7.会议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为组织开展研讨、论证、评估、验收及协调

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会议费开支标准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

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8.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课题相关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

华工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9.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

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利申请费、通讯费等费用。  

10.劳务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

人员，如课题项目聘用人员和流动人员（含在学研究生）等的劳务性费用。  



 139

11.专家咨询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专

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课题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专家咨询费标准参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12.业务招待费：是指与科研活动相关的接待费用。其中：餐费支出标准按国家相关

规定执行。  

13.管理费：管理费是研究所为组织和保障课题日常运行而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使

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的补助支出，以及其他相关管理工作的

费用。管理费收取标准按照生物物理研究所相关管理规定。  

14.综合费用：是指研究所分摊的各类无法单独计量的费用。主要是指卫生、绿化、

保卫等各类综合费用和研究所已垫付的大型仪器维修、房屋及建筑物修缮等费用。 

15.预扣费用：是指研究所预扣的按照课题预算批复的执行进度，由研究所统一安排

代购代扣的成本费用。如：材料费、测试化验和加工费等。  

16.其他费用：指未列入以上各项的、与科学研究活动相关的其他必要开支。如印刷

费、手续费、邮电费、审计费、质量认证费等。 

第五条 综合集成与调控经费。为加强综合集成，促进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对于

依托研究所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课题，在执行过程中可根据科学目标凝练和课题进展情

况将经费逐步分配到相关课题，课题经费开支范围执行原预算。  

第六条 课题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预算的编制和执行 

第七条 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科学编制项目（课题）

预算申报书。 

第八条 课题预算应包括来源预算和支出预算。来源预算除申请的课题经费外，有

自筹经费来源的，应当提供出资证明。支出预算应当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确定的支出

科目编列，并对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预算理由等进行详细说明。  

第九条 课题组应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执行过程中一般不予调整，确有必要

调整时，应由课题负责人提出调整申请，研究所审核同意后，报课题下达单位经批准后

方可调整。  

第十条 课题组应严格按照规定的课题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办理支出。严禁使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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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经费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严禁以任何方式变相谋取私利。  

第十一条 在研课题负责人向外合作单位拨出经费时，遵照《生物物理研究所项目

经费分拨管理办法》（科生发科字〔2005〕101 号）执行。  

第十二条 课题执行过程的年度结存经费，可按规定结转使用。课题完成后的结余

资金统一上缴。  

第十三条 课题因故终止，课题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应当及时清理账目与资产，编制

财务报告及资产清单，按程序经课题负责人、课题依托单位审核后报送课题下达单位，

结余经费（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收回，由课题下达单位统

筹使用。  

第十四条 课题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属国有资产，由研究所进行管理和使用。课题

经费形成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课题经费形成的大型

科学仪器设备、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放共享，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  

第十五条 经费来源属于财政拨款且由零余额账户收支的课题经费，各课题应按年

度预算及用款计划合理安排支出，不允许无计划年终突击花钱。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科研经费的管理实行课题负责人制。课题负责人须对科研经费使用的合

理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 财务部门对科研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配合上级及科研、审计、

监察等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专项检查工作。项目负责人应自觉接受上级及所有关部门的监

督检查。  

第十八条 所科研、财务等职能部门应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做好科研经费使用的

监督检查工作，防止科研经费使用中发生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等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对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向课题下达单位和研究所相关部门提交

课题验收报告并提交课题财务决算报告。 终由监管部门对课题进行财务审计与验收。  

第二十条 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通过验收： 

1.编报虚假预算，套取国家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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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对课题经费进行单独核算； 

3.截留、挤占、挪用课题经费； 

4.违反规定转拨、转移课题经费； 

5.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 

6.未按规定执行和调整预算； 

7.虚假承诺、自筹经费不到位； 

8.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9.课题归档材料严重缺失或不合规范。 

第二十一条 课题通过验收后，课题负责人应当在验收通过之日起 3 个月内到档案

室办理归档手续，由科技处通知财务结题帐号并及时办理财务结账手续。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科技处和财务资产处负责解释。原《生

物物理研究所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科生发财字〔1999〕54 号）同时废止。  

 

 

 

 

 

二○○八年十月十九日 

 

 



 142 

科生发财字〔2008〕119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职工供暖费支付暂行

规定》的通知 
全所职工： 

自国家实行了职工住房改革以来，职工住房多元化，而国家对供暖费改革的具体办

法尚未出台。为适应国家住房制度改革，规范职工住房供暖费支付管理,参照兄弟所的办

法，在国家未出台相应的供暖费改革办法之前，特制定《生物物理研究所职工供暖费支

付暂行规定》。本规定经 2008 年 10 月 23 日所务会研究通过，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执

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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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物理研究所职工供暖费支付暂行规定 
 

自国家实行了职工住房改革以来，职工住房多元化，而国家对供暖费改革的具体办

法尚未出台。为适应国家住房制度改革，规范职工住房供暖费支付管理,参照兄弟所的办

法，在国家、北京市尚未出台相应的供暖费改革办法之前，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一条  我所职工承租或购买由我所分配的住房，研究所缴纳职工住房面积标准内

的供暖费（住房面积标准：科级以下、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中的初、中级工和

25 年以下工龄的普通工人,60 平方米;正、副科级、助研及相当职级的专业技术人员、 技

术工人中的高级工、技师和 25 年(含 25 年)以上工龄的普通工人,70 平方米;副处级、技

术工人中的高级技师,80 平方米;正处级、副研及相当职级的专业技术人员,90 平方米;副

司(局)级、研究员及相当职级的专业技术人员，105 平方米;正司(局)级 120 平方米；院

士 130 平方米）。 

第二条  我所分配住房面积未达标的职工又购其它自住房，研究所支付本所分配住

房的供暖费以及与职工应享受住房标准面积之差（职工住房标准面积-所分配住房面积）

的自购房供暖费。 

第三条  现住自购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1998 年 12 月 31 日前进所）的职工，研究

所支付职工应享受住房面积标准内的供暖费。 

第四条  1998 年 12 月 31 日后进所的新职工，以职工本人或配偶购买商品房或经济

适用房的，研究所支付职工应享受住房面积标准内供暖费的一半。 

第五条  由研究所支付供暖费的职工去世后，去世当年的供暖费给予支付，从去世

的次年起，研究所停止支付供暖费；凡本所职工居住配偶单位住房且供暖费由配偶单位

支付的，当配偶去世后，凭供暖费发票（第一次报销时，须提供配偶单位出具的配偶单

位停止支付其供暖费的函）报销本人应享受住房标准面积内的供暖费。 

第六条  居住研究所分配平房的职工，按国家现行政策执行，每年发煤火费 200 元。

同时分配楼房和平房的职工，研究所支付职工应享受住房面积标准内的楼房供暖费，楼

房未达标者，每年发平房煤火费 100 元。 

第七条  供暖费支付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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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院管房、自管房以及与研究所签订供暖协议单位的供暖费，由研究所统一支付；

其它供暖费由自己向供暖单位缴纳，凭发票到研究所报销研究所应支付部分。 

2.凡住自购房的职工首次报销供暖费，须提供房产证、结婚证和供暖协议复印件。 

3.供暖费报销时间：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 

第八条  本暂行规定经 2008 年 10 月 23 日所务会研究通过，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

起执行，原办法同时废止。由财务资产处负责解释。 

 

 

 

 

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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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发财字〔2008〕123 号 

关于调整生物物理研究所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并成立相关工作小组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了适应研究所发展，推进我所信息化工作进展，进一步优化研究所互联网络环境、

超级计算环境和科学数据环境等项工作，现调整研究所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相关

工作小组，名单如下：  

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图书信息室） 

组  长：徐涛 

副组长：朱美玉、孙命 

成  员：陈长杰、向桂林、王翔、陈竞舟 

网络化运行管理(ARP)工作小组 

组长：陈长杰 

成员：孙  命、贡集勋、程亚利、向桂林、刘勤瑞 

杨爱敏、董先智、夏小科、王  翔、陈竞舟 

网络化科研平台(e-Science) 工作小组（姓氏笔画排序） 

组长：孙命 

成员：王  翔、刘志杰、凌伦奖、董先智、蒋太交 

网络化信息发布工作小组（姓氏笔画排序） 

组长：向桂林 

成员：马秋云、孙  光、孙铭华、李  佳、李雯霞 

陈为真、熊  勤、翟  涛 

网络化教育培训工作小组 

组长：贡集勋 

成员：刘勤瑞、韩子寅、董先智、韩玉刚 

网络化科学传播工作小组（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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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陈长杰 

成员：马秋云、汪会盛、陈竞舟、曹敏 

特此通知。 

  

 

 

二○○八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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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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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奖情况 

国家级奖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糖调节相关的调控型分泌的分子机理研究” 

主持人：徐涛研究员 

省部级奖项 

集体奖项： 

连续五年荣获“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2008 年全国亿万职工迎奥运健身活动月优秀组织奖——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汉族人群高血压易感基因研究”陈润生院士（参

与）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主持完成的项目“抑制血管新生是抗肿瘤免疫反应的

主要效应机制” 秦志海研究员（主持）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杯”（建筑领域结构 高奖） 

“北京市建委文明安全工地” 

 

个人奖： 

“谈家桢成就奖”——饶子和院士 

“2008 年何梁何利奖”——陈润生院士 

“第六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赫荣乔研究员 

第八届“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孙飞研究员 

院级奖项 

集体奖项： 

“第四届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研究所创新文化小组（综合、党

建、群工、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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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 

中国科学院（京区）2008 年度党建工作创新二等奖 

2008 年度“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党员信息统计工作全优单位” 

“中国科学院 2007 年决算先进单位” 

“中科院政研会 2005-2007 年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中科院京区２００８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中国科学院京区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生物物理研究所科技处 

 

个人奖： 

1．“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陈良怡副研究员 

2．“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赵艳梅副研究员 

3．“中国科学院民主管理研讨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研讨会优秀论文奖”——杨星

科、付素香 

4．孙磊获“中国科学院京区第十七届职工游泳比赛女子乙组 50 米蛙泳银牌”和“女

子乙组 50 米自由泳铜牌” 

5．王华获“中国科学院京区第十七届职工游泳比赛男子丙组 50 米蝶泳银牌” 

教育类获奖 

集体奖：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招生全院统一命题阅卷工作突出贡献奖” 

 

个人奖：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荣誉奖”——梁栋材院士、 杨福愉院士、郭

爱克院士、王大成院士、常文瑞院士、陈润生院士、王书荣研究员、林政炯研究员、汪

云九研究员、毕汝昌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8 年度研究生课程奖”——陈润生院士、赫荣乔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科研奖”——蒋太交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何厚胜、唐宁、贺子轩、王琰（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刘永龄特别奖”——研究生李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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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刘永龄优秀奖”——研究生杜向军 

“2008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BHP Billiton 学生奖学金”——研究生王卓 

“中国科学院地奥奖学金”——研究生郭玉明、廖洁莹、李伟哲、姜丽 

“朱李月华奖学金”——研究生吴涛、华国强荣获 

“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林金钟、王洁、吴爱平、赵洁 

研究生院三好学生标兵：龙宇飞 王立堃 纪 伟  闫丽荣 

研究生院优秀毕业生：何  伟、潘玉峰、周 杰、栾 彦 

三好学生：王  刚、许 敏、闫丽荣、魏 艳、张  维、陈吉楠 

刘光桥、吴连锋、康彦勇、高明明、丰  蕾、徐  臻、王子兵 

韩  旭、高  璞、杨明章、林世强、王  超、郭向前、曾  强 

任若通、王  维、纪  伟、赵  静、潘晓伟、王立堃、金凌涛 

李元元、孙  頔、庄  洁、李江美、乔  琪、高莉莉、常  乐 

李  菁、茹  衡、谭  洁、肖  磊、穆  昕、魏  佳、孙  乐、 

黄  波、蒲  静、吴  洋、郭海涛、黄  海、石  磊、潘聪燕、 

霍艳武、俞  勇、田丽青、秦  蕾、唐  飞、张金钟、王一倩、 

陈晶晶、朱益平、张  栩、王艺瑾、解  怡 

优秀学生干部：龙宇飞、沈溪辉、王云飞、张晓萍、卢  静 

曹  洋、程  亮、刘开力、陶  薇、范海天 

 

所级及其他奖项 

1. 集体奖 

研究所 2008 年度“优秀党支部”—— 

离退休中关村南党支部、机关党支部、平台党支部、 

结构中心研究生党支部、系统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研究所 2008 年度“安全先进集体”—— 

平台质谱实验室、王志珍组、刘力组、高光侠组、蒋太交组、 

科学技术处 

研究所 2008 年度“生物安全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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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缺陷动物实验室、邓红雨组 

奥运村地区 2008 奥运会、残奥会集体金奖 

 

2. 个人奖 

2008 年度所安全先进个人—— 

黄美燕、王欣敏、孙磊、张波、黎小珠、王华、周馨、陈娜、王倩、张英、黄锋、

郝宁、都培双、于海生、苏瑞钢 

2008 年度所保密先进个人——乐加昌   杨东玲 扈建琪 

2008 年度所交通安全先进个人——吴克杰   任宏跃 

2008 年度所“优秀工会干部” 

黄峰、黄皓龙、王倩、都培双、谢振声、李淑华、祁小燕、曾慧 

2008 年度“政务信息与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董仁杰、都培双、孙命、马秋云、韩子寅 

2008 年度“所长论文奖获奖者”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10 名)：陈秀兰、崔自由、何顺民、何伟、纪伟、 

李正正、宋高洁、王磊、王立堃、杨选明 

三等奖(4 名)：闫丽荣 张在荣 任洁  陈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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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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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08 年度大事记  
 

一月 

1.10 山西省运城市张建喜副市长一行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院地合作处冯贾娟、邓

燕华老师的陪同下莅临生物物理研究所。此次访问不仅是对运城市与生物物理研究所产

学研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也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与运城市战略合作的一项重要组成部

分。 

 

1.11 中国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成像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 

 

1.11 生物物理研究所在涿州中石集团物探局培训中心举办了工会干部培训，新一届

所工会、职代会联合委员会委员、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基层分工会干部 40 余人

参加了培训。工会职代会副主席阎锡蕴研究员主持开班仪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冯同庆

教授、工会主席杨星科研究员和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陈芳同志分别作了专题报告。 

 

1.18 生物物理研究所 2008 年新春团拜会在总装后勤部礼堂顺利举行。包括中国科

学院北京分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欧龙新同志，京区党委组织员马丽芳同志以及生物物理

研究所在京所领导、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和研究生在内的 900 多人济济一堂、共迎新

春。 

 

1.20 200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在京揭晓。我所梁伟、杭海英研究组完成的成果

“磷脂-阿霉素自组装纳米胶束促进对肿瘤的渗透性”入选。 

 

1.23 2005 年度研究所申报获准的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经过两年的实

施，全部参加了基金委生命科学部组织的重点项目中期检查，并顺利通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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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命科学前沿

学术研讨会”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图书馆报告厅召开。基金委生命科学部杜生明常务副主

任、冯锋副主任、冯雪莲副主任一行 12 人和研究所 PI 及科研骨干参加了会议。 

 

1.25 无锡市惠山区科技局虞洁局长、吴晓雄副局长一行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

所长接待了到访客人。 

 

1.30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在北京分院副院长李婷、

组织人事处副处长李浩然的陪同下看望了全国政协委员、九三中央副主席王志珍院士。

陪同看望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秘书长朱灿平、党政办主任黄超群、校

庆办主任丁斌和校庆办副主任何淳宽等。 

二月 

2.1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宏同志在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项国英同志的陪同下

看望了全国政协委员、九三中央副主席王志珍院士。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群工部部长刘涛、

京区党委群工部部长张富宽等陪同看望。 

 

2.1 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赫荣乔研究员代表研究所拜望贝老。 

 

2.1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党支部在 2603 会议室组织召开了以“畅谈十七大 回顾

二 00 七”为主题的座谈会。党委杨星科书记应邀出席。中心主任赫荣乔研究员以学习

十七大报告内容为主题作了重点发言。 

 

2.20 Nature china 在研究亮点栏目发表评论，题目为：胰凝乳蛋白酶 B，并非只是

消化酶。评论了杨福愉课题组在胰凝乳蛋白酶 B 领域的 新工作。 

 

2.21 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在阎锡蕴研究员和所工会副主席付素香等同志的陪同下，

探望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贝时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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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诺和诺德公司副总裁 Borge Diderichsen 先生一行访问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

乔副所长进行了接待。诺和诺德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考察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研环境，并

寻找合作机会。 

 

2.27 在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组织的征文活动中，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的

《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一文获得“优秀论文奖”。 

三月 

3.3 “贝老获得博士学位 80 周年庆贺会”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图书馆隆重

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副局长刘峰松、院士工作局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办公室副

主任王澍，以及曾经与贝老长期共事的杨福愉院士、梁栋材院士、王志珍院士、陈润生

院士等先生出席大会。 

 

3.3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主任招聘答辩评议会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召开，由科技部、

基金委、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招聘评议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会议。徐涛

所长向专家组介绍了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前期筹备工作情况。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

室主任招聘答辩评议会的圆满召开，标志着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建设进入了新

的阶段。 

 

3.6 生物物理研究所连续第四次荣获“2007 年度中国科学院京区文明单位”的荣誉

称号。 

 

3.10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章均赛大使、徐海参赞、外交部有关人员、科技部国际

合作司王强处长及我院国际合作局有关人员等一行八人到研究所进行访问。主要目的是

了解依托在我所感染与免疫中心的“中澳免疫遗传学联合研究中心”的科研进展。赫荣

乔副所长、中澳免疫遗传学联合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唐宏教授等进行了接待。 

 

3.13 中国科学院体育协会暨京区体育协会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我所荣获国家体育总

局颁发的“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活动优秀组织奖”奖牌和光荣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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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珍研究员光荣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3.17 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印发通知（计字[2008]31 号），决定聘任许瑞明为蛋白

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任，负责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的筹建工作。 

 

3.21 “IBP-CUHK 学术交流与合作研讨会”在研究所召开。香港中文大学邵鹏柱教

授，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涛所长，以及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王志珍院士、PI 代表和学生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3.25 我所承担的“蛋白质研究”基地项目顺利通过中期评审。评审专家组对项目研

究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好评，项目进入后三年执行期。 

 

3.25 研究所 50 周年庆纪念品招标会顺利召开，会议由朱美玉副所长主持。 

 

3.26 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2007)第十次学术沙龙活动邀请鲁白教授做报告并

与大家进行广泛交流。 

 

3.27 “生物物理研究所传达院 2008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大会”在研究所图书馆报告

厅隆重召开，在所院士、研究员及中层以上行政干部参加了会议。徐涛所长和杨星科书

记分别作了传达报告。 

 

3.28 为做好研究所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准备工作，所纪委组织征集群众意见

座谈会，科研、管理、研究生、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工会、职代会、民主党派、

无党派等代表和纪委委员 37 人参加了征集意见座谈会。 

 

3 月 高光侠课题组在《PNAS》上发表题为“ZAP 的抗病毒功能依赖于 RNA 解旋

酶 p72”研究论文，标志着我所锌指抗病毒蛋白研究方面再获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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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6 《Nature Neuroscience》在线发表了我所王书荣研究组题为“Corollary discharge 

circuits for saccadic modulation of the pigeon visual system”的研究成果，报道了在家鸽眼

睛扫视抑制机制方面的重要进展。 

 

4.7 为了做好国家重大项目预算编报工作，科技处会同财务资产处组织召开了预算

编报工作交流会；龚为民副所长到会并作了动员。 

 

4.9  科技日报社张景安社长、陈泉涌总编及李大庆主任记者等一行四人到我所调

研。徐涛所长、杨星科书记、赫荣乔副所长、朱美玉副所长及中青年科研骨干代表出席

会议。 

 

4.10  4 月 10 -14 日，我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了以“喜迎奥运、关爱母亲、

共创和谐、分享幸福”为主题的“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心”捐款活动。 

 

4.11  2008 年我所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岗位证书培训班正式开班。 

 

4.14 应路甬祥院长的邀请，我院“2008 年度爱因斯坦讲习教授计划”入选者、俄

罗斯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所所长 Vadim T. Ivanov 院士应邀来对我所进行参观访问。徐涛

所长进行了热情接待。随后，Ivanov 院士拜访了我所资深院士梁栋材先生。 

 

4.15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党建课题成果获得优秀奖；这也是我院在此次活动中获得

的唯一奖项。 

 

4.16 生物物理研究所 2008 年党政班子民主生活会在研究所小报告厅举行。杨星科、

赫荣乔、龚为民、吴乐斌、仓怀兴、刘力、陈畅等七位党委委员，以及徐涛所长、朱美

玉副所长、纪委副书记潘峰出席会议。京区党委纪检监察审计处处长管兵和组织员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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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同志应邀与会。 

 

4.18 北京分院协作一片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培训在地理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多功

能厅隆重举行。协作一片各单位的党委书记、党办主任、党总支、支部书记代表共一百

三十余人参加此次培训。本次培训会由生物物理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承办，地理资源与

环境研究所协办。 

 

4.22 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第九支社“迎奥运，庆所庆书画、摄影展” 在我所小报

告厅举行。 

 

4.28 “迎奥运倒计时 100 天火炬传递长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结构与分子生物学

分会、脑与认知分会、感染与免疫中心分会、科学研究分会、系统生物学分会、中生百

欣分会和机关分会、百欣公司分会等八个分会等 600 多人参加了火炬传递活动。 

 

4.29 中国科学院创新基地考察组到我所对进行人口健康基地建设情况考察。科技部

副部长程津培、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彭以祺等领导和专家参加考察，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李家洋陪同考察。徐涛所长、龚为民副所长、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任许

瑞明、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霖院士、赫荣乔副主任分别做了工作汇报。 

 

4.29 4 月 29—5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冷泉港实验室联合结构生物

学中的 X-射线晶体学讲习班”在我所举办。 

 

4.30 在奥运倒计时 100 天之际，生物物理研究所农工民主党支部组织了“喜迎奥运！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共创美好和谐家园”为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

珍院士、龚为民副所长、赫荣乔副所长等参加活动。 

 

4.30 首都各界代表举行“庆祝北京奥运会倒计时 100 天群众马拉松活动”。我所作

为协作一片片长单位，协调十一个兄弟单位代表中国科学院参加了这一盛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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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生物物理研究所农工党支部“喜迎奥运、从我做起”免费发放环保布袋，并向

全所职工发出倡议：倡导绿色生活，绿色消费，节约资源，回收资源，减少污染。 

 

五月 

5.8 权威杂志《Nature》发布新闻，介绍了我所沈钧贤研究员的 新研究成果

“Ultrasonic frogs show hyperacute phonotaxis to female courtship calls”。该成果分析了雌

性凹耳蛙 Odorrana tormota 的超声求偶声，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育良好的声通讯

系统，这是对急流噪声环境的一种适应。 

 

5.10 所团委、青联在北京植物园组织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定向越野比赛。32 名青年职

工及博士后参加了比赛。 

 

5.12 生物物理研究所抗震救灾工作小组成立。截止 5 月 13 日下午，共有 240 余名

在职职工、研究生、离退休干部共计募捐 21121 元。 

 

5.13 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离退休工作研讨会，会议由所党委副书记、所离退休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龚为民主持；院老干部局局长孙建国应邀出席会议，所党委书记杨星科以

“在和谐研究所建设中如何搞好离退休工作”为题做了大会报告。 

 

5.15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撰写的《小狗飞天记：中国生物火箭试验纪实》正

式出版。 

 

5.15 国际晶体学大师 Alexander McPherson和 Gary Gilliland 在我所图书馆报告厅给

研究生作报告。 

 

5.15 “第九届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暨邹承鲁诞辰 85 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纪

念会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王志新院士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徐涛所长共同主持。邹先生的亲属、生前朋友、同事和学生，以及酶学会的代表 2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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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席次纪念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院士、中国科

学院院士张树政、梁栋材、何祚庥、王恩多、王大成、常文瑞，以及李佩、李林、李伯

良、饶毅、方舟子、刘望夷、张今、王渝生、高勘、王芷、孙伟林、王贵海、杨星科、

赫荣乔、朱美玉等参加会议。 

 

5.16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迎奥运全民健身展示拔河比赛”在篮球场落下帷

幕。科学平台分会、结构与分子生物学中心分会当场将比赛奖金 1000 元和 600 元捐献

给地震灾区。 

 

5.18 以“关注生命科学，提高人类健康”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五

届“公众科学日”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兄弟院所、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四中、北京五中、北京十二中、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附中、北师大三附，以及奥运村

地区办事处、北京青少年科普俱乐部、《健康时报》等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群众近 400 人

参加了活动。 

 

5.19 日 生物物理研究所全体职工和研究生在 5 号楼前广场，为汶川大地震的遇难

同胞集体默哀三分钟。 

 

5.19 我所感染免疫中心唐宏研究员和傅阳心教授近期通过对新生小鼠病毒性肝炎

的研究获得重要进展，相关论文在线发表在《Proc Natl Acad Sci USA》。该项研究是在

他们率先提出的“天然免疫反应需要 T 细胞参与”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见 Nature 

Medicine, 2007；评述见 Nature Medicine, 2007;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2007; Nature 

China, 2008）。 

 

5.23 生物物理研究所农工党支部为地震灾区举行献爱心活动。 

 

5.24 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了“2008 年硕士招生全院统一命题阅卷工作突出贡献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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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6.5 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人才处唐裕华处长、机构与岗位管理处刘京红副处长、

人力资源规划处蔡宏志副处长、薪酬与社会保障处刘珊同志到生物物理研究所进行调研

工作。杨星科书记、赫荣乔副所长出席会议。 

 

6.8 生物物理研究所二级学科生物物理学专被批准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6.10 生物物理研究所荣获“2007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这是我所第四次获

此殊荣。 

 

6.17 澳洲昆士兰大学脑研究所所长 Perry F. Bartlett 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美大处张世专副处长陪同下访问我所。赫荣乔副所长参加接待。 

 

6.25 北京分院、京区党委、院工会在国家科学图书馆西广场举办了创新文化广场启

动仪式暨全民健身展示活动。杨星科书记带领领下参加了此项活动；来自脑与认知分会、

机关分会、科学平台分会、计算与系统分会、百欣公司分会和结构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的

职工、研究生和代表参加“健美操”和“八段锦”展示表演。 

 

6.26 卫生部科教司何维司长到生物物理研究所调研，中国科学院生物局生物医学处

韩华处长和徐涛所长出席会议。 

 

6.26  6 月 26—27 日，由生物物理研究所主办、心理所协办的北京分院协作一片人

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讨培训班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面站密云站成功开班。 

 

6.27 科技部和国家外专局在京举行了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和经验交

流会。我所被授牌为“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是科技部和国家外专局评选出的

第一批“中心”代表单位。 

 

6.28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了 200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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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协作一片共同发起和组织的“迎奥运”火炬传递暨全民

健身月展示活动在北郊奥运科技园顺利举行。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代表协作一片致辞，

50 多名职工和研究生通过火炬传递方式，表达了热切期盼北京奥运心情。 

 

七月 

7.1 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87 岁生日。杨星科书记

代表所党委向全所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 

 

7.2 我所 2008 年第三次学术沙龙举行。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 Jaime Grutzendler 博士

在图书报告厅作了题目为“Neuroprotective of microglia in AD”精彩报告。 

 

7.2 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受党委会委托，看望我所 年长的党员贝时璋院士。 

 

7.2 《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我所江涛课题组题为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neurotrophin-3 and p75NTR symmetrical complex ” 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报道了神经营

养因子 3 与其受体 p75NTR 胞外区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揭示了神经营养因子与其受体

p75NTR 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结构基础。 

 

7.3 我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四川地震灾区举办“中小学生心理康复辅导员

培训班”，计划举办 8 期，每期 20 人。 

 

7.8 我所近 30 名科技人员、工会干部和研究生代表，利用午休时间，会聚位于奥林

匹克公园中心区国家体育馆，参加义务劳动。  

 

7.9 《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刘迎芳课题组—饶子和课题组题为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_C:PB1_N 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 的研究论文,该成

果填补了对禽流感病毒聚合酶结构领域研究的空白，为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复制机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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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计抗流感病毒的药物提供了真实可用的模型。 

 

7.12 我所“信和翔”杯乒乓球赛在奥运村公寓活动中心落下帷幕。 

 

7.12 中国科学院京区第十七届职工游泳比赛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游泳池举行，我所参

赛选手发扬顽强拼搏精神，取得良好的成绩。 

 

7.18 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烟台召开实验室发展战略研讨会。梁栋材院士、

杨福愉院士、王志珍院士，王大成院士、中国科学院生化细胞所李林所长、徐涛所长、

赫荣乔副所长、龚为民副所长、朱美玉副所长、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任许瑞

明、平台首席科学家、实验室固定成员和青年学术骨干、以及研究所管理和学术支撑部

门负责同志等近 80 人参加了会议。 

 

7.2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怀柔五期”新员工入职培训圆满举行；同时，2008

年度研究所中层干部培训正式开始。 

 

7.23 我所纪委组织了研究所党政领导、纪委委员、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党员和

科研骨干等代表共计 32 名同志参观了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八月 

8.9 我所感染免疫中心关于 T 细胞调节天然免疫炎症反应的研究成果被《Nature 

China》第二次列为“研究亮点”。这篇题为“Too eager to defend”的评论文章对感染免

疫中心唐宏研究员和傅阳心教授在国际著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ANS）发表的关

于新生小鼠病毒性肝炎重要研究成果的论文进行了评述。 

 

8.14 科技部在我所组织召开“关于 973 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08 年项目工作

部署会议”。我所申报的四个 973 项目（包括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传染病专向项目）全

部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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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9.10 法国 Sanofi-Aventis 制药公司访问我所。 

 

9.11 我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建北京同步辐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中心协议在

高能物理所正式签署。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和高能所陈和生所长、姜晓明副所长、

冼鼎昌院士等出席签署仪式。 

 

9.12 第三季度中心组学习会议正式召开。党政班子成员杨星科、徐涛、龚为民、吴

乐斌、仓怀兴、陈畅等同志参加会议；离退休总支书记董仁杰，以及研究员薛蓉、杨福

全、秦燕列席会议。吴乐斌、仓怀兴同志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9.19 法国神经医学科学家代表团、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陈玉柏和刘辉以及科技参

赞缪奕博士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乔副所长陪同参观。 

 

9.26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建所 50 周年庆典在大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李家洋、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玉泉、北京生科院院长康

乐、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原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

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沈力平将军、原“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

统总设计师” 杨天德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隋红建等领导和著名科学家以及我

所师生齐聚一堂，共庆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 

 

9.26 “生物物理研究所－东胜创新”高级学者冠名签字仪式在我所举行。刘志杰研

究员、陈良怡副研究员、戚智副研究员被授予 2008 年度“生物物理研究所－东胜创新”

高级学者。冠名签字仪式由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徐涛所长和东胜创新公司董事长

申跃华分别发表讲话。 

十月 

10.7 科技部在铁道大厦召开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十周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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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会”，我所“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LHC-II）晶体结构研究”，“视知觉的拓扑结构

和功能层次”的系统理论，“果蝇分辨两种不同视觉参数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果蝇的

学习记忆与抉择机制的研究”，“功能蛋白结构解析”等入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十周年纪念成果集锦。 

 

10.10 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贝时璋院士 105 岁寿辰暨铜像落成典礼在研究所大

厅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许武、中国科学院北京

分院党组副书记杨建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办公室主任王澍、

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牛立文，以及我所各位在所院士、所班子成员、职

工代表、贝老家属、学生和同事等近百人参加了典礼。庆祝典礼由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

主持。 

 

10.14 来自美国 Scripps 研究所的国际著名蛋白质组学专家 John R. Yates 教授应邀

访问我所，并做题为“Driving Biological Discovery Using Quantitative Mass Spectrometry”

学术报告。徐涛所长向 Yates 教授颁发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荣誉教授聘书。 

 

10.14 所纪委组织研究所各党总支、支部的书记、委员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参观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

震救灾主题展览”。 

 

10.15 王书荣课题组发现控制眼睛运动的脑机制, 这项题名为“Neuronal Circuitry 

and Discharge Patterns Controlling Eye Movements in the Pigeon”的研究发表在著名期刊

《神经科学杂志》上。 

 

10.16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董事长麦戈文先生(Patrick McGovern)、IDG 全球常务副总

裁兼亚洲/中国区总裁熊晓鸽先生和 IDG 中国公关总监任瑛女士考察了中国科学院北郊

生命科学研究所，探讨与我院共建脑与认知学科的合作机构。徐涛所长、赫荣乔副所长

等陪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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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一年一度的北郊五所的网球邀请赛在我所的网球场地拉开帷幕。此次比赛的

组织方为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赞助方为北方同正生物技术发展公司，来自生物物

理研究所、动物所、农机院和赞助公司 4 个单位的 18 名选手参与了比赛。 

 

10.27 “人脑直接成像中心成立仪式暨首次学术研讨会”正式举行。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李家洋院士出席成立仪式做了重要讲话。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和 MIT 

McGovern 脑科学研究所 Robert Desimone 所长分别代表研究所和 MIT McGovern 脑科

学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协议。 

 

10.27 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获得者、“DNA 之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

访问我所访问。 

 

10.28 “人脑直接成像中心学术研讨会”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大报告厅举行。由 Gross、 

Desimone、陈霖等六位学者先后做了研究报告，交流了人脑直接成像领域的 新研究动

态。 

 

10.31 我所陈润生院士荣获 2008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1 月 

11.12 我所研究生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座谈会顺利召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吕晓

澎副院长，我所王志珍院士、杨星科书记以及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11.12 协作一片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研

究员在我所大报告厅作题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面临的挑战和前景”的专题报告。 报

告会由协作一片片长、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协作一片 11 个研究

所的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办主任、党务主管、党总支、党支部书记、科研骨干代表

和中层干部等 230 多人参加了大会。  

 

11.17 根据研究所学习实践活动的统一部署，徐涛所长在我所报告厅作了“生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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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所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

全体在职党员、PI、中层干部，以及离退休党总支成员、党支部书记和民主党派代表等

近 200 人参加了大会。 

 

11.18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云战友、研发经理安颖一行

访问我所。 

 

11.18 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建办公室、财务资产处联合召开与所部分 PI 座谈会，旨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符合研究所科研活动规律的管理新思路。 

 

11.19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筹）副所长唐玉国一行访问我所。

朱美玉副所长等参加了接待。 

 

11.28 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廖小罕、科技部基础司基地处处长周文能一行到我所就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建情况进行调研。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常文瑞院士、王

大成院士、龚为民副所长、赫荣乔副所长以及相关科研骨干 2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十二月 

12.5 我所 2008 年度党务工作总结交流会在河北涿州举行。党委书记杨星科、党委

副书记龚为民等参加了会议。 

 

12.10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家洋院士在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京区党委副书记杨

建国同志等人陪同下，参加了我所“党政领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 

 

12.16 中国科学院詹文龙副院长一行到我所就中国科学院大科学工程建设及需求情

况进行调研。院基础局刘鸣华副局长、院基础局综合规划处黄敏处长、院基础局大科学

与核科学处乔润龙处长、院基础局数学物理科学处彭良强研究员、院生物局生物医学处

王丽萍处长、院办公厅李强秘书等陪同调研。徐涛所长、杨星科书记、龚为民副所长、

赫荣乔副所长、陈霖院士、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主任许瑞明教授等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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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我所孙飞研究员被授予第八届“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称号。 

 

12.17 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欧美同学会联合主办的 2008 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

创新发展论坛在我所举行。80 余位海外学人及国内知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席了本次创新

发展论坛，并参观我所。 

 

12.23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工作考评会议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会议由党委副书记

龚为民同志主持，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作工作报告。 

 

12.25 我所机关及学术支撑机构中层管理干部年度考核会在小报告厅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