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复旦大学召开党委常委会，学习党

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校党

委书记焦扬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

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精神，重点在于认真总结和巩固党

史学习教育成功经验，聚焦并深化

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焦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和王沪宁同志的讲话深

刻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充分肯定了党史学习教

育的显著成效和重大成果，为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指明了

方向。

焦扬强调，学习贯彻党史学

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重点在于

总结并巩固拓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要聚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定走好中国

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信心和决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满怀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要在理论宣讲上

再发力，深化理论宣讲，在重大理

论问题上讲深讲透，推进理论宣

讲，推动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

入师生、走进课堂，推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要在学习转化上再部

署，围绕《决议》提出的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战略问题，谋划实施“两

大工程”二期建设，坚持系统化研

究、整体性设计、工程式推进，全

面扩大“两大工程”作为研究工

程、人才工程、育人工程、马克思

主义学科群和课程群的建设工程

等效应，全面加快党的创新理论

进课程、进教材、进学科、进培训

工作。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再部署，

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六中全会精

神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党

史学习教育的部署和总结要求上

来，高起点谋划、高站位推进明年

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文 / 李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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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召开党委常委会

学习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

在2021年12月31日举行的

复旦大学规划与“双一流”学科

建设大会暨“第一个复旦”研讨

会上，哲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新闻学院、物理学

系、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微电

子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七个院系

负责人分别发言，介绍学科建设

经验与未来规划。

立足“第一个复旦”，探索哲

学学科的卓越建设之路。哲学

学院院长孙向晨认为,“第一个复

旦”学科建设就是要敢为人先，

要有引领性，要建立起复旦的标

准。“第一个复旦”学科建设，强

调要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前瞻性

是规划卓越的方向。

“‘第一个复旦’政治学，不是

办一级学科，而是办世界一流学

科。”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

长苏长和阐释了“第一个复旦”的

政治学内涵、政治学一流学科的

重要指标。他认为“第一个复旦”

由许多“第一个学科”组成，要当

好“排头兵”，聚焦主业，瞄准国家

急需和学术原创建设一流学科。

“复旦新闻学科的定位是中

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领头雁。”新

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汇报了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思考与规

划。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格局

发生深刻变革之下，复旦新闻传

播学科要担起“第一个复旦”的时

代重任。目标是全面提升复旦新

闻传播学科能级，跻身世界一流

新闻传播学科行列，继续做好新

闻传播教育“国家队”的引领者。

“物理学科在复旦大学的历

史发展中扮演‘超级孵化器’的

重要角色。”物理学系系主任周

磊介绍了物理学科建设基本情

况。他表示，物理学系优化平衡

学科布局，人才培养体系特色鲜

明，教学和科研成果卓越，并建

设了一系列物理学科重大平台。

支撑“第一个复旦”建设，打

造综合性大学的一流计算机学

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姜育刚介绍了复旦计算机学科

的发展历程：目前总体基础良

好，师资结构合理、实力雄厚，国

家级人才数量快速攀升，拥有国

内一流生源与育人基地，科研能

力持续稳定提升。

建设成为国家集成电路“基

础源头创新”“前瞻性技术攻关”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世界一流

微电子学院。微电子学院院长

张卫介绍了集成电路学科建设

情况，一方面搭平台，引育结合，

汇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另一

方面在“芯”征程上，创建多个第

一，并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

走“第一个复旦”特色的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建设之

路。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介

绍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

概况，总体态势是“一体两翼”

“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发展体

系。在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

防控、环境与健康等研究领城发

表顶尖水平学术成果，以科学决

策服务社会。

总结环节，副校长陈志敏、

张人禾、徐雷，上海医学院副院

长朱同玉，分别代表人文社科、

理科、工科、医科小组发言。

陈志敏表示，“十四五”期

间，复旦人文社科要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主攻

方向明确，抓住核心任务，并对

接国家的一些重大需求。以“两

大工程”二期建设为牵引，进一

步加强“大马学科”建设，聚焦

“培优计划”学科领域。复旦人

文社科要以立足中国、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

来的思路来培养大师和磨炼精

品，努力成为中国人文社科学科

的一面旗帜和一个标杆。

张人禾表示，围绕国家与社

会需求，理科基础学科能够在应

用上重点发力，理论联系实际，

形成原创成果的转化，促进应用

基础研究和新兴领域加速发展，

同时通过布局来推动以理工融

合为特色的新兴交叉学科；要以

探索前沿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

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家

科技发展与国防战略的重大需

求为牵引来推动融合创新；鼓励

各院系充分挖掘资源，加强资源

整合，提升资源的使用效能，推

动融合创新的开展。

徐雷阐述了对“第一个复

旦”的理解，认为复旦的气质与

特色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

“上海精神”的较好体现，新工科

是“第一个复旦”的重要内容。

他回顾了复旦工科的历史成就，

对复旦新工科建设抱有坚定信

心。他表示，面向2035年的复旦

新工科建设，要打破有形和无形

的边界，以开放合作、融合创新

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朱同玉引用了医科组讨论

时的一段小组总结：复旦医科在

建设“第一个复旦”进程中，要深

化认识、提升站位，参与国际竞

争，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创新发

展，期待更多在体制机制方面的

突破，同时也要创新一些管理机

制，不断激发活力，敢于争先作

更大的贡献。 文 / 胡慧中

七个院系负责人就建设“第一个复旦”谈感想

本报讯 2021 年
12月28日，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启动大会
暨华山医院北院整建
制并入华山医院仪式
举行。位于宝山顾村
地区的华山医院北院
在运行九年后告别独
立建制，更名为“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
山院区”，整体并入拥
有114年建院历史的
华山医院。

这是部委市三方
共建托管机制下，上海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又一项创举，也标志
着在推动“十四五”公
立医院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大背景下，华山医
院以市中心总院为核
心，以宝山、虹桥、浦
东、福建多院区立足上
海、辐射全国的大格局
基本成型，开启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新征程。

复旦大学党委书
记焦扬，上海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顾洪辉，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邬惊雷，上海申康
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王兴鹏，宝山
区委书记陈杰，宝山区
委副书记、区长高奕
奕，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董海
军，市医保局副局长曹
俊山，宝山区委常委、
副区长孟庆源，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汪志明，联影医疗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张强，华
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
建、院长毛颖等共同见证。邹和建
主持仪式。

焦扬表示，华山医院北院整建
制并入华山医院,离不开市委市府
的关心支持、大力投入，得益于市
委市府以大胸怀、大格局、大视野
推动深化改革、优化医疗布局的重
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
复旦大学的信任，也赋予了华山医
院新的责任和使命。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希望华山医院要牢牢把握
两院融合的战略机遇，认真贯彻党
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加快将华山
医院打造成为具有引领辐射能力
和强劲竞争力的国内顶尖、世界一
流医院，尤其做到三个“坚持”，即
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深度融合；坚
持医教研一体，加快高质量发展，
培养医学卓越人才；坚持人民至
上，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充分发
挥华山医院“国家队”的引领作用，
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
走向世界。

仪式上，宝山区人民政府与华
山医院签订“华山-宝山”医联体合
作框架协议，以华山医院一体化管
理为契机，组建“华山-宝山”紧密
型医联体。

来源 /华山医院

本报讯“复旦大学站开通，对

复旦师生来说，是一件大事、喜事，

是新年最好的礼物！”2021年12月

30日，校党委书记焦扬看望慰问地

铁18号线复旦大学站站务人员，实

地调研复旦大学站启用情况，迎接

“第一批复旦乘客”。常务副校长

许征、副校长汪源源陪同。

焦扬向“第一批复旦乘客”赠

送复旦大学定制交通卡。焦扬向

站务人员赠送宣言翻译百年纪念

邮折和2022年春节复旦窗花等校

名纪念品。申通地铁集团副总裁

于宁向复旦大学赠送18号线地铁

模型和“百年地铁”画册。

图为焦扬为到站的“第一批

复旦乘客”挂上复旦大学定制交

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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