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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2022 年 1-10 月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21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1 年 

横向到款 

2021 年 

合计到款 

（含 JG 横向） 

2022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2 年 

横向到款 

2022 年 

合计到款 

（含 JG 横向） 

能动 1251（422）  1195 2732 1732（987）  1213 3202 

光电 4591（1868）  726 5429 10206（108）  640 10321 

管理 433（3）  441 868 756（104）  312 1103 

机械 726（115）  1381 2242 1449（196）  1604 3235 

外语 49  27 76 40  50 90 

环建 477  791 1270 494  434 934 

健康 1804 901 2570 1158（90）  653 1798 

版艺 414（253）  210 705 206  65 272 

材化 715（12）  403 1123 705（150）  406 1158 

理学院 645（165）  114 772 400（31）  32 432 

马院 26  8 35 15  12 26 

体育部 7  0 7 9  0 9 

中德 4  21 25 4  0 4 

中英 0  4 4 0  0 0 

沪江 3  1 4 2  0 2 

实管中心 3  0 3 12  0 30 

其他 35  0 35 3 0 3 

合计 11184（2837）  6223  18268 17190（1666）  5420  23397  

                                                     单位：万元 

供稿：詹伟 吉莉 潘嘉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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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我校牵头组建的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在全市专项评估中获第一 

日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制造业创新中心评估结果，由我

校牵头组建的上海市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获评“优秀”，位列 2021 年度上海市

制造业创新中心评估成绩第一。该项评估由市经信委组织专家针对各参评创新中心

自批复组建以来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考评，包括创新中心建设目标和建设内

容完成情况、技术溢出模式、公共服务水平、可持续发展和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等方面。在材料评审和现场评估环节，上海市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中心在核心定位发

挥、协同化创新、市场化运行等方面的成效获得评审专家高度认可。 

2020 年，在上海市经信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上海理工大学牵头，联合

上海交大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7

家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雄厚实力的大学、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共同申报上海市高端

医疗装备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获批，是上海市唯一以医疗器械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为目的市级创新平台。 

中心搭建的医疗器械创新体系运行到现在，已开展合作攻关项目 200 余项，并

筛选出多个重点医工交叉项目，手术缝合针、超声刀、高频电刀等成套装备都在临

床试用得到好评。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医工交叉研究生院开展高端复合人才培养，

积极探索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强化联合培养资助计划及过程管理，为卓越医工交叉

复合人才培养体系的推进保驾护航。目前已有 800 多位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医工交

叉项目。 

供稿：跨学科创新研究院 

 

【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能动学院陈永保博士获国际埃尼奖（Eni Award）2023 年度提名 

近日，据国际埃尼奖（Eni Award）科学委员会秘书处通知，能动学院博士后

陈永保获得国际埃尼奖（Eni Award）提名，成为 2023 年度该奖项候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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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尼奖(Eni Award) 于 2007 年由意大利跨国石油天然气巨头埃尼公司设立，被

誉为世界能源领域的“诺贝尔奖”，与数学界菲尔兹奖、计算机界图灵奖等并称为自

然科学领域最高奖项。该奖科学委员会主要成员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

剑桥大学等全球一流高校，获得科学委员会提名后才能进行申请。  

此次陈永保获得提名的研究成果“智能电网下居住建筑用能多目标调度方

法”(Multi-objective residential load scheduling approach for demand response in smart 

grid)发表在《可持续城市与社会》（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IF：10.696）期

刊上，能动学院陈喆为第一作者，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陈永保为通讯作者，

同济大学何睿凯、上理工刘婧婻、高明副教授和章立新教授为共同作者。 

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智慧建筑用户参与智能电网负荷调度的多目标方法。例如在

未来智慧建筑中，居民只需告知用电设备的个人使用偏好、行为模式，所提出的调

度方法就像给用电设备装上了“大脑”，与智能电网实时“互动”，实现供需协同调控

的目的，为电网绿色能源利用做出贡献的同时，还能够节省家庭用能成本。上述研

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9761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20M681347)、上

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项目(2020334)支持。 

陈永保自 2020 年入职上海理工大学以来，致力于智慧建筑节能领域的相关研

究工作，在建筑暖通空调系统优化控制、电网交互式建筑、能源大数据新兴技术领

域，做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入职以来，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身份，

先后在《应用能源》（Applied Energy，IF: 11.446）、《能源》（Energy，IF: 8.857）、

《可持续城市与社会》（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IF: 10.696）、《科学数据》

（Scientific Data，IF: 8.501）等能源动力领域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谷歌学

术总他引 86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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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网柔性负荷调度理念 

 

帕累托前沿（Pareto front）优化结果 

供稿：能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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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学院张华教授团队在《细胞》子刊发表论文 

近日，能动学院张华教授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王如竹教授团队在《细胞》

（Cell）子刊 STAR Protocols 上发表了《原位聚合蜂窝吸湿聚合物用于空气取水的

实验方案》（Protocol for atmospheric water harvesting using in situ polymerization 

honeycomb hygroscopic polymers）的实验指南，报道了一种基于水凝胶的新型复合

吸附剂的合成方法，由此开发的新型蜂窝凝胶吸附剂具有单位体积超高集水能力和

低温解吸的特质。该实验方法为设计和开发高效的空气取水凝胶复合吸附剂提供了

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能动学院研究生李淳风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上海理工大学

为第一单位，能动学院青年教师王佳韵为通讯作者，研究生邓超和、张华教授和王

如竹教授为联合作者。 

大气集水（AWH）是一种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可行且可持续方法。近年来，

水凝胶吸附剂因其高吸附容量、高吸附密度和循环稳定性在大气集水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本实验方案详细地阐述了一种原位聚合的水凝胶复合吸附剂的合成方

法，具有操作简便、性能可靠、节约成本等优点，可通过“提供高产量羧化碳纳米

管方案”“优化凝胶制备过程中的组分配比”“水凝胶的成型”等操作方法，进行

试验。该实验方案还介绍了样品的预期结果和可能遇到的实验操作故障及对应的解

决方案。该实验方法结构化清晰和可重复性强，有助于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开展相

关科研工作，促进吸附大气集水技术的广泛发展。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52006145）、上海市晨光项目

（19CG54）、上海市青年英才计划扬帆项目（20YF1431500）和中央引导地方科

技发展资金项目（编号：YDZX20213100003002）的资助。 

据了解，STAR Protocols 是《细胞》出版社旗下一本开放获取、同行评审期刊，

主要发布来自生命、健康、地球和物质科学所有领域的结构化、透明和可重复的分

步实验和计算方法。该刊的宗旨是通过关注可用和可重复使用的实验指南，使研究

者的日常工作更加容易，发表文章的标准是可重复的稳健方法，且有利于促进科学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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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案的流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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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凝胶铸模实拍和大气集水性能展现 

供稿：能动学院 

 

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在数学类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近日，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程英英、董雅芳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数学类顶级期刊 Chaos, Solitons&Fractals（中科院一区 TOP，IF：9.922）上各发表

一篇论文，霍良安教授为通讯作者，赵来军教授为共同作者。Chaos, 

Solitons&Fractals 是由国际著名的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出版，侧重于非线性

动力学、复杂网络等研究。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谣言突破了地理的限制，其传播范围更为广泛、速度更为

惊人、影响更为巨大，常常引发严重的后果，这为新时期谣言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挑战。  

对此，程英英同学发表题为“媒体覆盖下考虑时滞与脉冲免疫的谣言传播稳定

性分析与控制研究”（Stability analysis and optimal control of rumor spreading model 

under media coverage considering time delay and pulse vaccination）一文，文章通过综

合考虑时间延迟效应和媒体报道因素，构建了一个改进的谣言传播模型，并将科普

教育作为周期性的脉冲引入到谣言传播过程，设计了脉冲接种下的最优控制问题，

使谣言传播规模和控制成本达到最小，上海理工大学为该论文第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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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雅芳同学发表题为“考虑时滞和事件触发脉冲控制策略的改进双层谣言传播

模型”（An improved two-layer model for rumor propagation considering time delay and 

event-triggered impulsive control strategy）一文，文章构建了一个考虑时间延迟效应

XYZ−ISR两层模型来描述谣言在多渠道中的动态传播过程，提出了事件触发脉冲

控制策略来有效控制谣言传播，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和实例验证得到了实用的结果，

上海理工大学为该论文第一单位。 

上述研究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174121,71774111)、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21ZR1444100)、上海市软科学研究 (22692112600)等项目的支持。 

 

 

 

论文原理图 

供稿：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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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首次在国际顶刊《自然—可持续发展》发表论文 

我校教师首次在国际顶刊《自然—可持续发展》发表论开上氢能源汽车，加氢

3 分钟就能跑 800 公里，还是零排放……随着制氢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应用，这一

场景有望成为现实。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氢能成为未来的重要能源，如何高效、

低成本制氢，特别是光解水制“绿氢”是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方向。 

北京时间 2022 年 10 月 18 日 4 时，我校材料与化学学院化学系廉孜超特聘教

授和京都大学化学研究所“通过等离子体能量上转换利用红外太阳能”（Harnessing 

infrared solar energy with plasmonic energy upconversion）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绿色可

持续发展技术和环境科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研究提供了一种利用未开发的太阳能红外光区诱导材料能量转化的

新方案，在国际上填补了非贵金属实现高效的等离激元能量上转换效率这一领域的

空白，意味着“水变氢”有了一条可实用化的新路径。廉孜超为论文第一作者，上

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2109097）、上海市自

然基金（20ZR1472000）和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PJ1411800）等项目的支持。 

  

论文封面图 

等离子体“爬坡” 在太阳光谱中“追光” 

太阳光光谱中包含 5%的紫外光、43%的可见光和 52%的红外光，以往有关光

催化的研究大多限制在紫外光和可见光范围内，而几乎占太阳能一半的红外光却被

https://www.usst.edu.cn/2022/1018/c929a5106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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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浪费了。是否可以开发出能够拓展太阳光谱响应范围的光催化剂，从而充分利

用太阳光资源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廉孜超教授团队进行了深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使用半金属

-半导体性质的硫化铜（CuS）构建半导体异质结，形成良好的等离子体红外到可见

能量上转换系统，从而大幅提升红外光利用率，也使氢能的规模化、平价化应用成

为可能。 

“当入射光子频率恰好与金属纳米颗粒或金属传导电子的整体振动频率相匹

配，我们可以视为光子成功‘拨通电话’，并被振荡‘接通电话’后吸收，只有极少的

光发生散射，此时光谱上出现一个较强的共振吸收峰，产生的表面等离激元电子和

空穴会同时传递到临近的宽禁带半导体上面。”廉孜超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等

离子体爬坡”，他解释说，这意味着光催化剂中的等离激元只要攀升到能发生局域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坡”上，就能实现能量的增强和转化，将太阳能中的红外光

能转换为可见光能，最终达到提高红外光利用率的目的。 

 

特聘教授廉孜超 

从“0.1%”到“5.1%” 让兴趣成为最好的“催化剂” 

在利用红外光让“水变氢”的过程中，光催化材料是核心，材料的活性、稳定

性和成本则是决定光催化技术能否实际应用的关键。“关于等离激元上转换，目前

只有极少数的课题组报道过，主要集中在金银合金修饰的 GaAs 半导体，其能量转

换效率在 0.1-1%。而我们利用硫化铜成本更低，转换效率达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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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研究历时 5 年之久，廉孜超辗转国内外，远赴丰田工业大学和日本立命馆

大学做瞬态吸收光谱相关测试。测试过程中，他尝试多种可能的方法，发现了高效

率的等离子体空穴的转移现象，对等离子体红外到可见能量上转换系统的构建有了

初步构想。由于等离激元上转换这一领域涉足者鲜少，廉孜超团队选择的“拓荒之

路”注定充满艰辛。一面面白板上的推理、无数组有效或无效的导出数据……终于

在反复的实验中验证了他的想法。 

催化剂在转换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廉孜超把兴趣称作科研过程中最好的

“催化剂”。“很多人觉得科研是艰辛而枯燥的，但我觉得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有所

发现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取得阶段性成果时的内心喜悦也是无以言表的”，廉

孜超感言道，“一份好的研究工作是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挖掘，揭示出科学的本质。”

正是凭借这样的钻研精神，廉孜超 5 年来始终钻研于此项研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他们将红外光到可见光的等离激元能量上转换效率推至 5%以上。  

 

红外光到可见光能量上转换机理图 

面向国家需求 做科研领域“拓荒者” 

“科研是一个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过程，但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绝不能‘充耳不闻窗外事’，研究方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

家重大需求。”这是廉孜超不曾动摇过的科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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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京都大学深造时，他就决心要回国发展，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社会。2019

年 12 月 25 日——这个日期廉孜超记得很清楚，这是他回国的日子。回来后他正式

加盟上海理工大学，成为了材料与化学学院的特聘教授。 

“任何成果的获得都不是轻而易举，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努力和专注，加上创

新的思维。在科研上攻坚克难首先需要团队智慧，然后保持专注：只有认定一个方

向锲而不舍，才能摘到遥不可及的科学之‘星’。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离不开学校和

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作为学校最年轻的“85 后”青年教授之一，对于未来的

科研旅程，廉孜超有着更多的展望：“我觉得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选定

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坚持下去并不懈探索，希望在自己的领域再接再厉，做出一

些创新性的成果，努力成为该领域的领航者和开拓者。” 

 供稿：新闻中心 

 

 

全球首创“红袖刀”让肺部肿瘤“无创消融” 

上理工参与研发全球首款一次性柔性冷冻消融针 

可能很多肺癌患者都做过一个“白日梦”，希望能有神奇的手术让自己不用经

历恐惧、创伤和痛苦，就可以让肿瘤“凭空消失”、重拾健康。9 月 21 日，在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呼吸介入中心，孙加源教授团队成功完成了“全球

首例经支气管早期周围型肺癌冷冻消融术”，一位 80 岁的早期肺癌患者经过手术，

不仅肿瘤被“消融”了而且术后半小时就可以自行下床，让以往不可能实现的“梦”

成为了现实。 

这场手术的功臣除了医术精湛的医生团队，还包括全球首款经支气管周围型肺

癌冷冻消融产品——一次性柔性冷冻消融针（商品名：红袖刀®），这个由上海导

向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导向医疗”）、孙加源医生团队以及上海理工大

学科研院院长刘宝林教授团队联合研发的创新产品，为周围型肺癌患者点燃了生命

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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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研发人员合影 

 

医生“抛出”需求，校企“接单”临床难题 

传统的肺癌冷冻消融术通常采用经胸壁穿刺的硬针，穿刺稍有不慎则会损伤正

常肺组织、胸膜、叶间裂、气管、血管等，极易导致气胸、出血、针道种植等并发

症，此外经胸壁穿刺可能还会受到血管、肩胛骨和肋骨等结构的阻碍而无法到达病

灶。 

而如今，一根小小针头在柔性导管的推动下，从患者的支气管毫无损伤和阻碍

的进入肺外周，精准置入早期癌变的病灶中心，经过 3 个“7 分钟冷冻+3 分钟复温”

的冻融循环后，“冰球”完美覆盖病灶，肿瘤完全被“冻”死……这一切都源于医

生提出的一个临床需求。 

早在 2015 年，孙加源医生受邀拜访“导向医疗”，深入了解了这家在低温冷

冻领域崭露头角的企业后，主动提出了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件事——“开发经支气管

冷冻消融针”。“在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实践中，经支气管治疗肺癌已经有‘微波

消融’和‘射频消融’的临床研究报道，但经支气管无创开展‘冷冻消融’的技术在全球

范围内仍然处于空白。”孙加源谈道。这也意味着，研发团队需要实现从“0”到

“1”的突破。 

当时刚入职“导向医疗”不久、同时在攻读上理工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的杨迟，在医生、企业领导和导师刘宝林的支持下，接下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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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柔性冷冻消融针 

 

“拼”了 7 年，为了国民健康值得“熬时间” 

“当时国内冷冻消融领域的研究正处于爬坡起步阶段，国际上也没有将冷冻消

融与经支气管治疗相结合的技术参考，我知道这个任务有多艰巨，也深知首创的三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周期通常都要经历 5 至 8 年甚至更久，但我可以把它分解为一个

个小目标，一心想着尽力把每个环节做好。”杨迟谈道。为了国民健康的终极目标，

他作为主力军，推动着企业、医院、高校携手“拼”了 7 年。 

杨迟口中所说的一个个小目标，拆解成的每一项其实都是“熬时间”的大工程，

单就如何让金属针头与柔性导管的连接实现耐压、耐低温和高气密性的问题，他就

足足投入了一年半的精力。几乎所有现存的物理和化学的连接密封手段，他都要试

个遍，也是在锲而不舍的次次失败与重头再来后，他自主研发出了本产品核心的连

接密封技术。 

回顾研发过程，针对柔性导管的研究更是异常困难。人体肺部就像是枝杈众多

的大树，路径弯曲且窄小，需要兼具柔软和纤细特点的导管才能深入肺部的各个分

支，同时独特的冷冻消融应用场景，还需要导管同时具备超薄壁、耐高压、真空隔

热和低温气体输送等严苛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 年杨迟自主研发出了 2.2

毫米柔性导管，在离体和活体猪肺的探索性动物实验中，样品各方面性能均达到要

求，当时以为这已经是现有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了。然而，市面上普遍应用的

支气管镜的工作通道直径是 2.0 毫米，为了能兼容主流支气管镜并真正的深入肺外

周进行治疗，迫切需要把导管直径做到 1.9 毫米。为了这 0.3 毫米的差距，杨迟几

乎找遍了全球相关材料的供应商，期间还前往美国的医疗器械展会寻找突破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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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从百余家企业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供方，通过自主设计战略联合供应商订制的模式

成功实现了 1.9 毫米柔性导管的量产。 

此外，杨迟还持之以恒地针对该产品进行全方位的知识产权布局，（截止发稿

前）以第一发明人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12 篇，已授权国内专利 4 篇，核心专利通过

PCT 申请在欧美日韩主流国家进行布局，其中部分核心专利目前已经获得了欧盟和

日本的授权，连续两年获得导向医疗年度“专利之星”的荣誉。2020 至 2022 年，

经过了近千根成品的设计验证和工艺优化，又经过了型式检验和正式的动物实验，

1.9 毫米的一次性柔性冷冻消融针，即“红袖刀®”得到了充分的临床前验证。 

 

杨迟在做动物实验 

 

聚焦医工交叉，交出科技创新“新答卷” 

“你博士期间都在忙什么呢？”“外面的机会很多，为何还在导向医疗？”“团

队有人退出你还在坚持啥？”这些年来，杨迟总会收到这样的“关心”，他每次都

笑着回应、不多做解释。当手术成功，杨迟和医生一起从手术室里出来后，他在朋

友圈发了这样一段感言：“从 7 年前接到这个项目时的手足无措，到今天 80 岁的

老人家首例临床入组后肿瘤完全被消融，我忍不住躲在角落哭了，从此‘导向医疗’

也拥有了让我真正自豪的产品。不说了，继续埋着头，走完产品上市前的最后一段

路。”这个不善言辞、刻苦钻研的“理工男”，选择擦干眼泪、继续保持“在路上”

的状态，致力于让更多的患者能因“红袖刀”的问世而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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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师刘宝林看来，“红袖刀”的研发成功是上理工推动医工交叉战略的必然

结果。早在 2019 年，上理工就携手上海交大医学院发起建立“医工交叉创新研究

院”，在这样的平台上，“医”“工”专家携手，提高诊疗效果、缓解病人痛苦、

降低治疗成本，以创新技术为老百姓造福。“聚焦医工交叉，我们重点推进了 11

个项目的产业孵化，形成了高性能医用缝合针、超声切割止血系统、双极高频电凝

及单极高频电刀、医护机器人、裸眼 3D 显示系统等一批代表性科技成果，未来我

们还将持续加强与政府、医院、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与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医工交叉

的成果转化与项目产业化，为健康中国交出更多科技创新的‘新答卷’。”刘宝林谈

道。 

供稿：新闻中心、科研院 

 

能动学院本科生齐寅珂在国际学术期刊《能源》发表论文 

近日，能动学院 2018 级本科生齐寅珂在能源领域顶级期刊《能源》（Energy，

中科院二区 TOP，IF：8.857）发表论文“掺水氢燃气轮机超/跨临界二氧化碳联合

循环系统的能和㶲分析”（Energy and exergy analysis of supercritical/transcritical CO2 

cycles for water injected hydrogen gas turbine），齐寅珂为第一作者，上海理工大学

为第一单位，通讯作者为能动学院黄典贵教授。 

在能源领域，燃气轮机具有占地面积小、可靠性好、效率高、能够快速启停等

优点，作为分布式能源，可通过冷热电三联供方式实施能源的梯级利用，能够在负

荷中心就近实现的现代能源供应方式。“双碳”目标下，作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支撑，燃气轮机发电的地位会愈发重要，而传统的燃气轮机发电以高排放的天

然气等化石燃料为主，因此如何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平衡减碳目标和经济发展，成

为中国能源转型急需解决的问题。 

该论文在此大背景下，选择绿色、清洁、高能量、可持续利用的氢气作为燃气

轮机的燃料，且在燃烧过程中掺入水分以降低燃烧温度，实现氮氧化物的低度排放

及的近零排放。同时在燃气轮机出口构建了超、跨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吸收排气的余

热，以实现能量的梯级利用，如此构建了具有零二氧化碳排放、低污染、高效率、

低成本等优点的联合循环系统。同时，从“能”和“㶲”两个角度对构造的系统进

行了参数选择、能效分析等工作，该研究成果可以为下一代燃气轮机的设计提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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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工作得到了“两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重大项目（P2021-AB-I-003-001）

的资助。 

此前,齐寅珂在黄典贵教授的指导下，还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期刊《可再生

能源》（Renewable Energy，中科院二区，IF=8.634）发表题为“水平轴风力机叶

片前缘加设微小平板气动性能研究“（Investigation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horizontal axis wind turbine by setting micro-plate in front of the blade leading edge）的

论文。齐寅珂同学的毕业论文还获评了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百篇优秀本科毕业论

文”。目前，该同学已经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实验原理图 

供稿：能动学院 

 

【科技交流】 

古巴哈瓦那大学常务副校长席尔瓦来访 

10 月 25 日，古巴哈瓦那大学常务副校长席尔瓦教授（DIONISIO ZALDIVAR 

SILVA）来访我校，我校副校长蔡永莲出席座谈会，科技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宝林、

国际交流处处长马晓婷等相关领导陪同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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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莲首先对席尔瓦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两校已于去年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建立合作关系。相信此次深入细致的交流，必将促进两校相关领域的合作落

实、落地。 

席尔瓦首先代表古巴高等教育部长何塞•拉蒙•萨博里多•卢迪教授、古巴共和国

国务委员会成员、哈瓦那大学校长何塞•拉蒙•萨博里多•卢迪博士对我校领导致以诚

挚问候，哈瓦那大学高度重视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国际交流中心的合作。希望

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两校的合作。 

随后，科技发展研究院及国际交流处相关领导与席尔瓦就两校共建联合国际交

流中心、联合实验室的相关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座谈现场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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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 

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Universidad de La Habana，缩写：UH），中文简称

“哈大”，位于古巴哈瓦那维达多区，建成于 1721 年 9 月 21 日。它是古巴最古老、

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拉丁美洲地区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时也是美洲最

先建成的几所大学之一。现哈瓦那大学共有 15 个系、14 个研究中心、25 个专业，

涉及经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个领域。 

 供稿：国际交流处、科技发展研究院 

 

太仓市政府一行来访 

9 月 28 日上午，太仓市副市长祝真旭一行到我校走访交流，科技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付莹莹，环境与建筑学院院长黄远东、副院长王丽慧、副院长饶平平及健康

科学与工程学院、技术转移中心太仓市分中心主任佀国宁老师出席交流活动。会议

由付莹莹主持。 

会上，黄远东首先对太仓市政府来访表示欢迎，并分别从学科与专业建设、师

资队伍、科学研究和学生就业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他表示，希望今后学院可以与

太仓市政府加强沟通交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

就业方面开展深入的产学研业合作。佀国宁从工作站简介、战略合作、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学研对接等方面介绍了学校与太仓合作情况。 

祝真旭对环建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太仓市政府非常重视与高校

的合作，致力于打造临沪科创产业高地，这为双方未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希望双方可以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随后，与会人员就双方合作方向、合作空间、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希望能够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在科技成果

转化上下更大的功夫，持续推动产学研合作的紧密化、机制化，持续开创上海理工

大学与太仓市政府产学研合作发展新局面、新高度。 

会前，祝真旭一行在环建学院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风洞实验室和沪江文化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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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沪江文化园 

 

黄远东讲话  

 

祝真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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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现场 

 

   供稿：科技发展研究院、环境与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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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摘自上海市科委官网） 

 为落实《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

合攻关合作机制》，支持长三角打造全国原始创新高地和高精尖产业承载区,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科学技术厅联

合起草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草案）》，现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实施依据）为加快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根

据《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江苏省

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实施目的）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重点产业发

展需求，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布局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产学研合作、大中小企

业融通，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推动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 

    第三条(资金来源）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由中央关于引导、支

持地方科技创新发展有关的资金中安排，三省一市科技厅（委）应共同加大投入，

扩大长三角联合攻关的资金规模，鼓励长三角地市县级科技部门共同投入。 

    第四条（支持方向）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聚焦 2-3 

年可取得突破，且需要跨区域协同解决的创新需求，分批布局、协同攻关。鼓励各

地因地制宜，围绕重点产业培育、科技惠民示范等，自主布局联合攻关。 

第五条（实施原则）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按照公平公正、诚实信

用的原则，发挥财政资金带动作用，引导通过创新联合体、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合

作模式或组织方式，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科研投入、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

的主体，促进区域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主体高效协同。 

    第六条（组织保障）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领导下，长三角科技

创新共同体建设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成立联合攻关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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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组（以下简称“推进组”），负责联合攻关计划跨区域协调、综合管理。三省

一市科技厅（委）负责落实本省（市）内联合攻关计划的组织实施。 

    充分发挥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国科管”）的作用，为长三角联

合攻关立项项目管理提供支撑。长三角一体化科创云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

提供长三角联合攻关项目需求发布、协同管理等功能支撑，加强与国科管平台、各

省市相关平台的数据共享。 

                        第二章 需求提出与解决 

第七条（需求征集）三省一市科技厅（委）面向若干重点产业领域，聚焦重点

领域软件、芯片、装备、材料研制或重大工程示范应用等，征集行业骨干企业的创

新需求，引导企业凝练需要联合外部优势力量共同参与实施的任务需求。 

    第八条（需求评估）三省一市科技厅（委）邀请有关行业专家，围绕需求与国

家战略相符性、有效性、清晰度，以及产业链中关键技术难题的紧迫性、必要性等

方面进行评估，形成“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需求目录”建议，提请工作

专班审议。 

    第九条（需求发布）三省一市科技厅（委）联合发布年度长三角联合攻关需求，

面向国内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征集解决方案。需求内容原则上

不公开需求方，并根据该产业或技术领域实际简化发布信息，发布内容一般包括攻

关名称、攻关任务、对外揭榜需求，以及项目投入和对外揭榜资金。 

    第十条（供需对接）推进组将解决方案定期集中反馈至需求方，协助需求方通

过组织项目路演、一对一交流等方式，细化创新需求，加速精准匹配。需求方应遵

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力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单位（科研团队）。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机构应积极推动创新资源跨区域跨领域配置，响应

企业需求，提出解决方案。通过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以及各省市相关的平台，扩

大供需对接渠道。 

    第十一条（储备入库）需求方找到解决方案的，可登录云平台，按要求进入长

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储备库。需求方以外的长三角企业，同样具有榜

单所提出的需求方向，并已找到解决方案的，也可登录云平台填报相关信息，经相

符性审核通过后，按要求入库。储备入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一）对外揭榜需求全部解决的，可入库，显示“揭榜成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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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揭榜需求部分解决的，可入库，显示“部分揭榜成功”状态，需求

方继续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三）对外揭榜需求全部未解决，暂不入库，需求持续有效。在攻关名称和任

务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方可结合研发实际，调整其中部分对外揭榜需求，不影响其

他揭榜任务按程序执行。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十二条（项目申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发布年度长三角联合

攻关指南。进入储备库的牵头单位以任务形式,项目(课题)制方式确定子课题承担单

位、参与单位等其他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核心团队等，在国科管平台上进

行申报。项目承担单位中应包括三省一市两地及以上的单位。 

    支持项目牵头单位共同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创新联合体，组织高校

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单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共同实施攻关任务。任

务应以关键技术解决、重大工程或重点企业应用等为目标。 

    第十三条（受理推荐）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安排相关机构受理申

报书,对申报书内容的相符性、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经形式审查通过后进入评审

环节。形式审查不通过的，可在一定期限内通知项目牵头单位补交相关材料，如未

按期补交的，形式审查不予受理。工作专班负责集中推荐项目申报。 

    第十四条（项目评审）相关机构会同三省一市科技厅（委）组织专家进行项目

评审。评审专家从国家科技专家库中选取。评审频次为 1-2 次/年。 

    第十五条（项目立项）三省一市科技厅（委）共同确定拟立项名单，提交工作

专班审议。审议通过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发布立项项目公告，并

由三省一市科技厅（委）分别与所辖地项目牵头单位签订项目（课题）任务书和合

同。 

    第十六条（资金使用）项目立项时，三省一市科技厅（委）统筹资金预算实际,

按照不高于项目投入的 30%，基于需求方所在地相关管理办法落实支持资金。项

目验收前，需求方支付解决方的费用不低于双方签订合同额的 80%。资金使用应

符合中央、地方科研项目经费相关管理规定，探索项目经费“包干制”，激发科研

团队创新创造活力。 

    第十七条（项目实施）项目承担单位根据项目（课题）任务书确定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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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工安排，按年度报送实施情况，按照一体化组织实施的要求，履行各自的责任

和义务，加强不同任务间的沟通、互动、衔接与集成，按进度高质量完成相关研发

任务。 

    第十八条（项目管理）由项目牵头单位所在地科技厅（委）落实项目管理、验

收等工作。推进组配合做好协调保障和服务沟通等工作，及时跟踪评判项目执行情

况、承担单位和人员的履约能力等。 

    三省一市科技厅（委）建立绩效创新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项目验收时，应突

出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引导社会资本支持

联合攻关项目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第十九条（监督评估）按照国家有关管理办法和流程要求组织开展监督评估工

作。接受监督评估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加强风

险防控，强化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的责任意识、绩效意识、自律意识和科研诚信，

积极配合监督评估工作。项目信用信息纳入国家和三省一市科研信用记录管理，作

为今后参加有关项目（课题）申报和管理等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施行日期和有效期）本实施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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