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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注入强劲发展力
唐仲英基金会与复旦大学携手共建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
校庆之际，唐仲英基金会捐资 1.2 亿元留本基金，积极响应复旦大学加快公
共卫生学科群建设需求，携手复旦大学共建“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等研
究院”；捐赠人民币 3000 万元，襄助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准
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体系建设。
本报讯 5 月 26 日，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暨复旦
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研院发布
会、唐仲英基金会支持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项目签约仪式在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一楼报
告厅举行。
唐仲英基金会捐资 1.2 亿元
留本基金，积极响应复旦大学加
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需求，携
手复旦大学共建“复旦大学唐仲
英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捐赠
人民币 3000 万元整，襄助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
精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
体系建设。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唐仲英
基金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商
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唐仲英基金
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原副部长吴启迪，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焦扬，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顾洪辉，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邬惊雷，唐仲英基金会执行
总裁徐小春、执行董事梁为功、基
金会中心主任程文琛，复旦大学
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
永浩，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复旦大
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复旦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许征，上海
医学院党政领导杨伟国、张艳萍、
汪志明、毛颖等在线上或线下参
会。复旦大学相关专家学者，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代表、相关院
系和部门的负责人及媒体列席会
议。会议由袁正宏主持。
活动现场，陈德铭、宗明、焦
扬、顾洪辉、邬惊雷、袁正宏、桂永
浩共同启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科群行动计划暨唐仲英公共卫生
高等研究院项目。

陈德铭代表唐仲英基金会及
执行总裁徐小春女士致辞。他回
顾了项目行动计划在短短 45 天内
完善落地的过程，
感谢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唐仲英基
金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敬业
精神。他指出，
目前，
新冠病毒仍
考验着全人类的团结合作精神，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此次疫情，痛
定思痛地考虑公共卫生管理问
题，充分认识到人类最终将战胜
疫情，需要从行政隔离走向科技
创新，需要辩证把握严格防疫与
复产复市的关系，需要借鉴和吸
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更需
要心怀为全人类服务的胸怀和境
界，相信抗疫之战一定能够取得
成功。
焦扬感谢唐仲英基金会、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复旦的关心
厚爱。她表示，在复旦大学建校
115 周年之际，
举行这个发布和签
约仪式，
向海内外和社会各界，
宣
誓促进人类健康和人民福祉，守
护城市、国家乃至全球健康的决
心和行动，很有意义。唐仲英基
金会慷慨资助，冠名支持唐仲英
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建设，支持
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准
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建设，
充分体现了基金会的远见卓识。
复旦大学将举全校之力，
在国家、
上海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加快建
设“公共卫生学科群”
和唐仲英公
共卫生高级研究院，突出扎根上
海、服务国家、辐射全球的发展定
位，打造一流人才、一流教育、一
流服务的学术平台，建设融合创
新、交叉协同、一体发展的学科体
系。希望通过研究院的建设，为
我国和全球公共卫生发展、为人
类健康贡献更大的复旦力量，也

祝愿儿科医院项目推进顺利。
梁为功先生在线讲话。他回
顾了唐仲英基金会与复旦大学的
合作历史，介绍了疫情发生以来
双方在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方面
形成的共识与行动。他希望通
过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
等研究院项目的实施对中国乃
至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产生深
远的影响，同时借助“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
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体
系建设”项目回应儿科医生的培
养和儿科医学的发展需要，提升
国内在儿科恶性肿瘤研究方面
的综合水平。
邬惊雷在讲话中指出，复旦
大学以“行动计划”和“复旦大学
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级研究院”为
载体落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公
共卫生多学科合作、协同发展的
需要，大力培育公共卫生领域人
才，积极响应了国家和上海的战
略需求，
意义重大，
正当其时。他
表示，
在“后疫情”
的关键时期，
要
进一步加大和加快在公共卫生方
面的布局和投入，在重大疫情防
控机制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 相关链接
据悉，复旦大学的公共卫
生学科创建于 1928 年，近百年
来矢志不渝服务于健康中国事
业，
为血吸虫病、
病毒性肝炎等
重大疾病防控，
慢性病、
职业病
等环境和健康的危害防治，以
及 SARS、
禽流感等历次重大公
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做出突出贡
献，并积极参与 21 世纪的全球

●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行动计划”和“高研院项目”
桂永浩现场发布《复旦大学
加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行动计
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毛
颖发布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
高等研究院项目。唐仲英基金
会支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许征向唐
仲英基金会代表陈德铭颁发捐
赠牌，基金会项目总监朱莉和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
徐虹共同见证。
据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多次召开跨
学科会议，布局公共卫生学科群
建设，
全面回应社会关切，
呼应国
家和上海市需求。
“ 行动计划”从
加快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科
群、加强一流师资队伍和创新团
队建设、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体系、打造“全链式”多学

科协作科研攻关体系、切实增强
服务社会的能级等方面提出复旦
大学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健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
理体系，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关
键支撑，高校应当也必须发挥重
要作用。
”
据桂永浩介绍，
“行动计
划”从“大公共卫生”层面进行学
科整体布局和规划，将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公共卫生学科群，推动
上海率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超大型城市公
共卫生安全治理之路，为更好地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提供支撑和保障，为我国今后
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促进与保障全球健康做
出积极贡献。
文 / 张欣驰 摄 / 王芸

卫生治理。复旦大学将在上海
在 开 放 中 深 化 合 作 、扩 大 影
市政府和唐仲英基金会的鼎力
响。此次发布的复旦大学唐仲
支持下，全方位支撑上海医学
英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项目是
院和公共卫生学科群的发展， “行动计划”的一项重要举措，
加快形成医理工文交叉协同、 重点将着力五方面的建设任
医教研用协调发展的格局。还
务，即建成一流公共卫生与预
将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学科与相
防医学学科、复合型公共卫生
关医学学科一体化建设，加快
研究生培养基地、现代公共卫
全链式学科融合，支持全生命
生高端培训中心、公共卫生高
周期研究，推进全方位开放服
端智库和政策转化中心，以及
务，在服务中作贡献、上能级， 全球卫生治理人才培育高地。

校企合作

中国联和健康产业集团倾力助推复旦科学研究

● 校企双方领导共同见证捐赠协议签署

本报讯 在复旦大学建校
115 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与中国
联和健康产业集团签署“中国联
和健康产业集团捐赠复旦大学
江湾校区新科研大楼”捐赠协
议。中国联和健康产业集团将
全额捐赠复旦大学新科研大楼
建设。该大楼位于复旦大学江
湾校区内，预计总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国
联和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陈国
华，
副董事长、
联合精准医疗技术

集团董事长、
总裁王得坤，
复旦大
学常务副校长金力，校党委副书
记、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许征及学校相关部门
负责人出席捐赠仪式。在与会
人员的共同见证下，
许征、
王得坤
代表双方签署捐赠协议。许宁
生向陈国华颁发捐赠证书。
此外，今年 4 月 30 日，复旦
大学携手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
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南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中国联和
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五方共

同签署《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精准
医学研究院合作协议》，
这是学校
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优势，勇
担国家使命，投身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战略部署，也是广东省广
州市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打造精准医学“生态圈”和广
纳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重要举
措。此次中国联和健康产业集团
签约支持复旦江湾校区新科研大
楼建设，
是校地合作、
校企合作的
一次成功尝试，也为复旦大学建
校115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