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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创建于1958年，是国家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所。其

前身是1957年建立的北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任第一任

所长，现任所长为徐涛研究员。 

    研究所基本定位：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在蛋白质科学、脑与认

知科学、感染与免疫、非编码核酸等学科前沿领域实现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

突破，加强生命科学领域关键装备的创新研制，实现关键技术和实验方法的重点

突破，构建以生物制药和体外诊断为重点的转化型研究体系,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发挥源头创新和骨干、引领作用。 

    研究所承担了973、科技攻关、863、自然科学基金和院知识创新工程等国家

和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科研任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生命科学重大前沿领

域持续不断地产出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研究所在获奖成果、高水平论文、

授权专利以及成果产业化等方面一直位居全国生物学研究机构前列，正在建设国

际一流的现代研究院所。 

    研究所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挂靠单位。主要出版物包括《生物物理学报》和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其中《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是SCI-E收录

期刊。研究所拥有1100平方米的图书馆，馆藏图书28000余册、期刊合订本33000

余册；数据库11个，可访问2500余种外文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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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0年度总结	

2010 年是研究所成绩卓著的一年。研究所坚持学科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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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蛋白质科学和脑与认

知科学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问题开展研究，在学科方向凝练、学科布局优

化、科研条件建设、人才引进和团队建设、制度建设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2010 年，是研究所继往开来的关键一年。按照院里整体部署，研究所完成

了“创新三期”工作评估，从规划部署与科技布局、人才战略、建议与承担科技

任务情况、国内外合作交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党建制度与创新文化建设、

重大管理创新、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及影响等八个方面对研究所“创新三期”的工

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作为院“十二五”规划试点所，全面启动了面向“创

新 2020”的研究所“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认真分析发展环境、研讨

科技布局与战略重点、发展的人才与条件基础、研究所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等各

个方面发展思路与举措，为研究所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年研究所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进一步提升，特别是承担国家目

标导向性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的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新增主持3个依托研究所的

973项目、新增主持973课题14个，在研的973含重大研究计划课题29个、863课题

10个及科技重大专项课题7个；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项目53项，其中重

点项目9项，杰出青年基金1项，成为获准项目数 多的一年；2010年到位院外竞

争性科研经费总额超过1亿元。 

研究所在疾病相关重要蛋白质功能与结构研究、脑与认知、感染与免疫等学

科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截止到11月底，研究所共发表SCI收录论文184

篇，位列本领域前30％SCI刊物发表的论文110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60%；以第

一通讯作者单位在影响因子为《PNAS》以上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7篇；共申请

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国际发明2项，授权专利6项。 

研究所注重新兴前沿学科的发展和学科布局，成立了“非编码核酸重点实验

室”，实现了该领域的学科方向凝练、人才队伍凝聚、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保障，

为今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所以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为主线，以脑与

认知科学、感染与免疫科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为重点，以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研发

和成果转化为突破，以仪器研发与方法学的创新为支撑的学科布局得到进一步优

化。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0） 

9 
 

研究所积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人才

队伍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研究所新引进国家“千人计划”2名，“百人

计划”7名。目前拥有学术带头人的65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0名，国家“千

人计划”4名，“百人计划”35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入选者12人。 

研究所科研基础条件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随着蛋白质平台二期建设

2009-2010 年度设备配置方案的逐步落实，平台已经上网开放共享设备总值达到

1.8 亿元。以 300KV 场发射低温透射生物电子显微镜顺利通过技术验收为标志，

先进仪器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得平台的整体技术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平台已经

成为我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装备水平 强的公共技术支撑实体。平台整体运行良

好，为研究所以及所外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依托研究所的国家重大仪器设备研制项目——“9.4T 脑成像装备研制”项

目获得批准，并得到国家财政专项经费支持，该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提升研究所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创新实力。 

2010 年是研究所全面、系统总结“创新三期”，科学谋划、部署“十二五”

和“创新 2020”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为了切实实现以管理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研究所着力强化了绩效管理，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着力加强了

创新活动的分类管理，以期进一步完善研究所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着力加强了

创新文化建设，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所科技创新的软实力。 

一、体制机制、队伍建设与科研支撑 

（一）体制机制改革措施 

1.强化绩效管理，进一步提高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战略规划研究，把握研究所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全力保证组织机

构和人员配备基础上，系统探索认知科技发展规律、了解国家战略需求、把握学

科发展态势；定期组织召开学科发展和管理创新战略研讨会，明确研究所的创新

方向、学科重点和体制机制改革思路，适时完善研究所的战略发展规划。建立重

大战略决策执行的责任制，加强规划执行的管理力度；做好人员部署、资源导向

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规划执行保障；建立规划执行情况的定期综合评估和动态调

整机制，保证研究所战略规划的执行效果。 

实施绩效评价，确保研究所战略规划的贯彻与落实。以研究所意志为导向，

资源支撑为载体，进一步完善创新团队评价、研究组评价、部门评价和职工个体

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充分沟通确定绩效考核目标、科学评价绩效执行结果、及时

反馈存在问题、重点跟踪改进举措，确保绩效评价能够真正促进研究所战略规划

的贯彻与落实。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努力实现“四个结合”，即：将结果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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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将评价过去与评价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将短期目标与长

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将个体行为和团队合作有机结合起来。 

实施多元激励，切实提高研究所战略规划的执行力。针对组织个体和创新

团队的不同需求，灵活运用不同的激励方法（如探索实施“宽带薪酬”制度等），

科学把握激励方向、激励程度和激励频率，将职工的个人发展目标与研究所的战

略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提高研究所战略规划的执行力。 

2.加强创新活动的分类管理，进一步完善研究所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 

根据不同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深入探索适合不同学科类型发展规律的创新

活动组织模式，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团队、PI Group 和技术创新团队的组织形

式。 

以国家重大任务为载体，深入推进 PI Group 建设。以研究所同一学科领域、

具有共同研究目标或研究方向的多个研究组为基础，以项目（国家或研究所自主

布局）为纽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组建研究领域互补并能够协同作战的 PI Group

（一般 3—5 个 PI）。PI Group 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其中首席科学家主要负

责本团队的学科发展规划、重大科学建议、项目顶层设计和研究力量部署。团队

内部实行课题分级管理，一级课题负责人主要负责课题实施方案的研究和制定，

二级课题负责人主要负责具体课题任务的实施。PI Group 内部的不同分工，将

根据不同的任务性质实行动态组合。研究所根据 PI Group 内部的 PI 不同分工，

在薪酬待遇上给予相应的政策指导。 

以科学问题为牵引，建设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下的研究群体。以“超越学科

界限”和“技术密集型”大科学问题为驱动力，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和优势互补

的特点，组建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下的研究群体。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下的研究群体

是以重大科学问题为牵引，依托大科学设施（或装置），通过科学问题聚焦，研

究制定共同的研究计划，确立中心科学问题，明确科学目标以及着力突破的研究

领域和每个研究方向的发展路线图，通过团队联合攻关，争取在某一项科学计划

或科学工程中实现率先突破。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进一步强化科学创新的技术保障。完善科学平台建设，

提升技术创新队伍水平，鼓励并支持基于科学管理、开放共享、有效支撑科学创

新的实验仪器和技术方法的自主集成创新；着力强化借助于技术领域的科学设计、

路线支撑和技术平台，将科学家的思想转化为现实，以技术创新推动科学创新，

进而催生原创性科研成果。统筹谋划、高效利用有限资源。着力支持特色实验室

建设，加大对创新团队科研装备的支持力度；深入分析科研平台建设需求（如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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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属于自建部分、哪些属于合作建设部分，哪些属于能够利用外部资源部分），

努力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 

3.完善规章制度建设，为研究所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深入认识，进一步明确制度建设的基本理念。研究所制度建设的根本点和

出发点是为了保障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和科技活动的顺利进行，一切制度均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科学院的有关规定；二是简洁

实用，方便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行为；三是充分体现研究所在不同科技创新阶段的

意志导向。 

系统分析，充分发挥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研究所规章制度的保障作用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范研究所的日常管理，二是体现研究所的意志导向。

针对具体制度的不同作用，在制度建设中，研究所应深入分析，有所侧重。对于

前者，切实保证制度条款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对于后者，则要及时将符合创新规

律并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加以制度化，同时附之以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引导。 

及时推进制度的“废、改、立”工作，切实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制度建设

应保证与研究所的科技创新活动与时俱进，通过及时的“废、改、立”工作，确

保研究所的制度体系既能符合国家和科学院的指示精神，又能充分体现不同创新

阶段研究所的工作重点，真正做到制度建设服务于科技创新。 

（二）创新岗位聘任情况(含流动人员) 

研究岗位、技术支撑岗位、管理岗位和项目聘用人员等 

员工类型 01.科技 02.支撑 03.管理 09.流动人员 总计

01.在编创新岗位人员 168 29 27   224 

02.在编项目聘用人员 63 26 12  101 

10.不在编创新岗位人员 14 1 1  16 

11.不在编项目聘用人员 51 2 4  57 

15.其他用工人员     100 100 

总计 296 58 44 100 498 

（三）人才队伍建设 

1.面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同时重视本所人才的选拔培养，实质性推进人

才国际化战略，实现了尖子人才当量凝聚。本年度，我所引进 6名海外优秀科学

家。其中国家“千人计划”3 名，院“百人计划”3 名。自本年度开始，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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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期间，研究所每年度安排 2个正高级岗位，以青年人为主，择优聘用在所

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现有 73 名 PI 中，中科院院士 10 人；千人计划 5 人（A

类 3人），百人计划 35 人，杰青 12 人；聘用外籍青年学者 15 人（正研 11 人）；

国际组织任 38 个职位，国际期刊任 46 个编委；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5人。我所

人才队伍现状不仅是历史上 好的时期之一，与院内外同类研究机构相比也拥有

明显优势。 

2.在前期优秀青年人才培养政策和成长机制取得突破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

“十二五”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十二五”设置 10 个“青年研究员”岗位，经

费 1000 万元。被聘为青年研究员的给予住房补贴 50 万元，科研经费 50 万元。

青年研究员是 PI 的助手，研究所支持的科研经费按科研项目管理，由 PI 统筹规

划课题，青年研究员支配使用。青年研究员聘期为 5年，期满经评审聘为研究员，

未聘者可以带职务流动到所外，或按所内副研等岗位聘用。青年研究员年龄应不

超过 40 岁，具有博士学位，承担项目能力和科研成果按国内生命领域与我所相

当水平机构的较高标准确定。青年研究员由研究所正高级岗位聘用委员会负责评

审，每年进行一次。 

二、成果和重要进展 

（一）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1.决定偏好行为的神经基础 

2010年10月22日，国际著名刊物Science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刘力研究组龚哲峰副研究员等人关于发现果蝇幼虫中央脑的两对神经元足以调

节果蝇幼虫对于不同光强条件的偏好行为的研究成果，论文题目是《Two Pairs of 

Neurons in the Central Brain Control Drosophila Innate Light Preference》。 

纽约大学的NinaVogt博士和Desplan教授对这项工作的评价是，这项发现“不

仅增进了我们对于动物大脑是如何解释视觉线索的理解，同时也向着全面解析环

境因素和内在因素影响本能行为的神经基础迈进了一步”。（The finding of Gong 

et al.,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animal brain interprets 

visual cues. It is also a step toward determining the neural basis of how 

both environmental and intrinsic cues modify innate behaviors） 

2.HER2抗体抗肿瘤效应的 新免疫机制 

2010年8月17日，国际癌症研究顶级期刊《Cancer Cell》发表了生物物理研

究所 “千人计划”引进芝加哥大学傅阳心教授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王盛典研究员

的合作研究成果。该研究的亮点是发现了HER2抗体抗肿瘤效应的 新免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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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临床上更加合理有效地联合使用HER2抗体和化疗药物进行肿瘤治疗，提供了

新的理论基础。论文题为《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nti-HER2/neu Antibody 

Depends on Both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3.自然视听觉流的跨通道跟踪 

2010年8月10日，国际著名刊物PLoS Bi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论文《Auditory 

Cortex Tracks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Stimulus Dynamics Using 

Low-Frequency Neuronal Phase Modulation》，此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罗欢副研究员、刘祖祥副研究员和纽约大学David 

Poeppel教授关于自然视听觉流的跨通道跟踪的合作研究成果， 

4.肉碱膜转运蛋白CaiT三维结构研究 

2010年3月28日，国际著名刊物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江涛研究员研究组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解

析了肉碱膜转运蛋白CaiT的三维结构，并对其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文

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carnitine transporter and insights into 

the antiport mechanism》。 

5. Tudor结构域对甲基化精氨酸的识别方式 

2010年9月1日，国际著名刊物Genes & Development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许瑞明研究组与龚为民研究组以及纽约大学医

学院Ruth Lehmann实验室的合作研究成果，论文题为《Structural basis for 

methylarginine-dependent recognition of Aubergine by Tudor》。 

（二）科研项目 

1.国家部委重大项目 

2010年度研究所新增3个973项目主持课题。本年度在研的973含重大研究计

划课题38个、863课题10个及科技重大专项课题10个，共计58个。2010年研究所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项目55项(国际合作交流类项目未计)，其中，创新

研究群体科学基金1项,重大重点项目8项，杰出青年基金1项，面上项目25项，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20项。 

2.院创新项目 

2010年，研究所新增院创新项目6项，其中，重要方向项目2项，科研装备研

制项目1项，青年科技专项3项。 

2010年，研究所在研院创新项目共计52项，包括重大项目课题3项，重要方

向项目27项，项目百人6项，科研装备研制项目3项，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1项，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行专项1项，信息化专项1项，中科院与丹麦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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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专项2项，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研制项目4项，北京生科院创新项

目课题4项。 

三、具有代表性的高等级研究论文 

1. GONG ZF, LIU JQ, GUO C, ZHOU YQ, TENG Y, LIU L. Two Pairs of Neurons 

in the Central Brain Control Drosophila Innate Light Preference. 

SCIENCE 2010;330(6003):499-502.  

2. PARK S, GREENE M, LIU Y, TANG J, WANG SD, FU YX, JIANG ZJ, MORTENSON 

ED, DENG LF, RADKEVICH-BROWN O, YANG XM, SATTAR H, WANG Y, BROWN 

NK.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nti-HER2/neu Antibody Depends on 

Both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CANCER CELL 2010; 18(2): 

160-170. 

3. TAN J, SAVIGNER A, MA MH, LUO MM. Od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y 

the Olfactory Bulb Analyzed in Gene-Targeted Mice. NEURON 2010; 

65(6): 912-926. 

4. LUO HA, LIU ZX, POEPPEL D. Auditory Cortex Tracks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Stimulus Dynamics Using Low-Frequency Neuronal Phase 

Modulation. PLOS BIOLOGY 2010; 8(8). 

5. TANG L, BAI L, WANG WH, JIANG T.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carnitine 

transporter and insights into the antiport mechanism.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0; 17(4): 492-U137. 

6. LIU HP, WANG JYS, HUANG Y, LI ZZ, GONG WM, LEHMANN R, XU RM. 

Structural basis for methylarginine-dependent recognition of 

Aubergine by Tudor. GENES & DEVELOPMENT 2010; 24(17): 1876-1881. 

7. ZHOU K, MO L, KAY P, KWOK VPY, IP TNM, TAN LH. Newly trained lexical 

categories produce lateralized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col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107(22): 9974-9978. 

8. ZHU MZ, BROWN NK, FU YX. Direct and indirect roles of the LT beta 

R pathway in central tolerance induction. TRENDS IN IMMUNOLOGY 

2010; 31(9): 325-331. 

9. WANG JY, LIN Q, ZHANG W, SONG WJ, WANG YZ, YU ZP, LI JS, WU MH, 

WANG L, ZANG JY. A Biosynthetic Route to Photoclick Chemistry on 

Protei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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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32(42):14812-14818.  

10. LI J, LU Y, ZHANG J, KANG H, QIN Z, CHEN C. PI4KII alpha is a novel 

regulator of tumor growth by its action on angiogenesis and HIF-1 

alpha regulation. ONCOGENE 2010; 29(17): 2550-2559. 

四、平台建设 

2010年内，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的工作以全面落实各专业技术实验室建设为

重点，依托试点安装、使用仪器设备用户身份识别系统，结合全面落实平台二期

建设2009-2010年度设备配置方案，为建立规范化公共技术支撑体系的目标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研究所新建的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投入使用，在研究所各职能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平台在2010年初完成了各专业技术实验室调整、组建和整体布

局。专业技术实验室的建设不仅使得平台内部组织管理条理清楚，而且为发挥首

席技术专家的技术引领作用、协调提升技术支撑人员的工作能力，促进新技术的

相互学习和交叉使用，开拓实验方法和新技术研究开拓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随着平台二期建设2009-2010年度设备配置方案的逐步落实，平台已经上网

开放共享设备总值达到1.8亿元，部分新购置的设备正在安装、调试，若干设备

正在采购过程中。以300KV场发射低温透射生物电子显微镜顺利通过技术验收为

标志，先进仪器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得平台的整体技术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平

台已经成为我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装备水平 强的公共技术支撑实体。 

平台作为我院唯一试点单位，自2010年2月起开始试验安装仪器设备用户身

份识别系统（刷卡系统）。平台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配合研制单位的产品试验

和系统调试，第一版本的产品自5月起投入使用。刷卡系统的使用可以准确确认

公用设备使用者的身份和使用资质，确保预约人预约时段的使用权益，而且还大

大减轻了仪器设备管理员的工作强度，具有自动的使用记录的追溯机制，同时规

范了平台的仪器设备使用管理，为下一阶段的预储值使用仪器设备奠定了技术基

础。刷卡系统第一版本投入使用以来，平台积极对系统和相关设备进行检测，并

主动收集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改进措施。截至9月份，刷卡系统软硬件已经

更新到了第3版本，基本定型，为这一系统在全院范围的推广做出了贡献。 

2009年11月21日至2010年11月20日，平台在我院仪器设备共享网上开放共享

的在用设备，共完成17639个有效使用预约，完成样品测试131464个，有效机时

达到70523小时，相比较2009年度同期，分别增长了200%、408%和97%；平均所外

共享率达到了23%；大型仪器设备（单台件价值高于50万元）平均有效使用率达

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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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作为生物实验科学常规技术和专项技术的培训基地，2009年度首度开设

完全免费的、面向区域中心成员单位的系列常规技术培训,反响强烈，报名踊跃。

2010年度，系列常规技术培训课程扩充到了16门，坚持完全免费，同时扩大到了

区域中心外各科研和医疗单位，各门课程实际参加人次累计达到1106。其中区域

中心各成员单位累计达到403人次，占36.5%；区域中心外单位累计有167人次，

占15%。 

2010年度，平台加大了新技术新方法研究的支持力度，重视关键仪器设备的

创新研制以及仪器设备功能开发与方法学研究。生物物理所作为牵头单位，项目

参加人员以平台技术支撑人员为主的科技部973项目“重要生理功能和重大疾病

相关蛋白质研究公共资源库建设”已经获得批准；平台二期建设的5个仪器设备

创新研制项目进展顺利，其中4项已经完成并具备了验收条件；平台蛋白质组学

技术实验室首席技术专家杨福全研究员负责的我院2010年度重大仪器设备研制

项目“新型逆流色谱仪研制”获得批准，已经启动实施；平台薛鹏工程师和季刚

工程师分别申请的两项我院首度“仪器设备功能开发与方法学研究”项目已经获

得批准。 

平台已经着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前期调研，为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

化管理做好准备。  

五、国际合作、院地合作、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一）国际合作突出进展 

1．国际学术会议 

（1）2010 年 10 月 10－13 日, 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和美国生物物理学会主

办的“国际钙信号前沿研讨会”（New Horizons of Calcium Singnaling）暨“第

八届中国钙信号研讨会”在广场桂林成功召开。本次会议共收到来自中、美、亚、

欧各国论文摘要 180 篇，250 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共同主席 Mordecai 

Blsustein（马里兰大学）、程和平（北京大学）、Johnathan Lederer(马力兰大

学)和周专（北京大学）共同主持了开幕式。这是中美两国生物物理学会第一次

合作，联合举办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大会围绕着“细胞迁移，癌症和细胞调亡”、

“线粒体钙信号”、“TRP 通道，双孔通道”、“钙信号和分泌”、“神经元钙信号”、

“心肌细胞钙信号”、“骨胳肌和心肌中的钙信号”等 7个学术专题进行了重点学

术交流和深入细致的讨论。 

（2）2010 年 10 月 26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主办、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协

办的“生物制药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作为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新

兴产业，与会专家探讨了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创新和研发道路，并在人源化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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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药物、新靶点解析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会议闭幕式上，赛诺菲安万

特公司全球副总裁 Melvyn Hollis 做了总结发言，他高度赞扬了邀请的专家学术

水平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好的工作。通过本次高峰论坛的深入交流，

加强和促进了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界在生物制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信会

对中国生物制药业的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2010 年 10 月 24-27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国际脑功能与脑疾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

10 多位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和全国各地的 150 多名中国

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大家围绕着神经生物学的进展，神

经系统的发育可塑性及神经环路的形成，神经系统重要基因的调控以及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细胞分子机制四个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会议邀请的 40 多位

专家为大家报告了脑功能与脑疾病领域的 新研究成果，引发了与会者热烈而深

入的讨论。本次会议，还专门设置了学生交流部分，二十多位研究生报告了自己

的研究进展，并与现场的专家和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4）2010 年 11 月 9-12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等联合举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

委员会”、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科技部“生

物膜与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和“脂质代谢关键蛋白质的功能与调控机制”

973 项目以及“生物膜与膜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联合承办、宁波市科技局、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宁波大学协办的“第二次国际暨第十一次全国膜生物学

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市镇海九龙山庄召开。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来自美国、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菏兰、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 19 名海外著名科学家

和优秀华人年轻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军

队院校和相关医院等的科学家、学者和研究生。其中，包括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内的国内著名科学家。参加大会的代表 196 人，大会邀请报告 50 个，创历次

全国性膜生物学研讨会出席人数和邀请报告数两个之 。根据当前国际、国内膜

生物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会议围绕着“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生物膜与生

物能学”、“膜运输”和其它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 

2．高层次的学术培训班 

2010 年 8 月 8 日-12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所和生物物理学会主办、电子显微

镜学会和晶体学会协办的“第三届郭可信电子显微学与晶体学暑期学校暨冷冻电

镜三维分子成像国际研讨会”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顺利召开。来

自美国的 Scripps 研究所、Baylor 医学院、英国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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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Plank 分子生理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等 49 所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

学者和学生近 200 人参加了本次暑期学校，其中 35 人来自国外，165 名代表和

学员来自国内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本次暑期学校无论从参加人数上，还是从

全球各相关单位的覆盖面上，其规模都比前两届的郭可信暑期学校大很多。会议

期间，邀请的 21 位低温电镜三维重构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都做了精彩的学术报

告和技术讲座。 

（二）与地方合作 

自 2009 年 9 月部门重组以来，所地合作处大力开展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

强所地合作和技术成果推广，提高部门工作效率，实现了整体局面快速好转的良

好态势。经过一年的努力，研究所横向经费显著增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步。 

1.横向经费显著回升 

2010 年，研究所横向经费走出了下滑的阴影，展示出强势上扬的态势。我

处加强了与地方的合作与交流，全年接待访问 30 次，接待来访企业 12 家，对外

访问 18 次，签订技术合同 22 项，企业到账经费首次跨越千万元大关，较 2009

年增长 41%。 

2.承担国内外科技项目范围继续扩大，与地方的合作领域继续拓宽 

研究所先后申报了法国梅里埃基金、软银联合基金、华兰联合基金、威高联

合基金、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研发服务基金等产学研联合基金，并获得了较好的成

绩，辉瑞集团、梅里埃集团等已经与研究所达成实质性合作。所地共建单位——

泰州蛋白质工程研究院 2010 年获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600 万元，建成

年产能 500 万条的胶体金试纸和 2万盒的酶联试剂盒生产线各 1条，获准成立依

托研究院的江苏省生物医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筹）。中关村蛋白质与多肽药物

开放实验室与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研发的“注射用前列地尔胶束”获

得临床试验批件，相关专利获得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3.专利申报数量和质量均稳步提升 

2010 年共申请专利 22 项，较 2009 年增长 42%，其中 2项为国际专利。获得

授权专利 7项，其中 2项为美国发明。涉及药物靶点晶体结构、单克隆抗体药物、

检测仪器与试剂、药物输送系统、先进纯化技术等，专利覆盖领域进一步拓宽。 

4.参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提高，经营状况日益改善 

中生北控公司被正式命名为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百家创新型企

业”，百奥药业入选“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 G20 规模企业”， “注

射用前列地尔胶束”获第二项发明专利授权。蛋白质产业孵化器业务稳步发展，

2010 年孵化器与中生北控联合申请的 863 重点项目课题“流感病毒诊断试剂用

关键原料的研制”获批立项。五是产业化基地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201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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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生物物理所“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项目正式签约入驻北京

怀柔科教产业园，成为中科院 2010 年首批落户北京的 4个重大项目之一，刘淇、

郭金龙、吉林、闫傲霜等北京市党政领导出席签约仪式并视察了项目进展。 

六、创新文化建设 

（一）以“亮点工作”为抓手，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2010 年，研究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亮点工作为抓手，以创先争优活

动为载体，以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目标，积极推动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 

1.部署亮点工作，推动党建创新 

为了推动研究所党建创新工作在基层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创新支部工作模式，

探索基层党建的着力点，2010 年，所党委组织两个党总支、17 个党支部开展了

“亮点工作”申报活动。经过所党委认真评选， 后择优支持了两总支、6个支

部的“亮点工作” 申请。所党委从党费中专门拨出一定经费，鼓励他们围绕自

身岗位，组织开展“亮点工作”活动，真正实现了党建创新与基层创新工作的有

机结合。 

2.加强软课题研究，探索创新文化的时代内涵 

2010 年，所党委承担了院创新文化软课题——《创新文化生态系统》研究，

着力从生态学的角度，探索创新文化发展、演替的基本规律，以期为研究所“十

二五”和“创新 2020”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3．以党建带群建，推动工青妇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 

在研究所的统一部署下，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坚持“党有号召、群有行

动”，分别以建设“合格职工之家”、“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妇委会”为载

体，积极推动并开展了“11·9” 职工消防运动会、共建中科院青年北川希望小

学、学术沙龙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扎实推进了创先争优。 

（二）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推动创先争优活动的

深入开展 

1.深入学习，统一认识 

研究所借助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讨论，以及举办专题报告和研讨会等形

式，组织党政领导班子带头学习、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重点是将胡锦涛同志的工

作报告和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温家宝同志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讨论稿）》所做的说明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与研究所的科技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学习领会，准确把握国家战略需求，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服务国家、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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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能力，确保研究所“创新 2020”和“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为了提

高学习效果，所党委专门为领导班子成员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党总支、支

部书记，各部门负责人，各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配发了学习辅导材料，并为全

体党员配发了文件汇编。 

2.深入贯彻落实，推动创先争优 

研究所要求各部门制定学习计划，并将其作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载体，

形成支部班子带头学、党员同志认真学习的局面，动员大家紧密联系实际，认真

查找问题，努力破解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难题，扎实推进“九个转变”。同时，

以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研究所“十二五规划”为引领，以“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活动”、“我为创新献一技”为载体，努力提升党员意识，立足本职工作、开展

“科技攻关团队”、“文明服务岗”、“岗位技术能手”等形式多样的“争创”

活动，务求取得实效。 

七、2011年工作要点 

2011年是 “十二五”启动年，研究所将以中国科学院面向“创新2020”“十

二五”规划纲要为指南，科学规划未来科技和事业发展。 

（一）研究制定研究所科技和事业发展规划 

（二）优化学科布局，凝炼研究方向 

（三）改进管理模式，建设创新队伍 

（四）加强平台建设，提升科研条件 

（五）扩大学术交流，促进学科交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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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2010年度工作总结	

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2010年是“十一五”和“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 后一年，也是科学谋划 “十

二五”和“创新2020”的关键一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在院党组、

京区党委的领导下，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保证研究所‘创新2020 ’顺利启动和实施”为核心任务与目标，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将党组织与研究所科技创新事业紧密融合，如何将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研究所科技创新的竞争实力，进而提升研究所党建工作的科学化

水平。  

一 、周密组织谋划、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根据中央、院党组、京区党委关于开展创先争优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研究所

党委于2010年5月25日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

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杨星科任组长、副书记龚为民任副组长，党委委员及总支书记

担任成员的领导小组，同时指定党委办公室为办事机构。所党委在贯彻部署创建

“五个好”党支部、争当“五带头”党员的基础上，紧密围绕中心工作，提出了 

“三期总结好、2020 开展好”，“组织建设好、党员带头好”，“创新氛围好、

工作效率好”，“改革发展好、机制体制好”创先争优的总体目标；明确提出了

基层支部党务创新四个活动载体”：“亮点工作”、“读书活动”、“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和“我为创新献一技”。  

在 6 月 12 日召开的党务干部培训暨“开展创先争优”动员会上，所党委要

求各总支、支部及全体党员行动起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

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切实推进研究所率先进入“创新 2020”，抢

占科技发展先机，实现研究所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各党总支、支部分别结合

各自的工作，开展了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创先争优”活动。 

    7 月 1 日，庆祝建党 89 周年之际，研究所党委被评为中科院京区党委“先

进基层党组织”；王大成院士被评为中科院京区党委“优秀共产党员”。 

  9 月 24 日，所党委以党总支、支部工作会的形式，对创建活动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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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点评，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11 月 10 日，所党

委结合《中国科学院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

（科发党字〔2010〕15 号）及其具体实施意见，及时召集工会职代会、妇委会、

青联和所团委负责同志进行专题传达学习；根据“党建带群建”的宗旨和要求，

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生物物理研究所创先争优活动工作的通知》，初步

形成了“党建带群建、齐争共创促发展”的局面。 

所党委结合京区党委“党建工作创新”评比工作，对研究所的创先争优活动

进行了及时总结与自我检查。在 12 月 6 -7 日召开的京区党委评比会上，研究所

党委荣获“2010 年党建工作创新”一等奖，这既是对研究所党委工作的肯定，

更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12 月 23 日，党委会进一步明确了今明两年，特别是 2011

年 7 月前的创先争优活动主题及工作重点，随即在 12 月 29 日的党总支、支部书

记例会上进行了传达、部署。 

党委要求，各支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围绕保障“创新 2020 ”顺利启动和实

施的目标，坚持服务创新、促进创新，在开局良好的基础上，努力建立起创先争

优活动的长效机制，切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强化学习效果，提升科学发展领导能力 

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强化学习型组织建设和

自身能力提升。 

（一）认真抓学习，提升战略研究能力 

根据院党组“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的若干规定”和京区党委的有关要求，

所党委严格坚持每季度一次的中心组学习，并结合中心工作适当开展理论务虚研

讨。中心组学习每次都制定主题，指定两位主发言人。中心组成员根据党委主题

要求，提前查找资料、进行自学。在学习会上，大家围绕主题，集中学习，并充

分发表自己的见解，为研究所“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形成达成了共识。2010 年，

中心组以“学习领会温家宝总理《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重要讲话”、“面

向创新 2020，研究所改革发展大讨论 ”、“学习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研究所在‘创新 2020’和‘十二五’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为主题，进行了

深入的学习研究。尤其是针对“研究所在‘创新 2020’和‘十二五’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所党委要求研究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都要结合分管工作，分别展开

学习和研讨。杨星科同志的主题发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做好我所创新 2020

实施方案”；徐涛同志的主题发言是“构建研究所的‘核心竞争力、凝聚力、执

行力’”；赫荣乔同志的主题发言是“建设杰出人才队伍，保障研究所的可持续

发展”；龚为民同志的主题发言是“基础性研究所如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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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等等，大家就研究所“创新 2020”科研组织模式、管理模式、领军人

物，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实现了理

清思路、达成共识、谋求发展的目的。 

（二）开好民主生活会 

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党员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平

台和活动载体，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本年度研究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是在创新三期即将结束、“创新 2020”和“十二五”规划即将开局的关键时刻，

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举行的。会议结合事前由所纪委征集的广大职工的意见，

特别是结合研究所新时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影响研究所未来发展的障

碍和问题，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各位所领导结合自己主管工作，

围绕“创新 2020”和“十二五”规划，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共同谋求解决问

题、迎接挑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同时，为了便于所领导班子了解民意，增加职工与领导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研究所继续坚持每月一次的领导接待日制度。通过领导接待日，既建立了良好的

干群关系、引导职工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的诉求，同时又有效地处理和化

解了矛盾。通过领导接待日，广大职工疏解了心理困惑，问题也就得到了一定的

化解，从根本上维护了研究所的和谐与稳定。2010 年，研究所共接待了来访人

员十五人次，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三、转化组织政治优势，促进研究所科技创新发展 

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党员同志的先进性能否有效激

发，是研究所党委围绕创新、服务创新、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保障作用的前提和

基础。因此，全院“传达和深入学习国务院第 105 次常务会议精神及‘创新 2020’

方案主要内容”视频会议召开后，研究所党委先后组织党总支、支部书记，科技

骨干、中层干部、工会职代会主席团等不同方面的同志进行专题学习动员；特别

是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为每一个离退休党支部上党课，宣讲“创先争优”的战略

意义，宣讲我院关于“创新 2020”的实施方案；同时还采取向党务干部提前通

报“创新三期总结”等方式，既激发了党员同志的政治优势，又引导各基层支部

及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提高认识，加强前瞻性战略思维，在

党内率先吹响了“创新 2020”的号角，引起了强烈反响。从党委领导，到基层

干部，再到离退休老党员，大家一起为“创新三期总结和‘2020’规划”建言献

策，如《浅谈基础性研究所如何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关于制订生

物物理研究所‘创新 2020’方案的几点建议》、《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建设国

际一流研究所》、《为科技健康发展献策献计》等。从而形成了党员骨干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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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科技人员积极行动的良好局面，大家纷纷投入到对研究所未来发展战略的

思考之中，进而形成了研究所层面的总体思路，并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科

学时报》头版发表了《创新 2020：“脑”在“清晰成像”——记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的发展态势及战略思考》，该文得到了院领导和兄弟单位的关注和

高度评价，并获得“科星新闻奖”二等奖。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调研我所时曾指出，研究所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先要

谋划好的政策，带动体制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带动科技创新。所党委充分

发挥研究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成果——研究所战略小组的引领作用。

在组长王大成院士和副组长徐涛所长、杨星科书记的带领下，发动全所科技骨干，

特别是党员科技骨干，对研究所“十二五”发展框架、学科发展的态势进行了广

泛的调研、交流，并形成调研报告；同时，还邀请科技部基础司张先恩司长作“基

层研究的形势与任务”专题报告，并先后到长春光机所、长春应化所、大连化物

所等进行实地调研，积极探寻规律、科学谋划“十二五”发展战略。 

在此基础上，研究所党委配合所务会规划了“加强重点实验室集群建设，淡

化基础研究中心”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十二五”期间，研究所将取消研究中

心建制，以重点实验室集群作为科技创新的组织模式。同时对尚未纳入国家或院

重点实验室网络体系的学科领域，研究所还筹集人力物力，组建成立所级重点实

验室。从而不断完善基础研究创新体系、确保基础研究持续性与稳定性发展。同

时，所党委配合行政领导带领研究所各管理、支撑部门，通过广泛调研，结合各

部门的实际情况，对管理和学术支撑部门的职能和人员编制进行了重新核定。在

此基础上，认真编报了本部门“十二五”岗位设置报告。 

这些工作是我所面向“十二五”和“创新 2020”，着力实现跨越发展和打

造强有力科技管理和学术支撑队伍的重要环节，是我所“创新 2020 实施方案”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管理支撑部门人员业务能力、管理

水平和执行力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体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以建设“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两个国家

工程中心”的“五环发展战略”为核心，总结制定了“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李家洋副院长听取了研究所“十二五” 发展规划后指出，

“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学科发展路线图以国家需求牵引学科发展，以学科发展推进

和实现国家需求，把国家需求、战略任务、关键技术紧密联系，思路很好。” 

四、启动“亮点”工作，推进基层组织党建工作创新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党支部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党建工作科学化的要求，所党委组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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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学习理解“党建工作科学化”的含义、内容和要求，并展开讨论，积极探

讨党建工作科学化的途径和举措。所党委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修订并印发了《生

物物理研究所党支部工作参考手册》，“手册”从支部设置到支部职责、从工作

制度到工作程序，从会议内容到活动方式，均提供了程序化、规范化的标准。同

时还制定了“支部年度工作考核表”，用定量与定性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各支

部建设情况和创先争优成效，使党支部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在多年坚持党务干部培训的基础上，2010 年所党委在全所 70 余位党支部书

记、支委等党务干部培训设计上，增加了党建工作科学化的具体内容，邀请了中

央党校专家作《新形势下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专题报告，并由党办主任辅导学

习《党支部工作参考手册》等，进一步推动了党支部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

范化。 

(二)“亮点”引领基层党支部工作创新  

为进一步创新支部工作模式、探索基层党建的着力点，2010 年，所党委决

定在基层支部开展具有各支部特色的“亮点”工作，并择优予以支持。党办组织

两个党总支、17 个党支部开展了“亮点工作”申报活动。经过所党委认真评选，

后择优支持了 2个总支、6个支部的“亮点工作”申请。他们是——研究生总

支：“让读书成为习惯”、离退休总支：“我健康，我快乐，我为创新 2020 发

余热”、机关支部：“管理创新论坛——‘科学家谈管理’”、脑与认知支部：

“建立融洽师生关系活动”、 感染免疫中心支部：“建设数字支部、服务科研

创新”、系统中心支部：“践行科学发观、我为创新作贡献”、 脑成像中心支

部：“学习高铁精神，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支撑党支部：“我是共产党员”。

所党委从党费中专门拨出经费五万余元，鼓励围绕自身岗位，组织开展“亮点工

作”活动，真正实现了党建创新与基层创先争优的有机结合。 

1.科研一线党支部重点在承担科研任务、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科研水平、

恪守学术道德等方面开展亮点工作 

    结构分子生物学中心党支部书记毕利军研究员利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

验室”专家论坛，开展了“面对全球结核病‘紧急状态’，我们在做什么？”的

研讨，激励广大党员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学科前沿勇挑重担；感染免疫中心

党支部书记唐宏研究员带领党员群众，以建设“中科院感染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为载体开展创先争优活动。2010 年该实验室以排名第一的成绩顺利晋升院重点

实验室，并主动参加了该年度的全院评审，结果为良好。脑成像中心党支部以筹

备第七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为载体，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这是首次在华召开的国

际认知科学大会，该支部党员陈霖院士还荣幸的当选为国际认知科学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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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国际科学学会任主要职务的中国科学家。 

2.管理、支撑党支部重点在加强学习、做好服务、提升能力、完善制度等

方面开展亮点工作 

机关党支部以“管理创新论坛——科学家谈管理”为平台，建设学习型党支

部。目前已经先后邀请了许瑞明研究员（千人计划、生物物理所副所长、原美国

冷泉港研究员）介绍“冷泉港的科研管理”，秦志海研究员（原柏林自由大学终

身教授）探讨“德国科研管理体制”，动物所李志毅副所长与我们一起“走进法

国科研管理体制与机制”。从而实现了“一个结合”，搭建起了“两座平台”。

一个结合：就是将支部工作与管理创新工作有机结合；两座平台：一是管理者学

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平台；二是管理与科研工作无缝对接的平台。该活动得到

了京区党委、院计划财务局乃至深圳先进院的关注与好评。 

支撑党支部以“我是党员”为活动载体，让技术专家和公共技术支撑人员公

开以党员的身份向研究所乃至全社会做出技术服务承诺，带动本部门全体人员开

展亮点工作。2010 年研究所蛋白质科学平台获得院优秀等级资助，研究所生物

安全工作被北京市评为“社会责任 A级单位”；吴鹏同志被评为北京生命科学大

型仪器服务中心优秀仪器管理员。 

3.研究生党总支重点在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科研能力

等方面开展亮点活动 

    研究生总支以开展“让读书成为习惯”的大型读书活动为载体，带动全体研

究生乃至全所党员同志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该活动有主题、有策划、有预案，以

网络平台和图书馆专用书架为平台，先后开展了“七一”启动仪式，“院士谈读

书”，“读书展览、书刊赠阅、书目征集”，“读书报告”，“主题辩论”等一

系列活动，引起了极大反响，营造出读书学习的浓厚氛围，取得了良好效果。 

4.离退休党总支重点在 “提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水平，老有所学、老有

所为，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开展亮点活动 

    在“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离退休党总支协同离退休办公室、文

体福利小组以“我健康、我快乐，我为创新 2020 发余热”为“亮点”主题，利

用庆祝建党 89 周年、建所 52 周年、“九九重阳节”等时机，适时开展了“参访

革命圣地”、“读书交流”、“摄影作品展”、“老年健康讲座”、“十佳健康

老人评选”等活动，极大地调动了老同志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同时，离退休党总支及各支部还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完善离退休老同

志困难档案（该项工作获得院离退休工作局优秀课题奖），开展“关爱”行动。

大家利用有限的资源走访慰问因病不能参加组织生活或生活困难的老党员、老同

志 160 余人，赠送慰问品价值 1.6 万元、慰问金 2.5 万元。同时还向他们转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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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关心、介绍研究所的工作进展，进而温暖了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心，为

研究所以优异成绩通过“创新三期总结评估”，适时完成“‘创新 2020’实施

方案”及“十二五规划”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环境。 

    通过开展亮点活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号召

力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与提高。党组织对群众的吸引力

也明显提高，党员队伍进一步壮大，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本

年度有一位“百人计划”恢复了组织生活、两位向党组织表达了恢复党籍的意愿，

一位研究员成为预备党员，三位研究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七位同志如期转正，

五位同志加入党组织，其中研究生三人。 

五、加强教育督察，保障科研秩序 

 2010 年，生物物理所党委、纪委按照上级党委、纪委的部署和要求，认真

贯彻实落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纪委十七届四次、五次全会，国务院

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以及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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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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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好纪律检查监督和行政监察工作，切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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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研究所纪委通过“利用所务公开网进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邀

请院监审局郭建军副局长作关于“职务犯罪案例与分析”的反腐倡廉建设专题报

告，组织参观司法部燕城监狱，参观“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组织学

习《廉政准则》和答卷活动，认真执行《生物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

施细则》，及时与新入所的课题组长签订《学风、廉洁自律与廉政建设责任书》

和《研究所重要规章制度知晓书》等工作，真正做到了坚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腐败。 

    2010 年，所纪委根据上级要求，重点组织开展了“小金库”和工程建设领

域突出问题的两项专项治理工作。成立了“小金库”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举报电子邮箱，为专项治理

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做到了任务分工，责任落实。 

    2010 年，研究所各级领导严格遵守《生物物理研究所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的规定》，认真执行“三谈两述”和询问质询制度，全所没有出现违反党纪、

政纪、国法和规章制度的现象。 

六、党建带群建，“齐争共创”促发展  

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和所党委的统一部署，研究所工、青、妇等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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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部署生物物理研究所创先争优第二阶段工作的通知》，坚持“党有号

召、群有行动”，分别以建设“合格职工之家”、“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妇

委会”为载体，积极开展了各项活动，形成了“齐争共创促发展”的大好局面。 

所工会首先以“民主管理促和谐发展”为载体，积极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

根据“重视职工带薪休假权，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工会职代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研究组长疗休养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执行国家和院工

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若干规定》及《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继续教育与培

训管理暂行办法》。在 2010 年度的工会职代会代表大会上，认真讨论并审议通

过了研究所“十二五”规划，并在收集广大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详细的修

改建议及意见，充分表达了职工意愿、行使了民主决策的权利；讨论通过了《生

物物理研究所帮困送温暖暂行办法》，真正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相关举措的实

施和职工积极性的发挥，极大地激励了职工干事创业、岗位成才的积极性，增强

了职工的归属感和研究所的凝聚力，有效地促进了和谐研究所建设。 

    所工会还以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创建载体，开展了诸如“我参与、我健康”

为主题的环所长跑、“你跳我跳大家跳”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月集体跳绳、以“庆

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的拔河比赛， 举办了太极拳、网球培训，登山，垂钓等

群众健身活动；组织了以“科学家眼中看世界”为主题的摄影展、以“亲近自然

收获快乐”为主题的秋游采摘等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促进了和谐氛围。 

    一年来，所工会职代会按照有关规定，根据所领导的要求，走访慰问了 30

多人次，赠送慰问金 1.5 万元，并自己设计精美生日贺卡，开展“生日送祝福，

开心工作每一天”的活动，推行人文关怀。同时，所工会团结各分会，经过大量

细致、全面的工作，顺利通过了中科院工会的“合格职工之家”复验。 

2010 年，所团委在党委领导下，秉承“服务大局、服务青年”的宗旨，通

过“走进北川”、“大手拉小手”等帮扶科普活动，提升团员青年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通过承办第三届中科院青年联合会首次科学家论坛，邀请蒲慕明先生

做“科技人生体悟”、邀请院青联副主席周琪研究员做“重启生命时钟”的讲座，

为青年科技骨干和研究生搭建开拓学术视野的平台。 

本年度，在党委指导下，研究所青联完成了换届与分工工作，并有序地开展

了一系列工作。所团委、青联以“创建五四红旗团委”为契机，引导青年人献身

科研、担纲社会责任，并努力打造青年科技人员成长、成才的平台。为此，所团

委、青联联袂为 35 岁以下的副高和中级科技骨干量身打造了展示自我风采的平

台——青年论坛。该论坛以生命科学为主兼顾人文社科，努力成为青年人脱颖而

出的舞台。论坛不仅引起了本所和兄弟单位青年科技人才的高度关注，而且还得

到了《生物物理学报》的关注与好评，并主动约稿予以宣传。此外，所团委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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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兄弟所团委联合组织了“青年圣诞派对”，为单身青年提供交流与沟通的机

会。在大家的努力下，我所青年工作得到了上级各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在本年

度中科院仅有的两家“中央国家机关五四红旗团委”中，我所团委被授予殊荣。 

所妇委会紧密围绕女性关注的话题，以“花开四季”主题讲座为载体，以努

力建设学习型组织、关心女性健康等内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经过努力，2010

年，生物物理所妇委会被评为“2008-2009 年度京区优秀妇委会”。 

七、探索创新文化路径，提升核心竞争力 

根据《中国科学院 2010-2020 年创新文化建设纲要》的精神， 研究所党委

进一步研究了创新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主要措施，并按

照纲要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徐涛所长任组长、杨星科书记任副组长的研究所创新

文化领导小组和龚为民副书记任组长的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 在

此基础上，研究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一）探索创新文化建设新途径 

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带领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承担了院“创新文化生态系

统”课题研究，并参与院创新文化建设途径课题研究。研究从“科学文化与文化

生态系统”、“生态视角下的创新文化”、“创新文化生态系统的要素”、“创

新文化生态系统分析”、“创新文化生态系统的功能”、“创新文化生态系统的

演化”“国家创新文化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文化建设路径的探究，阶段性

成果已经得到了上级课题负责同志的肯定。 

（二）深化管理部门“软课题”研究 

自 2009 年启动以来，管理部门各个“软课题”研究均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0 年，在“十二五”规划和“创新 2020 ”谋划启动的关

键时刻，所党委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对有关课题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大家结合

研究所在“十二五”规划和“创新 2020”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继续深化课题研

究，并组织专题会议研讨。会上“问责制与执行力的关系研究”、“研究所人才

成本管控探讨” 、“科技活动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研究所国际化发

展战略研究”“仪器技术创新领域面临的问题探讨” 等课题组分别进行了汇报，

所领导及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交流会。徐涛所长充分肯定了开展软课题研究工

作的作用和意义，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有关成果纳入“十二五管理

战略规划”，为研究所在“十二五”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积极打造创新文化建设平台 

所党委以“党群园地”专题网页建设作为党务公开的有效载体和创新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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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理想平台，将党委决议、文件、工作动态、成绩适时公布，并利用“学习园

地”向广大党员开放“中科院党务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网络视频课程”，

为大家学习“政治理论”、“科技创新案例”以及“国内外热点问题”提供服务，

从而在广大党员群众中营造正确的舆论氛围，引领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不断深入。 

八、发挥统战工作效能，增强研究所凝聚力 

2010 年研究所党委坚持“政治领导、组织扶持”，进一步加强对统战工作

的关注、指导和扶持。 

首先，通过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交流与研讨，坚

持向民主党派通报研究所工作态势、不定期地与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研

究所工作进行沟通交流，从而提高了所党委对统战工作的政治影响力和领导力。 

第二，关注统战人士的培养工作，从组织上大力扶持。 在党委的配合协调

下，徐涛所长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并担任了中央统战部与科技界的联系

人，同时当选第三届中科院青联主席。许瑞明副所长参加中组部组织的“高级专

家培训班”，并获得本年度中国侨联“侨界创新人才奖”。所党委积极协助民主

党派做好申请入会同志的政审，帮助其做好组织发展工作。 

第三，以办理“归侨”认证为契机，进一步团结党外科技骨干。近年来，我

所引进的海外归来的科技骨干多为党外人士，为了贯彻“党管人才”的原则，表

达党组织对科技骨干的关心与爱护，进而将其紧密团结在组织的周围，所党委责

成党委办公室，协助“海归”科技人才办理归侨侨眷的认证工作，切实保障其“侨

益，并积极做好向上级部门的汇报与推荐工作，以充分发挥我所归侨侨眷在国家

层面和院层面的参政议政职能。 

2010 年，研究所党委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完成了预期的工作目标，研究

所连续第六年荣获“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单位”。此外，研究所在 2010 年度

获得的奖项还有： 

（一）集体奖——中科院京区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中科院京区党委“党

建工作创新”一等奖、中央国家机关五四红旗团委、中科院京区“优秀妇委会”、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基础设施建设先进集体等； 

（二）个人奖——王大成院士荣获中科院京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徐涛

所长当选第三届中科院青联主席、许瑞明研究员荣获“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

阎锡蕴研究员被评为“中科院先进工作者”、江涛研究员荣获 2010 年度第三届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杨爱敏荣获院“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先进个人、龚海韻荣获中国农工民主党“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梁伟研

究员荣获“第十二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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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成绩是喜人的，但我们仍然存在着不足及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工作自觉性、主动性不够，支部及党员间的工作发展不均衡。研究所

17 个党支部、两个党总支以及 691 名党员，在开展党建创新和创先争优活动中

确实涌现出了不少先进和典型。但是因为个别支部和部分党员对开展基层党支部

党建创新工作及创先争优活动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上处于被动状态，

没有真正将其转化为加强组织、提升自我的内在动力，故而在实际工作产生了差

距。 

    二是在科技骨干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三是研究生的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感等工作需要进一步关注；辅导员的工作

力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四是创新文化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真正做到关爱、关心职工、学生的身心

健康与职业生涯，营造和谐奋进的创新氛围。 

新的一年，对生物物理研究所来说是跨越发展的关键性一年，也是面临严峻

挑战的一年。研究所党委将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京区党委的直接指导下，

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迎接建党90周年、向党的十八大献礼为

目标，进一步组织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打造坚实基础、创建优良条

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与服务保障功能，为研究所“十二五”良好开局和

“创新2020 ”顺利启动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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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0年度工作总结	

 

中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0 年，中共生物物理所党委、纪委按照院党组、京区党委、纪委的部署

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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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纪委十七届四次、五次全会，

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以及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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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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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思想保

证和纪律保证；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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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生物物理所党委、纪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按照院党组、京区党委的指示

精神，切实做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了认真学习、

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

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的重大战略意义和重要的历史影响，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上来，所党委制定并认真落实了学习十七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计划。  

1.组织党员、职工通过电视、报刊杂志、电子网页等载体及时收听收看十七

届四中、五中全会新闻和报道。 

2.购买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汇编和党员干部学习辅导材料发给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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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学习。 

3.召开研究所党委会议，认真学习院党组、京区党委关于学习贯彻十七届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根据要求，结合我所实际，对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及时做出了部署和安排。 

4.召开党总支、党支部书记会，传达关于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的通知和党委的安排和部署，强调了各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要求。要求各党总支、各党支部、各职能部门，务

必结合研究所的战略路线和科技创新工作实际，结合各党支部自身特点，以增强

党员队伍生机活力、提高党员素质为重点，积极探索结合研究所实际工作充分发

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途径，发挥好“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作用，在研究所改革、创新发展中，做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

进和谐的作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

研究所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创新 2020”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以实际

行动和丰硕创新成果迎接建党 90 周年。 

5.认真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每次中心组学习，

都安排两位中心组成员重点发言。2010 年 10 月 28 日下午所党委在小报告厅举

行中心组学习，中心组成员、所长助理、各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中层管理

干部应邀参加了学习。杨星科书记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和胡锦涛同

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上的讲话”的主要精神；他强调指出，胡锦涛同志的讲

话务实恳切，高屋建瓴，为我们指明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方向和方法。我们要

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社会区域发展，积极谋划研究所的

“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创新 2020”实施方案。在研究所规划的制定过程中，

一定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以构建我国普惠健康体系为核心，充分发挥

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战略性、前

瞻性作用；同时保障研究所全体职工和研究生在研究所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实惠。 

6.研究所纪委组织纪委委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温家宝总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

明”、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7.在所网上开辟学习专栏，刊登学习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的有关资料和学

习体会，引导大家结合科研、工作实际学习落实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8.组织编写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体会，在所《动态》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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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贯彻中央纪委第四、五次全会精神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

工作会议以及院党风廉政工作会议精神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十七届四次、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

会议以及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所纪委组织全体纪委委员学习了中央纪

委第四、五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及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重点学习了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十七届四、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贺国强同

志所作的工作报告精神，并认真地组织落实。同时把中央纪委第四、五次全会精

神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以及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领导讲

话、有关评论等相关内容登在了所务公开网上，供全所职工学习和贯彻。 

三、贯彻落实院党组文件，加强纪检监察审计队伍建设 

研究所贯彻执行了院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审计工作队伍建设的意

见》。研究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生物物理所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名纪

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所长龚为民同志兼任纪委书记，潘峰同志任纪委副书记

（专职），王海龙、陈长杰、陈更道同志为纪委委员。2010 年，研究所党委利

用基层党支部调整契机，明确了各支部负责纪检工作的支委，进一步加强了纪检

工作的队伍建设。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 

2010 年，研究所党政领导认真执行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实施细则》，所长、党委书记与副所长、各部门负责人（处长、室主任、研究

中心主任、平台主任、课题组长）签订了《学风、廉洁自律与廉政建设责任书》

96 份，做到了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严格执行责任追究

制度，保证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得到了较好地落实，杜绝了腐败现象的

发生。 

五、努力贯彻反腐败十六字方针，认真落实《工作规划》 

研究所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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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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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的实施意见》和《生物物理研究所贯

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的实施意见》

(科生发党字〔2008〕11 号)，努力搞好研究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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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研究所各级领导认真执行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关于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的规定》。没有发现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问题；没有发现领导干

部“跑官”、“要官”问题；没有出现领导干部放任、纵容配偶、子女以及身边

工作人员利用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谋取非法利益问

题；没有出现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问题；没有发现

党员和干部参加赌博；没有出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小

汽车；没有出现领导干部在住房方面以权谋私的问题；认真执行了“三谈两述”

和询问质询制度，没有违反党纪、政纪、国法和规章制度的现象发生。 

（二）认真组织民主生活会 

为了保证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和正常进行，研究所党政领导严格执行《生物物

理研究所党政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为了开好研究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找

出研究所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思路、办法，扎实地推进研究所“十

二五”发展规划和“创新 2020”实施方案的完善和落实，所纪委、党委、所务

会开通了电子邮箱，所纪委设立了意见箱，组织召开了由科研、管理、研究生、

离退休人员、民主党派、无党派等代表和纪委委员 30 余人参加的征集意见座谈

会。共征集群众意见和建议 20 条（座谈会 19 条、电子邮箱 1条），及时地发到

每位所领导的邮箱中，供所领导在民主生活会上对照检查、分析、处理之用，为

开好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填

入了《建议、意见、质询处理情况检查表》，按部门职责发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人

的邮箱中，供各部门制定并落实处理措施和答复群众，以及所监督检查小组监督

检查之用。 

2010 年 11 月 19 日，党政领导班子在研究所小报告厅召开了党政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党政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及研究生总支和离退休总支书

记参加了会议，北京分院院长助理、京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肖建春同志，京区党委

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利军同志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

杨书记指出，本次民主生活会是在“创新三期”即将结束，“创新 2020”和“十

二五”规划即将开局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本次会议要完成两大任务：

一是针对向广大职工群众征求的意见，特别是结合研究所新时期发展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是各主管所领导，结合自己主管工作，围

绕“创新 2020”和“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梳理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形成共识；并深入讨论，谋求解决问题、迎接挑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接着，各

位领导针对群众提出的意见，结合自己的工作和体会，认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

批评；并围绕“创新 2020”和“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梳理了下一步的工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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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工作重点。京区党委组织部长肖建春同志感到很受教育和启发，认为生物物

理研究所的本次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成功，群众意见征集很全面也很深刻，领导班

子成员十分重视、认真准备，会上既谈认识也谈举措，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团结的氛围十分浓厚；而且通过本次会议统一了思想、达成共识并形成了重

要思路，为更好的规划和实施“创新 2020”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主生活会为研究所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文化创新建设和研

究所“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创新 2020”实施方案的完善和落实提供了思想基

础和组织保障。 

（三）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处情况 

研究所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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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接待、处理信访、举报 3起，及时地组织力量对信访反映的问题开展调查，给

出了调查处理意见。按时填报了研究所信访举报、案件情况等统计报表。没有发

现违反党纪、政纪的现象；没有发生腐败案件。 

（四）开展所务公开，做好信息沟通 

为了更好地做好群众监督工作，研究所认真执行《生物物理研究所所务公开

工作条例》和《生物物理研究所会议制度》，利用研究所《动态》、所务公开网、

公告栏、所领导接待日、所长信箱、沟通会等多种渠道，进行所务公开和交流沟

通活动，使全所员工及时、清楚地了解到了研究所的状态、发展和各项重大事宜。

尤其是所务公开网，无论从学术、科研、管理，还是宣传教育、各种事项通知，

都能及时、准确地在相关栏目中发布，起到了良好的沟通、监督作用，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 

（五）审计工作 

2010 年，国家对我所承担的 863、973 课题进行了专项课题审计。 

（六）专项治理工作 

2010 年，研究所开展了“小金库”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两项专项治理

工作。成立了“小金库”和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

治理工作小组，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举报电子邮箱，为专项治理工作提供了坚强有

力的组织保证，做到了任务分工，责任落实。 

1.“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发出了研究所《关于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拟定并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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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治理“小金库”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计划，开展了自查自纠和回头看活动；起

草并按时上报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总结》、《工作

简报》及相关报表。 

2.基建工程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组织了基建工程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小组会议，学习了基建工程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文件资料，研讨了自查自纠工作；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制定并组织实施了研究所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计划；按时上报了研究所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总结

和相关报表等工作。 

（七）加强宣传教育，做好源头预防 

研究所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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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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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党委、纪委还组织了专题报告会、培训班、警示教育、案例

教育、参观展览和监狱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来提高职工、党员、党员干部的自

身素质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1.利用所务公开网进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2010 年在所务公开网上刊登领导讲话、警示案例、评论、报导、有关通知

等相关内容共 43 篇（警示案例 6篇、相关规章制度 11 个、领导讲话 4篇、有关

通知 9 个、有关报道 13 篇），及时补充反腐倡廉专栏内容。供所内职工、党员

和干部们学习，以便警钟长鸣。 

2.组织听取案例专题报告 

组织了所财务、基建、资产、科技、所地合作处领导和相关人员、纪委委员、

在职党支部纪检委员等听取了北京分院在研究所报告厅举办的京区案例专题报

告；与遗传所纪委一起组织协作一片反腐倡廉建设专题报告会，邀请了院监审局

领导郭建军副局长作“职务犯罪案例与分析”反腐倡廉建设专题报告。 

3.组织参观司法部燕城监狱 

组织了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课题组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 30 余人参观

了司法部燕城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4.组织参观“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 

所党委、纪委和机关党支部联合组织了机关党员、中层以上党员干部、重点

岗位工作人员参观了 高人民检察院在军博举办的“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

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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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学习《廉政准则》和答卷活动 

研究所党委、纪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简称《廉政准则》）的通知”，并将《廉政准则》挂

到所务公开网上，供全所职工、干部学习和执行。组织本所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

（各部门副处及以上干部、研究中心副主任及以上干部、所领导班子成员、所党

委委员、所纪委委员）共 37 人开展了《廉政准则》学习答卷活动，37 份答卷按

时上交到院京区纪委。 

通过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学习文件、听取专题报告、参观监狱和犯罪展览、

以及答卷等活动，使大家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在思想上受到了净化和洗涤；使广

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思想上构筑了道德防线和党纪、

国法防线；增强了管理骨干、科研骨干和党员干部自身的拒腐防变能力；提高了

大家恪尽职守、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自我保护意识；树立了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政绩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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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贯彻落实；强化了领导干部执行《廉政准则》和廉洁自律等有关规定的自觉性，

促进了研究所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建设；做到了警钟长鸣，起到了保护大家、提

醒大家、教育大家、防微杜渐、永葆清廉、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管

理者的目的，实现了统一思想，提升素质和执行能力，做到了关口前移，为研究

所又好又快、和谐稳定地发展和顺利实施“创新 2020”以及“十二五”发展规

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八）加强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保证公开公平公正 

为了规范采购流程，避免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等重要领域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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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为组长的研究所基建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领导全所的基建工作（包括所园区和怀柔两个项目）。协助所务会

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有问题及

时提出，尽快改正，一定要做出精品；同时也要有引领、宣传的作用，要负责向

科研人员宣传、解释基建工作的特点、特色，让科研人员充分理解基建工作的难

度。凡重大问题均需向基建工作领导小组汇报，经讨论报所务会决策，从机制上

保证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2010 年，所纪委参加了工程建设项目和大型仪器设备采购等招投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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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保证了招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 

研究所聘用的管理支撑人员、研究人员、应届毕业生等均按有关制度进行了

选拔招聘；职工晋职晋级工作都按有关规定进行了评聘和公示，实现了用人制度

的公开、公平、公正。 

在计算机、办公家具、汽车等物品的采购中，研究所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有

关规定实施政府采购。 

（九）其它工作 

在今年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财务资产处处长向大会报告了研究所财务的收支

情况；工会、职代会在会前征集了代表提案，并于会中和会后进行了反馈；人教

处按时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收入登记；纪委按时填写、上报了生物物理所按季度上

报的违纪违法案件等统计报表和上半年、下半年的《党风廉政工作情况统计表》

以及信访举报、违纪违法案件处理等各种报表。 

六、加强自身建设，开展理论研究 

（一）组织纪委例会 

2010 年，所纪委组织召开了纪委会议 4 次，研究工作、讨论和解决具体问

题、学习贯彻中央、中央纪委、院和分院有关党风廉政的文件和会议精神，并将

重要文件挂在所网，供大家学习和执行。 

（二）组织开展了反腐倡廉理论研讨 

组织所纪委委员、党支部纪检委员开展了反腐倡廉理论研讨，拟编反腐倡廉

理论研讨印论文集。 

（三）参加培训交流会 

积极组织参加院、分院、协作一片和所党委组织的相关会议、培训等活动。

潘峰、陈长杰同志参加了研究所党务干部培训班和北京分院纪监审工作培训交流

会；参加了京区党建纪检工作交流会，在会上作了《加强教育监督，做好预防保

护》报告，并获党建工作鼓励奖。 

通过会议、交流、研讨、培训和自学，提高了纪委委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

力，为努力做好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激发了纪委委员做

党的忠诚卫士和群众贴心人的热情；加强了纪检队伍的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了

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 

2010 年，院清风网登载所纪委稿件 5 篇，加强了纪监审工作的沟通交流，

提高了研究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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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研究所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未发生任何案件。 

我们坚信，生物物理所在所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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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利实施“创新

2020”和十二五发展规划，把生物物理所建设成和谐、美好、国际一流的研究所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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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中心凝聚力量促发展，发挥作用营造和谐做实事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0年度工会工作总结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 

 
2010 年是完成“十一五”战略规划的冲刺之年，也是谋划“十二五”发展

布局和实施“创新 2020”关键之年。研究所工会在所党委和院工会领导下，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科技创新、建设职工之家为载体，围绕中心促发展，

营造和谐做实事，为研究所发展和建立和谐研究所发挥了工会组织的作用。2010

年主要开展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融入中心，服务大局，在推进创新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学习研讨 

“创新 2020”是 2010 年的工作主题。职代会常设主席团组织委员认真学习

了路甬祥院长作的“实施‘创新 2020’，引领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报告，委员

们在深入理解、领会“创新 2020” 战略意义、总体目标、统一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分析了研究所的发展态势，找差距、谋发展、议措施、明确责任。委

员们一致认为，工会职代会工作要主动适应实施“创新 2020”的新形势，紧紧

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带领职工为研究所的发展献计献策。 

（二）建立上情下达 、下情上递的信息通报机制 

每季度召开一次职代会常设主席团例会，由党委书记通报院和研究所工作重

点、思路，就研究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分析讨论职工的呼声和建

议，使研究所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得到有效保障,主人翁作用得到较好发挥。根据

职代会关于“重视职工带薪休假权，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的建议，研究所

提交了《关于建立研究组长疗休养制度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执行国家和院工作

人员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若干规定》，经过职代会的审议，进一步完善了“规定”

的内容，职代会的建议在文件中都得以体现。 

（三）关心和支持职工的成长进步，促进职工的全面发展 

关心职工的职业发展，提高职工生存的优势和本领，是工会的服务研究所中

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职工的成长需求主要表现为专业知识的获取和岗位技能

的提高。在调研的基础上，研究所制定出台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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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经过职代会常设主席团和基层分会多方携手多层面的

征求意见，于今年 4月正式出台。管理办法的实施，鼓励职工干事创业、岗位成

才，而且使职工感受到研究所对他们的关心和重视，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对研究

所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四）创先争优，突出特色重实效  

“党有号召，群有行动”。根据京区党委和所党委的统一要求，结合我所工

会工作实际，制订了所工会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提出了“推动创新，促进发

展，在发挥主人翁作用上创先争优”：以召开 2010 年职代会为载体，号召全所

职工为“十二五”和“创新 2020”建言献策“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增强研

究所凝聚力上创先争优”：积极反映职工意愿，提出政策建议和主张；“帮扶解

困，关爱职工，在促和谐研究所建设上创先争优”：竭诚为职工服务，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以“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为载体，让需要帮的困难职工

“应帮尽帮”；“履行工会职能，在提高职工综合素质上创先争优”：寓教于乐，

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文体活动；“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在提高工会工作活力上创

先争优” 争创先进职工之家，增强工会组织的活力。在总结交流的基础上，结

构与分子生物学分会、脑与认知分会、机关分会被评为“先进分会”。 

（五）参观实践活动 

2010 年组织工会干部利用高温弹性假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参观革命老区

西柏坡，实地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通过参观学习，大家深深

感受到肩上的一份责任，表示一定要弘扬西柏坡精神，加倍努力工作，为研究所

的发展和“创新 2020”多作贡献。 

二、创新机制，完善体系，在强化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 

（一）完善运行机制，保障职代会作用的发挥 

在职代会闭幕期间，充分发挥常设主席团的作用，委员们积极履行职责，在

例会前广泛征求职工的建议，提出了多项关于研究所科研、管理和涉及职工切身

利益的建议和改进意见，如：关于蛋白质楼设施维护问题、关于重大项目结题验

收工作如何运作的建议、关于研究所重要通知多渠道发布的建议等等。职代会常

设主席对建议涉及到的部门都提出具体的办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建议得到落实；

参与了职工职称评定，有效地发挥了职代会的作用。 

（二）召开 2010 年度职工代表大会 

11 月 24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发挥民主，凝聚力量，建

言献策‘十二五’，实现研究所跨越发展”。职工代表 57 人出席了大会。会议

分别由所党委书记、工会职代会主席杨星科和工会职代会副主席阎锡蕴主持。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0） 

43 
 

议听取了徐涛所长代表所领导作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报

告；工会职代会常务副主席付素香作的“融入中心凝聚力量促发展，发挥作用营

造和谐做实事”工会职代会 2010 年工作报告；财务资产处处长程亚利作了 2010

年资产财务报告；提案工作组组长刘缨做了提案落实及提案征集工作报告以及综

合处处长陈长杰、人力资源处处长贡集勋、安保办负责人王海龙分别就提案涉及

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大会解答；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陈芳作了《生物物理研

究所帮困送温暖工作暂行办法》修订的说明；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生

物物理研究所帮困送温暖工作暂行办法》。杨星科书记作了大会总结。 

（三）为领导了解民意，搭建与群众沟通平台 

为所领导班子了解民意，增加职工与领导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坚持每月一次

的领导接待日制度。通过领导接待日，既建立了良好的干群关系、引导职工以理

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的诉求，同时又有效地处理和化解矛盾。特别是通过与领

导面对面的交流，职工疏解了心理困惑，问题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维护了研

究所的稳定。本年度到目前我们共接待来访人员十五人次，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

化解了群众的矛盾，通过与领导的沟通，可以满足职工的心理需求。 

（四）发挥人事调解委员会的预防疏导作用，柔性处理人事争议 

2010 年，所人事调节委员会接到一起因“退休工资起始执行日期”问题引

发争议的案件。接到诉求调解案件后，委员会依照人事争议实施细则，随即细致

有效地开展工作，与当事人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会同人力资源处查阅了大

量的国家有关文件，并且为当事人提供了国家政策文件，一同学习和解读文件的

精神，使问题平和解决。 

（五）顺利通过职工之家验收 

生物物理所工会早在 1993 年荣获中国科学院工会授予的“合格职工之家”

称号，1997 年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授予的“先进职工之家”称号。职

工之家的复验，是开展创建 “职工之家”活动的继续和深入。为此，研究所成

立了以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杨星科为组长的复验“合格职工之家”领导小组，召

开了动员会，对复验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和安排。所工会认真筹划、充分准备，

126 位职工代表填写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合格职工之家考核量化表》，满意

率为 94.99%；12 位工会职代会联合委员会委员进行了自评，满意率为 94.45%。

5 月 12 日我所以 90.8 分的优秀成绩，顺利通过了院工会职工之家考核组的考核

验收。 

三、营造氛围，凝聚职工，在促进创新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以活动促工作是工会组织的优势所在。在所党委领导下，工会注重发挥自身

的组织优势，站在推进研究所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变单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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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多样、沉闷为活跃，开展的系列活动体现时代特征、符合科技创新需求的先

进文化理念的培育，在寓教于乐活动中，展现了“协作、创新、责任、奉献”研

究所文化，达到了“团结合作、传播和谐、凝聚力量、愉悦身心”的效果。 

（一）研究所层面的活动 

一年来，所工会结合研究所的实际，根据职工的需求，先后组织了十余次丰

富多彩的活动，累计共有 2300 多人次参加了各项活动。 

1.组织了以“我参与、我健康”为主题的环所长跑。 

2.组织了以“你跳我跳大家跳”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月集体跳绳活动。 

3.举办了以“科学家眼中看世界”为主题的摄影展。 

4.举办了以“同庆昨日的辉煌,迎接美好的明天”为主题的 2010 新春团拜会。 

5.组织了以“庆中秋、迎国庆”为主题的拔河比赛。 

6.组织了以“亲近自然收获快乐”为主题的秋游采摘。 

7.开展了“关爱职工健康，提升安全意识”为主题的全所性的紧急疏散和行

进中接、甩水龙带灭火实地演练活动。 

8.协会活动：成立了武术健身和摄影协会；举办了太极拳、网球培训，登山，

垂钓等。 

（二）院层面活动 

积极组织参加院工会院体协的各项活动，获得多项荣誉，展示了研究所团结

拼搏、创新争先的精神风貌：中央国家机关职工第三届运动会太极拳表演任务；

网球女子双打第四名；京区第十八届职工游泳比赛获两银，两铜，一个第四；科

学院足协杯比赛第五名；第三届“科学杯”武术太极拳比赛，获得 “体育道德

风尚奖”、32 式太极剑第一名，42 式太极拳第三名。 

    四、送温暖，献爱心，在构建和谐科研所中发挥作用 

切实解决职工困难，为职工办实事、送温暖，是工会履行维护职能的具体

体现。 

（一）以小促大，彰显工会组织的温暖 

面对职工子女入学入托入学人数的增加，所工会广开渠道想办法， 大限

度地解决职工的难题，办实事。今年解决了 7 名入托，升入中关村中学的 5 名；

为 16 名科研骨干建立了“绿色就诊卡”，组织 32 位研究员进行了专项体检；配

合院工会、北京分院组织了科研骨干和优秀职工疗养；开展和谐关爱活动送温暖，

职工、离退休人员感受到领导的关心和工会大家庭的温暖，共慰问 30 多人次，

慰问金 1.5 万元，积极争取院工会的支持 8000 元；开展“生日送祝福开心工作

每一天”活动，设计精美生日贺卡，表达对职工的关爱，展现研究所追求卓越文

化、推行人文关怀，小小贺卡使人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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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我之爱，暖人之心 

在玉树、舟曲发生灾害的时候，工会联合党办等，组织职工、离退休人员、

研究生 1200 多人次，为灾区捐款 148962.7 元。 

六、2011 年工作计划 

2011 年，研究所工会将根据院工会和所党委统一部署，落实相关职责做好

工会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一）加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会工作 

重点加强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工会十五大文件精神和中国科学院

“创新 2020”的相关精神的学习，提高大家对国家、科学院“十二五”工作重

点的把握和全局意识的增强，以便更好的参与研究所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 

（二）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切实维持职工利益 

支持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保

证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凡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先征求职工意

见，再提请职代会审议，职代会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调动广大职工参与研

究所发展的积极性，形成职工与研究所共谋发展的和谐局面。  

（三）融入中心工作，以党建带工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开展“履行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弘扬时代

精神，学习身边榜样，引导职工为“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和“创新 2020”的

多做贡献。在建党 90 周年之际，开展颂扬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唱响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的主旋律的系列活动。 

（四）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牢固树立以职工为本的理念 

以关注民生为切入点，把帮助解决职工 关心、 直接、 现实的切身利

益问题作为工会的重要任务，坚持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深入实

施送温暖工程。  

（五）围绕研究所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鼓励职工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组织开展新颖、具有时代特色、知识性趣味性强活动项目，拓展体育活动

的领域，满足群众对体育锻炼活动的需求。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化体育活动吸引职

工、凝聚职工，推动研究所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六）搞好工会自身建设，提升整体工作水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工会在组

织、引导、服务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工会干部培训工作，

提升工会干部的学习力、调研力、创新力、执行力，使工会干部综合素质上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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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针对工会工作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切实解决几个工会面临的、对现

实工作有促进问题。  

2011 年是实施“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和“创新 2020”战略目标的启动之

年,也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我们第七届工会第六届职代会在新的一年

里认真学习，特别是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国工会十五大精神，树立

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地把工会工作放到推动我所改革和

发展的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部署，通过开展有特色、有实效的活动，团结

和动员广大职工为建设一流研究所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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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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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室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中
国
科
学
院 

学
术
委
员
会 

学
位
委
员
会 

国
际
顾
问
委
员
会 

所
长 

国
家
（
重
点
）
实
验
室

研
究
中
心 

职
能
部
门

支
撑
机
构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0） 

49 
 

	

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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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瑞明  朱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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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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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资产处副处长：韩玉刚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张蕾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夏小科 

所地合作处处长：董先智 

所地合作处副处长：栾贵波 

基建办公室主任：杨爱敏 

基建办公室副主任：陈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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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期刊联合办公室 副主任：王海群 

2. 技术支撑部门 

科学研究平台 主任：王翔 

科学研究平台 副主任：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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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 

1. 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主 任：许瑞明 

2. 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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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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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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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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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术机构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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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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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以拼音字母为序 ) 

常文瑞    陈 霖   范祖森   高光侠  龚为民    郭爱克    杭海英

 赫荣乔    何士刚   姬广聚    梁  伟   刘  力 刘志杰  秦志海

 饶子和    孙 命    唐  宏   王大成  王晋辉 王志新   王志珍

 徐 涛    阎锡蕴   张先恩   卓 彦 

秘  书： 孙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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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徐  涛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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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翔  孙  飞  刘  力  刘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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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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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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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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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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田  勇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毅  王盛典  邓红雨  杭海英  郝俊峰  徐  涛  唐  宏  

唐  捷   都培双  姬广聚   秦志海  焦仁杰 

秘  书：郝俊峰 

所学位委员会 

主  任：王大成 

副主任：刘  力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志珍 王晋辉 许瑞明  何士刚 杨星科  陈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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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润生  

副主任: 刘  力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勤瑞 孙 飞  毕利军  江 涛  杨星科   陈 畅  陈长杰   

卓  彦   杭海英    范祖森  袁增强   高光侠   曹 敏   龚为民   

蒋太交 

秘  书：熊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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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人才推荐委员会 

主  任: 徐 涛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志珍  王大成  孙  命  刘 力  陈润生  许瑞明  何士刚  

高光侠  唐 宏   夏小科   秦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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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丽  王  翔  王海龙  刘勤瑞  朱美玉  陈长杰  林亚静   

都培双  聂建国  薛艳红 

所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龚为民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荣   王秀桂   王柳叶   贡集勋  陈长杰  龚为民  程亚利  

韩子寅（2010 年 10 月调离）  董仁杰  樊  蓉 

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主  任：杨星科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丽  王海龙  付素香  孙  命  刘  缨  贡集勋  陈长杰   

韩子寅（2010 年 10 月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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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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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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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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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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支部建设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下设 2 个党总支、17 个党支部。离退休总支和研究生

党总支各 1 个，离退休党支部 4 个，研究生党支部 4 个，研究中心党支部 5 个，

公司党支部 2个（含后勤公司），管理支撑党支部 2个。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0） 

56 
 

党支部名称 党总支、党支部书记 

离退休党总支 董仁杰 

离休党支部 上官轩 

退休中关村南区党支部 王秀桂 

退休中关村北区党支部 任振华 

退休北郊党支部 侯振芳 

研究生党总支 刘勤瑞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邓  锴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肖腾飞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叶昌青 

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陈  俊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支部 毕利军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薛艳红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马  丽 

感染与免疫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唐  宏 

脑成像研究中心党支部 周馨（副书记） 

机关党支部 陈长杰 

支撑党支部 蒋希萍 

中生-百奥党支部 姚  萍 

百欣后勤党支部 陈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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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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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为民   

龚海韻  韩  毅  

中国科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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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  涛   陈长杰   都培双   韩  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层分会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林亚静  

委  员：钟文敏  黄  峰  安晓敏  张  英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薛艳红  

委  员：陆敬泽  梁雪红  郝  宁  黄浩龙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马  丽  

委  员：刘  缨  王  倩  黄美燕  龚海韻 

感染与免疫科学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都培双  

委  员：刘  娜  师晓栋  于海生  杨冬玲 

脑成像研究中心分会  

主  席：周  馨  

委  员：王  波  罗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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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平台分会  

主  席：韩  毅  

委  员：史  想  谢振声  王  娅  赵旭东  

中生－百奥公司分会  

主  席：李淑华  

委  员：李  巍  何书钊  郭燕英  洪  杰 

百欣公司分会  

主  席：祁小燕  

委  员：陈  芳  车京生  

机关分会  

主  席：曾  慧  

委  员：王柳叶  王  华  付素香  陈长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委员会 

书  记：曹  敏 

副书记：翟  涛  龙宇飞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  锴  刘开力  汪会盛  熊  勤 

生物物理所团委下设团支部七个：职工团支部一个；学生团支部六个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联合会 

名誉主席：徐  涛 

主    席：孙  飞 

副 主 席：毕利军  汪会盛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娅  冯  巍  孙  飞  孙  哲  孙  晶  毕利军  朱明昭  张文河  

张树利  汪会盛  李  岩  李国红  宋婀莉  周  馨  娄继忠  袁增强  

黄  峰   蔡潭溪  翟  涛   樊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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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女委员会 

主  任：陈  畅  

副主任：林亚静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史  想  马  丽  王柳叶   杨冬玲    陈伟女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会 

主  席：郑  朋 

常务副主席：王  丹 

副主席：王  宏  张子剑  鲁  扬 

秘书处：苗君叶 

干  事：肖李凌子 

学术部： 

部长：卢长征  干事：王志峰  昌  艳  任锦启 

宣传部： 

部长：富炜琦  干事：虞梅芳  苏  涛 

生活部： 

部长：宋先强  干事：强  敏 

文艺部： 

部长：王  平  干事：官小涛  吴慧文 

体育部： 

部长：胡  浩  干事：周  腾  许  翔  付晶鹏  李  朴 

外联部： 

部长：王  璐  干事：陈  艳  李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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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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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吴乐斌 

总经理：侯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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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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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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 

一、重大科研成果或进展 

1. 决定偏好行为的神经基础 

Two Pairs of Neurons in the Central Brain Control Drosophila Innate 

Light Preference. SCIENCE 2010;330(6003):499-502. 

2010年10月22日，国际著名刊物Science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刘力研究组龚哲峰副研究员等人关于发现果蝇幼虫中央脑的两对神经元足以调

节果蝇幼虫对于不同光强条件的偏好行为的研究成果。这项工作是在偏好行为的

神经回路研究中第一次将神经元回路延伸到第三级神经元，为揭示果蝇幼虫光偏

好行为乃至于其他偏好行为的神经元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项工作的研究表明，

果蝇脑中两对神经元控制着

避光/趋光这两种行为偏好

之间的转换。在果蝇幼虫里

面如果抑制这两对神经元的

活性，那么即使是年幼避光

的幼虫也会变得趋光，而如

果是激活这两对神经元的活

性，则即便是年长的的幼虫

也会变得避光。这两对神经

元，也就是所谓的NP394神经元，直接和控制果蝇节律行为的腹侧神经元形成突

触并从那里接受输入，而后者则从幼虫的视觉器官接受输入。功能钙成像的结果

表明敲除腹侧神经元以后，NP394神经元对于视觉刺激的反应更加强烈了，这一

方面表明NP394神经元确实是和腹侧神经元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联系，另外也表

明腹侧神经元对NP394神经元起着抑制的作用，而且腹侧神经元并非是视觉信息

进入NP394神经元的唯一通道。 

纽约大学的NinaVogt博士和Desplan教授对这项工作的评价是，这项发现“不

仅增进了我们对于动物大脑是如何解释视觉线索的理解，同时也向着全面解析环

境因素和内在因素影响本能行为的神经基础迈进了一步”。（The finding of Gong 

et al.,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animal brain interprets 

visual cues. It is also a step toward determining the neural basis of how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0） 

63 
 

both environmental and intrinsic cues modify innate behaviors） 

2.HER2抗体抗肿瘤效应的 新免疫机制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nti-HER2/neu Antibody Depends on Both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CANCER CELL 2010; 18(2): 160-170. 

2010年8月17日，国际癌症研究顶级期刊《Cancer Cell》发表了生物物理研

究所 “千人计划”引进芝加哥大学傅阳心教授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王盛典研究员

的合作研究成果。该研究的亮点是发现了HER2抗体抗肿瘤效应的 新免疫机制，

为在临床上更加合理有效地联合使用HER2抗体和化疗药物进行肿瘤治疗，提供了

新的理论基础。 

乳腺癌是严重影响女性健康

的重要疾病之一，抗人类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2(HER2)的抗体，已

被用于临床乳腺癌病人的治疗。

传统认为抗HER2抗体阻断HER2受

体信号导致肿瘤细胞死亡，而越

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免疫在抗HER2

抗体抗肿瘤作用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具体机制还很不清楚。 

该研究以源于HER2转基因小

鼠的TUBO乳腺肿瘤细胞为模型，

利用可以阻止TUBO上HER2信号的

HER2抗体，真实模拟了临床上HER2抗体的肿瘤治疗作用。HER2抗体可以消除野生

型小鼠肿瘤，而对免疫缺陷小鼠则几乎丧失抗肿瘤作用，这一结果直接证明了

HER2抗体所介导的抗瘤效应依赖于适应性免疫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HER2抗体

可以增强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的功能和肿瘤特异的记忆性T细胞反应；HER2抗

体抗瘤效应需要释放大量危险信号HMGB-1，来活化天然性免疫反应MyD88信号，

进而启动适应性免疫反应。此外，研究发现化疗药物和HER2抗体联合应用时，治

疗顺序不同会导致相反的记忆性抗肿瘤反应，这为临床优化HER2抗体的联合应用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3.自然视听觉流的跨通道跟踪 

Auditory Cortex Tracks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Stimulus Dynamics 

Using Low-Frequency Neuronal Phase Modulation. PLOS BIOLOGY 2010; 8(8). 

2010年8月10日，国际著名刊物PLoS Biology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罗欢副研究员、刘祖祥副研究员和纽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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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David Poeppel教授关于自然视听觉流的跨通道跟踪的合作研究成果。该研究

利用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磁图成像技术(MEG)探索了人类受试在观看包含对话场景

的自然电影片段的大脑实时反应，并对其跨视听觉通道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深入研

究。 

以往对于感知觉研究往往采取了两个方面的简化：总体到特征的简化（即采

用包含某种特定性质而不是

具有高复杂度的自然刺激）,

动态到静态的简化（不考虑连

续的实时处理过程），而值得

注意的是感知觉系统在日常

生活中接收到的却是具有高

复杂度（同时包含多个特征的

组合）和时间连续性（比如对

话，音乐，电影等）的信息，

因此我们的大脑从某种程度

上说应该优化和适应于这种

连续实时的高复杂度自然信

息流。探索这种高复杂度的自

然视听觉流的神经处理机制

是极为重要并且具有极大挑

战性的。 

该研究采用包含自然对话场景的自然电影片断来探索视觉和听觉自然流在

大脑中的反映，结果发现视听觉的自然流跟踪和跨模态的融合是基于一种“大脑

振荡的低频相位调制机制” (Low-frequency phase modulation in brain 

oscillation)的。听觉信号除了实时调制听觉皮层的振荡相位来达到对听觉流的

实时分割处理外，也会调制视觉皮层的内生振荡相位使得和听觉流时间组织吻合

的视觉流信号落在合适的优化相位(optimal phase)上得到增强处理进而达到跨

模态的实时连续融合。这项工作首次在人类受试上找到和发现可能解决听觉领域

中极为重要的问题‘鸡尾酒会效应’(cocktail party problem)的神经机制。 

4.肉碱膜转运蛋白CaiT三维结构研究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carnitine transporter and insights into the 

antiport mechanism.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010; 17(4): 

492-U137. 

2010年3月28日，国际著名刊物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图注：对于一个自然的视听觉流，视皮层（黄色表示）和听皮层（黑色表示）

都会产生一定的时间窗口分别对视觉流刺激和听觉流刺激进行实时地分割

处理。特别重要的是，视觉皮层和听觉皮层之间会进行时间窗口调制，即一

种跨模态的时间组织规整（红色表示），使得不同皮层对信息流的时间上的

分割组织趋向一致，来达到实时的基于时间组织的视听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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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江涛研究员研究组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解

析了肉碱膜转运蛋白CaiT的三维结构，并对其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肉碱（carnitine）在

生物体内广泛存在，它在哺

乳动物长链脂肪酸的β-氧

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

细菌在缺氧环境下，还可以

利用肉碱作为电子受体，并

将其转化为γ-三甲氨基丁

内盐（γ-butyrobetaine）。

大肠杆菌中的膜转运蛋白

CaiT是一个具有12次跨膜

螺旋的膜蛋白，它负责双向转运肉碱以及肉碱的代谢产物γ-butyrobetaine。关

于转运机制，过去的研究认为，膜转运蛋白采用一种alternating-access的底物

转运机制，即转运蛋白有inward-facing和outward-facing两种主要构象，通过

在二者间的变换来转运底物。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蛋白-底物复合物结构和功

能实验证据，具体的作用细节还很不清楚。 

经过长期努力，江涛研究组解析了膜转运蛋白CaiT与其底物L-肉碱复合物

3.15埃分辨率的晶体结构。该晶体结构中，CaiT以三聚体形式存在，每个单体表

现为介于inward-facing和outward-facing构象中间态的一种构象。每个CaiT分

子结合了4个L-肉碱分子。这4个肉碱分子在CaiT的中心部位沿跨膜方向依次分布，

勾勒出一条底物的转运通道。通过对关键氨基酸残基进行突变体转运实验，研究

结果提示位于CaiT中心位置的主要结合位点和位于胞内通道底部的次要结合位

点在转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该项研究工作使得人们对于具有双向运输功能的膜

转运蛋白的作用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5. Tudor结构域对甲基化精氨酸的识别方式 

Structural basis for 

methylarginine-dependent recognition of 

Aubergine by Tudor. GENES & DEVELOPMENT 2010; 

24(17): 1876-1881. 

2010年 9月1日，国际著名刊物Genes & 

Development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许瑞明研究组与龚为民研

究组以及纽约大学医学院Ruth Lehmann实验室的

图注：《Genes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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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成果。 

该研究解析了果蝇Tudor蛋白第11个结构域Tud11的结构及其与Aubergine蛋

白N端精氨酸甲基化修饰多肽的复合物结构，阐述了Tudor结构域对甲基化精氨酸

的识别方式。这项工作被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加以报道。 

Tudor 结构域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通过与特定配体蛋白识别和结合，在表观遗

传、基因表达、小 RNA 调控、细胞分化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殖细胞系

中，含有 Tudor 结构域的蛋白与甲基化的 Piwi 家族蛋白结合，通过 piRNA 途径

调控生殖细胞的分化。本项研究阐明了 Tudor 蛋白与 Piwi 家族的 Aubergine 蛋

白两者之间依赖对称双甲基化精氨酸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首次报道了对称双甲

基化精氨酸是如何被其他蛋白识别的。 

二、发表论文、专利、作物品种、药证获得情况 

（一）论文发表 

研究所共发表SCI收录论文184篇，篇均影响因子4.3；国外SCI刊物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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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1881-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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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利情况 

2010 年研究所共申请专利 2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 1 项，国

际发明 2项；授权专利 7项，其中发明专利 5项，美国发明 2项。清单如下： 

1、2010 年申请专利 

序

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1 201010033891.2 动物行为红外视频分析系统 发明专利 2010.01.15

2 201010102258.4 
实时灵敏生物大分子检测新方

法及试剂盒制备 
发明专利 2010.01.27

3 201010122562.5 
抗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的单克隆

抗体 
发明专利 2010.03.03

4 201010122565.9 
抗高迁移率族蛋白B-1的单克隆

抗体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3.03

5 201010141384.0 
一种非整合的、长时间的、可删

除表达载体的表达系统 
发明专利 2010.03.25

6 201010147536.8 
通过模型预测流感抗原的方法

及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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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010170409.X 
从中药中筛选 SARS 冠状病毒主

蛋白酶抑制剂的方法以及筛选

得到的 冠状病毒主蛋白酶

发明专利 2010.05.05

8 201010184728.6 
重组鼠骨髓瘤细胞NS0-F10及其

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5.27

9 201010201473.X 
禽流感病毒单域抗体、五聚抗体

及其制备和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6.09

10 201010207603.0 
用干细胞制备心肌细胞的方法

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6.13

11 201010215148.9 
并行发射接收射频借口电路和

相控阵发射接收头线圈 
发明专利 2010.06.29

12 201010231264.X 
人源胰凝乳蛋白酶的表达及纯

化 
发明专利 2010.07.14

13 201010251384.6 
人膀胱癌肿瘤标志物及其抗体

和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8.11

14 201010257365.4 一种筛选抗体的方法 发明专利 2010.08.19

15 201010284783.2 
胰岛素结晶微球、其混悬剂、以

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0.09.15

16 201010290096.1 
甲磺酸伊马替尼在制备抗帕金

森病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9.21

17 201010294513.X 甲磺酸伊马替尼的新用途 发明专利 2010.09.28

18 201010592921.3 
具有 HBeAg降解酶活性的蚯蚓蛋

白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2010.12.08

19 201010591290.3 示踪磁性纳米颗粒的新方法 发明专利 2010.12.08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年鉴                                            （2010） 

74 
 

20 201020244276.1 
并行发射接收射频借口电路和

相控阵发射接收头线圈 
实用新型 2010.06.29

21 PCT/CN2010/070500 
流感病毒聚合酶亚基 PA 氨基端

多肽的表达纯化及 PA 氨基端多
国际发明 2010.02.03

22 PCT/CN2010/078645 
用干细胞制备心肌细胞的方法

及其应用 
国际发明 2010.11.11

 

2、2010 年授权专利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日 

1 ZL 200510059621.8 

聚乙二醇衍生化磷脂包载的

蒽环类抗肿瘤抗生素的纳米

胶束制剂 

发明专利 2010.05.12 

2 ZL 200510090635.6 
CD146 分子的检测方法及其

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4.07 

3 ZL 200710118871.3 

柚皮素和柚皮苷作为转化生

长因子-β1 信号通路抑制剂

在制备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2010.08.25 

4 ZL 200810105113.2 
一种 PEG 衍生化磷脂包载前

列腺素 E1 的胶束制剂 
发明专利 2010.08.18 

5 ZL 200810118075.4 
一种含有妥曲珠利的抗球虫

微乳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0.10.06 

6 
PCT/CN2004/000039

（7,794,996） 

重组小鼠白血病病毒逆转录

酶及其编码基因与表达方法 

国际发明 

（美国发

明） 

2010.09.04 

7 
PCT/CN2005/002195 

（7,785,774） 

可调控分子马达微动力生物

传感器 

国际发明 

（美国发

明） 

201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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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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研究所新增3个973项目主持课题。本年度在研的973含重大研究计

划课题38个、863课题10个及科技重大专项课题10个，共计58个。 

1．2010年度新增国家部委类项目主持课题 

项目名称：蛋白质研究计划 重要生命活动中关键膜蛋白及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细胞信号传导和能量代谢相关膜蛋白结构及调控机制的研究 张    凯  2011.1‐2015.8 

基因损伤修复相关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与机理研究  江    涛  2011.1‐2015.8 

蛋白质折叠中折叠酶和分子伴侣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王志珍  2011.1‐2015.8 

一些重要疾病相关膜蛋白和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刘迎芳  2011.1‐2015.8 

 

项目名称：973  光合作用与“人工叶片”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光合作用高效捕光和光能转化的结构基础  常文瑞  2011.1‐2015.8 

基于结构的光合作用状态转换机理研究  柳振锋  2011.1‐2015.8 

结合产油菌的产油机制和光合菌的光合作用机理，构

建人工光合产油菌 
杭海英  2011.1‐2015.8 

 

项目名称：973  重要生理功能和重大疾病相关蛋白质研究公共资源库建设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重要生理功能和重大疾病相关蛋白质多肽库及数据管 李雪梅  2011.1‐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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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建设 

 

项目名称：863  诊断试剂关键性原辅材料的研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诊断试剂关键性原辅材料的研制  郑春杨  2011.1‐2015.8 

 

2．2010年度在研国家部委类项目主持课题 

项目名称：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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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视知觉组织及相关的其它认知层次的行为实验研究和

脑认知功能成像 
陈    霖  2005.9‐2010.9 

视觉不变性的脑结构基础与相关基因的研究  刘    力  2005.9‐2010.9 

以功能磁共振成像为核心的认知科学实验环境建设  罗    靖  2005.9‐2010.9 

 

项目名称：973  新非编码RNA及其基因的系统发现和“双色网络”构建 

首席科学家：陈润生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新非编码 RNA及其基因的系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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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利军  2009.1‐2013.8 

 

项目名称：973  表观遗传学的结构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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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许瑞明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几种主要组蛋白修饰的催化机制和调控的结构机理研究  许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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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平  2009.1‐2013.8 

表观遗传学的的化学生物学研究  王江云  2009.1‐2013.8 

 

项目名称：973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防治的基础研究 

首席科学家：唐宏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HCV致病机制的研究  邓红雨  2009.1‐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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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973  生物膜动态变化的分子机理与功能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生物膜转运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徐    涛  2010.1‐2014.8 

生物膜组成成分的动态变化分析  杨福全  2010.1‐2014.8 

 

项目名称：973  免疫相关重要蛋白质的生物学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与免疫应答相关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  范祖森  2010.1‐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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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973  基于基因密码子扩展的蛋白质标记新方法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蛋白质特异标记技术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龚为民  2010.1‐2014.8 

基于蛋白质特异标记的活细胞高时空精度监控新方法  苗    龙  2010.1‐2014.8 

 

项目名称：重大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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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重要免疫调节蛋白质的功能与结构研究  唐    捷  2006.9‐2010.9 

基因损伤修复机理研究  杭海英  2006.9‐2010.9 

蛋白质翻译、折叠与讲解  秦    燕  2006.9‐2010.9 

 

项目名称：重大研究计划  重要功能膜蛋白的功能与结构研究 

首席科学家：陈畅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能量转换相关膜蛋白结构及调控机制研究  陈    畅  2006.9‐2010.9 

细胞内膜转运相关蛋白质相互作用机理研究  蒋太交  2006.9‐2010.9 

神经系统相关重要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吴    瑛  2006.9‐2010.9 

 

项目名称：重大研究计划  蛋白质整体功能的在体遗传操作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首席科学家：吴强 

项目依托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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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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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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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增强  2009.1‐2013.9 

 

项目名称：973  神经变性病的机制和防治的基础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特定蛋白质的异常修饰与错误折叠  赫荣乔  2006.1‐2010.9 

 

项目名称：973  脑功能的动态平衡调控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神经信号精确分析计算过程的细胞分子机理  王晋辉  2006.1‐2010.9 

 

项目名称：973  蛋白质机器及分子机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重要疾病相关蛋白质相互作用通路  王大成  2006.9‐2010.9 

光合作用系统膜蛋白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  常文瑞  2006.9‐2010.9 

线粒体呼吸链分子机器的结构与功能  孙    飞  2006.9‐2010.9 

 

项目名称：973  分子影像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荧光标记分子影像在小动物模型中的应用  梁    伟  2006.9‐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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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973  感染与免疫的基础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宿主限制性因子抑制病毒复制作用机理的研究  高光侠  2006.9‐2010.9 

细胞因子在感染免疫病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秦志海  2006.9‐2010.9 

病原微生物感染的免疫耐受和免疫逃逸机制  王盛典  2006.9‐2010.9 

 

项目名称：973  我国重要神经性致盲眼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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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2011.8 

 

项目名称：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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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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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2011.9 

 

项目名称：973  与重要疾病相关膜蛋白的结构和功能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GPCR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结构生物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张    凯  2009.1‐2013.8 

 

项目名称：973  脂质代谢关键蛋白质的功能与调控机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脂质贮存和运输密切相关的蛋白质  刘平生  2009.1‐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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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重大研究计划  纳米药物载体增强药物导向性及效应的研究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导向性纳米药物载体增强血管活性药物疗效及机制的研究 张春玲  2006.9‐2010.9 

 

项目名称：重大研究计划  纳米生物机器原理、制备及其应用探索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F0F1‐ATP蛋白质旋转马达的结构解析与运动机理研究  仓怀兴  2007.7‐2011.9 

 

项目名称：863  功能基因组与蛋白质组重大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肝脏代谢及肝病相关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研究  刘志杰  2006.12‐2010.12 

与癌症的发生、生长、转移相关的蛋白质结构研究及药物设

计 
刘迎芳  2006.12‐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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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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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2010.12 

 

项目名称：863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重大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利用人胚干细胞进行心肌组织工程修复  马    跃  2006.12‐2010.12

 

项目名称：863  疫苗与抗体工程重大项目 

首席科学家：阎锡蕴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肿瘤抗体药物  阎锡蕴  2006.12‐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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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863  生物医学关键试剂重点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诊断用原料酶乳酸脱氢酶和碱性磷酸酶的研发  高光侠  2006.11‐2010.12 

诊断用原料抗体的研发  唐    捷  2006.11‐2010.12 

 

项目名称：863  生物信息和生物计算技术专题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视觉图像与运动信息处理的中枢神经调控机理  王    毅  2007.6‐2010.11 

 

项目名称：863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技术专题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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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10.11 

 

项目名称：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新型艾滋病诊断技术及试剂的研究子课题  殷勤伟  2008.10‐2010.12 

新型艾滋病诊断技术及试剂的研究子课题  乐加昌  2008.10‐2010.12 

传染病诊断新型技术  阎锡蕴  2008.10‐2010.12 

建立重大传染病研究的人源化小鼠平台  张立国  2009.1‐2010.12 

 

项目名称：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止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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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束释药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梁    伟  2009.1‐2010.12 

靶向结直肠癌抗原新表位的治疗性抗体  阎锡蕴  2009.1‐2010.12 

抗MIF人源化抗体的开发  王    琳  2009.1‐2010.12 

 

二、基金委资助项目   

1.2010年新增基金委资助项目（55项） 

2010年研究所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项目55项(国际合作交流类项目

未计)，其中，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1项,重大重点项目8项，杰出青年基金1项，

面上项目25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项。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始年 结束年

1 
创新研究群

体科学基金 
膜蛋白与蛋白质复合体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江    涛  2011  2013 

2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 

神经营养因子相关受体及其相互作用蛋白

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江    涛  2011  2014 

3  重点项目   
成纤维细胞对炎症与肿瘤发生的调节作用

和机制研究   
秦志海    2011  2014 

4  重点项目    果蝇脑内中央复合体发育的基因调控机制  刘    力    2011  2014 

5  重点项目   
视网膜方向选择性神经环路发育和调控的

研究   
何士刚    2011  2014 

6  重点项目   
炎症小体（inflammasome）介导的急性肝

损伤机制研究   
唐    宏    2011  2014 

7  重点项目   
真核生物复制起始区域识别复合体 ORC 结

构与功能研究   
刘迎芳    2011  2014 

8  重点项目   
调控蛋白质亚硝基化的关键分子 GSNOR 在

神经系统中的功能研究   
陈  畅    2011  2014 

9  重点项目    宿主限制因子 ZAP抗病毒作用机理研究    高光侠    20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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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点项目   
蛋白激酶 c‐Abl在氧化应激诱导神经细胞凋

亡中的信号转导   
袁增强    2011  2014 

11 
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 
指导专家组项目评估及研讨  陈润生  2011  2011 

12 
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 
低成本生物芯片分子印刷技术    仓怀兴    2011  2013 

13 
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 
慢性肝炎恶性转化的分子机制研究  王盛典  2011  2013 

14 
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 

CD146 作为关键节点调控非可控性炎症恶

性转化分子机制研究 
阎锡蕴  2011  2013 

15 
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 

30nm染色质纤维精细结构及其表观遗传调

控的研究 
李国红  2011  2013 

16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CENP‐A 对着丝粒染色质表观遗传调控的分

子机制研究   
陈    萍  2011  2013 

17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CED‐14 与 CED‐1 相互识别机制的结构生物

学研究   
梁欢欢    2011  2013 

18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猪繁殖与呼吸系统综合征(猪蓝耳病)病毒

结构基因组研究   
孙玉娜    2011  2013 

19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问号钩端螺旋体感染关键蛋白 InvA 的结构

及功能研究   
武    栋    2011  2013 

20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DNA错配修复起始事件的研究    贾艳侠    2011  2013 

21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胞吞再循环相关衔接蛋白 ACAP1 的三维结

构与功能研究   
庞效云    2011  2013 

22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真核细胞中 LepA同源蛋白的功能研究    郝    佳    2011  2013 

23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小 G蛋白 Rac1特异结合蛋白 Sra‐1/CYFIP的

神经突触功能解析   
王    丹    20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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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遗传筛选参与天然免疫应答的新基因    潘    磊    2011  2013 

25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聚乙二醇修饰辅助法复性重组蛋白药物    郑春杨    2011  2013 

26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产油细菌脂滴中参与脂类代谢的酶与脂滴

大小的关系   
张淑妍    2011  2013 

27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基因编码氟代酪氨酸研究酪氨酸激酶    李发慧    2011  2013 

28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人细胞内质网中巯基氧化酶 Ero1β驱动的

电子传递系统的工作机制   
王    磊    2011  2013 

29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分子伴侣调控酵母 prion 蛋白 Ure2 淀粉样

纤维化的机制   
张    红    2011  2013 

30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线虫精子细胞极性建立和细胞运动的分子

调控机理研究   
汪    斌    2011  2013 

31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CD137共刺激信号在肿瘤特异性T细胞过继

免疫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邢    巧    2011  2013 

32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新型髓样抑制细胞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    徐    霞    2011  2013 

33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病毒的冷冻电镜高分辨率三维重构研究    程凌鹏    2011  2013 

34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艾 滋 病 毒 HIV‐1 的 CD4 非 依 赖

（CD4‐independent）感染机制的冷冻电镜

研究   

黄晓星    2011  2013 

35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腺苷酸环化酶 1在 I组代谢型谷氨酸受体诱

导癫痫中的作用 
王    彦  2011  2013 

36  面上项目      果蝇幼虫视觉信息的神经回路处理机制    龚哲峰    2011  2013 

37  面上项目   
古细菌 aDim2p、a/eIF2 和核糖体 30S 亚基

之间相互作用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   
贾黾泽    20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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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面上项目   
基因重组介导蛋白 DprA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研究   
胡永林    2011  2013 

39  面上项目   
肌球蛋白 myosin VI大步伐行走的结构机理

研究   
冯    巍    2011  2013 

40  面上项目   
酵母 prion 蛋白 Ure2 的功能及其 Grx 活性

的催化机制研究   
柯    莎    2011  2013 

41  面上项目   
病原体感染和宿主细胞免疫应答机制的结

构生物学研究   
刘志杰    2011  2013 

42  面上项目    群体效应调节个体视觉反应的机制研究    朱    岩    2011  2013 

43  面上项目   
治疗银屑病的新型小 RNA  药物的筛选及药

理学研究   
张洪杰    2011  2013 

44  面上项目   
LIGHT调节树突状细胞向淋巴结迁移的细胞

和分子机制   
朱明昭  2011  2013 

45  面上项目   
膀胱癌特异性肿瘤标志物的筛选鉴定和致

癌机理的研究   
李    翀    2011  2013 

46  面上项目    溶酶体胰凝乳蛋白酶 B的新功能探索    卫涛涛    2011  2013 

47  面上项目   
Talin 激活 aIIBb3 整合素的分子机理及外力

的调制作用   
娄继忠    2011  2013 

48  面上项目   

DNA同源重组修复途径中作用于 RecA核纤

丝的重要蛋白及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与功

能研究   

闫小雪    2011  2013 

49  面上项目   
蛋白酶诱导线虫精子细胞产生极性和运动

的分子机制   
赵艳梅    2011  2013 

50  面上项目   
干细胞编程与重编程过程中组蛋白变体

H2A.Z 和 H3.3 表观遗传调控的分子机制   
李国红    2011  2013 

51  面上项目   
果蝇 p55 基因与细胞周期调控及 DNA 复制

的关系研究   
焦仁杰    20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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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面上项目   
microRNA 介导的转录后调控在神经发育中

的细胞分子机制   
李    岩    2011  2013 

53  面上项目   
利用逆转录病毒研究肿瘤间质细胞的基因

不稳定性   
秦志海    2011  2013 

54 
科学部主任

基金 

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脏损伤性疾病的基础研

究 
姬广聚  2011  2011 

55 
科学部主任

基金 

TIGIT 受体信号通路调节 NK 细胞活性机制

的研究 
张红莲  2011  2011 

 

2.2010 年在研基金委资助重大（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1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额叶和海马环路发育调控的分子机理  王晋辉  20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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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肿瘤相关疱疹病毒MHV‐68 基因组裂解期复制机

理的研究  邓红雨  2010  2013 

2 
基于非天然氨基酸的化学小分子探针用于研究细

胞骨架组装机制  徐    涛  2010  2013 

3  全基因组超高通量表观调控组学研究  陈润生  2009  20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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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平  2009  2012 

5 
肿瘤杀伤 SET蛋白复合体的鉴定、功能与结构研

究  范祖森  2009  2012 

6 
Polycomb  族蛋白以及组蛋白 H3K27  甲基化调控

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许瑞明  200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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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的认知机制和神经表达－创立和发展"大范

围首先"的基于物体的注意理论  卓    彦  2009  2012 

8  蛙高频声通讯的生物物理基础  沈钧贤  2008  20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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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线虫和人的非编码 RNA及其功能研究  陈润生  2007  20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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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囊泡转运及其与细胞膜融合分子机理研究  徐    涛  2007  2010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4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禽流感病毒 RNA聚合酶结构与功能研究  刘迎芳  2010  2013 

2  参与基因表达调控的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研究  许瑞明  2010  2013 

3 
突触活性带蛋白在钙通道‐突触囊泡耦合中的作

用机制  孙坚原  2009  2012 

4  分子神经生物学  刘    力  2007  2010 

 

创新群体基金：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开题年  结题年 

1  视觉信息的表达及视觉系统的脑功能区成像  陈    霖  2010  2012 

2  膜蛋白与蛋白质复合体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常文瑞  2008  2010 

 

三、院创新项目 

2010年，研究所新增院创新项目6项，其中，重要方向项目2项，科研装备研

制项目1项，青年科技专项3项。 

2010年，研究所在研院创新项目共计52项，包括重大项目课题3项，重要方

向项目27项，项目百人6项，科研装备研制项目3项，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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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行专项1项，信息化专项1项，中科院与丹麦诺和

诺德专项2项，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研制项目4项，北京生科院创新项

目课题4项。 

1.2010 年新增院创新项目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主持项目/

课题 
起至年限

1 

方向项目 

生物物理研究所生命科学领域

“十二五”基础前沿专项 
徐    涛  项目  2011‐2013

2 
核酸开关及微生物相互作用网

络的构建与分析 
陈润生 课题  2011‐2013

3  装备研制  新型高速逆流色谱仪的研制 杨福全 项目  2010‐2012

4 

青年科技

专项 

基于非天然氨基酸的在体荧光

标记新方法用于研究糖尿病发

生机制                             

徐平勇 

项目 

2011‐2013

5 
癌症相关受体与钙调素相互作

用的晶体结构研究 
龚    勇  2011‐2013

6 
脊髓中神经网络发育形成和损

伤后重建的分子机理研究 
刘耀波  2011‐2013

 

2.2010 年在研院创新项目 

 

重大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课题：抗 2型糖尿病致病机制及新药靶  徐    涛  2007‐2010 

2  课题：HBV/HCV病毒感染免疫的机理和疫苗研究 唐    宏  2008‐2011 

3  课题：冷冻电镜三维重构原始数据集 孙    飞    2008‐2011 

 

方向项目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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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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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2  逆转录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机理研究  高光侠    2007‐2010 

3  肿瘤抗体药物  阎锡蕴    2007‐20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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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物质运送、能量转换相关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常文瑞    2007‐2010 

6  新非编码 RNA的批量获取和功能、调控研究  诸葛博  2007‐20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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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冷冻电子断层三维成像技术建立及其应用  孙    飞  2007‐2010 

9  动化高效率晶体结构解析系统的研究和构建  刘志杰  2007‐2010 

10  中国人常见疾病新型诊断试剂的研发  吴乐斌  2009‐2011 

11  结直肠癌标志物的新型免疫诊断试剂  王志龙  2009‐2011 

12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研发分中心建设  龚为民  2009‐2010 

13  肿瘤新靶点抗体的大规模制备及临床前研究  阎锡蕴  2009‐2010 

14 
人源 5,10‐次甲基四氢叶酸合成酶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及

其在抗癌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刘志杰  2009‐2010 

15  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的新型口服输送系统  梁    伟  2009‐2010 

16  治疗过度炎症反应综合症的 HMGB1单克隆抗体  唐    捷  2009‐2010 

17  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脏及神经损伤性疾病的研究  姬广聚  2009‐2010 

18 
组蛋白变体H2A.Z和H3.3对胚胎干细胞染色质结构和表

观遗传调控的分子机制 

李国红  2009‐2010 

19  果蝇学习记忆及其障碍的遗传调控机制  刘    力  2009‐2010 

20  甲醛在老年痴呆发病中的作用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赫荣乔  2009‐2010 

21  超高场磁共振成像前沿技术研究  薛    蓉  2009‐2010 

22  基因表达与其调控的结构基础  许瑞明  2009‐2011 

23  分子神经生物学  吴    瑛  2009‐2011 

24  海外评议专题 孙    命  2008‐2011 

25  课题：含硒/硒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王江云  2009‐2010 

26  课题：纳米结构的生物学效应  阎锡蕴  2009‐2012 

27  课题：辐射和微重力对基因组及相关生物学效应研究 杭海英 20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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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百人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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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平  2009‐2011 

2  构建慢性肝炎病毒感染的人源化小鼠模型  张立国  2009‐2011 

3  神经信号传导相关分子马达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冯    巍  2010‐2012 

4  视觉神经回路的发育及功能  朱    岩  2010‐2012 

5  细胞分泌缺陷与异常脂类代谢关系的研究  田    勇  2010‐2012 

6  脑认知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机制  李    岩  2010‐2012 

 

科研装备研制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光纤型 ATP 马达生物传感器 miRNA分析仪器的研制  殷勤伟  2007‐2010 

2  光敏定位超高光学分辨率显微镜系统 徐    涛 2008‐2010 

3  高精度、高灵敏度自动化衍射数据收集系统 刘志杰 2008‐2011 

 

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结构生物学  许瑞明  2007‐2012 

 

院战略生物资源科技支撑运行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实验动物 徐    涛  2009‐2011 

 

信息化专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生物大分子研究 e‐Science服务中心  凌伦奖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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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CAS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Elucidation  of  pancreatic  specific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with microarray analyses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of pancreatic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studies of these genes 

马    跃  2009‐2010

2 

Establish and utilise a novel GLUT4 translocation assay for HTS 

of compound library to identify drug leads for treating  insulin 

resistance 

徐平勇  2009‐2010

 

北京生命科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研制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基于纳米材料的MALDI靶板制备系统的研制  杨福全  2008‐2010

2 
高时空分辨活体成像技术‐多通道发射与接收头线圈及其与

3T磁共振成像系统的射频接口 
薛    蓉  2008‐2010

3  Pstar高通量短标签测序仪  石宝晨  2008‐2010

4  转靶 X‐射线发生器自动断电应急保障系统  韩    毅  2008‐2010

 

北京生科院创新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起至年限

1  核酸开关及微生物相互作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陈润生  2010‐2012

2  天然免疫反应在抗病毒感染和肝损伤中的作用机制  唐    宏  2010‐2012

3  T细胞反应在病毒感染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  王盛典  2010‐2012

4  慢性肝炎发展、转归中的肝脏损伤和修复机制  朱明昭  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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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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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基本情况	
2010 年研究所招收博士生 86，硕士生 92 人。在读研究生 500 人，其中，博

士生 245 人、硕士生 255 人；与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生 42 人。毕业研究生 96

人（博士 87 人，硕士 9人），肄业 2人。毕业去向出国 46 人，科研事业单位 27

人，公司 6 人，高等学校 3 人，做博士后 4 人，灵活就业 5 人。获得博士学位

68 人、硕士学位 17 人。 

2010 年接收进站博士后 25 人,出站博士后 14 人，退站 1人，在站博士后 52

人。 

    2010 年研究生部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贯彻落实中科院“科教结合”精神，推进“科教结合”教育

创新项目 

2010 年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中国科技大学在全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贝时璋生物英才班”工作的开展。研究所选派 5位优秀导师赴科大为

英才班学生上课，目标是培养拥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科学基础的生

命科学或交叉学科新型的人才，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优秀生源， 终培养出复合型

的高端研究人才。2010 年 7 月底,研究所接收贝时璋生物英才班第一届（2010

级）15 名学生来所实习，为他们安排了为期 9 天的听报告、参观、考察等多项

紧张丰富的实习活动,为研究所今后研究生教育提供优秀生源打下良好基础。 

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应从源头抓起，把好入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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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所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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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重点高校进行招生宣传，同时做 17 场学术

报告。 

三、保证录取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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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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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与研究生

共同制定培养计划，考核评定小组的成员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选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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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实验环节、学位论文、）等的要求和进度作出审核，提出建议。研究生考核

评定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学生工作进展报告（但不少于每年一次）。2010 年

80 名硕士研究生转博考核，76 人转博，4 人转硕， 269 人进行开题报告、中期

考核，1 人不合格，对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半年后再次进行了考核。采取分流淘汰

机制，严格考核，以提高培养质量。 

五、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导师上岗培训制度 

研究所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教书育人的能力。多次组织

导师参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导师研讨班，研讨内容丰富涵盖了国家学位和研

究生教育法规、制度和政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的有关规定和制度；

创新教育中的导师角色；研究生招生工作工若干问题解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知名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经验；教育心理学与教育规律等。导师们在如何科学地培

养研究生，如何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上都有了新的认识，获益匪浅。培训结束后

研究所有 3位研究员获得北京市教委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 

六、促进人才培养，为研究生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为适应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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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积极推进研究生党团组织活动 

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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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适合研究生特点的活动，如：各支部组织的党员读书学习征文活动、参观中生北

控股有限公司、学术沙龙、周末影院、各种球类比赛等活动, 推动研究所流动队

伍各项工作的开展。加强研究生党总支组织建设，积极发展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

加入党组织，今年有 4人成为预备党员，3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组织研究生前

往地震灾区北川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八、取得成绩 

研究所积极加强对外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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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毕业生赵洁的学位论文获得 2010 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生胡德庆、许敏获得地奥奖学金一等奖； 

郭海涛、魏艳获得地奥奖学金二等奖； 

吴连锋、杜贵平获得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李江美、丰蕾、候俊杰、陈秀兰获得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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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洁、柏林、石磊获得院长优秀奖； 

王立堃获得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唐宏获得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九、博士后队伍有所改善 

研究所不断适应中科院人才队伍发展战略规划的要求，加大博士后招收宣传

力度，调整博士后工资待遇，推动研究所博士后队伍发展规模。2010 年研究所

加大了博士后招收宣传力度，当年进站博士后有 25 人，使当年在站博士后人数

达 52 人。2010 年研究所研究生培养及博士后管理成绩显著，有 15 名研究生分

别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奖、中科院院长奖及各类冠名奖，1位

研究生导师获得导师奖。1 人获得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后奖励基金，5 人获得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励。 

十、开设博士生科技英文写作课程 

2010 年开设博士生科技英文写作课程，此项工作由研究生部主管。聘请外

籍老师，通过指导研究生的英文课程，帮助提高研究生的英文写作和交流技能，

从而使其有能力撰写准备发表在国际刊物的文章。 

    十一、学科建设 

积极推动研究所学科建设发展，2010 研究所北京市重点学科项目“生物物

理学”专业评估优秀，“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２个博士培养点、生物学

博士后流动站通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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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出站博士后名单	

汪贻广  王  旭  齐  财  陶  宁  武  栋  董玖红  魏秀莉  李  翀   

周  可  张金华  丁璟珒  张颖娱  王  鹏  赵辉华 

2010年在站博士后名单	

李振亚  赵  静  童志前  胡美荣  李学仁  窦江丽  周  培  陈少鹏      

董国英   葛  猛   武丽杰   田  勇   冯晓利   孙  云   史秋梅   周  盈 

王  丹   汪  瑞   段晓霞   陈  志   胡胜娣   许亚杰   徐小兰   宫维斌 

孙元捷   赵莉霞   赵学强   丁  玮   马  轩   张  维   孙  乐   任若通 

姚明慧   姜竺君   安晓景   刘  军   Titushin Maxim    邱俊康   赵吉成 

底晓静   刘超培   刘伟华   贾明明   孔瑞瑞   陈培华   李  明   范海天 

李凌海   赵志强   钟  强   叶步青   张家龙 

2010年博士后基金获得情况	

名    单：宫维斌  史秋梅   赵学强   葛  猛   姜竺君   陈  志 

资助等级：二等资助 

2010年毕业生名单	

常  卿   张  维   姜竺君   方显锋   杨亚军   康彦勇   王明辉   王岚峰

王子兵   麦  芸   丁熙来   张金玲   武兆飞   任若通   潘晓伟   李骁健 

戴  辑   余建东   何海进   桂文君   钟天映   贺丽霞   高莉莉   谭  洁 

陈明刚   胡  明   刘  培   潘  荣   孙  乐   肖  蓉   周鸣敏   邓刘福 

郭海涛   胡德庆   马小燕   穆  彬   潘  磊   乔晓杭   俞珺璟   赵学强 

陈秀兰   傅  晟   郭维锐   韩  雪   侯俊杰   霍艳武   唐  飞   王忠峰 

范  茁   刘世轩   许  敏   曹  洋   陈吉楠   闫丽荣   杜向军   范海天 

丰  蕾   葛  林   郭向前   黄  博   纪  伟   金凌涛   李江美   李  菁 

李  爽   李正正   刘海萍   马艳林   蒲  静   邱俊康   石  磊   童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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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堃   王  翔   王  卓   魏  艳   吴连锋   邢少军   殷  杰   张  博   

张  宁   周  传   周小红   庄  洁   王  涛   牛海鹏   刘  翔   王  卓   

张  翔   胡仲军   黄  琛   刘  瑨   牛海鹏   张  丽   赵鹤楠 

2010年获得学位人员名单	

博士学位： 

陈吉楠   陈明刚   陈秀兰   程  汉   谷同军   郭海涛   何海进   贺丽霞

侯俊杰   刘鹏程   陆晓燕   陆  宇   苗  林   潘  磊   潘  荣   潘晓伟 

任  蕾   粟文婷 王  鹏   王子兵  武兆飞 许  敏   杨  璐   杨 薇 

叶永泉   易  翔 俞珺璟   张  红  张金玲 张  旭   赵学强 赵志强

周鸣敏   吕凤祥 王新路   张松龄  方显锋 杨秀兰   熊  焰 王岚峰 

韩  璐 陈毅序 赵希武   钟天映  谭  洁 宋学勤   肖  蓉  胡德庆 

傅  晟 郭维锐 闫丽荣   杜向军  丰  蕾 郭向前   黄  博  纪  伟 

金凌涛 李江美 李  菁   李  爽  李正正 马艳林   石  磊 童晓航 

王立堃 魏  艳 吴连锋   邢少军  殷  杰 张  宁   周小红 庄  洁 

硕士学位： 

王  卓   张  翔  刘  翔   胡仲军  黄  琛    刘  瑨   牛海鹏 张  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9-2010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三好学生标兵（4 人）： 

潘  磊   杜向军   李江美   许  敏 

优秀毕业生（4 人）： 

庄  洁   王立堃   石  磊   丰  蕾 

三好学生（62 人）： 

王春晖   于忠胜   罗永挺   高明明   王  丽   刘  顺   陈  俊   侯志强   

孙  琳   梁文光   程  亮   陈守登   达  琦   曾文峰   王  惟   孙  伟 

穆  昕   徐欣怡   谭  毅   王  超   沈  胜   王  维   黄  海   左真涛 

肖  磊   屈前辉   易  薇   姜朋涛   李  冉   焦联营   张子剑   乔  琪 

钱  浩   牛春艳   韩  旭   肖腾飞   刘江曲   彭友松   郭建立   刘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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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琦   陆  毅   杜  雯   潘聪燕   吴凯源   李元元   丁云峰   刘宇恒 

王丽芬   程  芳   张强哲   杨仁斌   周强军   魏  艳   黄  波   闫丽荣

王云飞   杨  芳   王奇慧   曾启群   俞  勇   吴睿 

 

优秀学生干部（11 人）： 

孙启凡   苗智超   杨振霖   张名姝   周  挺   马  军   王云飞   张  丽 

周  园   邓  锴   徐颖之 

2010年度研究生获所长论文奖名单	

柏  林   陈  俊   陈  琳   邓敬敬   邓永强   杜贵平   韩鹏程   黄  波 

黄  海   蒋俊杰   梁文光   刘开力   彭友松   孙玉娜   万  莉   汪海燕 

王  超   肖  磊   杨  晓   张  凯   张强哲   赵  凯   周阳燕   朱  丽 

程  芳 

2010研究生获各类奖学金名单	

吴连锋   杜贵平   李江美   丰  蕾   侯俊杰   陈秀兰   胡德庆   许  敏 

郭海涛   魏  艳   赵  洁   庄  洁   柏  林   石  磊   王立堃 

2010年在岗导师	

结构中心 

毕利军   常文瑞   龚为民   江  涛   柯  莎   梁栋材   梁  伟   刘平生

刘迎芳   刘志杰   秦  燕   屠亚平   王大成   王江云   王金凤   王志新

王志珍   卫涛涛   许瑞明   杨福愉   朱  平   张荣光   李国红  冯  巍

张  凯   王艳丽   王孔江   黄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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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心 

陈  畅   陈润生   杭海英   姬广聚   蒋太交   焦仁杰   靳  刚   凌伦奖

马  跃   苗  龙   钱小红   饶子和   孙  飞   吴  瑛   徐  涛   杨福全

殷勤伟   欧光朔 

脑与认知中心 

陈  霖   郭爱克   何士刚   贺菊方   赫荣乔   汲娟娟   李  兵  刘  力

戚  智   薛  蓉   王晋辉   王  毅   卓  彦   饶  毅   赵保路  袁增强

孙坚原   朱  岩   罗敏敏    李  岩 

感染与免疫中心 

陈建柱   陈列平  程根宏   邓红雨   范祖森   傅阳心   高光侠   乐加昌

刘  阳   刘永军  秦志海   松田善卫  苏立山  唐  宏   唐  捷   王福生

王盛典   阎锡蕴   张立国   程根宏   朱明昭   侯百东 

优秀教师获奖名单	

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唐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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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篇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继续教育与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科生发人字【2010】60 号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研究组长疗休养制度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执行国家和院工

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科生发人字【2010】61 号 

研究生教育管理篇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资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科生发研字【2010】207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的通知 

科生发研字【2010】208 号 

综合事务管理篇	

关于印发研究所 ARP 所级系统有关模块管理规定的通知                  

科生发办字【2010】144 号 

  ⑴ 生物物理研究所网上报销管理规定 

  ⑵ 生物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管理业务管理规范 

  ⑶ 生物物理研究所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管理制度 

   

党群管理篇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层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科生发党字【2010】2 号 

关于印发《生物物理所帮困送温暖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科生发工字【2010】1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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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0年度所获各奖项	

一、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集体奖项 

1. 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 2009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这是

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六次蝉联此项殊荣。 

2. 生物物理研究所团委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五四红旗团委” 荣誉称号 

3．生物物理研究所科学研究平台获得北京市农业局“生物安全”社会责任等级

A级评价 

4.梁伟组专利《一种新型的聚乙二醇衍生化磷脂包载前列腺素 E1 的纳米微粒给

药系统》获得第十二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个人奖项 

1．许瑞明研究员获得“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 荣誉称号 

2．阎锡蕴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协 2010 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3. 江涛研究员获得“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4. 龚海韻获得中国农工民主党“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5．史想获得“2010 年度北京市实验动物行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院级奖项 

集体奖项 

1.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获得中科院京区党委“党建工作创新一等奖” 

2. 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 2009 年度“中国科学院京区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这

是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六次蝉联此项殊荣。 

3.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获得中科院京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4. 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中国科学院思想政治研究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5．生物物理研究所荣获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先进集

体 

6．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通过中科院工会“合格职工之家”复验 

7. 2010 年 3 月生物物理研究所妇委会获得中科院京区“2008-2009 年度优秀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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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荣誉称号 

8. 2010 年 2 月生物物理研究所人口与计生委员会获得“中国科学院京区 2009

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个人奖项 

1. 王大成院士获得中科院京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阎锡蕴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3．唐宏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 

4. 刘迎芳研究员获得“邹承鲁奖励杰出研究论文奖暨邹承鲁讲座奖” 

5．杨爱敏获得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 

6. 上官轩、翟淑珍获 2010“霞辉映满天，快乐伴我行”主题实践活动“三好老

干部”称号 

三、所级奖项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创新三期”“十大成就”奖 

1．流感病毒聚合酶结构与功能系列研究成果 

2．“血糖调节相关的调控型分泌的分子机理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以果蝇为模式生物的关于脑对两种视觉图形参数的记忆以及决定偏好行为的

神经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4．神经营养因子和受体复合物结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5．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6．凹耳蛙的超声通讯研究成果 

7．蛋白质与多肽药物研发取得重大进展 

8．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 

9．创新文化建设成就卓著 

10．T 细胞控制天然免疫细胞产生的炎症反应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创新三期”“十大成就”提名奖 

（排名不分先后） 

1．信息化建设水平跃上新台阶 

2．首次发现氧化铁纳米颗粒模拟酶 

3．成功实现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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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能力显著增强 

5．争取经费创历史新高 

6．蛋白质研究计划基地项目顺利结题并获得优秀 

7．研究所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8．感染与免疫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9．“生物物理学”被批准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2010 年度先进分工会 

1. 结构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分会 

2.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分会 

3. 机关分会  

安全先进集体及个人 

1．研究所安全先进单位  

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室   邓红雨课题组  

2．2010 年度安全先进集体 

苗  龙组   焦仁杰组  孙坚原组   张立国组  杨福全组 卓  彦组   

龚为民组    财务资产处  

3．生物安全先进集体 

邓红雨组  实验动物中心  

4. 安全先进个人 

安晓敏   王细娥   张淑妍   王明珠   单  萍   黄  峰   蒋  震   刘晓满  

胡志上   李建辉   车京生   张  波   苏瑞刚   傅继欢   孙  光   翟  涛

晋志波   季  刚   孙启凡   许亚杰   

5. 交通安全先进个人 

吴克杰 

6. 保密先进个人 

仓怀兴  杨冬玲  翟 琪 

信息宣传先进个人 

焦仁杰  王秀桂  杨  薇  张文河  汪会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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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0 年大事记 

一月 

1月 4日至 6日，中日两国三维电子显微镜 2010 论坛召开，为中日双方低

温电子显微镜学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1 月 23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在新建成的中科院蛋白质科学中心

PI 会议室召开。徐涛所长代表战略规划小组以“发挥蛋白质科学的引领作用，

为构建‘普惠健康保障体系’做出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贡献”为题向学术委

员会汇报了工作进展。 

1 月 2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职工、研究生及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在刚刚落成

的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中心大楼 9501 会议室召开 2010 年新春茶话会，茶话会

由党委书记杨星科主持，徐涛所长代表所领导班子向大家传达了路甬祥院长视察

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讲话精神和2010年院工作会议精神并作研究所2009年回顾与

展望的工作报告，随后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二月 

2月 3日，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处首席代表渡边泰司及其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日本文部科学省副部长森口泰孝访问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了解依托生物

物理研究所建立的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的目前工作进展。 

2 月 4 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度学术年会在生物物理研究

所召开。学术年会由实验室主任徐涛主持，刘平生、娄继忠、苗龙、秦燕、孙坚

原、王江云、袁增强、朱平等八位近年来新引进的人才分别汇报了实验室的工作

进展。 

三月 

3 月 3 日，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院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晓光

一行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反馈巡视意见，并听取研究所工作汇报。徐涛所长代表所

班子做了研究所近期工作进展汇报。 

3 月 6 日，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谭铁牛、中共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一行参观

考察了生物物理研究所，了解研究所科研、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情况。

参观结束后，谭铁牛、徐涛等与来访的株洲市委市政府领导进行了座谈。 

3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北京怀柔科教产业园第三批入园项目签约仪式在北

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举行，生物物理研究所作为该产业园第三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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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院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龚为民同志在签约仪式上介绍了生物物理所拟入园

项目的主要情况，并代表生物物理研究所签订了用地意向协议书。 

3 月 14 日，广西南宁市政府副秘书长覃永武、市投资促进局部分领导及南

宁市生物制药企业负责人一行参观考察生物物理研究所。 

3 月 18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本年度第一季度中心组学习，主发言人

为龚为民副书记和赫荣乔副所长，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了中心组学习。徐涛

同志希望，把中心组的学习成果继续深化，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具体可行的措施。 

3 月 28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江涛研究员课题组在 Nature Structural 

&Molecular Biology 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Carnitine 

Transporter and Insights into the Antiport Mechanism”的文章，该研究解

析了肉碱膜转运蛋白 CaiT 的三维结构，并对其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3 月 31 日—4 月 1 日，以“孤独症研究现状及前沿问题”为主题的第 369

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生物物理研究所吴瑛研究员在会上作了

题为“国内外孤独症研究现状及前沿问题”的主题评述报告。 

四月 

4 月 5 日，应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所长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首位中国科

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Erwin Neher 到生物物理所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主题为“A New View on the Vesicle Cycle: What is the Rate-limiting Step 

During Sustained Synaptic Activity”。  

4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在生物物理研究所会见了在此访问

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 Bruce Stillman 博士，双方就如何

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 月 12 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助理朱相彬教授等人的陪同下，丹麦

科技创新部和丹麦高校联盟代表团一行 17 人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 

4 月 14 日，我国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了地震后，生物物理研究所立即向全所职

工、研究生发出了“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紧急通知。两天时间内，先后

有近 600 人参加了捐款活动，合计捐款 86818.2 元。4 月 21 日，生物物理研究

所全所职工、研究生 500 余人在研究所大厅广场集会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默哀。 

4 月 15 日，贝时璋院士塑像揭幕仪式在浙江镇海举行。贝时璋院士亲属贝濂

等，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所长助理孙命、综合处处长陈长杰、

学会与期刊联合办公室主任魏舜仪、研究员刘平生等各界人士上百人参加了揭幕

仪式。 

4 月 21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全面传达并深入学习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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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常务会议精神，重点领会院“创新 2020“工程框架内容及深刻内涵，按照院

党组要求，研究部署“创新 2020”的组织实施工作。会议由党委书记杨星科主

持，各部门负责同志出席。 

4 月 26 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会见了中科院首批 159 名

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和 55 名外籍青年科学家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参加会见。 

4 月 28 日，生物物理所召开全体 PI 大会，传达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白

春礼在 4月 21 日全院视频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创新 2020”主要内容和国务院

常务会议的精神》的报告，动员全所 PI 深入理解、领会“创新 2020”主要内容，

继续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4 月 28 日，“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在京召开，会议重点

发布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赵保路研究员的科研成

果，该项名为“茶质滤嘴的祛烟瘾减害作用研究”的论文发表于《中国科学：生

命科学》中文版 2010 年 53 卷第 5期。 

五月 

5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感染免疫重点实验室成立启动仪式在生物物理研究所

隆重举行，科技部基础司张先恩司长，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武维华院士，中科

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康乐院长、高福副院长等出席。 

5 月 11 日，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项国英、北京分院组织人事处处长肖

建春来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宣布了许瑞明同志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任职通

知。 

5 月 12 日，由中国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张平、京区党委副书记隋红建、京区

党委群工部部长霍妍丽带领的“职工之家”验收考评组一行 7 人莅临生物物理

研究所，对研究所复验“合格职工之家”工作检查验收， 终生物物理研究所以

90.8 分的优秀成绩顺利通过了“合格职工之家”的复验。 

5 月 12 日，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

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蒲慕明先生作题为“科学研究的 ABC”的演讲。 

5 月 17 日，北京安贞医院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聘请中科院院士陈润

生和工程院院士程京与该医院合作开展心肺血管等疾病的发病机理研究。 

5 月 20 日，应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涛的邀请，美国健康研究院（NIH）的

资深研究员 Joshua Zimmerberg 教授来访并作报告，报告由徐涛主持。 

5 月 20 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Harvey Thomas McMahon 教授为大家带来

了题为“Sculpting Cell Membrance: Understanding pathways of endocy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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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ocytosis ”的精彩报告。 

5 月 23 日，作为科普能力建设典型单位，生物物理研究所接待了国家科普

能力建设北京论坛的代表，代表们参观了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的蛋白

质组学平台和结构生物学技术实验室。 

5 月，生物物理研究所焦仁杰研究员课题组 新研究发现：染色质装配因子

1（chromatin assembly factor 1,CAF-1）对异染色质区域的基因表达发挥十分

重要的表观遗传调控作用，他们的研究成果“Drosophila CAF-1 regulates 

HP1-mediated epigenetics silencing and pericentric heterochromatin 

stability”被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 J.Cell Sci.接受发表。 

六月 

6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青年联合会换届暨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

举徐涛为中国科学院第三届青联主席。 

6 月 1 日至 3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团委、青联代表赴中科院北川希望

小学参加“六一”活动并进行实地科普宣传。 

6 月 7 日，国际著名遗传学家、香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徐立之

教授访问生物物理所。 

6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青年联合会换届及第二届第一次全体

委员会议在生物物理研究所 9501 报告厅召开，徐涛所长希望新一届青联再接再

厉，努力发挥作用。 

6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与日本东京大学医

学研究所三方领导在生物物理所举行了第二个五年合作的签字仪式，标志着双方

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6 月 18-1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党支部开展了“探讨

实验台前创新文化、营造健康和谐科研氛围”的主题活动，中心师生 70 余人参

加了此次活动。 

6 月 23 日—24 日，中国孤独症联盟基础研究系列活动（Autism Consortium 

China (ACC) Research Forum）在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 

6 月 28 日，本年度“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习教授”，美国科学院、美国

医学院以及美国科学和艺术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 Thomas C. Sü dhof 博士

和夫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陈路教授，到生物物理研究所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徐涛所长为 Sü dhof 教授颁发了“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荣誉证书。 

6 月 30 日，在职党员和研究生党员在“中科院蛋白质研究中心”9501 会议

室开展了“新党员入党宣誓、研究所主题读书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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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7 月，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珍院士领导的研究小组与焦仁杰研究员课题组合

作利用果蝇的帕金森氏病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6（HDAC6）在

帕金森氏病疾病发生过程中起关键调节作用，这一发现为人类帕金森氏病的预防

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潜在靶点。该研究成果在 7月 1日出版的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期刊上发表，他们的论文被该期刊评为 2010 年年度论文（The paper 

of the year）。 

7 月 1 日，上百位老党员、老同志冒雨赶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大报告厅，以“离

退休老同志快乐老年汇报演出”为主题庆祝党的 89 周岁生日。 

7 月初，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王大成院

士荣获“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7 月 5 日，由中科院青联主办、生物物理研究所青联承办的“中科院青联沙

龙系列活动——脑与认知科学沙龙”在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蛋白质科学中心

9501 报告厅举行。 

7 月 5 日-6 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度夏季战略研讨会在生

物物理研究所成功召开。会议由实验室主任徐涛研究员主持。实验室名誉主任梁

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志珍院士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7 月 14-20 日，由中国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

实验室（CASKLII）、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感染与免疫国际研讨

会（ISII2010）召开，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内地的资深病毒免疫学家共

做了 16 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7 月 20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组织了以“面向创新 2020，研究所改革发

展大讨论”为主题的扩大中心组学习。本次学习以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院院士

大会上的讲话和路院长在“创新 2020，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研讨会”的总结讲话

为主要内容，主发言人为杨星科书记和徐涛所长。 

7 月，国际顶级癌症研究期刊《Cancer Cell》接受了生物物理研究所“千

人计划”芝加哥大学傅阳心教授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王盛典研究员的合作研究成果：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nti-HER2/neu Antibody Depends on Both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ity。 

7 月 27 日-8 月 2 日，按照科技部项目管理中心“关于 973 计划 2009 年立项

项目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的要求，2009 年依托生物物理研究所立项的三个 973

项目，在首席科学家的主持下分别进行了中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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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8 月 4 日，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高级研究与项目官员的陪同下，澳大利亚创

新、工业、科学与研究部副部长 Patricia Kelly 一行来访生物物理研究所。 

8 月 8 日－12 日，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办、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电子显微镜学会和晶体学会协办的第三届郭可信电子显微学与晶体学暑期学校

暨冷冻电镜三维分子成像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顺利召

开。 

8 月 10 日，国际著名刊物 PLoS Biology 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罗欢副研究员、刘祖祥副研究员和纽约大学

David Poeppel 教授关于自然视听觉流的跨通道跟踪的合作研究成果：Auditory 

cortex tracks both auditory and visual stimulus dynamics using 

low-frequency neuronal phase modulation. 

8 月 12 日，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蒋太交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宿主-病毒相互作用模

型，首次建立了病毒导致的超额死亡和其抗原变异程度之间的定量关系，并进一

步发展了直接从病毒序列出发快速准确估算流感潜在危害性的计算方法。 

8 月 17 日，受全球认知科学界的主要学术组织——国际认知科学联合会委

托，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认知科学学会（筹）主办的第七届国际认知

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由国际认知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霖致

开幕词。周光召、曹健林、冯长根、张先恩、张知彬出席会议并致辞。  

8 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迎芳研究员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年会上获得 2006-2010 年度邹承鲁奖励基金邹承鲁讲座奖（共一人获得），

其与饶子和院士于 2008 年在 Nature 杂志（454:1123-1126,2008）合作发表的题

为“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polymerase PA(C)-PB1(N)complex from an avian 

influenza H5N1 virus”的论文获得 2006-2010 年度邹承鲁杰出研究论文奖。 

8 月 26 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赵锡嘉率该所综合调研小

组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双方就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在中科院蛋白质研

究中心举行了座谈活动。 

九月 

9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许瑞明课

题组与龚为民课题组以及纽约大学医学院 Ruth Lehmann 实验室在 Ge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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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杂 志 上 合 作 发 表 了 题 为 “ Structural basis for 

methylarginine-dependent recognition of Aubergine by Tudor”的文章。该

研究解析了果蝇 Tudor 蛋白第 11个结构域 Tud11 的结构及其与 Aubergine 蛋白

N端精氨酸甲基化修饰多肽的复合物结构，阐述了 Tudor 结构域对甲基化精氨酸

的识别方式，这项工作被以封面形式加以报道。 

9 月 1 日，由生物物理研究所机关党支部组织的第一期“管理创新论坛”正

式拉开了序幕。许瑞明研究员以“美国冷泉港的科研管理”为题，系统介绍了美

国冷泉港实验室的科研管理模式等。 

9 月 7 日，第十届中科院杰出青年获得者、院青联副主席周琪研究员做客“青

年学术沙龙”，以“重启生命时钟”为题作报告。 

9 月 16 日，科技部基础司司长张先恩应邀为生物物理所作“基础研究的形

势与任务”的专题辅导报告，研究所战略规划小组成员、全体 PI 以及管理支撑

部门负责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生物物理所徐涛所长主持。 

9 月 17 日-9 月 20 日，生物物理所 2010 年度“怀柔七期”新职工入职培训

成功举行，46 名新入职职工参加了此次培训。 

9 月 18-19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举办了以“步入科学殿堂，领略

生命奥秘”为主题的科普日活动。 

9 月 20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

命科学前沿进展学术研讨会”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小报告厅圆满召开。 

9 月 24 日，为进一步推进研究所各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工作的持续开

展，生物物理研究所所党委在研究所小报告厅召开了以“盘点‘亮点工作’、深

入推进创先争优”为主题的党总支、支部书记例会。研究所各总支、支部书记或

负责同志全部到会，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各总支、支部紧

密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科研、服从大局，积极谋划在“创新 2020”中“创先争

优”的新举措、新做法。 

9 月 26 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脑研究所共建的

神经科学与认知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举行。 

十月 

10 月，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大成课题组与毕利军课题组合作在 Nucleic Acids 

Research 杂志上发表的题为“Crystal structure of DNA gyraseB’domain sheds 

lights on the mechanism for T-segment navigation”的研究论文入选 Faculty 

of 1000 Biology（2010），获得推荐和点评。 

10 月，国际著名刊物 Science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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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龚哲峰副研究员等人关于发现果蝇幼虫中央脑的两对神经元足以调节果

蝇幼虫对于不同光强条件的偏好行为的研究成果(Two Pairs of Neurons in the 

Central Brain Control Drosophila Innate Light Preference)。 

10 月 11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八届党委届中工作考评会召开，考评组由北

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项国英同志，北京分院院长助理、京区党委组织

部长肖建春同志等一行四人组成。 

10 月 12 日，广州分院纪检组长许魁文、副组长李梅等在北京分院纪检监察

审计处处长管兵和科技合作处副处长滕启治陪同下来生物物理研究所就“知识产

权转移转化与科技人员兼职问题探讨研究”课题进行调研。 

10 月 13 日，结构生物学著名期刊 Structure 以封面形式发表了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孙飞研究组和微生物研究所董志扬研究组合作完成的关于二型

分子伴侣开口状态的晶体与电镜结构（Crystal Structure of Group II 

Chaperonin in the Open State）。 

10 月 18—1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十二五”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江苏常州召

开。会议由徐涛所长主持，赫荣乔副所长、许瑞明副所长和所战略研究小组各学

科规划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就研究所“十二五”发展规划进行了认真研讨。 

10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 Titan Krios 300kV 场发射低

温生物电镜技术验收会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小报告厅召开。技术验收专家组由北京

大学尹长城教授、清华大学雷建林教授、生物物理所徐伟研究员、孙飞研究员、

朱平研究员组成，尹长城教授任专家组长并主持了会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该

Titan Krios 300kV 低温生物电镜各项验收指标已达到要求，建议通过技术验收。 

10 月 27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党日调研活动在

生物物理研究所举行。 

10 月 28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中心组 2010 年度第三次学习在研究所小

报告厅隆重举行，会议由党委书记杨星科同志主持。 

10月 29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组织了贝时璋院士诞辰108周年（逝世一周年）

的纪念活动。纪念会由所党委书记杨星科主持，徐涛所长做题为《继承贝老遗志，

推动生物物理研究所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的报告，并和贝时璋院士长女贝濂教

授为《贝时璋传》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揭牌。 

10 月 29 日，由机关党支部组织的第二期“管理创新论坛”在生物物理研究

所图书馆报告厅举办，秦志海研究员以“德国科研管理体制探讨”为题，系统介

绍了德国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10 月 31 日-11 月 3 日，由国际科学院组织（Inter Academy Panel on 

International Issues，IAP）主办的“科技发展趋势与生物武器公约国际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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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end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evant 

to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 

10 月，国家 863 计划“肿瘤抗体药物”课题组成员在课题依托单位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研讨会。 

十一月 

11 月 9-12 日，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中国

细胞生物学会联合召开，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办

的“第二次国际暨第十一次全国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宁波镇海举行。 

11 月 14 日，财务资产处召开了年终财务决算启动会,党委书记杨星科出席

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11 月 15 日，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以 5位古巴资深科学家为主要成员的生

命科学代表团来访我院，并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参加中-古生命科学研讨会。 

11 月 17 日，智利政府高级科技代表团访问生物物理研究所。该代表团由智

利国家科委（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主任 José Miguel Aguilera Radic 博士率领。 

11 月 1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千人计划”傅阳心博士在图书馆报告厅做了

题为“Lymphotoxin beta receptor signaling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or chestrates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against mucosal bacterial 

infection.”的学术报告。 

11 月 19 日-20 日，“冷冻电子断层三维成像技术研讨会暨首届生物成像中

心论坛”在京召开。 

11 月 19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 2010 年度党政班子民主生活会在小报告厅举

行。徐涛所长就群众对“研究所学科发展”，“ 领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科

技创新团队的规模、结构与运行成本”等较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11 月 23 日，Cell Research 杂志在线发表了生物物理研究所马跃实验室和

姬广聚实验室的共同研究成果，该成果使在实验室内大量培养生产人的心房肌细

胞和心室肌细胞成为可能。 

11月 24日，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七届工会第六届职代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大会的主题是“发挥民主，凝聚力量，建言献策‘十二五’，实现研究所跨越发

展”。 

11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副院长李家洋一行到生物物理

研究所调研。白春礼一行首先参观了 7T 人体磁共振系统，听取了陈霖院士关于

“脑成像科学”报告，详细询问了装配、调试和产出我国第一批 7T 系统下的高

质量磁共振图像的情况。随后白春礼副院长一行来到动物所，与生物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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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所领导和相关 PI 座谈。 

11 月，2010 年第九届全球蛋白结构预测比赛结果揭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蒋太交研究组发展的 Jiang_Assembly 蛋白质结构预测服务器进入了前

二十名，代表着我国在蛋白质三维结构预测领域中进入了世界上游水平。 

十二月 

12 月 16 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等一行五人访问了山东

威海颐阳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与集团公司董事长于海先就西洋参深度开发利用

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 

12 月 22 日，《空间生物学实验样品及鉴定规范》国家标准草案研讨会在主

要起草单位——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顺利召开，会议由仓怀兴研究员主持。 

12 月 22 日，2010 年度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暨学术委员会会议在生

物物理研究所召开。重点实验室主任陈霖院士做了 2010 年重点实验室工作总结

报告。 

12 月 28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会召开 2010 年分会工作总结及评选先进分

会会议。所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杨星科出席会议，会议由所工会常务副主席付素

香主持。 

12 月 31 日，研究所党委召开了本年度 后一次党总支、支部书记例会，会

议由党办主任、综合处处长陈长杰同志主持，党委副书记龚为民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