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科研人捧回十一项上海市科技奖一等奖
葛均波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周鹏荣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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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日，2020年度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大 会 召

开。在此前公布的 2020 年度上

海市科学技术奖授奖决定中，复

旦大学成绩优异，共有26项（人）

获奖。其中，附属中山医院葛均

波院士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

微电子学院周鹏教授荣获青年

科技杰出贡献奖；共有11个项目

获一等奖。

葛均波院士长期致力于推

动我国重大心血管疾病临床技

术革新和科研成果转化，首次发

现心肌桥血管内超声特征性“半

月现象”，确立心肌桥诊断金标

准；首创“逆向导丝技术”及其系

列辅助技术，目前已成为冠状动

脉 CTO 病变的常规术式；国内

首创冠脉“可降解涂层支架”，使

晚期支架内血栓发生率显著降

低；首创“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术

式”及微创器械 ValveClamp，实

现我国该领域技术产品创新的

重要突破。

周鹏长期致力于集成电路

新机理、新材料及新器件研究与

应用。他发明了高速与非易失

兼得的新型电荷存储器；实现了

高面积效率单晶体管逻辑原位

存储及电路；提出了突破传统亚

阈值摆幅极限的狄拉克源围栅

晶体管；开拓了逻辑、存储新器

件的集成技术和方法，为高性能

低功耗电子器件的发展提供了

原始创新的技术路径。

我校车仁超领衔的“频率可

调型宽带微波吸收材料”项目、

张远波领衔的“高迁移率半导体

二维黑磷的发现”项目、王磊领

衔的“人类卵子及卵泡发育异常

相关疾病的遗传学研究”项目获

自然科学一等奖；武利民领衔的

“高性能海洋涂层材料设计制备

新技术及其应用”项目、俞军领

衔的“高可靠亿门级 FPGA 芯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技术

发明一等奖；张文宏领衔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治和创

新型技术的应急应用”项目、张

菁领衔的“耐药菌感染治疗药物

临床评价体系及关键技术的创

建与应用”项目、邵志敏领衔的

“中国乳腺癌分子分型和精准治

疗的研究和成果推广”项目、赵

快乐领衔的“中国食管癌基因谱

特征和放化疗方案关键技术创

新与应用”项目、黄国英领衔的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体系

和危重症救治关键技术”项目、

卢洪洲领衔的“新冠肺炎临床转

归机制和治疗策略的建立与应

用”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时，我校刘天西、董安钢、

程晋、周鹏、陈刚、储以微分别领

衔的项目获6项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赵静领衔的项目获 1 项科技

普及奖二等奖；施裕新、葛均波、

朱畴文分别领衔的项目获3项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蒋泓、丁红、朱

文青分别领衔的项目获3项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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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我校召开领导

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会议。中组

部、上海市纪委监委、上海市委组

织部、上海市教卫党委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会指导。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金力和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参会。

校党委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高度重视，会前作了认真

扎实准备。围绕民主生活会主

题，校领导班子召开了巡视整改

专题学习会，及时传达学习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总书记

听取中央第七轮巡视综合情况汇

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研读

党章、《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为召开专题

民主生活会打好思想基础。结合

推进整改工作，通过座谈访谈、调

研走访、设立意见箱等多种形式，

广泛征求党员、干部和群众意

见。校党委还组织开展了巡视整

改督导评估工作，所有班子成员

到二级院系现场督导，听取有关

工作建议。班子成员严格落实

“四必谈”要求，开展谈心谈话。

在此基础上，焦扬主持了领导班

子对照检查材料的撰写工作，班

子成员认真撰写了个人发言提

纲，并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

指导作了修改完善，为开好民主

生活会打下良好基础。

民主生活会上，焦扬代表学

校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围绕主

题，重点从 6 个方面做了对照检

视，列出了21个问题和不足。联

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挖巡视反

馈的问题根源，从思想认识、责任

落实、工作作风、队伍建设、制度

建设等 5 个方面深刻剖析，提出

了6个方面的整改思路和举措。

随后，由焦扬、金力同志带

头，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

检查发言，作自我批评，其他同志

分别提出批评意见。对照总书记

指出的“六个”不足、聚焦巡视反

馈具体问题，严肃认真地开展了

批评和自我批评，既不回避问题，

又剖析问题根源、明确整改举措，

相互批评有的放矢、真诚高效，起

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

焦扬在表态发言中指出，校

领导班子要把民主生活会的成效

化为抓整改、促发展、保安全的强

大动力。要坚决以整改成效践行

“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推进巡视整改工作；

要坚决以整改成效推动事业发

展，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

结合，高位谋划、统筹推进，切实

以巡视整改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担

负起建设“第一个复旦”的历史使

命和政治责任；要坚决以整改成

效强化班子建设，自觉提高政治

站位，贯彻执行好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深入抓好各自分管

领域整改工作、深入落实“一岗双

责”，主动协同、重心下沉，凝聚起

同心同行的合力。她表示，校领

导班子要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折

不扣贯彻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团

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恪尽全功、

久久为功、务实建功，以巡视整改

的优异答卷，以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来源 / 党委组织部

我校召开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11 月
30日下午，
望 道 大 讲
堂 第 四 讲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形 式

在邯郸校区举行。教育部高等
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
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炳林教
授作题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纲领性文献》的专题讲座，深入
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称《决议》）。“形势与政策”
课选课学生和教研室成员，以及
部分研究生党员代表共计1200
余人在主、分会场集中收看。副
校长、复旦望道研究院院长陈志
敏主持。

讲座伊始，王炳林开宗明义
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决议》，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条
件下有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推进“两个确立”和

“两个维护”、推进党的建设的三
重现实需要。他解读了《决议》
的重要意义。第一、《决议》突出

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重点。
《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
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第
二、《决议》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突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
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
信心，聚焦新时代发展，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

王炳林教授认为，要通过
《决议》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奋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的科学定位。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
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要通过《决议》深刻理解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对毛泽东思想历
史地位独特性的强调；第二次飞
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丰富性概括；新的飞跃是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评价：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
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在思想形成的机理上有着新的内
涵，在思想主题上有着新的发展，
在核心内容上更加丰富，在理论
定位上有了新的高度。

要通过《决议》把握党百年
奋斗历史意义的内在逻辑。《决
议》在人民命运、道路选择、理论
创新、世界影响、自我革命五个
方面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在纵向历程
与横向对比中，实现了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贯通。

要通过《决议》深刻领会十
条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党的百
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的“十个
坚持”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
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来源 / 复旦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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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深入学习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
神，迎接第八个国家宪法日暨第四个宪法宣传周，近日，我校围
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主题，开展一系列学习宣传活动。师生们通过参与
形式多样的活动，学习宪法法律，弘扬宪法精神，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促进国家法治建设历
程，图为在光华楼东辅楼前举行的普法宣传活动。

来源 / 法学院 摄 / 彭航天

第八个
国家宪法日

校党委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前作了认真扎实准备。焦扬代表学校领导班子

作对照检查，围绕主题，重点从6个方面做了对照检视，列出了21个问题和不足。她表示，校领导班子

要把民主生活会的成效化为抓整改、促发展、保安全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