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

康研究所汪思佳研究员团队、爱丁堡大

学 Denis Headon 教授团队和中国科学

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人类表型组研

究院院长金力团队联合国内外10余家

科研机构的一项最新科研成果论文，

1 月7日以《肢体发育基因构成人类指纹

花纹差异的基础》为题，发表在国际顶

尖期刊《细胞》（Cell）杂志上。

历时 7 年，该研究成果首次发现与

指纹相关的基因显著富集在肢体发育

与形成的相关通路而非皮肤发育相关

通路，明确人类肢体发育相关基因在指

纹花纹表型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这

一关键发现，为肤纹与人体其它表型，尤

其是疾病易感性的关联研究提供重要理

论基础，有望成为解析宏观与微观表型

关联的经典范例。

“此次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上海市

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

多方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进‘人类表型

组’大科学计划所取得的示范性成果。”

金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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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期《细胞》发布金力团队合作研究成果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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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

实施“大人才”战略，奋力开拓人才工作新局面
我校举行人才工作会议暨建设“第一个复旦”系列研讨

▲▲▲

建设“第一个复旦”，人才是根基、是灵魂。有什么样的人才，复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未来，复旦将实施“大人才”战略。校党委书记焦扬作动员讲话时指出，复旦大学人才工作会

议暨建设“第一个复旦”系列研讨人才专题研讨会是校党委新年召开的第一个事关全局发展

的重要会议，体现了人才工作在复旦发展全局中的极端重要地位。这是建设“第一个复旦”系

列研讨的重要专题，是对全校踏上新征程、加快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前列的再动员再部署，

也是深化巡视整改的具体举措。

本报讯 1 月 7 日，我校举行

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

题培训（第二场）。党的十九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 中 央 宣 讲 团 成

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

阳淞作线上专题辅导报告，校

长金力等出席，校党委常务副

书记裘新主持。

欧阳淞围绕“深刻把握召

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

新的历史《决议》的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党百年奋斗的初心

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把

握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

史经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四

个方面，对《决议》作了全面深

入讲解。

为什么要在建党百年作出

新的历史《决议》？欧阳淞用

“三个意义”进行凝练与阐释。

从政治意义看，能够聚焦在全

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正

确方向，巩固团结统一，凝心聚

力，正本清源；从历史意义看，

着眼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

自信，掌握历史主动，为百年大

党永葆青春起到夯基固本、培根

疏源的作用；从实践意义看，对

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人民

奋进新征程、战胜新挑战、开创

新局面，进而铸就千秋伟业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裘新表示，欧阳淞同志的

报告对全校深入学习把握党的

历史，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具有重要意义。站

在新起点，全校师生要进一步

学 深 悟 透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头脑、指导工作，努力书写新时

代复旦发展的新篇章，努力担

当起我们这一代复旦人的历史

责任。要深入学习领会，进一

步把稳定盘星，坚定走好中国

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信心和决心；要全面宣传阐

释，进一步讲清大道理，持续深

化理论宣讲工作、推动研究阐

释工作、加强宣传引导工作；要

融入课堂教学，进一步筑牢生

命线，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在学

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

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加

快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答好赶

考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

常委，各二级单位处级以上干

部，以及部分师生代表参会。报

告会在枫林、江湾、张江校区和6

家附属医院设立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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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邀请欧阳淞作线上专题报告

本报讯 1月4日，复旦大学
召开党委常委会，学习领会教育
部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会暨
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会
议精神。

校党委书记焦扬表示，要贯
彻中共中央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
部署，对标领会教育部党组部署
和工作要求，勇于政治担当，奠定
坚实基础，抓好重点任务，统筹多
方资源，结合新一年度工作计划
的制定实施，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常务副校长许征传达了教育
部推进会议精神，汇报了学校定点
帮扶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设想。

今年，是复旦大学结对帮扶
云南永平第十年。脱贫摘帽不
放手，复旦大学与云南永平将续
写美丽乡村建设新故事，高质量
推进定点帮扶、对口支援和部省
合建任务。 文 / 胡慧中

复旦与云南永平续写
美丽乡村建设新故事

1月6日，复旦大学人才工作

会议暨建设“第一个复旦”系列

研讨人才专题研讨会召开，校领

导、中层干部、专家学者集全校

之智共同研讨学校未来人才工

作。校党委书记焦扬作动员讲

话,校长金力主持并讲话。校党

委常务副书记周亚明作学校人

才工作情况报告。

激励人才、造就事业

焦扬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人才工作的

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谋划实施

“大人才”战略。要统筹推进各类

战略人才茁壮成长，要坚持问题导

向深化人才发展机制改革，要坚持

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4年总书记作出建设“第

一个复旦”重要指示以来，学校

党委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全校在

人才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一流

人才加快集聚，各类人才蓬勃生

长，人才创新活力激发，人才环

境不断优化。同时要清醒看到，

目前学校还存在许多与高质量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不 相 适 应 的 问

题。建设“第一个复旦”，人才是

根基、是灵魂，要花更大力气来

研究解决人才工作中的瓶颈、短

板和困难，用事业激励人才、让

人才成就事业。

大战略要树立大目标。到

2025年，高水平人才总量实现翻

番，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基本构

建。到2030年，集聚一批战略科

学家和顶尖人才，在主要学科领

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

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创新人才

自 主 培 养 能 力 显 著 提 升 。 到

2035 年，学校成为近悦远来、人

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沃土，集聚大批世界一流学者，

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一

流前列，基本实现人才供给自主

可控，为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作出重大贡献。

大战略要塑造大格局。落

实党管人才原则，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

人才发展优势，构建党委统一领

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

门密切配合、二级单位主动作

为、全校广泛参与的新时代人才

工作格局。

大战略要形成大思路。坚

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把

人才队伍建设放在最优先最核

心位置。坚持“四为服务”“四个

面向”，坚持统筹推进人才发展

体系改革，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

和优良传统。

凝心聚力、砥砺奋进

人才工作为什么重要？金

力指出，国以才立，业以才兴。

对高校而言，人才不仅是首要资

源、核心优势，更是办学的意义

所在、价值所系。建设“第一个

复旦”，首要靠人才。做好人才

工作，是贯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

的必然要求，是应对人才竞争的

主动作为，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的关键环节。

新时代人才工作怎么做？

总体上，应该实现人才工作供给

侧和需求侧的统筹平衡，实现学

校和院系的良性互动、同题共

答。引进、培育、使用，是“大人

才”战略的三项重点任务。要抢

抓机遇引人才，填补空白、拉长

短板。要精准施策育人才，实现

校内人才与引进人才的并轨发

展。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用好用活人才。还必须做

到：坚持党管人才；坚持人才强

校、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坚持人

才队伍建设必须引育并举，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坚持人才队伍及

建设与学科建设目标的一致性。

要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长得

大，将复旦打造成人才培育和成

长的沃土，建成一流人才队伍。

金力表示，要凝心聚力、砥

砺奋进，将建设“第一个复旦”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紧密结合，同频共振。只要

全校都重视人才工作、支持人才

工作、投入人才工作，就一定能

够建成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如期实现建成迈入世界一流大

学前列的奋斗目标。

周亚明介绍了近五年来学

校人才工作情况。经济学院党

委书记李粤江，微电子学院党委

书记艾竹，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

记罗力，上海数学中心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李骏作交流发言。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人文、

社科、理科、工科、医科、实体运

行科研机构共 6 场分组座谈会。

历史学系党委书记刘金华、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

和、化学系系主任周鸣飞、计算

机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新、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党委书记

钱飚、老龄研究院（筹）院长彭希

哲分别代表各组在大会上发言。

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层

正职干部，实体科研机构负责人，

两院院士、文科资深教授代表，校

特聘教授、青年人才代表近200人

出席会议。枫林、张江和江湾校

区相关院系单位的教师代表在视

频分会场参加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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