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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在双一流路上的复旦
从大公共卫生层面整体布局规划 学科群
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 桂永浩

学校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
在综合救治、
决策预警、
大数据分析、
社会防控体系建设，
尤其
是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学科群建设将从整合和整体的角度全方位
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作为综合性大学如何用好现有的
资源，
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特别
是公共卫生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作出
更多贡献？我们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
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学科群”的建设，
是具有确实内容的行动计划。路线图
包括：做好医疗救治、基础医学和防病
治病预防环节的连接；学科群是大健
康、大预防概念下面的公共卫生概念，

结合了传统的公共卫生学科和现有的
关联的临床医学、
基础医学、
药学、
护理
学等，
还有社会科学、
文科、
工科和理科
的相关学科；
强调从基础到产业全面科
学研究的封闭式建设，
以重大的健康和
临床问题为出发点和导向。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上海市政府
三方共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最终
目标是让医学内部学科的交流交叉更

加融洽，更加促进医学和非医学学科
的交叉和融合，在此基础上主要做到
三个全：全方位
全方位，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
人才，首先培养高端的合格医学家，第
二是临床医学家；全链条
全链条，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医教协同方面结合，为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搭建好平台；全生
命周期，串联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问
命周期
题整体研究。

云聚复旦 共沐光华

聚焦大平台、
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
常务副校长 金 力

过去几年，复旦在科研格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领域，重新调
2016 年-2019 年期间，完成
整科研团队的组织方式，新建了一批实体运行的科研机构。
基本建设面积36.58 万平方米，
修
近五年来，学校瞄准学科前沿，对
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拓展科研空间， 校科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科研 缮面积 24.98 万平方米。2020 年
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在集成电路、人
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建立了
经费为例，2019 年全口径科研经费是 将完成基建面积12.15 万平方米，
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布局了 13 个
一系列地方研究院。
35.63 亿，
比 2014 年增长了超过 3 倍，
年
修缮面积约 7 万平方米。目前已
实体科研机构。在这样的架构下，
我们
最近的大动作是建立了粤港澳大
均增长率大概是25.8%。近三年新增了
把科研团队按照各自的领域跨学科地
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因为学校不仅
6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包括国家集成电 经获得批准立项基建面积51万平
整合起来，
去实现融合创新。
要做好科研，很重要的是要服务国家
路创新中心、脑科学前沿中心、上海应 方米，
在建项目32.12万平方米。
跨学科尤其是融合创新是学科发
展最主要的创新原动力，学校把融合
创新作为学科建设、科研和人才培养
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张江复旦国际
创新中心第一步是通过凝聚高水平的
项目与团队，以现有团队形成核心的
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聚焦全球高水平
的力量，构建核心研究领域高地，希望
营造交叉融合的研究氛围，打造全球
顶尖的科创中心。
学校通过同样的以融合创新为指
导的先导计划、先锋计划、三通计划，
加强科研的组织培育。学校还对接国

和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复旦的
价值。所以学校在布局上主要对接三
大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粤港
澳大湾区战略，
“ 一带一路”建设国家
战略。在操作中推动了双基地模式，
不仅在地方有我们的研究机构，在校
内也建立了相应的基地。
企业合作是很重要的另一环。在
过去四年里，学校建立了 23 个校企联
合实验室，
面向企业的重大需求对接科
学前沿。联合实验室主要是企业出资
在学校建立平台，
放在大学科技园或者
复旦周边的空间。有了这些布局后，
学

用数学中心等。
因为科研的能级提升了，产出也
提升了。2019 年，学校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 4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3 项，位居全国第二，是校史上最
好成绩，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2019
年实现零的突破，首获上海市科技进
步特等奖，7 项一等奖创了历史新高。
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发表增长率大概在
70%左右，2019 年在最顶尖的期刊发
表了 40 篇论文，2020 年已经发表了 17
篇，其中以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发表
10 篇。

﹃十三五﹄建设成果：更好更美的学校

持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的建 设

副校长 张志勇

2016 年至今，全校新建项目竣工 15 项。
规模修缮项目共计 53 项。
2020 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面对突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学校第一时间调动大后
勤各部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积极安排
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及时复工，不仅有效降
低了疫情带来的损失，也在校园空窗期抢时
间、抢人力，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也完成
了多项难点项目和急抢修项目。到 3 月，四
校区基建复工人员达到 400 人，现在是 800
人。部分已经返校的同学，一定会发现，校
园里又发生了一些改变。这其中包括在建
的邯郸校区中华文明资源中心、中华经济文
化研究中心和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总建
筑面积约 32.12 万平方米。这几个项目都将
副校长 陈志敏
在
“十四五”
期间竣工交付。
这些让我们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充满期
面临新的社会发展，
很多学科和现实重大问题需要汇集各个学科的力量，
提供整体的解
待。尤其是张江校区，将由一个校区建设成
决方案。所以融合创新现在是整个学校的工作重点，
也是文科推进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超一流”的科学园区，总体建筑面积将达
到 65 万平方米。学校从 2017 年 10 月起，正
人文学科一直是复旦 115 年来的
发挥了引领作用，前浪非常厉害。
服务社会是复旦创立时的初衷，
式启动张江复旦创新中心建设工作，实现
一张响亮名片，
高质量的发展是我们追
我们的后浪也很厉害，作出了非
也是现在的重大任务。人文社科主要
“构筑复旦大学创新高地，奉献国际顶级创
求的目标。根据教育部公示的过去四
常好的成绩。去年上海市的十大社科
是以学识和智力来服务地方的发展，
新型特大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一期工程三个科研楼
年的人文社科评奖结果，
复旦公示获奖
新人，复旦有 4 位青年教师入选。去
服务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服务世界的
项目，已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一个崭新的科技创新高地
总数名列第三，
并有 9 项一等奖，
哲学、 年，现代语言学研究院一位青年研究
文明进步，在这三个层次都必须作出
将“拔地而起”。未来，将有 7500 位科研人员在此开展科
中文、
中国史、
政治学、
经济学还有新闻
员在《自然》发表了第一作者的论文， 一流的贡献。
学研究。
学等优势学科表现都非常优异。
复旦的文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智库建设主要完成两个任务；讲
从明年开始的“十四五”建设，将在圆满完成“十三
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过去两
光大。
好中国故事；用独立的见解解决社会
五”延续项目的同时，对各校区进行更为详细、深入的规
届的评选中，裘锡圭先生主编的《长沙
但人文社科不仅需要学科的传
和世界的一些问题。复旦发展研究院
划调整，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教育现代化
马王堆简帛集成》和周振鹤教授主编
承，也需要融合创新。
1992 年成立至今，形成了一个在复旦
目标。
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都获得了特等
融合创新，除了要建立机构要有
里面以发展研究院为统筹，以中国研
奖，这也是过去十多年来上海评出的
项目，也要有团队。我们建立了一批
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国际问题研究
校庆当天，
，四位校领导走进演播
版面导读：校庆当天
唯二的两个特等奖。过去两年，我们
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还要推
院及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三个
室，
描绘奋发图强的复旦大学蓝图，
描绘奋发图强的复旦大学蓝图
，
介绍公共卫生学
的教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郭沫若中
动建立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融合创新研
学校智库的平台，还有若干个省部级

融合创新是文科推进的重要 任务

国历史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从
文科的发展来说，我们有优秀的成果，
还有优秀的团队。资深的教授和教师

究院这个大平台，系统地规划融合创
新的研究发展，同时制定整套的推动
融合创新措施和制度。

专题型智库为支撑的 1+3+N 的体系，
使校内智库的协同、统筹、规划、产出
都有很大的提升。

科群建设行动计划，
科群建设行动计划
，
展示学校科研新布局、
展示学校科研新布局
、
人文社科
新发展、
新发展
、
服务国家新担当，
服务国家新担当
，
呈现美丽的校园风貌。
呈现美丽的校园风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