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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行政领导 

所  长： 王贻芳 

副所长： 罗小安 

 秦  庆 

陈  刚 

陈延伟 

高能所党委书记 

书  记： 潘卫民 

副书记： 罗小安 

高能所纪委书记  

书  记： 

副书记： 

魏  龙 

陈宏刚 （任职自 2017 年 8 月 21 日） 

所领导行政管理工作分工 

王贻芳：主持研究所全面工作；分管党政办（所务工作）、人力资源处、理论物理室、分

管开平中微子研究中心。 

潘卫民：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分管党政办（党务工作）、离退办、文献信息部；协管工厂。 

魏  龙：主持纪委全面工作；分管监审办、教育处、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多学科研

究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工厂。 

罗小安：协管党委工作；分管大装置管理中心、国有资产处、行政管理处。 

秦  庆：分管加速器中心、通用运行部。 

陈  刚：分管科研计划处、财务处、实验物理中心、粒子天体物理中心、计算中心；分

管亚丁高海拔宇宙线科学中心。 

陈延伟：分管东莞分部；分管东莞中子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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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及主要负责人        

实验物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实验物理中心是从事粒子物理实验的研究中

心。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实验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II（BEPCII）上运行的北京谱仪 III

（BESIII）为代表，开展 2-5 GeV 能区的正负电子对撞物理研究。非加速器实验有大亚湾

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和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主要目标是测量第一代和第三代中微子混合

角 θ13和研究中微子质量顺序等。此外中心还曾承担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的探测器建

设任务，参与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 ATLAS 实验，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

的 BELLE、BELLEII、COMET 实验，美国 EXO、nEXO 实验，德国 PANDA 实验等多个

国际高能物理实验的合作研究。2012 年以来，实验物理中心组织国内外高能物理界的力量

对中国未来加速器高能物理战略进行规划和布局，主要包括未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SppC）、加速器中微子实验装置（MOMENT）和超级 τ-

粲工厂（HIPEA）等。 

实验物理中心依托大科学装置，在重大科学和前沿高技术探索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引领我国相关领域研究进入世界前列，其主要包括：τ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

2-5GeV 能区强子反应截面（R 值）测量、发现带电类粲偶素 Zc (3900)、发现新的中微子振

荡模式、精确测量中微子混合参数 θ13。中心的 ATLAS 研究团队在希格斯粒子性质研究以

及超出标准模型新粒子寻找和内径迹探测器研制方面做出显著贡献。此外，中心主导完成

了 CEPC 初步概念设计报告(pre-CDR)，在此基础上目前正在组织和概念设计报告（CDR）

的起草和相关多项关键技术的预制研究工作。 

实验物理中心由一支高水平且有活力的研究队伍组成：现有研究员 32 人，副研究员级

121 人，博士后 32 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71 人通。中心学术气氛活跃，经常举办各类国

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中心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此外，实验物理中

心还参加了多项国际（国内）合作，保持着与欧洲核子中心（CERN）、美国斯坦福直线加

速器中心（SLAC）、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FNAL）、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

美国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BNL）、英国卢瑟福实验室(RAL) 、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中心

（KEK）和德国电子加速器中心（DESY）等多个国外知名实验室的广泛合作与交流。这使

中心保持处于国际高能物理的前沿，并使研究方向、学术环境及研究手段始终保持与国际

接轨。 

主  任：娄辛丑 

副主任：沈肖雁 

朱科军 

曹  俊 

王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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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中心  加速器中心既是高能所规模最大的研究部门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人员配备

最齐全的加速器工程建设和研究队伍。它目前承担了多个国家大型加速器装置的运行、建

造、设计和预研工作，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的运行、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加速器的建造、国家战略科技先导专项-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核能系统（ADS）加速器的建

造、高能光源预研装置（HEPS-TF）的研制、高能光源（HEPS）和大型环形对撞机（CEPC）

的设计以及国际合作等。加速器中心的中长期目标是：除了承担国家大科学工程加速器装

置的建设和运行外，还致力于发展国际领先的加速器相关学科和关键性技术的研究，以“粒

子加速物理与技术”为基本学科方向，开展相关的基础物理和先进技术的研究，引领国内

该学科的发展，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室，成为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一流加速器研究

机构。 

主  任：秦  庆 

副主任：曹建社 

池云龙 

陈锦晖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  前身为高能所宇宙线室，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王淦昌、肖健等院

士曾任该室主任，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何泽慧院士生前始终关心并致力于相关科学研究。

1996 年成立所级开放实验室；1997 年 4 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

理开放实验室；2003 年 7 月，更名为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历经数年，粒子天体物理

中心在科学装置和大型实验的支撑下，积极组织力量开展重大科学和前沿高技术探索，以

项目组、合作组、科学组等形式凝聚国内有关单位的科研力量，在促进我国粒子天体物理

研究与空间探测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 

主  任：张双南 

副主任：杨长根 

卢方军 

曹  臻     

宋黎明 

 

理论物理室  是中科院一期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我国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理论最重要

的研究基地之一。其研究领域涵盖粒子物理、中高能核物理以及粒子天体宇宙学等方面，

主要目标是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相互作用、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研究课题包括中微

子物理、TeV 物理、宇宙学、重味物理（粲物理和 B 物理）、强子物理、微扰场论自动化计

算、格点 QCD、RHIC 物理和 QCD 相变、引力与相对论、弦理论及数学物理等。 

主  任：邢志忠 

副主任：吕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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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强 

 

多学科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06 年，由原来的同步辐射室、核分析室、自由电子激光室合

并组成，拥有依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强流慢正电子源装

置等大型科学研究平台，负责这些装置的运行、维护、改进和对外开放，同时积极利用高

能所先进的射线技术、射线应用技术及核分析技术，建立对国内外开放的多学科研究平台，

开展凝聚态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环境等多学科交叉前沿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主  任：董宇辉 

副主任：胡天斗  

赵宇亮 

张智勇 

       

计算中心  从事网格计算、云计算、高性能计算、海量数据存储、网络安全以及数据库技

术应用等研究，承担多个大型高能物理实验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平台建设，参加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 LCG（LHC Computing Grid）研究与部署，建立了 LCG 二级网格站点。此外，还承

担高能所计算机和网络环境建设、管理、维护运行任务。 

主  任： 李卫东 

副主任： 孙功星 

齐法制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以核技术应用为导向，开展相关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

关键部件研发，着力先进技术集成，进行先进应用仪器、设备和系统研制，力推先进技术、

仪器、设备和系统的社会应用及转移转化。同时，结合研究所优势学科和技术基础，协调

并促进全所科学研究成果和高技术发展成果的应用转化，服务于国民经济及国家需求。 

主  任：魏  龙（兼） 

副主任：史戎坚 

魏存峰 

 

党政联合办公室  2014 年 11 月 28 日，由原党委办公室、所办公室合并成立。根据所统

一部署，参与改革、规划等重要专项工作，督促检查相关事务的执行落实情况；负责结合

实际开展调研，为制定相关所级政策提供依据；负责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和所级中心工作开

展宣传工作；负责党组织管理工作、以及法纪和廉政建设的执行监督；负责政务、档案、

机关事务、外事、职代会、工会、团委、妇委会、信访等日常工作。 

主  任：郭立军 （任职自 201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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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巍 （任职至 2017 年 8 月 22 日） 

副主任：王  欢 （任职自 2017 年 8 月 22 日） 

            郭立军 （任职至 2017 年 8 月 22 日） 

            陈宏刚 （任职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 

 

人力资源处  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建立吸引、凝聚人才的激励机制；通过规范

化和人性化的管理，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队伍，促进研究所与职

工的共同发展。负责贯彻实施国家、中科院下达的有关人事人才工作的政策和规定，负责

起草所级人事人才工作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全所人员招聘选拔、考勤考核、职称

评定、合同档案、薪酬与福利、社会保险等工作。 

处  长：何会林 （任职自 2017 年 3 月 3 日） 

郑文莉 （任职至 2017 年 3 月 3 日） 

副处长：刘  燕 

 

教育处  是研究所教育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研究生、博士后、职工继续教育等方面的管

理工作，支撑所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协助党委做好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协调

研究中心做好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负责科教融合的日常工作。  

主  任：保增宽 （任职自 2017 年 7 月 14 日） 

何会林 （任职至 2017 年 7 月 14 日） 

副主任：保增宽 （任职至 2017 年 7 月 14 日） 

 

科研计划处  负责组织并落实全所科研规划、经费资源配置、科研项目过程管理，负责保

密、质量、知识产权等科研体系建设管理以及科研成果管理等工作。 

处  长：陈  刚 （兼） 

副处长：邓  虎 

张  帆 

徐殿斗 （任职自 2017 年 7 月 14 日） 

于润升 （任职自 2017 年 7 月 28 日） 

 

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  依据高能所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主

要负责组织协调科技创新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推广、科技开发战略

研讨、经营性资产管理及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和与此相关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等。 

处  长：马创新 

副处长：王晓晖 

         

大装置管理中心  负责协调、管理高能所承担的各个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立项、建设与运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9 - 

 

行；负责高能所政府采购项目以外的采购工作，包括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等相关工作。 

主  任：罗小安 

副主任：刘丽冰 

陈延伟 （任职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 

 

财务处  全面负责高能所财务事务的具体管理工作，包括原始凭证审核、现金、银行出纳、

资金收付、科研财务会计核算、工资薪酬核算、税收及票据、基建财务会计核算、下属单

位财务事项、内部审计、质量成本核算、往来款以及会计档案等管理工作。 

处  长：周  亚 （任职自 2017 年 8 月 31 日） 

杨明婕 （任职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副处长：葛  仙 

周  亚 （任职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国有资产处  负责高能所园区规划和新建、改建及扩建项目的工程管理，仪器设备、材料

资产和库房管理，政府采购和进出口管理，以及进出口自营业务。 

处  长：邓春勤 

副处长：周  敏 

杨  静 

 

行政管理处  负责高能所技术安全、治安及交通安全、房产及地产等管理工作；负责水、

暖、电运行与维修及节能管理工作；负责建立并监管园区物业管理系统；提供包括交通、

卫生保健、饮食居住、文体设施等类的后勤综合性服务。 

处  长：梁  键 （任职自 2017 年 8 月 22 日） 

王福来 （任职自 2017 年 3 月 3 日） 

副处长：梁  键 （任职至 2017 年 8 月 22 日） 

 

通用运行部  负责 BEPCII 通用设施的运行维护、检修以及工艺设备的安装，负责 CSNS

公用设施的设计和安装调试以及工艺设备安装，同时承担了其他大科学工程项目（ADS、

LHAASO、HAPS、CEPC 等）中通用设施部分的相关工作。 

主  任：林国平 

副主任：范志香 

 

文献信息部  负责高能所文献资源开通与服务、文献信息系统建设、学科化知识服务、

《Chinese Physics C》科技期刊与《现代物理知识》科普期刊的出版发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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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郑文莉 （任职自 2017 年 3 月 3 日） 

副主任：于  健  

 

离退休办公室  负责高能所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及相关服务工作，负责建立完善离退休人

员信息管理系统，组织离退休人员参加有关会议、政治学习以及其他各类活动等。 

主  任：贾艳平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是高能所大科学装置的主要技术支撑部门。20 多年

来，先后为国内外研制了各种类型磁铁近 3000 台，各型号加速管、能量倍增器、微波系统

设备等约 3000 多件套，参与了包括中国、美国、巴西、欧洲、韩国、日本等国内外大科学

工程加速器项目的建设。 

董 事 长：赵京伟  

总 经 理：戴旭文 

副总经理：赵建兵 

 

东莞分部  负责 CSNS 工程的全面建设工作以及装置建成后的运行、维护、开放和相关科

学研究的开展，承担工程建设期间以及建成后涵盖科研项目部署规划、人员管理、队伍建

设等各方面的管理、支撑、服务与保障任务。 

主  任：陈延伟 （任职自 2017 年 1 月 13 日） 

陈元柏 （任职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 

副主任：奚基伟 

陈延伟 （任职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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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书  记： 潘卫民 

副书记： 罗小安 

委  员： 王  铮 

王九庆 

王贻芳 

 卢方军 

 陈元柏 

 陈宏刚 

 罗小安 

 常  哲 

 蒙  巍 

 潘卫民 

 魏  龙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魏  龙 

副书记： 陈宏刚 

委  员： 马创新 

 吕才典 

 宋黎明 

 陈宏刚 

 曹建社 

 魏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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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和生      

副 主 任： 柴之芳 张  闯     

委    员： 马  力 王九庆 王建民 王焕玉 刘  宇 李卫东 

 李卫国 杨长根 张新民 陈森玉 苑长征 赵宇亮 

 高  杰 阎永廉 董宇辉 裴国玺   

高能所学位委员会 

主  任： 常  哲  

副主任： 金  山 裴国玺 奎热西    

委  员： 丰伟悦 王建民 王焕玉 史戎坚 刘 鹏 刘振安 

 吕才典 孙功星 吴伯冰 陈元柏 单保慈 金  山 

 奎热西 胡  涛 胡红波 唐靖宇 常 哲 裴国玺 

 潘卫民 秦  庆 魏  龙    

秘  书： 何会林      

高能所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常设主席团 

主  席： 陈宏刚      

副主席： 单保慈 苏  萍     

成  员： 王  铮 王彦明 王嘉鸥 邢  军 吕才典  

 刘  鹏 刘利军 金大鹏 吴超勇 郭立军  

经审委员会主任： 张  旌     

经 审 委 委 员： 张  霞 赵力强    

高能所工会 

主  席：  陈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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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书  记： 王  欢     

副书记： 王湘鉴 王新华 张智都   

委  员： 荚  晶 侯少静     贾  晨    郭  聪        

高能所妇女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  欢 

副主任： 温雪梅    于梅娟 

委  员： 董琳琅    孙  越    邢天虹    赵光洁 

高能所院士及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士： 方守贤 李惕碚 张宗烨 陈和生 柴之芳 

 王贻芳 赵宇亮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叶铭汉 陈森玉    

方守贤：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

工程经理，高能所所长，BEPC 国家实验室主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第五届中科院学部

主席团成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合肥同步辐射二期工程

科技委主任。曾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 世纪 60 年代初，发现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

存在着自由振荡引起的不等时性现象。1982 至 1983 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加新型强流

反质子积累环设计，负责聚焦结构，发展了一种适合小中型环形加速器的消色散方法。1983

至 1986 年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储存环设计，对其理论设计做了改进。1986 至 1992 年

全面领导工程建设、运行及改进，按期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整机性能在国际同能区的机

器中占领先地位。近期从事强流质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等前沿领域研究。

2005 至 2009 年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顾问，2010 年起任中国散裂中子源项

目科技委主任。2011 年起任中科院“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先导专项科学顾问。曾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 

李惕碚：1997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 HXMT 项目首席

科学家。在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实验研究与数据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内倡议

和组织开拓了高能天体物理的实验研究。提出了银河系伽马射线源的统计模型并获国际共

识。建立了寻找超高能天体的计算公式，已成为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数据分析的一个标

准方法。建立了对象重建的直接解调方法和研究快速变化现象的时域谱方法，获得日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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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应用。 

张宗烨：199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 世纪 60 年代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干结构及

相干对涨落模型理论，成功地解释了 16O 附近原子核低激发态的主要特性。1976 年从理论

上预言在超核中存在超对称态，1980 年被国外实验所验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核力

的夸克模型理论作了系统研究：从单胶子交换导出了产生正反夸克对的传递势，得到合理

的核子－介子顶角函数，为从夸克层次认识核力的介子交换机制提供了一个途径；提出了

误差函数形式的夸克禁闭势，解决了色范德瓦尔斯力的不合理长尾巴问题；提出了手征

SU(3)夸克模型，成功地统一描述了核子－核子散射相移及超子－核子散射截面，并预言了

ΩΩ是一个深度束缚的双重子态。 

陈和生：200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高能所所长、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

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主席等职。现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

验室主任、国家“十二五”重点工程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和工程经理部经理。

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实验研究。1979 至 1986 年参加 Mark-J 实验，为胶子物理研究和精确检

验标准模型作出重要贡献。1983 年起参加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L3 实验物理方案制定和探测

器设计，负责强子量能器设计、模拟和重建程序工作，主持 tau 物理分析组工作，对精确检

验标准模型、测定电弱参数和中微子代数等作出重要贡献。1995 至 1997 年主持阿尔法磁

谱仪（AMS）大型永磁体系统的研制，在北京成功研制了人类送入太空的第一个大型磁体。

该磁体于 1998 年搭载航天飞机进行了首次飞行，并于 2011 年送到国际空间站长期运行。

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提出 BEPC 发展的科学目标和方案，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经理，按计划完成工程建设，达到设计指标。该项目获得中

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柴之芳：2007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放射化学和核分析方法研究，建立了多

种元素的先进放射化学分离流程，并被国外实验室采用。倡导并建立了可研究元素化学种

态的中子活化方法，发现了一些与生物灭绝事件有关的异常铱的化学种态；将这类方法发

展到生物环境样品，实现了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微量元素研究，对一些生物必需元

素和有毒元素的生物环境效应给出了科学解释。利用反应堆中子合成了 C－131 和 C－141

新型富勒烯。曾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2005 年获国际核化学和放射

分析化学最高奖—— George von Hevesy 奖，是迄今发展中国家唯一获奖人。 

王贻芳: 201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国家实验室副主任，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

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理事长，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副

主席等职。198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同年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丁肇中领导的 L3 实验深造。

1992 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工作。2001

年 12 月，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回国工作。2004 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入选。2013 年 1 月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杰出人才。领导完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上的北京谱仪（BESIII）的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北京谱仪（BESIII）技术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发现了一系列新粒子和新现象，在轻强子谱和粲物理研究方面处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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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领先地位。开创了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提出了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方案并率领团队完成

了实验的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该成果入选美

国《科学》杂志 2012 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迄今发表科学论文 300 多篇，主编著作 2 部，

获发明专利 2 项。因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的突出贡献，被评为 2012 年“十佳全国科技工作

者”、2012 年“CCTV十大科技创新人物”，荣获第六届周光召基金基础科学奖、2013 年何梁

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14 年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2015 年第 20 届“日经亚洲

奖”科学技术奖、2016 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2016 年庞蒂科夫奖，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一等奖。 

赵宇亮：2017 年 11 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

实验室，开创了纳米毒理学领域在我国的起步、形成和发展，同时使中国在该领域成为最

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目前主要从事纳米毒理学、纳米药物以及放射化学相关研究。现任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多学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

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纳米中心-高能所-天津肿瘤医院联合成立的“肿瘤纳米技术研究中心担

任主任。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纳米重

大项目共同首席科学家；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1989 年，获核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6 年，获中科院-德国拜耳科技奖。2008 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6 年 11 月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化学奖。 

叶铭汉：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高能所所长。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

主任。上世纪 50 年代参加我国第一、二台带电粒子加速器（700 千电子伏和 2.5 兆电子伏

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建成后负责其运行和改进，对我国低能加速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后率先研制和发展了多种粒子探测器，开展我国第一批核物理实验，作出了具有国际水平

的物理工作。70 年代开展多丝正比室、漂移室等高能物理实验常用的粒子探测器的研制，

首先在国内实现多丝正比室计算机在线数据获取。1982 年起主持大型高能物理实验粒子探

测装置北京谱仪的研制，是大型科研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主要科技

领导人之一。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 

陈森玉：200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高能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82 至 1990 年参

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工程的建设，是该工程的主持人之一。1986 至 1990 年任

BEPC 工程副经理，协助经理对工程的技术、质量、进度和投资全面负责。在 BEPC 建造过

程中，负责并有创新性地完成储存环的理论设计，主持储存环的加工制造、安装和调试，

技术上跨越 30 年，在我国首次建成 BEPC 储存环。主持了工程的总体调束，并能突破国际

上当时通行的理论指导调束，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 BEPC 的主要性能在粲物理能区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1995 至 2009 年，先后任上海同步辐射光源（SSRF）可行性研究组组长、

工程总经理、工程总顾问，负责组建 SSRF工程研制队伍，提出并确定 SSRF的设计目标和

设计思想，主持完成 SSRF 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预制研究工作，为 SSRF 的建成

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6 -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院级重点实验室、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简介及主要负责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国家投资

2.4 亿元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于 1988 年 10 月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该工程主要

包括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BES）和同步辐射装置（BSRF）。1991 年，国家计委正

式批准成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BEPC 自 1990 年运行以来，取得了一批在国际高能物理界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如

τ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20～50 亿电子伏特能区正负电子对撞强子反应截面（R 值）的精

确测量、“质子-反质子”质量阈值处新共振态及 X（1835）新粒子的发现等，引起了国内外

高能物理界的广泛关注。 

2003 年底，国家批准了总经费 6.4 亿元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中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

的项目之一，工程于 2004 年初动工，2008 年 7 月完成建设任务，2009 年 7 月通过国家验

收。验收意见认为 BEPCII 工程按指标、按计划、按预算、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

得到了国际高能物理界的高度评价，是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也是中国高

能物理发展的又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BEPCII 是一台粲物理能区国际领先的对撞机和高性能的兼用同步辐射装置，主要开展

粲物理研究，预期在多夸克态、胶球、混杂态的寻找和特性研究上有所突破，使我国在国

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并保持在粲物理实验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同时又可作为

同步辐射光源提供真空紫外至硬 X 光，开展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和医学、环境科

学、地矿资源、以及微细加工技术方面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实现“一机两用”。 

主  任：陈和生 

副主任：于  渌  陈森玉  王贻芳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正式获批建设，2013 年 11

月 14 日通过建设验收，正式成立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以建设国际一流的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基地为目标，以国家需求为导向，

将完成若干重大科研装置的设计与建设任务，参与国际大型探测器的合作设计与研制，并

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实验室瞄准了国家需求和学科发展方向，通过参与国家重大项目，提高科研技术水平，

积淀了雄厚的研发实力，正逐步把实验室建设成为国内核探测与核电子学领域的科研与技

术中心。 

实验室承担了 BEPCII 重大改造工程——北京谱仪 III、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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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中子源、江门中微子实验等多项大科学工程建设任务。同时，在先进核探测技术、前端

电子学、大容量数据获取与处理系统三大研究方向上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主  任：安  琪 

副主任：朱科军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  是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支持下，于 2001 年

组建，2003 年正式成立的我国第一个以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与安全性为研究方向的专业实

验室，也是该领域国际上最具影响的代表性实验室之一。 

实验室针对纳米物质与生命过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效应、新现象、新规律开展多学

科交叉研究。具体包括：（1）纳米尺度下物质的生物学效应与健康效应；（2）纳米药物；

（3）生物医学检测与分析纳米技术；（4）生物医学纳米材料的设计与规模化制备技术。

在前沿科技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发展新的学科生长点，培养和凝聚创新性人才，构建高

水平实验技术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2008 年 12 月，纳米生效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 

主  任：赵宇亮 

副主任：高学云  孙宝云 

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以高能天体物理实验与研究、宇宙线观测和相关物理研究、

暗物质探测和宇宙学研究等为主要研究方向，以实验与理论相结合为一贯研究方针，注重

发展空间、地面、地下等多种实验手段，在实验设计、探测器研制、观测数据处理、物理解

释等诸方面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 

实验室建有国际著名的羊八井宇宙线观测基地，负责中日、中意宇宙线观测国际合作

项目；承担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反符合探测器整体结构设计及本底测量；提出并正

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天文卫星“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中欧合作天宫二号上唯

一的天文载荷“伽玛暴偏振仪（POLAR）”、中法合作伽玛暴卫星的四个科学仪器之一“伽

玛射线监视器（SVOM/GRM）”、探月工程嫦娥一号、二号和三号上月表元素探测的独立

科学载荷；承担国际空间站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阿尔法磁谱仪（AMS-02）”电磁量能器的

研制，在探测器标定、数据筛选、数据分析等方面提出新“标准”并得到新的数据分析结

果；目前正在开展“X 射线时变和偏振卫星（XTP）”、中国空间站“宇宙高能辐射探测装

置（HERD）”等预先研究工作。 

在科学装置和大型实验的支撑下，为促进科学产出最大化，实验室积极组织力量开展

重大科学和前沿高技术探索，以项目组、合作组、科学组等形式凝聚了国内有关单位的科

研力量，并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为我国粒子天体物理的研究与空间探测技术的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经过多年建设，重点实验室已形成了一支以院士、“千人计划”专家为领军人物，中

青年博士为主体的高素质研究队伍。重点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167 名，其中，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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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 2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 4 人（包括 2 名“青年千人”），中科院“百人计划”

8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家“973”首席科学家 1 人，研究员、副研究员（或相当职

称）共 78 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有 105 人。 

主  任： 张双南 

副主任： 曹  臻  宋黎明 

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于 2010 年 10 月正式授牌，是北京

市首批认定的七家在京中央企业院校所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之一。研究中心依托于高能所

在大科学工程建造方面的创新技术积累，面向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和高端制造业等多个行

业，服务于“科技北京”的重大战略，开展射线成像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集成，

研究领域重点部署在“射线医学成像”和“精密检测&安全检查”，致力于开发性能先进、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产化设备，为推动北京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贡献力量。 

主  任：魏  龙 

副主任：章志明 

 

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2014 年 2 月 1 日，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实验室

以粒子加速物理、微波技术、超导低温技术、束流测控技术、功率源与电源技术为优势专

业及技术基础，定位于高能所加速器物理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为高能物理、多学科应用、

成果转化等提供强有力的术支撑，并逐步提升自身水平，接近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高

能所未来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主  任：秦  庆 

副主任：潘卫民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成立，定位于推动国内高能物理

研究的更加国际化，并积极利用和引进国际高端智力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大型科学研究中心奠定基础。 

研究中心的任务是推动国内 TeV 高能粒子物理研究，并作出有国际影响的工作。每年

引进约 50 人次国际一流的科学家访问高能所，稳定保持 4～5 人同时在高能所开展研究工

作。 

研究中心为高能所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理论物理研究室并由该室负责日常管理和运

行。中心设立主任、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和国际顾问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所有重要事项均

由学术委员会根据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讨论决定。中心主要采取兼职和客座专家的方式

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主          任：Nima Arkani-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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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务 副 主 任：吕才典 

 

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  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成立。旨在依托大亚

湾中微子实验、北京正负电子对装机（BEPCII）及其北京谱仪（BESIII）等国内重大科技

基础设备和依托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等国际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合作，以研究物质深层

次结构及其相互作用为根本目的，建设国际知名的中微子研究基地和 τ-粲物理研究基地，

取得国际瞩目的科学成果，在这两个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工作，并争取在我国建

设一个大型加速器研究基地，在高能量前沿也实现国际领先。该中心依托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建设，主要参与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等。 

主  任：王贻芳 

副主任：宛长征  高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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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学装置简介 

 

（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装置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装置于 1984 年 10 月 7 日开始建造，1988 年 10 月 16 日首次实现

正负电子对撞，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在 τ 轻子和粲粒子产生阈附近研究 τ - 粲物理的大型正

负电子对撞实验装置，其研制技术和主要性能达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也是

该能区迄今为止亮度最高的对撞机，荣获 1990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该装置 2004 年

4 月 30 日退役，同时，BEPC 重大改造工程（BEPCII）设备安装开始，2009 年 7 月 17 日

通过国家验收。改造后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仍然是在粲物理能区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且能

提供高性能的兼用同步辐射光源装置，使我国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继续占据一席之地；其

基于同步辐射光源的真空紫外至硬 X 光，为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和医学、环境科

学、地矿资源、以及微细加工技术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平台，实现了真正的

“一机两用”。 

（二）北京谱仪 

北京谱仪是我国科学家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的一台大型通用探测器装置，由 2 万多个

探测器单元、近 4 万路读出电子学构成，总重 700 多吨，包括主漂移室及电子学系统、飞

行时间计数器及电子学系统、电磁量能器及电子学系统；μ子计数器及电子学系统、超导

磁铁、亮度监测器、触发判选、在线数据获取与分析、离线数据分析系统。 

北京谱仪犹如人的眼睛，安装在 BEPC 储存环南端的对撞区，正、负电子束流在谱仪

中心发生对撞，借助各种粒子探测器的组合实现对粒子对撞后产生的次级粒子的能量、动

量、质量、位置、出射角等各种参数的观察和测量，以重建反应过程，研究基本的物理规

律。 

（三）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是我国第一个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光谱横跨紫外到硬 X 射

线波段的大型同步辐射装置，1991 年正式对外开放，绝大部分设备通过自主研发、制造，

其后经历不断地改进和升级，性能接近第二代同步辐射光源。 

BSRF 拥有 14 条光束线和实验站，具有蛋白质晶体结构、X 射线成像、X 射线衍射、

XAFS、X 射线小角散射、光电子能谱、圆二色谱、漫散射、X 射线微区荧光分析、软 X 射

线计量和谱学、高压衍射、LIGA 和光刻等多种实验技术，不仅为凝聚态物理、化学化工、

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医学、计量学和光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提供强有力的实验手段，还为一些国家重大需求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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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RF 是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大型公共科研设施，贯彻“开放、联合、开拓、创新”的

方针，对全国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企业全面开放，用户分布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每年为 100 多个科研单位的 500 多个课题提供服务，其中科学院外的单位超过 50%。2007

年到 2017 期间，用户发表科技论文 2759 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 

（四）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是一个由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

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支持的大型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并有来自美

国、俄罗斯、捷克、中国台湾、香港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费支持和科学家参加，是我国

基础科学领域目前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也是目前最大的与地方和企业合作的基础科学研

究项目。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位于深圳市区以东约 50 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附近的山洞内，地

理位置优越，紧邻世界上最大的核反应堆群之一的大亚湾核电站与岭澳核电站，毗接高山，

拥有宇宙线的天然屏蔽。其主要目标是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电子反中微子来测定一个具有

重大物理意义的参数——中微子混合角 θ13，2012 年 3 月 8 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

作组发言人王贻芳在北京宣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

其振荡几率。历时数载，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取得了重要科学意义的物理成果。它不仅

使我们更深入了解了中微子的基本特性，也使我们知道未来的中微子物理发展有了一个光

明的前景——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建造下一代中微子实验来寻找中微子振荡中的CP破坏，

并搞清楚不同种类的中微子的质量顺序。 

（五）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 

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CSNS）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占地面积 400 亩，由中国科

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包括东莞市）共同建设。其束流功率为 100kW，建成后将成为发

展中国家拥有的第一台散裂中子源，并进入世界四大散裂中子源行列，将为国内外科学家

提供世界一流的中子科学综合实验装置，科学寿命超过 30 年。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台 80MeV 负氢离子直线加速器、一台 1.6GeV 快循环质子同步

加速器、两条束流输运线、一个靶站和 3 台谱仪及相应的配套设施。CSNS 采用较低能量

的直线加速器后接快循环同步质子加速器的设计方案。对于束流功率为百千瓦量级的装置，

它比全能量直线加速器加储存环组合（如美国的 SNS）结构的设计方案造价更低，并且易

于升级。CSNS 靶站采用有扁平截面的多片厚度不同的钨片叠合而成的靶体，可为中子散

射谱仪提供高通量中子束线。CSNS 在未来升级计划中将逐步增加中子谱仪的数量，并把

加速器的束流功率进一步提高。建成后的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将与我国即将建成的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中国先进研究堆（CARR）形成互补局面，共同为我国中子散射用户提供全方

位的创新研究服务平台。 

（六）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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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简称 HXMT）卫星是我国第

一个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既可以实现宽波段、高灵敏度的大天区 X 射线扫描成像，又能

够定点观测黑洞、中子星等高能天体，研究它们的短时标光变和宽波段能谱。HXMT 卫星

于 2011 年正式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在 2017 年发射，开始科学观测。由于 HXMT 卫星在大

面积巡天和高计数率的时变研究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预期可在黑洞的寻找和高精度观测

研究两个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使我国的高能天体物理观测研究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HXMT 卫星承载着高能 X 射线望远镜（High Energy X-ray Telescope，简称 HE）、中能 X 射

线望远镜（Medium Energy X-ray Telescopy，简称 ME）、低能 X 射线望远镜（Low Energy 

X-ray Telescope，简称LE）三个主载荷以及辅助有效载荷空间环境监测器（Space Environment 

Monitor，简称 SEM）。卫星总重约 2800 公斤，轨道高度 550 公里，轨道倾角 43 度，设计

寿命四年。 

（七）ADS 质子直线加速器 

ADS 是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的缩

写，是利用加速器加速的高能质子与重靶核发生散裂反应，一个质子引起的散裂反应可产

生几十个中子，用散裂产生的中子作为中子源来驱动次临界包层系统，使次临界包层系统

维持链式反应以便得到能量和利用多余的中子增殖核材料和嬗变核废物。 

ADS 嬗变系统是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的两大部署内容之

一，针对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中“核废料安全处置”问题，以“ADS（加速器驱动的次临

界系统）嬗变核废料”为切入点，开展先进核裂变能前瞻性基础研究。本专项旨在围绕国

家的重大需求和核科学发展的需求，把为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做贡献作为中科院在核科学

应用的第二次创业机遇，发挥中科院综合优势，组织跨单位、跨学科协同攻关，实现我国

核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ADS 嬗变系统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高能所、合肥物质研究院共同承担，其原型

装置包含三大部分：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反应堆和散裂靶。其中，高能所主要承担

质子直线加速器项目注入器 I 及主加速器的研制。ADS 嬗变系统无论其整体还是其三大子

系统，在国际上均尚未有建成先例，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挑战空前巨大。一旦取得突破，

即可跨越性地占领该领域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该项目于 2011 年启动，目前已取得系列重要进展，预计于 2032 年实现工业示范。 

（八）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 

中日合作 ASγ实验：1990 年开始建设，阈能达到 10TeV。1996 年阵列加密后阈能降

到了 3TeV。2009 年该实验发现了宇宙线的各向异性分布并得到了宇宙线和银河系共转的

证据。该结果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并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成果。2013 年起，新增

建 4500 平方米地下 MUON 探测器阵列，使之成为目前 10 TeV 以上能区最灵敏的γ天文

望远镜，可实现 50TeV 以上能区γ射线的无背景观测；新建成 124 台空气簇射轴“芯”探

测器阵列，已成为目前宇宙线领域研究“膝”区宇宙线成分灵敏度最高的实验；表面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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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III）从原来的 37000 平方米扩展至 50000 平方米。新升级的 ASγ实验从 2014 年初

开始正常运行取数，围绕“探索银河宇宙线的起源（加速，传播）”问题，展开 10~100TeV

能区的γ射线和“膝”区原初宇宙线单成分能谱及其精细结构研究。 

中意合作 ARGO 实验：ARGO 实验大厅总面积 10000 m2，采用 RPC（高阻性板）探测

器全覆盖地毯式观测方式，从而把地面观测的阈能下降至 0.3TeV，并大大提高探测灵敏度，

取样比约由 1%提高到 93%。2006 年 6 月完成全部探测器安装并投入物理运行，2013 年 2

月停止运行。目前已经采集了海量的宇宙线和高能伽马射线的事例（1 千亿事例/年），宇宙

线大尺度各向异性、行星际磁场研究、耀变星体爆发与长期观测研究等等成果已经在国际

杂志上发表，相关物理工作正在分析和准备发表中。 

（九）大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大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

2030）》优先安排的 16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其核心科学目标是探索高能宇宙线起源

以及相关的宇宙演化、高能天体演化和新物理前沿的研究。通过开展全天区γ源扫描并精

确测量γ能谱，积累各种γ源的统计样本，通过对辐射机制的探索发现高能粒子的加速源，

测量单成份宇宙线能谱，确定“膝”的位置，实现空间的宇宙线直接测量和地面的空气簇

射测量之间的无缝连接，完成宇宙线能谱的连续、一致测量，开拓暗物质等新物理研究前

沿课题。 

建成后的观测站总占地面积约 2000 亩，站区包括探测器阵列及综合科技中心等附属建

筑，总投资经费约 13 亿元，建设期为 4 年。探测器阵列由 4 个部分组成，即 1 平方公里地

面簇射粒子阵列（KM2A），9 万平米水契伦科夫探测器阵列（WCDA），24 台大气荧光暨

契伦科夫望远镜阵列（WFCTA），5000 平方米簇射芯探测器阵列（SCDA）。各探测器阵列

中的单元探测器通过闪烁体或水等将空气簇射中产生的次级带电粒子在介质中的能量沉积

转化成光子，经光电倍增管放大后通过后级电子学读出并记录。所有探测器均为被动接收

装置，不产生辐射。 

本项目将形成有多国参与的国际高海拔宇宙线研究中心，成为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独具特色的综合开放式科学研究平台，与现有国际三大宇宙线研究中心形成极好的互补，

同时也为开展天文学、宇宙学、粒子物理、空间环境等多种形式的前沿科学交叉研究提供

天然的实验平台，为国家相关科技发展需求做出重要的贡献。 

（十）江门中微子实验 

粒子物理是最重要的科学前沿之一。中微子研究是国际粒子物理研究的热点，也是唯

一有实验证据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可以取得重大突破的方向，是粒子物理、天体物理

和宇宙学研究的交叉。中微子的质量顺序，是国际中微子研究的核心问题。江门中微子实

验将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精确测量中微子混合参数，同时也将研究大气中微子、太阳中

微子、超新星中微子、地球中微子等，具有丰富的物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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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建于广东江门开平市金鸡镇、赤水镇一带的打石山，于 2015 年 1

月启动建设，计划于 2019 年底建成。建设内容包括：位于地下 700 米的地下洞室、大型的

水池、一个装满 2 万吨液体闪烁体和光电倍增管的中微子探测器以及少量配套的设施。 

江门中微子实验将带动建立一支国际领先的科研团队，使我国的粒子物理研究走在世

界前列，并带动国内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为实现科技强国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十一）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 

科学界和各国政府均有一个高度认同——同步辐射光源对各个学科领域，尤其是对国

家安全、工业核心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已建成处于低能区

域、高能区域的同步辐射光源装置 3 个，分别是合肥光源、上海光源和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这些光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与国家安全、工业核心创新能力

相关研究等需求的不断加大，如武器物理中关键的参数测量、特种材料的结构分析、工程

材料的全寿命过程研究等，建设能够提供高能量、高亮度 X 射线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成

为一种必然需求。 

针对上述目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初步设计了一台电子能量为 6GeV、发射度

小于 0.1nm-rad（保留未来可以升级到 0.01nm-rad 的衍射极限光源的空间）、周长 1296 米，

拥有 100 条以上高性能光束线站建设容量，并为未来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预留出一个

ERL 型光源的建设空间、世界最高光谱亮度的高性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 

该光源极高的设计指标使得在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的建设上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

挑战和难点，因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申请在“十二五”期间开展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验证装置的建设工作，通过关键设备的研制和技术验证解决上述薄弱环节，确保这样一

台世界最高亮度的 HEPS 建设的顺利开展及后续线站的高效运行。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的建设将不仅为未来高能光源的建设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也将极大地推进我国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技术的发展，为现

有和未来的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和运行提供先进技术支撑。可以预见，建成后的高能同步

辐射光源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上亮度最高的光源之列。 

（十二）环形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宣布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发现希格斯粒子后，

我国科学家提出：在中国建造能量为 240GeV，周长为 50～100 公里的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 CEPC，对希格斯进行精确测量，深入研究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质量起源等基

本问题，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引领国际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的最前沿。CEPC 运行 10

年后可在同一隧道内建造 50～100TeV 的质子-质子对撞机 SppC，用以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

新粒子和新物理现象，理解宇宙中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探索标准模型背后更基础的物

理规律。这将使我们成为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CEPC 项目启动会 2013 年 9 月召开后，方

案设计、所需关键技术研讨以及选址的相关工作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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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 个国家 120 多个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的CEPC 初步概念设计报告（Pre-CDR）

于 2014 年底完成。研究组先后召开了 6 次国际研讨会。报告确认了重要的物理研究目标，

确定了加速器、物理实验的设计无不可逾越的技术和工程难关，对造价给出了初步估算，

并为“十三五”期间 CEPC 关键技术、工程预研和验证装置做好准备。报告分为三卷：第

一卷概括物理和探测器设计，第二卷为加速器设计，第三卷为土建与通用。第一、二卷已

在 CEPC 网站公开发表，第三卷为内部中文资料。 

（十三）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latform of Advanced Photon Source Technology R&D ，

简称 PAPS）是由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怀柔

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大型科技服务平台项目；是北京市践行国务院“北京加强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核心区”

不可缺少的一环。平台选址于北京市怀柔区科技城，将重点围绕未来大型先进加速器装置

及 X 射线前沿技术，特别是未来高能光源关键技术和大型支撑技术平台开展研究和建设，

在国际上达到领先水平，并为我国高能光源顺利建成和跨越发展奠定基础。 

本平台主要面向先进光源关键技术的研发，形成从高质量 X 射线的产生、传输、探测

到应用的核心技术创新整体，包括加速器超导高频技术、低温技术、磁铁技术、束测技术，

以及超高分辨光学检测、超高精度 X 射线光学元件加工、高性能 X 射线检测技术以及 X 射

线应用技术等，通过 3～5 年建成通用性、模块化、智能型的公共支撑平台。基于先进光源

技术发展和应用原理，平台分为加速器技术创新研究分平台和X射线技术创新研究分平台。

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如期建成、为北京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顺利建设保驾护

航。促进高能光源核心技术进一步发展、建成一流的验证和设备测试及集成化平台。为加

速器和 X 射线应用研发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提供充分的科研基础；使 PAPS 项目真正

成为高新技术的研发地和成果转化的输出地。 

（十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为进一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与基础科学研究需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将在北

京市怀柔区建设一台高性能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作为中国科学院、

北京市共建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核心设施，HEPS 将成为世界上发射度最

低、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其设计亮度(>1022phs/s/mm2/mrad2/0.1%BW)高于目前世界上

建成运行、建设中及规划中的其他同步辐射光源设施。HEPS 能提供能量高达 300keV 的高

性能 X 射线，具备建设 90 条以上高性能光束线站的容量。HEPS 能对微观结构从静态构成

到动态演化，提供多维度、实时、原位的表征，解析物质结构生成及其演化的全周期全过

程，从而推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能源环境、生物医学层面的科学研究，揭示微观物质

结构生成演化的机制，剖析微观物质构成，为物质调控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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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S 的建设，将填补我国高能区同步辐射装置的空白，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开展、工

业核心能力提升、基础前沿科学发展提供先进的试验平台和基础条件支撑，是推动我国同

步辐射装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举措。项目计划 2018 年底开工，建设周期 6.5 年，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将作为法人单位，将发挥大科学工程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与优势，

正全力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工作，保证项目顺利按期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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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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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战略（2017 年） 
 

在所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结合高能所“十三五”规划各项工作进展，4 月 12 日至

13 日，高能所召开了发展战略研讨会。面向各种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次战略研讨会更

多着眼于未来，深入探讨高能所发展途径，以正确的战略为指导，维持高能所良好的

发展态势。会议听取高能所现有重要课题和工程项目的进展和规划，对项目进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指导措施与方案，以此来推动高能所持续稳步向前迈进。 

研讨会报告人针对 BESIII 实验、BEPCII 加速器、BEPCII 同步辐射、BEPCII 未来

发展建议、中微子研究、散裂中子源、质子加速器技术、空间项目数据分析和物理研

究、eXTP & HERD、LHAASO、HEPS 同步辐射、HEPS 加速器、多学科研究、射线技

术应用、CEPC、理论物理研究、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以及未来粒子物理计算的进

展与规划作了专题报告。战略研讨会还就高能所未来发展途径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引

进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本次战略研讨会对高能所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高能所将保持和发扬传统

的务实精神，按照经过会议讨论的规划方案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正在承担和即将承担

的大科学工程任务顺利完成，抓住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以求不断发展。全所各项目团队

应结合本次战略研讨会的成果积极思考和推动下一步的工作部署，梳理好人员队伍情

况，通过最优的人员组合，发挥出最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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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2017 年度，高能所除继续承担 BEPCII、DYB 中微子实验、羊八井 ASγ 实验项目

的运行取数，以及 CSNS、JUNO、ADS、HXMT、LHAASO 等大科学工程或重大装置

研制项目以外，新增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 项，自然科学基金 70 项，修购平台项

目 4 项。 

 

 

序号 
项目批准号/项目

编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科技部

重点研

发计划

项目 

1 2017YFE0106100 袁野 长基线中微子实验中美合作项目 牵头项目 

2 2017YFB0203200 陈刚 
面向高能物理领域科学发现的高性

能应用软件系统研制 
牵头项目 

3 2017YFA0403000 吴忠华 
复杂流体中新型材料的合成反应过

程实时跟踪研究 
牵头项目 

4 2017YFA0504900 董宇辉 
依托同步辐射光源的蛋白质晶体学

前沿关键技术综合研究 
牵头项目 

自然科

学基金

项目/

课题 

1 11703028 关菊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对银道面 X 射

线辐射的成像探测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 11704381 刘树虎 
有机半导体薄膜材料LUMO能级准

确判定方法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 11705209 李一鸣 
在 Belle 上寻找双粲夸克奇特强子

态 Tcc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4 11705210 于晓霞 

太阳活动第 24 周地面宇宙线增强

（GLE）事件太阳高能粒子加速源

的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 11705211 郭喜红 
新型石墨烯导电膜的制备及其作用

机制的同步辐射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 11705212 张鹏 
硫化锌薄膜的硫化法制备及其微观

结构的正电子湮没谱学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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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705213 卢二阳 
钨表面缺陷与氦原子扩散机理的正

电子湮没谱学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8 11705214 孟才 加速器 RAMI 分析软件开发及应用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9 11705215 孙纪磊 
强流质子加速器残余气体电离型束

流剖面探测器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0 11705216 胡志良 
基于核反应法的单粒子翻转理论模

拟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1 11705217 严雄波 
大面积微通道板光电倍增管读出系

统集成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2 11705218 杜园园 
基于空间应用的 CdMnTe 新型核辐

射探测器的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3 11705219 张国庆 小尺寸主动地磁屏蔽系统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4 11705220 唐志成 
用阿尔法磁谱仪量能器测量 TeV 宇

宙线质子能量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5 11705221 张红梅 
面向高能物理实验及信息化管理的

云数据库服务技术研究及应用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6 11705222 高博 
利用宇宙线蔟射事例对水切伦科夫

探测器阵列进行时间标定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7 11705223 孙智慧 
面向高能物理数据共享网络的网络

全局监测与优化关键技术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8 11705224 李婷 
基于连续晶体的康普顿成像探测器

技术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9 11705225 安鹏飞 
应用于探测固体催化剂结构演化的

原位 XAFS 实验环境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0 11705226 胡凌飞 
利用双晶形貌成像法的弯晶单色器

晶面面型的精密测量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1 11705227 李贞杰 
用于高亮度同步辐射光强探测的叠

层金刚石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2 11725523 黄梅 
强耦合夸克物质性质和量子色动力

学相结构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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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1735014 房双世 
北京谱仪 III上奇异介子和奇异夸克

偶素的实验研究 
重点项目 

24 11745002 张静 
2017 同步辐射 X-射线吸收谱学实

验与数据分析讲习班 

应急管理

项目 

25 11761141001 胡红波 瞬变宇宙的多波段和多信使研究 
国 际 ( 地

区)合作与

交流项目 

26 11773029 胡晨 
活动星系核 Fe II及其它非氢发射线

的反响映射研究 
面上项目 

27 11775229 宫明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的计算方法与软

件实现 
面上项目 

28 11775230 马海龙 
BESIII 上 D0(+)介子遍举 η 衰变的

实验研究 
面上项目 

29 11775231 邢志忠 
Majorana 中微子的味结构与轻子数

破坏效应 
面上项目 

30 11775232 周顺 
超新星内部 keV 惰性中微子的系统

研究 
面上项目 

31 11775233 张毅 PeV 能区宇宙线各向异性的研究 面上项目 

32 11775234 丰伟悦 

无机及有机气态污染物在黑碳颗粒

物界面的反应过程及其毒性效应研

究 

面上项目 

33 11775235 曹兴忠 
奥氏体 316 不锈钢中氢与缺陷相互

作用机理的正电子湮没谱学研究 
面上项目 

34 11775236 靳硕学 

超临界水冷堆候选结构材料微观缺

陷及腐蚀特性的正电子湮没谱学研

究 

面上项目 

35 11775237 冯向前 
基于多种分析方法的历代青瓷釉中

Fe 元素显色的分子机制研究 
面上项目 

36 11775238 张源 
未来正负电子环形对撞机的若干束

流物理效应研究 
面上项目 

37 11775239 王娜 
阻抗测量和低发射度环中关键束流

不稳定性研究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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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1775240 龙锋利 
基于电流比较仪电桥的直流电流传

感器精密校准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39 11775241 周建新 小孔径多极磁铁磁场测量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40 11775242 代洪亮 
激光直接测量增益稳定性因子的实

验方法研究 
面上项目 

41 11775243 周健荣 
二维高分辨密闭 GEM 中子探测器

研究 
面上项目 

42 11775244 魏微 
下一代光子计数型像素探测器中若

干关键问题的研究 
面上项目 

43 11775245 季晓斌 
北京谱仪 III在线数据质量监测系统

升级与研究 
面上项目 

44 11775246 张晓梅 支持多实验的分布式计算平台研究 面上项目 

45 11775247 占亮 
江门中微子实验质量等级灵敏度的

联合分析 
面上项目 

46 11775248 王翀 

基于契仑科夫望远镜阵列综合孔径

干涉成像方法的高分辨率伽马源观

测研究 

面上项目 

47 11775249 孙功星 
面向高能物理分波分析方法的内存

计算关键技术研究 
面上项目 

48 11775250 石京燕 
容器虚拟化应用于高能物理计算的

研究 
面上项目 

49 11775251 安正华 新型位置灵敏带电粒子量能器研究 面上项目 

50 11775252 孙希磊 
面向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量

子点液体闪烁体研究 
面上项目 

51 21701178 胡孔球 
新型锕系-多酸配位聚合物的设计、

合成及性质研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2 21704105 杨华 
开发适用于软物质凝聚态结构表征

的掠入射小角中子散射样品环境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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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1727817 高学云 
基于同步辐射硬 X 射线相干衍射的

细胞高分辨结构成像显微镜研制 

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 

54 21777161 袁立永 
金属有机骨架（MOF）材料在铀、

钍吸附分离中的构效关系研究 
面上项目 

 

55 21777162 赵甲亭 
水稻中甲基汞去甲基化的过程和机

制 
面上项目 

56 21790373 王琳 锕系元素高温熔盐化学研究 重大项目 

57 31700651 佘准 

绿脓杆菌六型分泌系统磷脂毒素蛋

白 PldA、PldB 的结构及致病机理研

究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8 31700866 晏亮 

装载核酸适配体与硫化铋纳米粒子

的石墨烯智能纳米载体的构建及其

在光动力疗法选择性治疗肝癌中的

应用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59 31700874 袁卿 
多肽复合纳米金簇对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生物活性研究及优化设计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0 51772292 谷战军 
硒化物纳米粒子放疗增敏与放疗防

护机制研究及其生物安全性评价 
面上项目 

61 51772293 尹文艳 

硫化钼纳米片的制备、功能化修饰

及其时空可控的多效抗肿瘤诊疗研

究 

面上项目 

62 81771923 单保慈 
多中心脑结构磁共振成像数据校正

方法的研究 
面上项目 

63 U1731117 胡渭 
具有高深宽比的超轻 X 射线准直器

的研制 

联合基金

项目 

64 U1732103 刘北江 深度学习技术在 BESIII 的应用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65 U1732106 闫灵通 
基于同步辐射 X 射线粉末衍射定量

分析方法研究早期瓷器的发展演变 

联合基金

项目 

66 U1732108 姜晓明 
光源点形状及大小对同步辐射 X 射

线类同轴成像相位衬度的影响 

联合基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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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U1732113 张衡 
结核分枝杆菌毒素蛋白 MazF-mt 识

别底物 RNA 的结构生物学机制 

联合基金

项目 

68 U1732265 曹兴忠 
同步辐射技术研究核能结构材料中

的氢/氦泡 

联合基金

项目 

69 U1738133 乔锐 
基于电荷分配方法的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硅阵列探测器的电荷重建 

联合基金

项目 

70 U1738209 毕效军 暗物质粒子间接探测的本底研究 
联合基金

项目 

修购 

专项 

1 201701 周敏 
7 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

修改造 

财政部修

购专项-修

缮 

2 201702 梁键 道路改造及新建围墙 

财政部修

购专项-基

础设置改

造 

3 201703 赵屹东 X 射线计量平台（区域中心） 

财政部修

购专项-仪

器 

4 201704 岳军会 
宽带大动态范围信号探测器及电子

学测试平台 

财政部修

购专项-仪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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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2017 年度签定的国际合作协议 

序

号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1 
南非金山大学与高能所签

署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WITS and 

IHEP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南非金山大学 

2 
基础科学合作的国际合作

研发协议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for Basic 

Science Cooperation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Fermi Research Alliance, 

LLC under its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Contract (FNAL)美国能

源部费米实验室 

3 

基础科学合作的国际合作

研发协议补充协议 A 美国

费米实验室的长基线中微

子项目校正磁铁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for Basic 

Science Cooperation 

ANNEX A: LBNF 

Corrector Magnets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LBNF 美国费米实验室

的长基线中微子项目 

4 

高能所与泰国朱拉隆功大

学、苏若那里理工大学、

国家天文学研究所的合作

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cademic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IHEP and 

SUT, CU and 

NARIT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Suranar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T),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CU),National 

Astronom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ailand 

(NARIT) 泰国朱拉隆功

大学、苏若那里理工大

学、国家天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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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5 

高能所与 JUNO 合作组全体

成员签署的关于 JUNO 实验

的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HEP and 

All member 

Institutions of the 

JUNO Collaboration 

on the JUNO 

Experiment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Suranar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苏若那里理

工大学 

6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与高

能所的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IHEP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University of Malaya 马

来亚大学 

7 
韩国浦项加速器实验室与

高能所的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PAL and 

IHEP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Pohang Accelerator 

Laboratory (PAL), 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韩国浦项加

速器实验室 

8 

高能所与美国爱荷华州立

科学与技术大学物理天文

学院签署关于环形正负电

子对撞机的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 between 

IHEP and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l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USA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l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USA（Physics 

at ISU）美国爱荷华州立

科学与技术大学物理天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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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9 
欧洲核子中心高亮度大型

强子对撞机的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High Luminosity 

LHC Project at 

CERN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ERN (欧洲核子中心) 

10 

IHEP 与意大利核物理研究

所关于设计和实现空间高

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科学

仪器的合作意向书 

Letter of Intent for 

the Collaboration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RD Scientific 

Instrument between 

IHEP and the Italian 

Institute for Nuclear 

Physics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Italian Institute for 

Nuclear Physics（INFN） 

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 

11 

高能所与日本京都大学原

子反应堆学院签署合作备

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HEP and 

the Research 

Reactor Insititute, 

Kyoto University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Research Reactor 

Insititute, Kyoto 

University 日本京都大学

原子反应堆学院 

12 
欧洲同步辐射光源与高能

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 and the 

IHEP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 

欧洲同步辐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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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13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

所与高能所签署合作备忘

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and IHEP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物理

所，台湾中央研究院 

14 

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与高能所签署在跨国合作

实验室框架内的高亮度对

撞机 MNPP-01 项目合作备

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R&D for high 

luminosity colliders 

(MNPP-01 Proje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ulti-national 

Partnership 

Laboratory between 

the IHEP and The 

High Energy 

Accelerator 

Research 

Organization(KEK)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The High Energy 

Accelerator Research 

Organization(KEK) 日本

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15 

2017 年高能所与日本高能

加速器研究机构年度合作

会议纪要 

Minutes of the 

IHEP-KEK Annual 

Cooperative 

Meeting (2017)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KEK 日本高能加速器研

究机构 

16 
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

会与高能所签订经费协议 

Funding Agreement 

betwee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ilities Council 

and IHEP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STFC 英国科学与技术

设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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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17 

高能所与俄罗斯国家核子

研究大学莫斯科工程物理

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HEP and 

National Research 

Nuclear University 

MEPhI （Moscow 

Engineering Physics 

Institute）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National Research 

Nuclear University 

MEPhI 俄罗斯国家核子

研究大学莫斯科工程物

理学院 

18 
2016-2017 中美高能物理学

合作协议 

The US-PRC 

Cooperative 

Program in High 

Energy Physics for 

December 

2016-November 

2017 

CAS 

(IHEP,SI

NAP,IMP

) 

DOE(FNAL,LBNL,ANL,

SLAC,J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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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组织的国际会议 

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

规模 

外宾

人数 

外宾 

国家

地区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地点 

1 
IAS Program on High 

Energy Physics 

高能物理国际

会议 

130

人 
60 人 15 2017/01/23 2017/01/26 香港 

2 
The 9th JUNO 

Collaboration Meeting  

江门中微子实

验第九次国际

合作组会 

270

人 
98 人 11 2017/02/13 2017/02/17 珠海 

3 

BESIII Spring Physics 

and Software 

Workshop 

BESIII 春季物

理研讨会 

160

人 
60 人 6 2017/03/15 2017/03/18 广州 

4 

 eXTP Mission 

Design Coordination 

Meeting 

增强型的 X 射

线时变与偏振

探测卫星有效

载荷设计与国

际协调会议 

60 人 20 人 10 3/21/2017 3/23/2017 北京 

5 

Sixth IHEP-INFN 

Annual Cooperative 

Meeting 

第六届高能所

与意大利国家

核物理研究院

双边合作会议 

40 人 20 人 1 5/4/2017 5/5/2017 广东 

6 

The Fifth Annual 

Large Hadron 

Collider Physics 

(LHCP2017) 

大型强子对撞

机物理国际会

议 

470

人 

300

人 
30 2017/05/15 2017/05/20 上海 

7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in 

Particle Physics 

2017 年国际粒

子物理实验仪

器及前沿技术

大会 

350

人 

290

人 
35 2017/05/22 2017/05/2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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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

规模 

外宾

人数 

外宾 

国家

地区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地点 

8 X-PMT workshop 

混合型光电倍

增管国际研讨

会 

30 人 15 人 8 2017/05/27 2017/05/27 南京 

9 

MCP-PMT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MCP-PMT 国

际评估 
21 人 5 人 3 2017/05/28 2017/05/28 南京 

10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in Summer of 

2017 

BESIII 夏季国

际合作组会议 

160

人 
60 人 6 2017/06/14 2017/06/18 北京 

11 
eXTP Coordination 

Meeting 

增强型的 X 射

线时变与偏振

探测卫星国际

协调会议 

40 人 12 人 8 6/16/2017 6/16/2017 甘肃 

12 

The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n 

TeV Experimental 

Physics (iSTEP) 

国际 TEV 物理

暑期学校 
80 人 3 人 1 2017/06/28 2017/07/04 上海 

13 

CCEPP Summer 

School 2017 on 

Neutrino Physics 

粒子物理前沿

卓越创新中心

2017 年中微子

物理暑期学校 

84 人 1 人 1 2017/07/01 2017/07/09 深圳 

14 
The 10th JUNO 

Collaboration Meeting  

江门中微子实

验第十次国际

合作组会 

200

人 
90 人 14 2017/07/17 2017/07/21 北京 

15 

Continental margin in 

South China: 

Multidisciplinary 

frontiers in neutrino 

geoscience  

华南大陆边缘：

地球中微子交

叉前沿科学研

讨会 

72 人 12 人 6 2017/07/21 2017/07/23 北京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43 - 

 

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

规模 

外宾

人数 

外宾 

国家

地区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地点 

16 

XXV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epton Photon 

Interactions at High 

Energies  (Lepton 

Photon 2017) 

第 28 届轻光子

国际会议 
235 

100

人 
20 2017/08/07 2017/08/07 广东 

17 

The Seven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Few-Body Problems 

in Physics (APFB 

2017) 

第 7 届亚太少

体物理学会议 

150

人 
50 人 15 8/25/2017 8/29/2017 广西 

18 

Particles and Nucl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 

第二十一届核

物理国际会议 

200

人 

100

人 
35 2017/09/01 2017/09/05 北京 

19 

BESIII Fall Physics 

and Software 

Workshop 

BESIII 秋季物

理软件研讨会 

160

人 
60 人 6 2017/09/11 2017/09/14 北京 

20 

Workshop of 

Precision High Energy 

Physics (PHEP) 2017: 

QCD for future 

colliders 

2017 年第三届

高精度物理专

题研讨会—未

来对撞机上的

量子色动力学 

30 人 3 人 3 10/10/2017 10/12/2017 北京 

21 

 The ICFA 

Mini-Workshop on 

Dynamic Apertures of 

Circular Accelerators 

国际未来加速

器委员会环形

加速器动力学

孔径研讨会 

47 人 27 人 8 11/1/2017 11/3/2017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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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

规模 

外宾

人数 

外宾 

国家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地点 

22 

2017 joint annual 

meeting of the key 

frontier key project in 

CAS,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team in 

CAS and innovative 

team in IHEP 

院国际创新团

队，所创新团

队，院前沿核心

项目年会 

40 人 5 人 1 2017/11/03 2017/11/03 北京 

23 
CEPC Accelerator 

CDR mini-review 

CEPC-SPPC 加

速器概念设计

报告预评审会 

45 人 15 人 12 11/4/2017 11/5/2017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24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igh 

Energy Circular 

Electron-Positron  

高能环形正负

电子对撞机国

际研讨会 

230

人 
100 20 2017/11/06 2017/11/08 北京 

25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igh 

Energy 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 国际研

讨会 

245

人 
98 人 62 11/6/2017 11/8/2017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26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CEPC-SppC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第三届“高能环

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国际顾问

委员会年会 

40 人 20 人 10 11/8/2017 11/9/2017 北京 

27 

Electroweak and 

Flavor Physics at 

CEPC 

CEPC 上的电

弱物理和味物

理国际研讨会 

50 人 10 人 5 11/9/2017 11/10/2017 北京 

28 
The 29th Daya Bay 

Collaboration meeting 

大亚湾实验第

29 次国际合作

组会 

70 人 23 人 3 2017/11/09 2017/11/11 香港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45 - 

 

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

规模 

外宾

人数 

外宾 

国家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地点 

29 

Joint Accelerator 

Conferences Website

（JACoW）Team 

Meeting 2017 

联合加速器会

议网站 2017 年

会 

41 人 34 人 15 11/26/2017 12/1/2017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30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in Winter of 

2017 

BESIII 冬季国

际合作组会议 

140

人 
60 人 6 2017/12/02 2017/12/06 北京 

31 

Thirty-Eighth Meeting 

of the PRC-US Joint 

Committee for 

Cooperation in High 

Energy Physics  

第 38 届中美高

能物理会谈 
30 12 1 2017/12/09 2017/12/10 北京 

32 

1st workshop on 

applications of high 

energy Circular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CEPC） 

synchrotron radiation 

source  

CEPC 同步辐

射光源应用研

讨会 

50 人 5 人 1 2017/12/06 2017/12/08 北京 

33 

Workshop on Ambient 

Ground Motion and 

Vibration Suppression 

for Low Emittance 

Storage Ring

（GM2017）  

2017 年低发射

度储存环场地

振动及减振会

议 

58 人 14 人 5 12/11/2017 12/13/2017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34 

Linac 2018 Science 

Programme 

Committee First 

Meeting 

第二十九届国

际直线加速器

大会程序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 

15 人 10 人 6 12/15/2017 12/16/2017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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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

规模 

外宾

人数 

外宾 

国家

数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办地点 

35 

9th CSNS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Review 

Meeting 

中国散裂中子

源国际顾问委

员会第九次评

审会 

100

人 
16 人 6 12/18/2017 12/20/2017 东莞 

36 

The 8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ir 

Shower Detection at 

High Altitudes 

第 8 届高海拔

宇宙线探测国

际会议 

60 21 7 12/10/2017 12/13/2017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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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派出与请进年度概况 

 

2017 年度，高能所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成果丰硕。 

全年共派出 1184 人次参加各类高能物理学术会议或参与国际合作，足迹遍布瑞士、

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等 20 余个国家或地区；全年共请

进高层次科研技术专家 618 人次，他们中既有高能物理领域的顶级专家，也有一线的

中青年科学家，他们或为高能所科研技术人员带来了国际高能物理领域的最新科研成

果信息，或参加高能所的 CEPC、BESIII、大亚湾和江门的中微子实验等国际科技合作

项目，或亲身参与具体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既为高能所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基础平台，也为高能所实现建成国际领先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和大型综合性科学研

究基地发挥了良好的牵引作用。 

 

队伍构成及研究生培养概况 

 

截至 2017 年底，高能所共有在编职工 1402人，专业技术人员 1231 人，占比 87.80%，

其中正高级 192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15.60%，副高级 566 人，占比 45.98%，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73.32%，35 岁及以下工作人员占比 44.72%。 

我所目前有院士 9 人，“万人计划”4 人，“千人计划”10 人，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领军人才”4 人，人社部“百千万领军人才”8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17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48 人，中科院“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4 人，中科

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54 人，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具有一定创新能

力的人才队伍。 

高能所现有研究生导师 495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42 人，硕士生导师 353 人，

博士生副导师聘任 104 人（导师数为截止到 2017 年底上岗数量统计，副导师为正式在

岗数量）。 

博士后培养方面，截至 2017 年底，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97 人，其中外籍 23 人，

2017 年度办理进站 45 人，出站 31 人，均已就业。研究生培养方面，2017 年在学硕士

239 人，在学博士 360 人，合计 599 人。2017 年硕士、博士毕业研究生人数 103 人，

就业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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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 

 

2017 年，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工作，高能所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出台规范化管理制度

33 项，涉及党建、行政办公、科研、资产、财务、研究生管理、安全等多个方面。 

 

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1 

《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

展“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交流研讨活

动实施方案 

高发党字〔2017〕76 号 

2 《高能所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 高发办字〔2017〕46 号 

3 《高能所会计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高发办字〔2017〕63 号 

4 《高能所基建项目档案管理办法》 高发办字〔2017〕98 号 

5 《高能所科学传播工作管理办法》 高发办字〔2017〕173 号 

6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教学科研学术类因公

临时出国（境）经费管理办法（暂行）》 
高发外字〔2017〕112 号 

7 
《中国科学院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暂

行）》 
高发外字〔2017〕113 号 

8 《高能所人员聘用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58 号 

9 《高能所返聘人员管理规定》 高发人字〔2017〕82 号 

10 《高能所职工考核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35 号 

11 《高能所引进人才招聘与管理细则》 高发人字〔2017〕155 号 

12 《高能所岗位管理实施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6 号 

13 《高能所部门年度考核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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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14 《高能所职工考勤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8 号 

15 《高能所人事档案工作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9 号 

16 《高能所财务收支报销管理条例（2017 版）》 高发财字〔2017〕189 号 

17 《高能所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内部公示办法（试行）》 高发科字〔2017〕73 号 

18 《高能所间接费用管理与核算办法》 高发科字〔2017〕74 号 

19 《高能所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高发科字〔2017〕91 号 

20 《高能所科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条例》 高发科字〔2017〕180 号 

21 《高能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高发科字〔2017〕204 号 

22 《高能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高发技字〔2017〕81 号 

23 《高能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 高发教字〔2017〕37 号 

24 《高能所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细则》 高发教字〔2017〕77 号 

25 《高能所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高发教字〔2017〕182 号 

26 《高能所物理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高发教字〔2017〕183 号 

27 《高能所化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高发教字〔2017〕184 号 

28 
《高能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

案》 
高发教字〔2017〕185 号 

29 《高能所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高发教字〔2017〕186 号 

30 《高能所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细则》 高发安字〔2017〕39 号 

31 《高能所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高发安字〔2017〕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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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32 《高能所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规定》 高发安字〔2017〕145 号 

33 《高能所放射职业卫生安全管理规定》 高发安字〔2017〕179 号 

 

高能所期刊出版物及馆藏书刊 2017 年度统计数据 

 

一、2017 年度期刊出版情况 

1.《中国物理 C》               公开发行，  出版 12 期。 

2.《现代物理知识》（双月刊）   公开发行，  出版 6 期。 

3.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半年刊），海外发行，出版 2 期。 

 

二、2017 年度馆藏资源统计 

 

馆藏资源类型 数量（种/冊） 

中文书（纸质） ~38515/50425 

外文书（纸质） ~21171/28319 

中文期刊（纸版） ~767/10737 

外文期刊（纸版） ~1060/43806 

资料（含学位论文） ~2000 

报纸 ~21 

外文书（电子） ~32000（2017） 

外文数据库（APS、AIP、Springer、Elsevier 等） ~20 

中文数据库（万方、台湾、CNKI、VIP、） ~4 

系统平台（Primo,超星发现、ORCID）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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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务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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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组织参加北京分院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培训会暨首场专题报告会 

 

3 月 20 日，中科院北京分院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培

训动员视频会议暨首场专题报告会，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副书记罗小安等 12 位党

政领导到主会场参加会议，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党支部（总支）书记 76 人在所本部和东

莞分部分会场参加了视频会议。 

北京分院分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马扬主持会议。院党组

成员、北京分院院长、分党组书记何岩作动员讲话。他要求：一要准确理解把握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二要结合创新实际深入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进一步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格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马扬对各单位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成立专题学习

活动领导小组，认真抓好学习，确保各阶段学习活动有序开展，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二

是严格督导考核，将这次培训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党建考核，切实将学习培训做好、做细，

产生实效；三是抓好落实，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学习促

进工作。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焰军做客首场专题报告会，他用

历史的视角和典型事例，阐明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并对“党内政治生活”原

则、目标和任务等 14 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启

发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高能所召开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3 月 22 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组织召开了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中层以上领导和党支部（总支）书记共 78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为科研组、管理组和

东莞分部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讨论。 

与会人员围绕院党组成员、北京分院院长、分党组书记何岩在京区学习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展开交流，并就《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如何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与推动研究所的科研、

管理等工作相结合三个主题阐述了个人感受。与会人员认为，新形势下加强党内政治生

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党员领导干部务必要坚定信念，以身作则，勇于担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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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会精神作为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工作准则，自觉对照，率先践行，作出表率。 

高能所党委副书记罗小安指出，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党员同志要以讨论会为契机，进一步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确

保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党委书记潘卫民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准确理解把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要

深入学习“准则”和“条例”，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党建

要创新，要把学习、把党建和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支撑科研、服务大局，做好政治

核心， 起到监督保障作用，还要善于树立科研工作中涌现出的模范党员，多表彰、多

宣传，进一步发挥基层党员的模范作用。要创新活动形式，以党建创新促进科技创新。  

本次研讨会形成的意见和建议将以书面形式提交高能所党委，以供讨论。  

 

高能所组织参加中科院“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部署   

会和“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交流研讨活 

动启动会视频会 

 

4 月 17 日，中科院组织召开视频会议，部署“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启

动“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交流研讨活动。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

伟平主持会议。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副书记罗小安到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党支部

（总支）书记共 52 人分别在高能所本部和东莞分会场参加视频会议。 

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讲话。白春礼强调：一要认真总结“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经验的和成效。学是基础，做是关键，坚持问题导向，典型分析，围绕中心工作，以学

促做，坚持“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二要从政治高度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

度化。这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要求，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遵循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是运用系统思维加强党的建设

的重要抓手，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保障。三要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

度化。要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言行；要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督查工作的开展，党员干部要讲政治，带头强化党性修养；

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使重心下移，自觉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并强化问题导向，

把握关键，将党建工作与科研创新工作相结合。 

著名物理学家、超导专家赵忠贤院士和中国自适应光学技术研究的奠基人姜文汉

院士围绕 “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作了专题报告。赵忠贤院士回顾了自己的科

研经历，他致力于研究高温超导 40 年，希望科研工作者坚持原始创新，解放思想，脚

踏实地。姜文汉院士回忆了自己的三次改行经历，希望科研工作者勤奋工作，抓住机遇，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努力开辟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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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平同志发表了总结讲话，并就“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要加强党内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二要充分发

挥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发挥支部的主体作用，基层党支部要将推选代表作报告作为

常规任务，并将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交流活动；三要将党建工作和科研创新工作紧密结

合，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高能所召开 2017 年度党委、纪委研讨会 

 

4 月 17 日，中科院高能所召开了 2017 年度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所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各党总支（支部）委员共 112 人参加了会议，东莞分部设立了视频分会场。

党委副书记罗小安主持会议。 

党委书记潘卫民作题为《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党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所党委 2016 年的工作，提出了改进方向，部署了 2017 年

所党委重点工作。潘卫民强调：2017 年，高能所党建工作形势和任务依然严峻和艰巨，

从上到下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目的就是从严治党、以党建促进研究所发展， 发挥每

一个支部的作用、发挥每一个党员的作用。所党委要继续加强科研院所党建创新，摸索

工作规律，明确重点任务，开拓工作思路，以党建促进科研，同上新台阶。 

纪委书记魏龙作纪监审工作报告。2016 年所纪委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

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深化内部审计，加强中层干部的廉政教育和支

部纪委委员的培训，为科研工作健康、有为开展起到了监督保障作用。2017 年，所纪

委将总结经验和不足，深入推进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机制，维护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与会代表分五个小组学习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问责条例》），并结合大会报告进行了讨论。在随后举行的全体会

议上，各小组召集人分别汇报了小组讨论情况。 

潘卫民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此次研讨会效率很高，同志们都在学习《问责条例》

和议题讨论中提高了认识，加深了理解。他强调，各党支部（总支）要高度重视党的理

论学习，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和形式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

和政治核心意识；要把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结合起来，以党建促科研，坚决杜绝“两张

皮”的现象；同时，要将党建工作与各部门的年终考核结合起来，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负

责人要带头抓好党建；严肃政治纪律，具有担当精神。2017 年，要根据要求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利用“文化广场”和“七一”纪念活动加强宣传和

贯彻；另外，党的十九大也将召开，所党委将对各党支部（总支）的学习进行部署和指

导。总支要以信念引领科研，以党建促进创新，要通过党建工作的努力和成绩，为所“十

三五”规划和“四个率先”行动计划顺利实施保驾护航，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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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党委召开会议部署中共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推选工作 

 

5 月 18 日，刚刚接到中院里的通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就召开了党支部书记会议，

部署中共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推选工作。党支

部（总支）书记和部分党小组组长共 78 人参加会议，东莞分部设分会场。党委书记潘

卫民传达文件并布置推选工作。 

会上，潘卫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委员会筹备组关于做好中国

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国

科学院直属机关委员会筹备组关于推荐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的通知》文件精神，对代表名额、条件及构

成要求进行了重点强调。他要求各党支部（总支）认真组织所属全体党员，在保证高参

选率的同时，严格按照相关代表的构成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认

真做好中共中科院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推选工作。 

潘卫民要求，各党支部（总支）要把选举中科院直属机关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列入重

要工作日程，切实按照两个文件要求，了解掌握政策规定和程序环节，动员布置，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确保圆满完成推选任务。 

 

高能所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5 月 26 日，中科院高能所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高能所出席中共中科院

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党委书记潘卫民，党委副书记罗小安和全所党员代表

共 237 人参加了会议。东莞分部设立了视频分会场。 

潘卫民主持大会。大会全体人员奏唱《国歌》，随后举手表决通过了《关于高能所

党员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总监票人王欢宣读了《高能所出席中共中科院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办法（草案）》，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与会代表采用无记名和差额方式进行投票。 

经监票人、计票人统计选票后，罗小安公布了选举结果。王铮等 11 名代表当选，

选举产生的代表将于 6 月 15 日出席中科院直属机关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本次大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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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科技部纪检组党支部、科技部基础司党支部、中科院 

高能所党委开展主题联学共建活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科技部党组、直属机关党委关于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沟通和相互学习，增进对国家科技创新重

大成就和进展的了解，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筑牢理想信念，驻

科技部纪检组党支部与科技部基础司党支部于 6 月 8 日上午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与该所党委一起开展主题联学共建活动。驻部纪检组组长、科技部党组成员王宾宜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此次活动。 

在参观学习阶段，党员同志们在高能所有关同志的引导和讲解下，先后参观了北京

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同步辐射等大科学装置，参观了光电倍增实验室及该所自主研发

的医用 CT 等高端成果。大家对高能所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振奋，为广

大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和付出的艰辛努力表示由衷敬佩。 

在座谈研讨阶段，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为全体党员详细介绍了该所的历史沿革、

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未来发展设想，并衷心感谢科技部和有关部门对高能所发展的支

持。 

王宾宜在发言时表示，高能所取得这么好的科研成绩，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

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多年持续投入。科学的源头在于发现和创造，建设大科学装置并围绕

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艰苦和枯燥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断奉献和

付出，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心有大爱、至诚报国”，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向黄大

年同志学习，学习他热爱祖国、献身科技的高尚情怀。正是有了无数个黄大年式的科学

家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 

王宾宜要求纪检组党员同志，要学科学，爱科学，服务科学。“万丈高楼平地起”，

基础科学的发展决定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管理

的同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科技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去年召开的全国科

技创新大会制定的宏伟蓝图令人振奋。但是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

新情况新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多出接地气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增强广大科研人员获

得感。 

最后，王宾宜强调指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要保护广大科研人员的原创精神，鼓

励他们奇思妙想，但也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广大科研人员的纪律意识，坚守科学研究

的诚信底线，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确保不出问题。 

驻部纪检组党支部书记、副组长贺振福谈了两点认识体会：一是推动科技创新是共

同使命。驻部纪检组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推动中央科技创新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为

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纪律保障和政治保障。二是加强党的建设是共同责任。科技改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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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驻部纪检组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进，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加强党员思想政治

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科技部基础司党支部书记、司长叶玉江表示，中科

院高能所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典型窗口，它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我国科技改革发

展的一个缩影，全所上下扎实工作，发扬“板凳甘做十年冷”的精神和干劲，推动高能

所的科学装置和研究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以其为代表的我国基础研究成就切

实增加了中国人的自信、突出了中国对于全人类的贡献。作为科技管理部门的党员干

部，要学习科研工作者那种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刻苦勤奋甘于奉献的精神，不断加

强科技管理知识学习，改进完善科技管理水平，让科技管理与科技创新同步发展，为科

学研究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 

开展主题联学共建活动是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实践，是

了解科技政策效果和科研一线问题的重要举措，可以推动政策制定更加接地气。党员同

志们在联学共建活动中不仅在互动互促、齐学共进的良好氛围增进了解，更为重要的是

加深了对科学事业的认识和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自信。三个党组织的同志一

致表示，希望此类联学共建活动经常组织开展。 

 

高能所“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 

演讲比赛召开 

 

6 月 23 日，中科院高能所“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演讲比赛在报告厅

举行。本次比赛由高能所党委主办，高能所团委和加速器中心团支部联合承办。来自 12

个党支部的年轻科研、工程和管理骨干共 13 位选手参加了比赛，现场观众百余人。本

次比赛由各党支部书记代表担任评委。 

主持人在介绍了出席本次比赛嘉宾和评委后，宣读比赛规则，演讲大赛正式开始。

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比赛中，选手们有的歌颂高能人不畏艰难实现 BII 亮度提高 100 倍

的壮举，有的讴歌高能人研制 HXMT 卫星的日日夜夜；有人回顾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并

最终成功实现关键仪器设备制造国产化的历程；也有人描述了以实验室为家，抢时间，

争速度，力争散裂中子源早日出束，向党的十九大献礼的感人事迹。正负电子对撞、中

国散裂中子源、中微子、ADS、HXMT 卫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无不催

人奋进，令高能人感概万千。 

选手演讲结束后，高能所纪委副书记、党政办副主任陈宏刚作了点评。 

最终，计算中心的选手徐琪以《双肩上的信息化之路》荣获本次比赛一等奖，加速

器中心的闫芳、大装置管理中心的李恒分别以《科研的情怀》和《信念的力量》获比赛

二等奖，东莞分部的孙晓阳、通用运行的董湘军、文献信息部的吴霞分别以《大大的工

程，小小的家》、《存敬业之心，做高能之人》和《科学情，文献梦》获比赛三等奖。此



2017年度行政版年报 

- 59 - 

 

外，孙晓阳还获得大赛最佳人气奖。 

本次演讲比赛在赛前设立了最佳人气投票环节，并引入大众评分机制，现场共有百

余人次利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方式通过大众评分系统参与节目评分。 

“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演讲比赛是高能所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充分展示了奋斗在科研工作一线的职工、学生们阳光、积

极、向上的活力。本次比赛促进了高能所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的紧密结合，有效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激发了高能人坚定理想信念、献身

祖国科学事业的情怀。 

 

高能所组织参加中科院京区纪念建党 96 周年大会 

暨中国科学院求是论坛视频会  

 

6 月 26 日，中科院京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大会暨中国科学院求是论坛在

京召开。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党政办副主任陈宏刚和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到主会场

参加。高能所中层干部和党支部（总支）书记在北京本部和东莞分部两个分会场视频参

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北京分院纪检组组长、京区党委副书记倪宏主持。会上举行了庄严的新党员

入党宣誓仪式。北京分院分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马扬同志发

表讲话，他向京区 4 万多名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向新入党的同志表示

祝贺。马扬在会上要求：京区各级党组织既要围绕科技创新目标“办大事”，也要面向

党员实际需求“办小事”，牢固树立“全面从严、规范运行、创新发展、务求实效”的

党建工作理念，增强党建工作新活力、提高党建工作新成效。 

随后，大会召开了北京分院对京区处级以上干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第二

次专题培训求实论坛。论坛邀请了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张志明教授作了题为《学习六中

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专题报告。张志明教授的报告旁征博引、言简意赅，

他从治国理政战略布局把握六中全会意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关于党内监督条

例、关于领导核心问题等四个方面全面阐释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 

 

高能所召开民主党派代表座谈会 

 

6 月 27 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召开民主党派代表座谈会，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代表

对高能所党委工作及研究所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主

持，党委书记潘卫民、民盟、九三学社、农工等党派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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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代表们介绍了各自党派的发展情况，并对涉及到职工的民生问题进行了

充分的探讨，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所党委对民主党派工作的关怀与支持，另一方面也提出

了对高能所当前及未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如建议采用灵活考核标准，使用分类职称评

定制度，完善住宅楼设施建设、加强园区管理，做好医疗制度改革工作，充分利用北京

光源项目平台发展高能所等等。 

在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后，潘卫民作总结讲话。他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各民

主党派能继续和党委保持相互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为促进高能所发展出谋划策；同时，

他表示，高能所党委将尽最大可能对民主党派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风雨与共、携手前

行。 

 

高能所党委召开科技骨干座谈会 

 

6 月 27 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召开科技骨干座谈会。党委书记潘卫民、党委副书

记罗小安与各研究室、技术支撑部门 22 名中青年科技骨干代表欢聚一堂，集思广益，

共同探讨高能所的发展方向。会议由潘卫民主持。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针对高能所的目标定位、竞争力的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与管

理、科研评价体系、战略研讨会的主题凝练、国际评估结果的跟踪整改、职工待遇、子

女上学、职称评审、年轻干部培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潘卫民、罗小安不时与科技骨干互动交流，人力资源处、科研计划处等职能

部门针对一些问题现场作了回应。 

在总结讲话中，潘卫民代表所党委感谢参会的科技骨干积极、热心地为高能所建言

献策。他表示：高能所近年来巨大科研成果的取得，是全体职工、科技骨干共同努力的

结果；所党委将认真梳理各位科研骨干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回应广大科研人员的合理诉

求；高能所未来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科技骨干在各大科学装置项目中要继续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为高能所科研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高能所举行纪念建党 96 周年党员大会暨第十七届 

职工文化广场活动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科院高

能所举办了纪念建党 96 周年党员大会暨第十七届职工文化广场活动。高能所 700 多名

党员、职工、学生和离退休老干部出席了活动。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党委副书记罗小安主持大会，党委书记潘卫民发表讲话。潘卫民代表所党委向全所

各党支部（总支）和 1521 名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所有支持做好党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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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广大职工群众，表示问候和衷心的感谢。潘卫民在讲话中

回顾了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高能所近年来的重大科技成就，并勉励各支部和全体党员

继续立足本职岗位，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优秀党支部代表宋黎明、离退休党员代表高启荣分别发言，他们表达了对党的热爱

和继续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决心。党政办王欢同志带领 13 名新党员在党旗下进行了

庄严的入党宣誓。 

随后，高能所第十七届职工文化广场在气势恢宏、昂扬向上的大合唱中拉开序幕。

高能所职工和学生们通过歌舞、合唱、三句半、表演剧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表达了向建党

96 周年的献礼的喜悦之情，并展现了高能所创新文化建设的喜人成果。最后，演出在

《中国梦》的歌声中圆满落幕。 

 

高能所组织参加北京分院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第三次专题培训会 

 

7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求是论坛暨北京分院处级以上干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第三次专题培训会在京召开。高能所魏龙、陈宏刚、宋黎明等同志到主会场参加会议。

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党支部（总支）书记共 57 人在北京本部和东莞分部参加了视频会议。

会议由北京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长马扬主持。 

中央党校张希贤教授作了题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谱写党的第四次自我革命新篇

章》的报告。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建议，并深入阐释了党的第四次自我革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

意义。史料丰富、分析深刻。 

马扬在总结发言中号召全体工作人员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切实推进各单位党建工作，在工作中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党建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高能所组织参加院传达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视频会 

 

8 月 15 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组织参加了中科院传达 2017 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

神视频会议。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全国政协委员高杰、张新民到主会

场参加了会议。全所党支部（总支）书记，中层以上干部和行政课题组长共 140 人在所

本部和东莞分部分会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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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传达了 2017 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并就贯彻落

实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科院党组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的建

设；团结带领全院广大干部职工，以“率先行动”计划为统领，齐心协力、真抓实干，

积极谋划、推动全院改革创新发展，着力抓好“三重大”成果产出，着力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着力加强创新队伍建设，着力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着力夯实发展基础。 

白春礼强调：全院要深入分析、准确把握世情、国情、院情，进一步增强改革创新

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刻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要

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抓住抓好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更高

的发展起点上谋划和推进中科院未来改革创新发展，力争早日全面实现“四个率先”。

全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发展机遇，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力度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着力打造“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贡献。 

刘伟平作总结讲话，他要求院机关各部门、院属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夏季党组扩大

会议精神，领会落实新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并就抓好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提出五项要

求：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7 月 26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

讲话；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好“十三五”

规划；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加大制度创新，完善制度建设。 

 

高能所党委组织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总结、感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10 月 12 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组织所内各部门约 30 名党员、发展对象、

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砥砺奋进的五年”是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宣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联

合主办的大型成就展。本次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共规划设计

了序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

“一国两制”实践、中囯特色大国外交、党的建设 10 个主题内容展区，以及特色体验

展区、网上展馆，共有各类展品 3200 多件。 

展览运用图片、文字、视频、实物、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表现形式，呈现了五年

间我国取得的成就。其中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单元，高科技从高能所主导的大

亚湾中微子实验“到‘天眼’探空，再到‘蛟龙’探海，从量子卫星天地一体化实验到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中国的科技全方位突破，力显了五年来我国全面创新改

革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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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的这么多项目都被选中、展示，太自豪了。” “我在咱们所的展区拍的照

片已经沸腾了我的朋友圈”，同志们感慨道。“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高

能所！” 展厅电子留言屏上发自肺腑的感言，道出了参展同志们面向未来的坚定信心。 

参观的同志们坚信：依靠大批领先全球的新技术、新创造发展的磅礴力量，我国的

科技事业、高能所的未来发展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科研工作者也会在今天这样与时俱

进、攻坚克难的时代，办大事、成大业，共筑中国梦、高能梦。 

 

高能所组织参观石景山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按照中科院高能所 2017 年纪委工作计划的安排，10 月下旬，高能所组织中层干

部、党支部（总支）支部纪检委员、课题组长共 40 余人分批次前往石景山区反腐倡廉

警示教育基地，参观了“生命线的警示”主题教育展。  

基地共分为五个展厅，序厅、倡廉厅、践行厅、警示厅和展望厅。展览运用高科技

电子屏幕，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形式展示建设廉政基地的背景意义，建党 95

年来反腐倡廉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通过警示案例、先进榜样两方面正反

典型，让每一位走进警示教育基地的党员干部领悟“生命线”的重要意义。  

通过参观学习，党员们对我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也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紧迫性，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深

刻的教育和洗礼。大家纷纷在展厅的留言板上写下了参观感言，表示今后要坚定理想信

念，廉洁从业，扎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高能所党委组织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党的十九大 

开幕式直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0 月 18 日上午 9 点在北京隆重召开。高能

所党委组织全所党委、纪委委员，党支部（总支）书记，中层干部以及部分党员共计 600

多人在北京和东莞两地集体观看了开幕式直播。 

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党的

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事实求是地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工作，

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基本方略，提出了今后一个时

期党带领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为十九大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对策、回答了人民的期待。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习总书记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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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让人深受鼓舞，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探索，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要在我们的新时代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朝着新目标，开展新征程。所党委同步建立了体

会交流微信群，大家边看直播边交流体会，提高了学习效果，增强了对报告的理解和认

知。   

党的十九大是全民关注的盛事，我所无法参加集体观看的党员也自行通过手机、电

脑甚至机场大屏幕直播等多种方式观看开幕式。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是我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和主要工

作任务。各党支部（总支）要认真组织，教育引导党员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并在科研实

际中贯彻执行，为推动我所“率先行动”计划的实施贡献力量。 

 

高能所召开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11 月 7 日下午，高能所召开专题中心组学习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所领导、党

委委员参加会议。京区协作一片组织员李志毅，北京分院监察审计处处长、纪委办公室

主任周亚东出席会议。  

会上，党委书记潘卫民首先带领与会同志学习《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院党组对各单位党委、党政领

导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要求。 

随后，潘卫民带领与会同志学习十九大报告，重点学习了院党组《通知》要求深刻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的内容，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的新特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安排和总体

布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重点任务以及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

对“强化基础研究”的目标要求。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十九大报告为我国的未来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振奋人心。就如

何在研究所内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会人员从“聚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加大

建设“北京国家科创中心”的参与力度、增强群众工作的本领等几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

交流讨论。 

李志毅指出要结合研究所的发展和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要结合新阶段、新时代、新要求来衡量研究所的发展，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貌创

造新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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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组织党委委员学习十九大党章 

 

11 月 10 日，高能所组织党委委员召开会议系统学习十九大党章。党委书记潘卫民

主持会议。 

会上，党政办副主任王欢围绕十九大对党章的十个方面的重要修改向与会同志系

统介绍了新党章的总纲以及各章节的内容。与会同志围绕新党章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国梦”、“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党领导一切”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并就如

何深入学习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提出了想法和建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全党长期遵循的指导思想，具有进程碑的

意义，认为新党章适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符合全党共同意志，符合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愿，表示一定要更加自觉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坚决贯彻党章、维护党章，

真正把思想统一到党章上来，把党章规定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高能所党委组织参加院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专题培训 

暨院党支部书记轮训第二次集中培训视频会 

 

11 月 14 日上午，院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全院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专题培训暨院党

支部书记轮训第二次集中培训，培训由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同志作科技战略形

势专题报告。所党委、纪委委员、党支部（总支）书记、中层正职领导干部共计 70 多

人在北京和东莞两地通过视频参加了培训。  

白春礼院长从新时代、新形势和新使命三个方面展开本次专题报告，提出了我院肩

负的新使命和承担这些新使命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会上，白春礼对全院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要首

抓政治建设，切实提高“观大势”“干实事”的能力和水平，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此次科技战略形势专题报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全所领导干部要将之与学习十九

大报告相结合，充分认识我院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自觉增强时代感和使命感，紧抓

机遇，直面挑战，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动我所“一三五”规划顺利实施，打造“率

先行动”计划升级版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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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纪委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11 月 22 日，所纪委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会，纪委书记魏龙主持会议

并作专题报告。 

在专题学习中，魏龙带领全体委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重

点内容。大家学习讨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对党章修

改的部分。会上还传达学习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赵乐际同志在中央纪委监察部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

会上的讲话”。 

委员们对于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论、战略规划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会议强调，

要扎实做好当前工作，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谋划明年工作；要驰而不息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要在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上，做到节奏不变、力度不减；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在

新时代下，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砥砺前行！ 

 

高能所召开 2017 年工作计划汇报会 

 

1 月 4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了 2017 年工作计划汇报会，高能所 20

个研究中心/室、职能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汇报了 2017 年本部门的工作计划，所长王贻芳、

党委书记潘卫民分别主持会议。  

会上，各部门围绕研究所中心工作，对本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工作、存在的

问题、解决方案和开展廉政建设计划进行了汇报，并对 2017 年本部门在重点培育领域、

重点科研项目、大科学装置运行、大科学工程建设、技术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管

理机制等方面做出了重点规划。 

王贻芳、潘卫民等认真听取各部门汇报，参照 2016 年汇报内容，对各研究中心、

处室等管理部门存在的问题、学科方向等进行了认真分析，重点对 HEPS-TF、X 射线

探测器、LHAASO、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网络安全、政府采购、人才规划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提出了明确的工作要求和建设性意见。  

本次会议将推动各部门紧紧围绕高能所发展方向，明确各自工作目标，相互协调配

合，凝心聚力，对完成 2017 年度工作任务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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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召开信息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1 月 27 日上午，高能所信息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高能所主楼召开。高能所信息

化工作小组成员及来自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中科院电子

所、中科院动物所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陈刚副所长主持会议。 

陈刚首先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背景与目的，希望

各位专家对高能所的信息化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计算中心副主任齐法制汇报了

高能所过去三年管理信息化工作情况及未来三年规划建设方案。与会人员对进一步加

强高能所信息化应用建设进行了交流研讨，对高能所过去三年管理信息化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效果表示充分肯定，并建议在未来三年的规划建设中需要考虑科研管理数据融

合、数据安全、系统运维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工作量，推动和引导业务部门

在需求阶段工作的规范性等。 

陈刚在会议总结时表示，信息化建设是研究所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能所高

度重视和支持，信息化建设不仅要具有易用性，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要做好数据融合与

积累，最终提供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能力，为高能所管理业务从数字化向智能化提升夯

实基础。计算中心要进一步总结过去信息化工作的经验，结合院信息化发展规划总体布

局，与院内外单位开展交流合作，进一步做好信息化需求的凝练，推动未来三年的信息

化建设工作。 

 

中科院高能所 2017 年度工作会议 

暨八届四次职代会召开 

 

2 月 27 日至 28 日，中科院高能所 2017 年度工作会议暨八届四次职代会召开。高

能所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副所

长秦庆、陈刚、陈延伟，工会主席陈宏刚,工会副主席单保慈、苏萍，陈和生、方守贤院

士及会议代表、所内职工等约 300 人出席大会。东莞分部设立分会场。 

在 27 日举行的开幕大会上，王贻芳、潘卫民、陈刚、魏龙、罗小安、陈宏刚、单

保慈等分别就高能所 2016 年度主要工作以及 2017 年度工作重点作了梳理。王贻芳谈

到：2016 年高能所按照“一个定位”、“五项重大突破”以及“六个重点培育方向”工

作部署，在粒子物理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等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

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2017 年，高能所将在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伽玛暴偏振探测仪、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阿里建设、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预研等重点项目做

进一步推进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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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卫民则就 2016 年度高能所党建创新工作做了回顾。他说，2016 年高能所在切实

抓好“两学一做”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基层党建、反腐倡廉等重点工作，2017 年高

能所党委将继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继续以党建促科研，深入落实“两个责任”，结合

研究所实际，带领党员边学边做，发挥好政治核心和监督保障作用。此外，陈刚、魏龙、

罗小安、陈宏刚、单保慈等分别围绕科研经费、成果转化、园区建设、工会工作以及 2016

年提案回复情况作了报告。 

开幕大会后，工作会以及职代会代表分别进行了分组讨论。并于 28 日上午向大会

作了汇报。此外，为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

定》，明确职能处、研究室（中心）等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应承担的责任，本次大会还在

闭幕式上举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订仪式。党委书记、所长与各单位支部书记和处

长、研究室（中心）主任等负责人签订了责任书。签约仪式后，潘卫民表彰了 2016 年

度在科研、管理、创新文化、研究生管理等领域获奖的集体和个人。 

在大会总结中，王贻芳就代表们提出的国家实验室筹建、考核制度以及医疗费用报

销等问题作了解释与回复。他表示，高能所未来发展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肩负着重大

的责任和使命，应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在保证科技供给和创新的同时，要加强科研经费

管理与人员考核等管理工作，落实好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任务。他希望全所干部、职工

积极参政议政，多提意见建议，共同做好研究所的各项工作。他还指出，人才队伍建设

应着眼于国际标准，伴随着科研、工程的进展，希望青年科研工作者也能够在竞争态势

中获得成长和提升，成为某个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骨干。 

 

高能所信息化领导小组 2017 年度第一次会议召开 

 

2 月 24 日，中科院高能所信息化领导小组 2017 年度第一次会议召开，高能所信息

化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陈刚参加并主持了会议，各处室相关负责人及所管理信息化团

队共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计算中心副主任齐法制向信息化领导小组汇报了高能所科研管理信息化的相关工

作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根据所信息化总体安排，计算中心正在联合所内业务及管

理部门，基于“顶层设计、逐步推进”以及“数据融合、业务集群”的工作原则，推进

所级科研管理的数字化工作。项目组在前期完成“人力资源基础平台”的基础上，同各

管理部门合作，按计划开展各个应用系统的开发和建设，除了已经上线运行的人力资源

基础管理平台、人员入职管理系统、人力资源职称晋升与评审管理系统、外事出访管理

系统、电子通讯录系统、视频会议系统、所移动 APP、基建财务报销系统以及物资采购

系统之外，还有多个正在开发或待开发的业务系统。   

信息化领导小组对信息化团队的扎实工作和进展情况表示肯定，同时提出了包括

课题项目管理、工程管理、部门学术活动相关资料管理、数字化档案等在内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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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要求信息化团队在不断开发出新系统的同时，加大对已上线系统的推广力

度，开展精准培训，使各信息系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和更广泛应用。信息化领

导小组同时强调，所内各部门都有信息化需求，所管理信息化工作需要基于全所工作总

体统筹安排，每个信息系统的覆盖面、工作量不同，考虑到信息化团队人员和资源有限，

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规划系统建设步骤，按计划节点逐个完成。  

高能所科研管理信息化工作现已有了良好的开端，未来希望所内各部门能继续提

出信息化需求，管理信息化团队将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系统开发顺序，尽快

完成系统开发测试，尽早实现系统上线使用；此外，信息化领导小组还将做好后期系统

维护管理和技术支持工作，加大系统推广培训力度，使信息系统更好地支撑科研管理工

作。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座谈会在高能所召开 

 

3 月 2 日上午，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座谈会在中科院高能所召开。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资委、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

会领导和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入选者刘忠范、薛其坤、王贻

芳、周忠和、马永生，以及依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周祖翼同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同志为国家“万人

计划”科学家工作室授牌，为杰出人才颁发入选证书。“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分别发言，

介绍了近年的科研进展、团队建设及未来规划。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代表用人

单位发言，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完善配套支持措施，全力支持首席科学家开展

工作。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把握机遇，加快培养和造就大师级人才。中央实施“千人

计划”、“万人计划”，培养了一大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对

实施两个计划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要建设好国家“万人计划”科学家工作室，着力培养和造就大师级人才和战略性

人才。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精准引进海外人才。 

会议要求，要集中资源，创新机制，支持建好科学家工作室。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统筹国家现有人才政策资源，通过“一事一议、按需支持”的

方式，在经费、团队、科研管理、薪酬等方面，对入选专家从事的战略性、原创性项目

予以特殊支持，营造潜心科研的良好环境。要把科学家工作室作为人才改革的“试验

田”，不断推进政策、机制、制度创新，为体制机制改革积累成功经验。 

会议要求，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形成科学家工作室建设合力。要加大

对科学家工作室的经费支持，科技计划项目、基金等优先考虑支持科学家工作室，在职

称评定、研究生指标、人员聘用、经费保障、平台条件、薪酬待遇等方面向科学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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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倾斜。用人单位要发挥主体责任，优先支持科学家工作室运行。杰出人才要在做科研、

带队伍、树道德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当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排头兵，既做科技创

新的开拓者，又做提携后学的引路人，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建

功立业。 

会前，周祖翼及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参观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模型、储存环隧道、北京谱仪控制室及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实验线站等

科研设施。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介绍了高能所在粒子物理、先进加速器技术、先

进射线技术领域的发展成就和未来发展规划。张涛陪同参观。 

国家“万人计划”是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具有重大创新前景和发展潜力的

中青年人才实施的重大人才计划，是统筹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造就宏大的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队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的重大举措。对入选“万人计划”的

人才，国家将制定政策、集中资源，给予特殊支持。其中，对于杰出人才，计划提出设

立科学家工作室，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采取“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方式给予经费

保障，支持其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我所王贻芳所长于 2013 年首批入选“万人计

划”杰出人才，首批共有 6 位入选者。 

 

香港教育局青少年海外交流中心代表访问 

中国散裂中子源 

 

1 月 13 日，香港教育局王芯贤带领香港教育局青少年海外交流中心工作人员一行

4 人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王芯贤主要负责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项目、督学工作，高能所

副所长陈延伟、高能所党政办副主任郭立军、东莞分部党政办副主任刘忱等接待了来

宾。 

陈延伟首先向来宾们表示欢迎，他介绍了散裂中子源项目的有关情况、最新进展以

及散裂中子源 2016 年与香港的互访交流活动。陈延伟还表示，散裂中子源非常欢迎香

港同胞的来访，并且将会尽全力提供必要的支持。王芯贤简单介绍了 2017 年香港教育

局拟组织香港学生访问内地高新科技项目的交流计划，并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得到散裂

中子源的大力支持。随后，王芯贤等人参观了园区沙盘、装置区模型以及园区的靶站大

厅。 

 

刘会洲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及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 

 

2 月 9 日至 10 日，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刘会洲一行到中国散裂中子源、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站调研。广州分院院长秦伟，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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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陈和生院士，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罗小安、陈延伟，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总

工程师杨为进，重大设施处处长曾钢等陪同参加了此次调研。 

2 月 9 日，刘会洲一行与陈和生等人一同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和靶站谱仪大

厅。参观结束后，陈和生详细汇报了 CSNS 项目的基本情况、科学意义和应用、工程进

展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与会人员针对 CSNS 一期工程应用和发展、中子谱仪二期

工程申报和建设、用户培养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座谈。刘会洲表示，CSNS 工程经

过建设人员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进展，院领导十分关注 CSNS 等大科

学装置的进展情况。对于 CSNS 工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刘会洲表示院条财局会协

调解决。 

2 月 10 日，刘会洲一行参观了正在运行取数的实验大厅以及正在进行液闪纯化和

置换实验的 5 号厅，现场了解了实验运行情况。参观结束后，运行负责人李小男研究员

汇报了实验运行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其他实验，还介绍了大亚湾实验的工程建设的历

史进程、经费及国际合作模式。罗小安汇报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先导专项的进展以及后续

需求。刘会洲表示，大亚湾实验运行稳定，获得领先的物理结果。他希望工程人员做好

后续的运行方案，顺利过渡到江门中微子实验；刘会洲还说到，将来大亚湾实验站设施

的处理，也要和相关地方及中广核部门沟通，提出可行的方案。 

 

中科院条财局曹凝一行到高能所调研高能光源项目进展 

 

2 月 14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条财局）副局长曹凝、条财局重

大设施处处长曾钢以及彭良强研究员到中科院高能所听取“十三五”规划项目进展汇

报。高能所副所长秦庆、罗小安、陈刚，以及高能光源验证装置工程经理部人员出席会

议。 

罗小安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辞，他对条财局长期以来对高能所各大科学装置的大力

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曹凝在讲话中指出：高能所是科学院在大装置建设与运行的一面

旗帜，也协助院层面推动了相关的管理工作。本次调研旨在了解“十三五”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项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筹备工作的进展、问题与需求，从院层面

推动落实相关工作。 

秦庆详细汇报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项目进展、经费情况与进度安排，以及

HEPS 项目设计方案、筹备进展、进度预期。 

此外，会议还明确了 HEPS 项目建议书提交时间、光束线选择方案与项目估算等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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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BundhitEua-arporn 一行 

访问高能所 

 

2 月 20 日，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BundhitEua-arporn 教授、理学院院长

PolkitSangvanich、物理系主任 BoonchoatPaosawatyanyong 等一行 5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

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曹俊及相关人员参与了会谈。  

王贻芳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曹俊介绍

了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进展及其国际合作情况。BundhitEua-arporn 对高能所取得的

成就表示赞赏，他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会全力支持 JUNO 项目，希望通过加入 JUNO 项

目可以提高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教研人员及学生的科研能力；并希望借助这个重要机会

和合作平台，双方能够在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领域加强合作与交流。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电倍增管实验室、液闪

及有机玻璃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盘、中控室和北京谱仪中控室。 

 

美国能源部核能办公室 Stephen Kung 一行访问高能所 

 

2 月 22 日，美国能源部核能办公室教授 Stephen Kung、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核循环

技术部主任 Terry Todd、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乏燃料后处理尾气技术高级研究员 Robert T. 

Jubin 等一行 3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董宇

辉、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美大处高级业务主管张清泉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谈。 

王贻芳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就高能所核能技术研发现状与代表团进行了

交流；Stephen Kung 希望能够通过本次交流探讨更多领域的合作。高能所董宇辉与石伟

群分别围绕科研现状以及近年来其在乏燃料后处理基础研究，尤其是锕系元素分离与

萃取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了报告，并希望双方在核燃料循环领域加强合作；Terry Todd 与

Robert T.Jubin 则介绍了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近年来在核燃料循环领

域的研究进展。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盘、中控室、多学科核能放射化学实验

室。 

 

东莞市委书记吕业升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3 月 1 日，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吕业升一行到中科院高能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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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分部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情况，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

生等参加调研活动。 

吕业升一行观看了中国散裂中子源沙盘，初步了解了项目的基本情况、科学原理和

最新进展，并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和靶站谱仪大厅，随后双方人员举行座谈。座谈

会上，陈和生详细报告了项目的概况、科学意义和应用，并感谢地方政府对项目建设的

大力支持。陈和生强调，高能所一直在积极推动与地方政府在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方

面的合作，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东莞分部与东莞理工学院合作建立的中子散射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也为该校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吕业升高度肯定散裂

中子源工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将全力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尽快落实散裂中子

源希望市政府支持的事项，并希望项目投入运行之后，通过谱仪建设和应用，积极推动

东莞市的产业化发展。 

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白涛，市委常委、松山湖党工委书记殷焕明，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黄少文，副市长黄庆辉，以及东莞市发改局、经信局、科技局、国土局、城

建局和东莞理工学院等相关单位领导陪同调研。 

 

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琳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3 月 2 日，广东省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琳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中科

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副主任奚基伟参加了调研活动。 

郑琳一行观看了散裂中子源沙盘，了解了项目概况、原理、应用和长期规划，并在

奚基伟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环隧道和靶站谱仪大厅。参观过程中，郑琳详细询问了设

备研制情况和装置原理，对项目的建设意义和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  

东莞市大朗镇委书记谢锦波，镇委副书记、镇长邓卫洪等陪同调研。 

 

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王贵勇一行访问高能所 

 

3 月 2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奎屯市委副书记王贵勇一行 6 人访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

能所所长助理卢方军，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核技术应用中心、计算中心和多学科中

心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王贵勇介绍了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和考察高能所的

合作愿望：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重点推动建设

的开发区，也是自治区现有四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开发区所在区域，是新疆

产业高度聚集、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是新疆铁路、公路和石油天然气输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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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交通要道，也是天山北坡经济带上产业聚集、结构合理、优势互补、辐射中亚、发

展外向型经济的中心区域；开发区希望通过与院校、院所的合作，让高科技成果在新疆

发芽、开花、结果，让企业产生效益，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而政府则在其中起支持和扶

植作用。 

卢方军对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高能所

一直十分重视成果转化工作，希望此后能够和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更多

的联系，寻求共同发展的机会。随后，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处长马创新介绍了高能所

的概况和成果转化项目情况。 

交流会后，高能所马创新、奎热西、程耀东等陪同来宾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计算中心和核技术应用中心。 

 

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4月1日下午，广东省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一行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调研，CSNS 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常务副经理马力、副经理陈元柏等参加调研活动。  

梁维东一行首先观看了 CSNS 沙盘，听取了陈和生关于工程概况和原理、谱仪建

设和应用、装置的运行方式等内容的汇报。陈和生强调了大科学装置研究平台对于广东

省未来建设科创中心、带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 CSNS 能加强和广东高

校、企业和研究机构关于谱仪共建的合作，最大程度发挥 CSNS 的作用。双方还就大科

学装置集群效应以及未来东莞中子科学城的发展和规划展开深入探讨。梁维东表示，东

莞市将加大力度为 CSNS 建设提供支持。  

此外，梁维东此行还参观了直线隧道和靶站谱仪大厅，详细了解工程设备研制和安

装调试进展。梁维东对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建设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实现高达

96%的国产设备率的成绩表示赞许。  

东莞市委常委、松山湖管委会主任殷焕明，副市长黄庆辉，东莞市发改局、国土局

和大朗镇等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马来亚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 

 

4 月 12 日，马来亚大学理学院院长 Zanariah Abdullah 一行 5 人来访中国散裂中子

源（CSNS），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加速器技术部副主任王生，

中子科学部副主任贾学军、梁天骄，科研计划办副主任程贺等接待了代表团，高能所党

政办副主任郭立军陪同参观。 

陈延伟向 Zanariah Abdullah 等人的来访表示欢迎。王生带领访问团参观了园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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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介绍了 CSNS 概况以及与东南亚国家在中子科学、加速器领域的合作情况。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王生介绍了 CSNS 加速器、靶站的相关情况。马来西亚大

学代表团对 CSNS 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提出了关于派遣科学家前往 CSNS 进行短

期访问、未来申请到 CSNS 做实验等相关事宜。 

马来亚大学代表团此行还参观了直线和环隧道及靶站谱仪大厅，并期待双方进行

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爱荷华州立大学代表团与高能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4 月 17 日，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 ISU）的 Jim Cochran, Chunhui 

Chen 以及 Soeren Prell 等一行三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对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高能所的科研现状。双方针对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上的物理和探测器设计及升级等相关领域进行了讨论，并期望通过交流加强两个机构

之间的合作与知识共享。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推动科技交流，促进

人才培养及人员互访，并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提供合作的整体框架。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 BES 实验室，同时参加了 CEPC 探测器进展讨论会。 

爱荷华州立大学是北美顶尖大学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 62 所成员校之

一，学校下设 8 个学院，提供超过 200 种不同的专业项目，在生物和物理研究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 

本次参与会谈的还有高能所实验物理中心主任娄辛丑、加速器中心高杰研究员及

相关人员。 

 

景德镇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景德镇市检科院一行 

访问高能所 

 

4 月 18 日，江西省景德镇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童鑫、副局长张和贵，景德镇市

检科院副院长袁文瓒等一行 5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陈和生院士，副所长魏龙，

技经处处长马创新，教育处副处长保增宽，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史戎坚、魏存峰

以及多学科中心冯向前出席了座谈会。 

高能所与景德镇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签署了《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景德镇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作协议》，三年来，双方已经在“CT 技术应用

于珍贵陶瓷艺术品的内部指纹信息提取”和“陶瓷原产地保护”等方面开展了探索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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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并获得了江西省科技厅的项目支持。会上，双方一起探讨了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和人才交换培训培养有关事宜；双方结合业务状况讨论了应用合作发展的方向，汇报了

各自在研江西省科技厅两项科技项目合作情况，并探讨项目进一步的合作研究方案；此

外，与会人员还交流了热释光仪、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大型设备的先进应用

技术和经验。 

未来，高能所与景德镇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将进一步加强在白瓷原产地分析领域的

合作交流，扩大并促进射线成像技术在陶瓷鉴定方面的应用，以让高能所的先进成像技

术更好的为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服务。 

 

上海分院分党组副书记田申荣一行调研东莞分部 

 

4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分党组副书记田申荣以及上海地区各科研院所相

关人员共 20 人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的建设管理经

验。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科技合作办公室主任马创新等参与调研。 

陈延伟首先在 CSNS 沙盘前介绍了 CSNS 的概况、原理和工程进展，以及项目选

址的由来和国际地位。双方人员赴现场参观靶站谱仪大厅之后，举行简短座谈。田申荣

提到，上海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未来上海可能成为更多大科学装置的承

载地，如何进行团队建设以及提供相关配套支持，CSNS 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陈延

伟回顾了 CSNS 异地建设过程中，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在工程管理、人才

政策以及争取地方政府支持等多方面的经验。 

此外，上海分院代表团还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与分部人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科技部副部长黄卫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5 月 3 日，科技部副部长黄卫一行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进行调研。 

黄卫一行首先在沙盘前听取了 CSNS 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关于 CSNS 概况、原理

和最新进展的介绍，了解了谱仪建设规划和应用，并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和靶站。

黄卫对于 CSNS 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对设备研制国产化率达到 96%以上的成果表示

赞赏。黄卫希望 CSNS 能够积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发挥其大型多科学研究平台的重

要作用。 

陪同、参与本次调研的有广东省副省长袁宝成，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东莞市

市长梁维东，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崔拓，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

CSNS 常务副经理马力，CSNS 副经理奚基伟、傅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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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学生代表团访问高能所 

 

5 月 4 日，荷兰莱顿大学学生代表团一行 23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粒子天

体物理中心中心副研究员胡晨作了题为《星系核区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测量》的科普讲

座，来访学生对讲座中提到的超爱丁顿吸积黑洞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该项目的科

学内容和观测细节进行了讨论。会后，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同

步辐射装置。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相关科研人员、加速器中心学生接待了本次来访代表团。 

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始建于 1575 年，坐落在荷兰经济、文化中心莱顿城，

是荷兰王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爱因斯坦在莱顿大学近 20

年的客座教授期间，留下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等研究手稿。 

 

曹京华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5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参观调

研。 

曹京华在 CSNS 沙盘前听取了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关于 CSNS 概

况、原理、谱仪建设和应用的介绍，并赴现场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和靶站，详细了

解了各项设备的作用和研制过程。曹京华肯定了 CSNS 的建设成果，以及整个装置的

建设历程。 

曹京华此行的目的是调研 CSNS 在国际合作方面的需求，希望 CSNS 加强包括港

澳台在内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他说 CSNS 对香港学生及民众所做的科普宣传工作不仅

增进了其对 CSNS 工程的了解，也提升了香港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曹京华此行由高能所党政联合办公室副主任郭立军陪同，加速器技术部副主任王

生、中子科学部副主任贾学军等参与接待。 

 

匈牙利国家研发创新署署长访问高能所 

 

5 月 15 日，匈牙利国家研发创新署署长 József Pálinkás 一行访问中科院高能所，

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参赞 Szonja Andrea Buslig 陪同访问。高能所副所长陈刚接待了匈牙

利代表团。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欧亚处孙雪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瞬态光学

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屹山、高性能条纹相机工程中心副主任白永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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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曹磊峰研究员、粟敬钦研究员等参加会谈。 

陈刚对匈牙利国家研发创新署署长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

的科研现状。József Pálinkás 介绍了匈牙利国家研发创新署和匈牙利激光技术研究中心

的基本情况。双方针对极端光设施-阿秒激光光源等相关领域进行了讨论，并就国家的

“一带一路”的政策，探讨可能的项目合作。 

会后，代表团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盘、中控室和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中科院怀柔科学城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6 月 6 日，中科院怀柔科学城专项办副主任苗建明、姜晓明、羌滨健等一行 37 人

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调研。高能所副所长、东莞

分部主任陈延伟等人参加了调研活动。 

陈延伟在 CSNS 沙盘前介绍了 CSNS 建设历程、选址情况、园区构成、装置原理和

设备安装进展，带领苗建明来宾等观看了宣传片，并赴现场参观了靶站谱仪大厅、环中

控室以及冷冻站。 

在随后举办的座谈中，陈延伟详细报告了大科学工程管理的几大要素、项目申报的

主要经验，以及 CSNS 的工程管理体系。双方就项目的前期报批、招投标管理、质量管

理、组织架构和项目代建模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怀柔科学城项目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参观、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他们既了解了

CSNS 从立项到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也体会到大科学工程对于国家科技发展和区域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未来怀柔科学城建设大科学装置和研究平台提供了宝贵经验。 

 

胡春华赴东莞市调研：营造集聚创新要素资源的 

良好环境 

 

6 日至 8 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赴东莞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中

央部署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营造集聚创新要素

资源的良好环境，推动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取得实效。 

胡春华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项目、东莞同济大学研究院、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

究院、东阳光药业研究院和无创生物医学工程、钜威动力技术、丹邦科技、思谷智能技

术、瑞谷光网等机构和企业，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

人才引进等方面情况，对他们服务产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的做法和成效表示充分肯

定。胡春华还前往滨海湾新区，考察东莞实施园区统筹组团发展战略及新区规划建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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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胡春华强调，东莞要巩固创新发展的良好势头，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动科技与产

业更紧密结合，加快新旧发展动力转换，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发展。要着力打造吸引国内

外高端人才的创新创业环境、生活生态环境，改革人才引进方式和管理机制，以人才引

人才、以团队引团队，形成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要紧盯产业发展亟需的核心技术、核心

装备、关键零部件加强技术攻关，以新技术催生新企业、新产业、新业态，形成更多先

进生产力。要吸引更多大科学装置落户广东、落户东莞，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

创新的强大推动作用，带动科技研发和产业发展上新水平。要加大对新型研发机构和创

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解决项目用地、产业配套、人才安置等实际问题。要紧紧围

绕创新推进园区统筹组团发展和滨海湾新区规划建设，做强片区功能，统筹推进产业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奠定坚实基础。 

广东省领导江凌、黄宁生等参加调研。 

 

冯健身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6 月 8 日，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冯健身，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

协副主席栗震亚等一行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调

研考察。东莞分部副主任奚基伟参加了调研活动。 

冯健身一行首先在 CSNS 沙盘前听取了奚基伟对于 CSNS 概况、原理和应用的介

绍，在观看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宣传片之后，他们到靶站谱仪大厅参观了靶心、谱仪和热

室，对 CSNS 建设取得的成绩，以及项目对广东省和东莞市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给予

了高度评价。 

据悉，冯健身一行此次考察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和佛山市政府、企业、科研机构，

目的是就“科技创新如何突破”调研议题进行考察。 

 

邓勇一行看望慰问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 

发射场试验队 

 

6 月 14 日，在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发射前夕，受中国科学院党组

委托，中科院副秘书长邓勇一行专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看望和慰问 HXMT 卫星

发射场试验队全体队员。中科院院士周又元、李惕碚、陈和生，HXMT 卫星工程副总

设计师、中科院院士顾逸东，HXMT 卫星工程副总指挥、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局长

王越超，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主任孟新等参加了慰问活

动。慰问座谈会由地面应用系统总指挥王焕玉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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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试验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卢方军从任务完成、安全保密、文化建设

三个方面向与会领导专家介绍了试验队的情况。 

顾逸东、陈和生、李惕碚分别作了发言。院士们回顾了从气球实验、HXMT 卫星

概念提出、立项、工程研制到即将发射升空长达三十多年的研制历程，讲述了老一辈科

学家何泽慧、钱三强、王大珩等对高能天体物理学科的发展和项目推进做出的重要贡

献，强调了 HXMT 卫星对我国粒子天体物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并感谢大家为 HXMT

卫星研制做出的贡献。HXMT 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和王贻芳表态，将和大家齐心协

力，让 HXMT 卫星尽快取得重大成果，不负几代科学家的努力和期望。 

邓勇在讲话中指出，HXMT 卫星的研制历程体现了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科学精

神，他对大家多年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他说，试验队到基地两个月，克

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发射场阶段的任务，希望试验员坚守岗位，认真操作，做好后

续工作，并预祝 HXMT 卫星顺利发射，在轨稳定运行，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HXMT 卫星由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和国防科工局民用航天科研计划共同支持。

作为我国首个 X 射线空间天文台，HXMT 在研究黑洞和中子星系统的光变特性方面具

有独特的能力，并将在硬 X 射线/软伽马射线能区以国际最高灵敏度监测宇宙伽玛射线

爆发现象。 

 

安庆市市委书记魏晓明一行调研高能所 

 

6 月 15 日，安徽省安庆市市委书记魏晓明、副市长董磊一行到中科院高能所进行

调研。高能所副所长秦庆、中科院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郑阳恒、高能所技经处处长马创

新等陪同调研。 

秦庆代表高能所对魏晓明等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大科学装置

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魏晓明等相继介绍了安庆市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他们希望能有

机会服务科技发展，并通过具体的科研项目与高能所进行合作；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建

设中的科技园区的相关人才激励和科研平台建设新政策。马创新在《高能所应用项目介

绍》的报告中介绍了高能所在高端核医学成像、应用加速器技术、精密检测设备、安全

检查设备等方面的成果。随后，双方就科研成果技术转化进行了讨论，并有望在联合成

果转化、大型科研项目等方面开展合作。 

座谈会后，魏晓明一行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王恩哥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6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恩哥在广东省副省长袁宝成、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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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梁维东等人的陪同下，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简称 CSNS）

进行调研。CSNS 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等人参加

了调研活动。 

王恩哥一行在沙盘前听取了陈和生关于 CSNS 园区构成、装置原理、谱仪建设和

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并赴现场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和靶站谱仪大厅，详细了解主要

设备的原理和研制情况。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中，陈和生作了关于 CSNS 工程进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

了项目概况和进展，展望了 CSNS 未来发展，并提出需加强中子散射谱仪建设等多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陈和生强调：CSNS 作为国际上先进的多学科交叉大型研究平台，将

成为粤港澳大区科技创新的核心单元，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提供

强有力的研究工具，并为解决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若干瓶颈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袁宝成提出希望 CSNS 和东莞市政府一起，加强对社会各界关于大科学装置的科

学普及和推广，通过地方合作与人才引进，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对广东省经济社会发

展，尤其是对科技创新带来的促进作用。梁维东表示，东莞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

持与配合 CSNS 建设，并长远推进中子科学城的规划和建设，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集聚

效应。 

王恩哥在会上指出希望 CSNS 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同时要密切结合广东

省和东莞市的战略发展需求，积极做好用户培养和人才引进工作，尽最大可能发挥

CSNS 的作用。 

陪同此次调研的还有中科院办公厅、前沿科学与教育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广州

分院，以及东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6 月 21 日，广东省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一行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

散裂中子源进行调研。 

蔡羽一行首先观看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宣传片及沙盘。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

陈延伟向蔡羽等人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的有关情况，并带领参观了加速器隧道

区和靶站谱仪大厅。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经理陈和生向蔡羽一行介绍了散裂

中子源在材料基因、应力分析、锂电池研究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他感谢深圳市政府对散

裂中子源项目的持续关注，并期待双方能尽快促成在谱仪建设、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

作。此外，双方还针对合作模式、对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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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访问高能所 

 

7 月 20 日，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主任果尚志研究员和副主任许国栋研究员一行

访问中科院高能所，参加了高能所与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合作会议。高能所所长王

贻芳、副所长秦庆、多学科中心主任董宇辉等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王贻芳对果尚志和许国栋的来访表示欢迎，并表示高能所与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

心在加速器与同步辐射科学领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期待未来在双方光源项目的建

设与使用方面以及在光束线用户需求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果尚志

表示，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将积极参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的建设，并

希望实现双方项目的用户资源共享。 

随后，果尚志介绍了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概况及台湾光子源（TPS）的建设与运

行情况，秦庆和董宇辉分别介绍了高能所和 HEPS 项目的概况，双方就工程建设造价、

加速器与光束线站设备的加工合作、光束线站投资及运行管理方式、用户管理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与讨论。 

2013 年至今，在高能所与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合作备忘录的框架下，双方开展

了一系列的科研合作与人员互派。本次会议完成了对拟续签的合作备忘录内容的修订。 

会后，秦庆等陪同果尚志和许国栋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和北京同步

辐射装置(BSRF)，以及部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项目成果，并与相

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技术上的交流。 

 

中国计量院党委书记一行调研高能所 

 

7 月 26 日，中国计量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段宇宁一行八人到中科院高能所调研人

事人才、研究生教育等工作。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出席会议。 

魏龙在致辞中介绍了高能所的整体人员情况以及高能所与计量院在计量测量等方

面的良好合作，他希望今后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段宇宁介绍了计量科学的发

展趋势，期待与高能所有更多的合作；他希望通过高能所能够了解科学院在人事人才、

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的经验。 

潘卫民在发言中概述了高能所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方面的情况，人力资源处、教

育处相关负责人则详细解答了对方在会上提出的问题。此外,与会人员还就科研及管理

人员的职业发展道路设计、引进高层次人才、研究生教育与管理等方面相互了解，并就

职称晋升瓶颈、如何吸引优秀人才等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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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延东考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 

 

综合新华社报道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中国科

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的陪同下，来到海拔 5100 米

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并实地考察了海拔 5250 米的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平台

建设现场。随后，刘延东听取了相关创新成果汇报，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及研究所

负责人、科研骨干进行了座谈。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邓麦村主持座谈会。 

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汇报了该基地现状及

未来发展情况，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汇报了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进

展以及国际合作情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朱长飞介绍了量子通信阿里地面站的

相关情况。 

听取汇报后，刘延东充分肯定了科学家战胜高寒高海拔挑战取得的地星量子隐形

传态实验等重大原创成果。她指出，要充分利用基地独特的地理和海拔优势，加快平台

装置建设，加强引力波探测、量子科学等前沿科学基础研究，在关键问题上集中攻关，

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要培养造就高水平科研队伍，在天文研究、物理实验、空间探测

等领域产出更多领先成果，努力建设综合科学实验、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

增强国家科技创新竞争力。 

白春礼代表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建设工程付出辛勤

劳动的同志们表示了衷心的慰问和感谢。他指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阿里基地用了

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工作进展。今后，阿里基地的建设可能还会遇到更

多的困难，必须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大家要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刘延东副总理

对科技创新工作的要求，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努力在国际科研竞争中取得重大成果，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国家领导人对中科院的关怀和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让科学家们备受鼓舞。“基于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我们有望发展多个具有中国引领特色的国际大科学计划。

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就是建设世界屋脊科技高地。”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汇报工作和参观建设工地时，延东副总理不断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关

心引力波研究的进展，并对我们的工作和国际合作提出了要求。我们有信心在各方面的

大力支持下，按计划完成既定建设任务，争取早日获得重大科学成果。”陪同参观的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我们感受到国家领导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对阿里计划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们

一定加倍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引力波项目首席科学家张新民说。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是面向光学红外天文和国家空天安全需求而建立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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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运行平台。2016 年，该基地进一步规划部署了台址评价监测仪器设施，中科大的量

子卫星隐形传态阿里实验舱实现常规运行。2017 年，由中科院高能所牵头的阿里原初

引力波探测计划在此启动。（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8-22 第 1 版 要闻)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组织调研组到中国散裂 

中子源调研 

 

8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组织调研组 20 余人到中国散裂中子源调研，

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副主任王生等参加了调研活动及座谈。此次是调研

组赴粤港澳多地开展实地调研的一部分，目的是了解各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诉求。调研组来自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国

务院港澳办、中科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等国家部委和相关机构。 

调研组一行首先观看了中国散裂中子源沙盘，听取了陈延伟关于项目概况、园区构

成、装置原理及谱仪建设与应用的介绍。随后，调研组先后参观了环中控室和靶站谱仪

北大厅，详细了解束流调试情况和通用粉末衍射仪的建设、安装进展。 

座谈会上，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生态园）管委会副主任卓庆汇报了中子科学城规

划和建设的相关情况，他希望依靠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撑，进一步集聚创新资

源，为东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起到支撑作用。 

调研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创新能力处处长任中保提出希望散

裂中子源顺利完成装置建设和验收，未来不仅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设施群，同时建设一

流的学科群和人才队伍，真正产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调研咨询组成员、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孙冬柏建议，散裂中子源应加强与高等院校

的合作，加强产学研互动，共同推动散裂中子源的建设与发展。 

最后，陈延伟表示希望国家发改委和各有关部门继续支持散裂中子源后续谱仪建

设，使这项装置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 

 

辛集市副市长王志亮一行访问高能所 

 

8 月 17 日，河北省辛集市副市长王志亮一行 6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技术

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加速器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王志亮介绍了辛集市的建设发展和考察高能所的合作愿望。他说：辛集

市目前为河北省直管市改革试点，也是河北省首批扩权县（市）之一；其主导产业为皮

革皮衣、钢铁和机械制造、化工、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希望与高能所结合辛集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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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需求，深入对接，并引进先进技术。 

技经处处长马创新介绍了高能所的概况和成果转化项目情况，并着重介绍了高能

所在辐照工艺方面的应用情况。此外，他还对来访人员就其他方面转化的意愿给出了意

见：建议辛集市政府从寻求市场、邀请专业人员现场考察、与高能所合作三步走建立辐

照中心。 

会后双方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希望下一步可以在有关方面达成合作。 

 

南非金山大学校长 Adam HABIB 教授一行访问高能所 

 

8 月 31 日，南非金山大学校长 Adam HABIB 教授一行 7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

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接待了南非代表团。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处长张世

专、副处长蒋一琪参加了会谈。 

王贻芳首先对金山大学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

Adam HABIB教授对高能所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金山大学教学科研现状。

随后，高能所科研人员分别就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物理、加速器和探测器等方面作

了报告。 

2017 年初，高能所和金山大学签订了《南非金山大学与高能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本次访问双方均表示要在备忘录的框架下，进一步开展合作，拓

宽合作领域，并对合作成果表示期待。 

会后，南非代表团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访问高能所 

计算中心 

 

9 月 12 日，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数据中心主任 Gábor Petõ、副主任

Balázs Bagó及高级工程师 Szilvia Rácz 等一行三人访问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计算中心。 

高能所副所长陈刚对 Gábor Petõ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高能所的整体情况，包

括历史、现状和未来规划等。计算中心主任李卫东简要介绍了计算中心的基本情况，石

京燕详细介绍了高能所计算平台和相关计算技术研究。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

中心数据中心副主任 Balázs Bagó介绍了维格纳数据中心的历史、现状及云计算平台等。 

座谈会上，双方还就建立高能所计算中心和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数

据中心未来合作的有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拟在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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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及安全、智能数据中心、开放实验室等方面开展合作，并计划共同申报国际合

作项目。 

会后，Gábor Petõ一行参观了高能所计算中心机房。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书记一行调研高能所 

 

9 月 27 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委书记牛青山，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文献，区人大主

任李文起，区政协主席吴克瑞等区领导一行 20 余人调研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

所所长王贻芳、纪委书记魏龙等接待了牛青山一行。 

牛青山一行首先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北京谱仪，王贻芳介绍了对撞机的

建造历史、基本构造和运行机制，指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为我国的高能物理研

究创造了条件，使我国在相关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座谈会上，王贻芳介绍了高能所发展历史及科研现状，并提出高能所未来发展的关

键是做好大科学装置发展规划，同时简单介绍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简称“CEPC-

SppC”）项目及与石景山政府共建 CEPC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设想。他说，“高能所的发

展和一系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石景山区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以石景山区玉泉路高

能所园区为核心总部，努力实现‘四个率先’，最终建设成为国际领先的高能物理研究

中心和大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基地”。 

高能所高杰研究员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CEPC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立背景和推进情

况。他表示：工作站的建立使 CEPC 项目与石景山区发展科技高端、政府服务科学、研

究所服务地方等理念有效结合；CEPC 项目院士专家工作站将会以长远的眼光和追求，

依托创新平台与区里紧密团结做实事，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还希望工作站在

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方面能助力石景山区科技创新的发展。 

文献对高能所近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表示祝贺，指出高能所的科学研究和成果转

化为石景山区高端绿色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区政府将同高能所一起落实引进人才政

策、工作站等事宜，并共同努力做好石景山区科普教育。 

牛青山说“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得益于众多科学家对科学救国、科技兴国的不懈追

求，锁定国际科技的前沿，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研究并取得多个重大成果非常不易，这

种精神值得学习和延续”。 牛青山表示区委区政府将全力支持高能所的发展，鼎力做好

科学研究服务，多做实事，努力成为科研的后勤保障基地。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10 月 9 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宁卡一行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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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中子源（CSNS）进行调研。参加调研的有 CSNS 工程总指挥陈和生院士、高能所副

所长陈延伟、东莞分部副主任王生、工程常务副经理马力、工程副经理傅世年等。 

何宁卡一行首先观看了 CSNS 沙盘模型，听取了陈和生院士关于园区构成和装置

原理的介绍，详细了解了谱仪工作原理和装置的应用领域。在陈和生的讲解下，何宁卡

一行参观了直线隧道、环隧道、环中控室和靶站谱仪大厅，询问了 CSNS 各项设备的研

制情况、国产化率以及研制过程中解决的技术难点。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陈和生感谢广东省发改委从 CSNS 立项和选址之初对项

目一如既往的支持，并在《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科创中心》报告中介绍了 CSNS 概

况和进展以及 CSNS 周边建设南方光源的初步设想。陈和生强调了 CSNS 后续谱仪建

设、能力建设与应用拓展的必要性，指出要充分落实胡春华书记 8 月 6 日调研 CSNS 的

指示，使装置尽快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发挥核心作用。此

外，松山湖（生态园）党工委副书记欧阳南江还作了《东莞中子科学城概念规划》报告。 

何宁卡说，广东省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科创中心和广深港科技走廊的规划与建

设为契机，并围绕广东省经济、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努力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何

宁卡表示：未来，广东省要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并优化布局，尽可能发挥其协同作用；

要围绕大科学装置培育新型研发平台；要依托大装置吸引高端人才，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他希望通过此次调研，从多方面协调推进 CSNS 项目的建设，促进其发挥出最大的

作用。 

陪同本次调研的还有东莞市常务副市长白涛、副秘书长卢汉彪、发改局局长罗斌

等。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代表团访问高能所 

 

10 月 14 日，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主任 Reynald Pain 教授一行 4 人访

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陈和生院士、所长助理曹俊等相关人员接待了法

国代表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中国代表处主任 Antoine Mynard 陪同访问。 

座谈会上，王贻芳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曹

俊介绍了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进展情况。法方代表团对高能所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Jacques Maritino 教授简要介绍了法方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贡献，Eric Kajfasz 和 Antoine 

Mynard 则分别介绍了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的现状和未来方向，以及近年来 CNRS

在中国的交流合作情况，他们期待高能所能够加入相关合作。此外，双方还就 JUNO 等

项目展开深入的讨论。 

会后，法国代表团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加速器驱动次

临界洁净核能系统、液闪实验室、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实验室和光电倍增管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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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常务副市长何武健一行访问高能所 

 

10 月 31 日上午，开平市常务副市长何武健一行来到高能所，协商共同推进“江门

物理科学小镇”建设项目。高能所所长、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经理王贻芳及相关人员接

待了来宾。  

何武健表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抓住国家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机遇，依托

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并结合开平市地域特色与优势进行规划、设计，打造一个国际化的物

理科学小镇。  

王贻芳对开平市政府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感谢开平市对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的

大力支持。他表示建立物理科学小镇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高能所将会全力支持。  

与会双方对物理科学小镇的策划方案进行了初步沟通，提出了改进建议并确定了

项目推进的关键时间节点。  

开平中微子研究中心主任、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副经理李小男主持会议，并陪同来

宾参观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光电倍增管测试实验室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江门市市长刘毅一行访问中国散裂中子源 

 

10 月 31 日上午，江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毅一行，在东莞市常务副市长白涛等人

的陪同下，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调研。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

接待了来宾。  

  刘毅一行先后参观了 CSNS 沙盘模型和靶站大厅，陈延伟详细介绍了 CSNS

项目的概况、工程进展情况以及装置的应用领域。  

陈延伟表示，在 CSNS 工程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高能所主建

的另一大科学工程、位于江门的中微子二期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也获得了江门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他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江门市政府继续支持中微子二期项目的建设，

并保持对 CSNS 项目的关注。  

刘毅表示，江门中微子项目和 CSNS 项目同为高能所建设的大科学工程，此次访

问 CSNS 项目，希望能借鉴 CSNS 项目的建设经验，未来江门市政府会继续支持中微

子二期项目，助力我国的科研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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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政府代表团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11 月 17 日，佛山市市委书记、市长朱伟在东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的陪同

下，率领佛山市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调研，目的是深化东莞、佛山

两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引导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东莞分部副主任、CSNS

工程副经理奚基伟接待调研。 

朱伟一行首先在 CSNS 沙盘模型前听取了奚基伟关于 CSNS 工程概况的介绍，并

一同赴现场参观了直线和环隧道、环中控室及靶站谱仪大厅，详细了解了装置建设内容

和进展。 

梁维东介绍，CSNS 将成为广东省正在建设的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核心单元，

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作出重大贡献。朱伟也表示，CSNS 对东莞的创新

驱动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2017 海外青年才俊聚东莞”活动嘉宾参观 

中国散裂中子源 

 

为进一步促进以侨引资引智，加强与海外青年才俊的联系，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

19 日，东莞市举办了“2017 年海外青年才俊聚东莞”系列活动，东莞分部副主任王生

出席了 18 日上午的座谈会，并与参会人员进行生动的科普交流。 

11 月 18 日下午，作为系列活动之一，100 余名与会嘉宾来到散裂中子源进行参观

学习。来宾们首先参观了 CSNS 工程沙盘。王生为来宾们详细讲解了 CSNS 工程概况

和建设情况，并对来宾们的疑问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这些海外青年纷纷表示，能够

亲眼目睹祖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感到十分激动和自豪，对祖国“中国梦”的实现充满

信心。 

 

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在成都分院调研 LHAASO 工程 

 

11 月 22 日，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到中科院成都分院座谈，并调研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站(LHAASO)工程，四川省办公厅主任罗治平、经信委主任陈新有、科技厅副厅长陈

学华、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杨昕、中科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王学定等陪同调研。 

LHAASO 工程经理、首席科学家曹臻向彭宇行汇报了 LHAASO 建设情况，内容包

括工程科学目标、整体规划、建设内容、下一步工作计划等相关工作。彭宇行特别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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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AASO 工程的建设进展及“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项目“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技

术研发平台”的立项情况，他表示省政府将大力支持高能所在川的创新平台建设，加强

院地合作，为入川工作的高端人才提供创新条件，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带动四川省

相关学科领域和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在西南地区的重大布局，由中

国科学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在院省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相关各部门积极

配合，地方配套工程于 2016 年 8 月开工，主体工程于 2017 年 7 月份动工建设。LHAASO

的建设对于地方科技、教育、经济社会都有着积极影响。 

 

泰国民主党代表团访问高能所 

 

12 月 2 日，泰国民主党副主席萨提一行 7 人访问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

所长陈刚及相关人员参与了会谈。 

王贻芳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研现状和中泰交流和

合作项目情况。民主党副主席萨提对高能所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高能所取得的成就

表示赞赏。他同时表示对高能所开展的技术成果转化工作印象深刻，希望以后中泰两国

之间能开展更多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高能所光电倍增管（PMT）实验室。 

高能所与泰国的研究机构大学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基础。2017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苏若那里理工大学、国家天文学研究所等三家研

究机构在京签署了江门中微子实验的科学合作备忘录，旨在建立科技合作，促进人员交

流及互访，分享专业知识，互利共赢。泰国公主诗琳通也曾两次访问高能所。 

 

日本理化所仁科中心代表团访问散裂中子源 

 

12 月 19 日，日本理化所研究所仁科中心（Nishina Center）以樱井博义（Hiroyoshi 

Sakurai）副主任为首的代表团一行 3 人访问了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工程经理陈和生

院士和唐靖宇研究员参加了接待。 

仁科中心是理化所开展基于加速器的科学研究的单元，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了负责在研究所本部的大型加速器设施和核物理研究外，还在美国 BNL 实验室建有

研究中心和英国 RAL 实验室 ISIS 散裂中子源上建有缪子源设施（RIKEN-RAL）。本次

访问中，樱井主任和两位成员石田胜彦（Katsuhiko Ishida）、渡边功雄（Isao Watanabe）

参观了 CSNS 装置，并作了关于仁科中心介绍的报告和利用缪子源开展核物理研究的

学术报告，与 CSNS 束流扩展组深入讨论了在缪子源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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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陈和生院士的交谈中，樱井主任对 CSNS 的建设成就表示了高度赞赏，表示

愿意加强与 CSNS 以及在缪子源等方向的合作。双方都表示将积极推动高能所与仁科

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并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第一届“慧眼”天文卫星科学用户大会在高能所 

成功召开 

 

1 月 8 日至 10 日，第一届“慧眼”天文卫星科学用户大会在中科院高能所举行。

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的领导以及全国 30 多家科研院所、

高校的 170 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科院前沿局副局长黄敏和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先后发表讲话，祝贺“慧眼”卫星圆

满完成在轨测试工作，并希望通过此次用户大会，群策群力，不断取得新的科学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领导对“慧眼”卫星取得的初步成果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基金委

-科学院空间项目联合基金的相关情况。“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研究员汇报了“慧

眼”卫星概况、数据政策等事项。“慧眼”科学数据中心也通过十多个专题报告，对卫

星的科学运行情况及初步观测结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会上宣布了核心观测提案征集

情况，目前收到了来自全国 16 个单位的 90 个观测提案，含 348 个目标天体源，共申

请观测时间约 7 年。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数据使用工作，会议最后是为期一天的用户

培训，“慧眼”科学数据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场帮助参会用户进行软件的安装、配置，演

示了数据的分析流程，耐心解答了大家的疑难问题。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对“慧眼”卫星取得的科学成果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并

围绕这些成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用户们也纷纷表示培训环节对他们的帮助很

大，有助于他们使用“慧眼”数据开展科学研究。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宣传了“慧眼”卫星在轨测试期间取得的科学成果，也促

进了“慧眼”科学数据中心和参会学者们的交流与合作，为“慧眼”下一步的科学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贻芳获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 月 18 日,由于在粒子物理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中德合作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获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chum；

RUB)荣誉博士学位。在该大学 50 余年的历史上，该校物理与天文系历史上仅仅有五人

获此殊荣。最近一次是于 2001 年授予来自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并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的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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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鸿鲁尔大学是世界著名的公立综合类研究型大学。该校于建立于 1962 年，是联

邦德国时期成立的第一所大学，与高能物理研究所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是高能所北

京谱仪实验（BESIII）重要的合作伙伴，对该实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能物理研究所

也参与了波鸿鲁尔大学的强子物理 PANDA 实验，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高能所召开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 月 22 日上

午在高能所召开，中科院条财局彭良强研究员、LHAASO 工程科技委大部分委员和

LHAASO 工程经理部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工程科技委主任赵政国院士主持。 

高能所副所长陈刚首先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专家们长期以来

对 LHAASO 项目的关心与支持。彭良强代表中科院条财局宣读了《关于成立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通知》，并代表院条财局向与会委员颁发了聘书。随

后，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臻研究员详细地介绍 LHAASO 项目概况、工程进展及物理研究

目标。与会专家认真听取完报告后，与 LHAASO 工程经理部成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讨论，提出应特别注重工程质量及进度管理的建议。与会委员还共同审议并通过了《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章程》。 

LHAASO 工程科技委是工程领导小组和经理部的科技咨询机构，将在工程建设过

程中评议工程进展，针对重大工程决策提出咨询建议。 

 

王贻芳获 2016 年庞蒂科夫奖 

 

2 月 27 日，国际布鲁诺-庞蒂科夫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授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王贻芳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 KIM Soo-Bong 教授和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KEK)NISHIKAWA Koichiro 教授 2016 年庞蒂科夫奖，以表彰他们在中微子振荡现象的

研究和分别在大亚湾实验、RENO 实验和 T2K 实验中精确测量出中微子混合矩阵的θ

13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王贻芳继 2014 年获得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

物理学奖，2015 年日经亚洲奖和 2016 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后的又一国际奖项。大亚湾

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2 年取得了重大科学成果，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首

次精确测量了其振荡幅度 sin22θ13，开启了未来中微子发展的大门。 

该奖项由俄罗斯杜布纳研究所于 1995 年设立，旨在纪念中微子“教父”----意大利

物理学家布鲁诺·庞蒂科夫（Bruno Pontecorvo），表彰为基本粒子物理学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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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奖项面向全球中微子实验领域的科学家，每年颁发一次。 

俄罗斯杜布纳研究所科学委员会于 2 月 24 日举行的第 121 次例会中批准了 2016

年的获奖名单，并将于 9 月举办颁奖仪式。  

 

高能所-匈牙利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研讨会召开 

 

3 月 20 日，“高能所-匈牙利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研讨会”在中科院高能所召开。

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Levai Peter 教授、匈牙利驻华使馆科技一等秘

书 Hosszú Hortenzia 博士等一行四人参加了会议，高能所副所长陈刚、国际合作局欧洲

处处长龚海华及相关科研人员出席了会议。  

陈刚对 Levai Peter 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Levai Peter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匈牙利维

格纳物理研究中心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合作情况。此外，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

心 Djotjan Gagik 教授和 Marko Marton 教授则对该研究所目前进行的基于等离子体技术

的紧凑粒子加速器研究以及布达佩斯中子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作了介绍。 

研讨会上，双方还就相关合作领域及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并期待未来能在

理论物理、加速器物理、实验物理、中子物理等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高能所与泰国三所大学签署科学合作备忘录 

 

4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苏若那里理工大学、

国家天文学研究所等三家研究机构在京签署了科学合作备忘录。泰王国玛哈·扎克

里·诗琳通公主殿下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参观了高能所中微子项目的液体闪烁体、模型

探测器、光电倍增管等实验室。  

合作备忘录旨在建立双方的科技交流和合作，促进科学家在多领域的合作，分享专

业知识，互利共赢。 

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表示，与泰国研究机构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是高能所发展

的重要一步，双方有很多共同的研究兴趣，非常期待与泰国科学家的合作取得成功。 

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班迪·厄阿鹏说：“我们相信高能物理的未来正在从欧洲向亚洲

转移，毫无疑问高能所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与高能所的合作必将提升

三个泰国研究机构在泰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研究的使命。这与朱拉隆功大学作为一个世

界级的国立大学的愿景是一致的，即为泰国社会的创造性和可持续发展而产生知识和

创新改革。” 

苏若那里理工大学校长布拉沙特•苏布卡说：“高能所与苏若那里大学的合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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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五年，在合作期间双方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和暑期学校，执行合作研究项目，研究

人员和学生实现了互访等。我自己作为系主任和校长曾三次访问高能所。但高能所与苏

若那里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是第一次。我相信备忘录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强和拓展所有参

与方的合作。” 

国家天文学研究所执行所长蓬拉卡萨•颂通萨说：“我们很荣幸参到高能所与泰国

研究机构的合作中。我们期待通过合作来提高在高能物理和粒子天体物理领域的研究

能力和促进人才队伍的发展。备忘录的签署是一个正式确立我们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 

中科院高能所是中国在粒子物理、粒子天体物理以及加速器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机

构，负责多个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与运行，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大型高海拔空气簇射观测站(LHAASO)等。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成立于 1917 年，是泰国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现有 16 个学院

和研究所。朱拉隆功大学将历史传统与现代研究相融合，享有卓越的学术声誉，不断培

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为泰国和国际社会服务。该校是 JUNO、CMS 和 WLCG 实验的成

员。 

泰国苏若那里理工大学成立于 1990 年，是泰国第一所公立自治大学。该校在泰国

的核物理与高能物理领域的教育与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 JUNO、ALICE、PANDA

及 PandaX 实验的成员。 

泰国国家天文学研究所成立于 2009 年，直属于泰国科技部，成功建立了许多国家

和国际天文、天体物理研究设施，并开展公共宣传和教育活动。该所负责建立和管理泰

国国家天文台，其 2.4 米孔径望远镜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光学望远镜。该所目前致力于

成为世界级天文学、天体物理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研究与教育机构之一，是

JUNO、CTA 和 GOTO 实验的成员。 

三所泰国研究机构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正式加入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

江门合作组由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名科学家组成，将在广东江门开平市建立

一个有效质量为 2 万吨的中微子探测器，位于地下 700 米，以研究反应堆中微子、超

新星中微子、太阳中微子、地球中微子、寻找暗物质和质子衰变等，预期 2020 年建成。

泰方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将参加光电倍增管测试，承建尺寸约 40 米的地磁场补偿线圈，

并参与物理研究。 

 

马来亚大学代表团与高能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4 月 11 日，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理学院院长扎那里阿·阿

卜杜拉（Zanariah Abdullah）教授、物理系主任哈森·阿布·卡斯姆教授（Hasan Abu 

Kassim）等一行五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董

宇辉及相关人员参与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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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对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代表团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高能所的科

研现状。扎那里阿·阿卜杜拉介绍了马来亚大学及理学院的教研情况。双方针对粒子物

理、中微子物理、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进行了讨论，并期望通过交流促进科研合作及人

才的培养。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旨在建立科技合作，促进人员交流及互

访，分享专业知识，互利共赢。 

会后，代表团参观了光电倍增管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盘及中控室和北京

谱仪中控室，北京同步辐射装置。4 月 12 日，代表团参观了散裂中子源和大亚湾反应

堆中微子实验设施。 

马来亚大学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大学由 17 个院系组成，

目前有 27000 多名学生、1700 多位教学人员，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大学。其研究领域涵

盖了艺术、科学、人文等多种学科，到目前为止培养了 10 多万名毕业生。 

 

高能所召开 2017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 

 

4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017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召开。

会议由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和生院士主持，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副所长魏龙、

罗小安、秦庆、陈刚，方守贤、张宗烨等院士，所学术委员会及各研究中心、职能部门

主要负责人等共计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东莞分部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陈和生致开幕辞，他指出：高能所近几年发展势头很好，各计划和项目进展顺利，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面向各种新机遇和新挑战，高能所应更多着眼于未来，积极谋

划发展途径，以正确的战略为指导，维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会议将听取高能所现有重要

课题和工程项目的进展和规划，对项目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指导措施与方

案，以此来推动高能所持续稳步向前迈进。 

高能所苑长征、曹建社、胡天斗、方守贤、温良剑、陈元柏、潘卫民、宋黎明、董

永伟、胡红波、董宇辉、秦庆、魏龙、娄辛丑、赵强、李虹、李卫东分别针对 BESIII 实

验、BEPCII 加速器、BEPCII 同步辐射、BEPCII 未来发展建议、中微子研究、散裂中

子源、质子加速器技术、空间项目数据分析和物理研究、eXTP & HERD、LHAASO、

HEPS 同步辐射、HEPS 加速器、多学科研究、射线技术应用、CEPC、理论物理研究、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以及未来粒子物理计算的进展与规划作了专题报告。在全面

讨论环节，与会人员就高能所未来发展途径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引进等问题展开了充

分讨论。 

王贻芳在总结中指出，高能所将保持和发扬传统的务实精神，按照经过会议讨论的

规划方案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正在承担和即将承担的大科学工程任务顺利完成，抓住国

家重大战略决策以求不断发展。各项目团队要梳理好人员队伍情况，通过最优的人员组

合，发挥出最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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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生代表学术委员会做最后总结，他肯定了本次会议对高能所未来发展战略指

导方向的重要性，希望各研究团队结合本次战略研讨会的成果积极思考和推动下一步

的工作部署。 

 

高能所召开 2017 年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会议 

 

4 月 14 日，中科院高能所召开 2017 年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会议召开。会议由副所长

魏龙主持，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副所长罗小安、秦庆，陈和生院士及各相关

处室领导和项目组人员等 4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王贻芳首先回顾了五年前预期的成果转化工作目标，强调了从事转移转化工

作的定位、目标、路线及规范化管理，并指出，转移转化工作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坚持

做下去，这是研究所的使命之一，也是考核内容之一，它所取得的成果对高能所的基础

研究和发展都至关重要。 

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向参会人员汇报了高能所在 2012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

间成果转移转化完成情况，并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开发、公司经营与管理、经费

管理等方面进行汇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规划；同时技经处还

对即将颁布的《高能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进行了解读。与会人员围绕着成果转移

转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未来高能所科技成果转化的目标、规划和策略、建

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 

王贻芳在会议总结中肯定了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在过去几年所做出的成绩，也表示

近几年的实施效果距离期望还有一定距离，缺少有显示度的成果，他希望全所各相关部

门能够共同努力，实现重大突破。 

 

高能所完成 2017 年度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4 月 17 至 19 日，中科院高能所科研计划处质量办根据高能所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

和年度工作计划，在全所范围内顺利实施了 2017 年度质量体系内部审核工作。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项目负责人和相关技术、质量员共 26 人参加了首次会议。

此次审核特别邀请新时代认证中心注册审核员刘凯全和科研生产许可审核专家组成员

张新民从外部的视角对高能所体系运行中的问题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副所长陈刚对

审核组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强调全所各职能部门和项目组相关人员要认真做好此

次内部审核工作，通过内审重温标准，完善内部审核体系，以确定质量管理体系的合理

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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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小组在各受审核部门和人员的配合下，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全范围审核，主要通

过提问、查阅相关过程文件、现场审查等方式对所领导层、10 个职能部门以及 9 个体

系覆盖项目组进行了全方位的审核。  

末次会议上，审核组宣读了本次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建议及不符合项，要求各部门

负责人积极整改，分析原因，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并举一反三。审核专家首先对本所

在质量方面的努力做出肯定，指出高能所规范管理、过程控制管理总体上达到了程式化

的要求，体系过程得到识别，并通过审核发现了所质量体系亟待改进的方面。同时，建

议做好产品实现的策划，对具体过程和任务分解更加清晰，以期实现质量目标。本次质

量内审共发现 7 个不符合项，涉及 2 个职能部门和 3 个项目组，均为一般不符合项。  

管理者代表、纪委书记魏龙代表高能所对两位专家三天的指导与付出表示感谢，他

指出，各部门要更加重视体系工作，在平常的工作中按照体系要求进行工作，内部审核

是高能所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希望全体科研、管理人员针对建议和改进需

求，切实做好整改工作，持续优化质量目标并不断改进，完善资料，同时要充分利用体

系原则优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管理提升。 

 

第十七届全国中高能核物理大会在宜昌召开 

 

受中国物理学会核物理分会委托，第十七届全国中高能核物理大会暨第十一届全

国中高能核物理专题研讨会于 5 月 5 日至 9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学召开。本届会

议由三峡大学、中科院高能所、中科院大科学装置理论物理中心联合主办，由三峡大学

承办。  

中高能核物理大会是我国中高能核物理领域的系列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交

流中高能核物理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研讨国内外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发展趋

势。本次会议结合目前世界上运行或即将运行的大科学实验装置：美国杰弗逊实验室的

连续电子束加速器（CEBAF），美国布鲁海文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德国重离子实验室的重离子同步加速器

100/300（SIS100/300），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组织实验室（KEK）的高强度质子加速器

(J-PARC)，中科院高能所的第二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兰州近物所的重离子

冷却储存环(CSR)、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等，对核子和强子的结构，强子在原子核

里的相互作用，核和夸克物质的性质等方面的理论及实验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会议共有 42 个大会报告和近 60 个分会报告，涵盖了中高能核物理的多个研究

方向的热点问题，集中研讨了当前 BES 物理研究的新进展、新强子态的结构和性质、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实验研究新结果、QGP 信号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新进展、核结构、核

反应及核天体物理研究中的新结果，以及中子星结构等问题。 

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中国物理 C》的编辑部主管宁洁（Caitriana Nicholson）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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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介绍了期刊的情况，她希望国内同行将更多的优秀稿件投到《中国物理 C》上。本次

会议是历届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诸多年轻学者和学生参会并作报告。参会人员在会上

和会下对共同感兴趣的物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对我

国中高能核物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由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大、

华中师大、中科院高能所、理论所、上海应物所、兰州近物所、中国原子能院等 20 多

所院校和研究所的近 200 位代表参加。 

 

第六届高能所与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双边合作 

会议召开 

 

5 月 5 日，第六届高能所与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双边合作会议在中科院高能所

东莞分部召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等一行 13 人、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院长 Fernando 

Ferroni 教授等一行 11 人参加了会议。 

王贻芳在致辞中对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欢迎，意大利代表团团长 Fernando Ferroni 教

授对高能所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与会代表分别报告了双方在加速器物理、探测器物

理、北京谱仪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空间实验项目、宇宙线研究等领域合作研究的进

展情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回顾了一年以来双方在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执行方面的进

展。 

此外，双方还对各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决定未来将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积极

推动中意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全面合作。会上，双方签署了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合

作意向书，以期加强指导在该项目的合作。   

5 月 4 日，意方代表团参观了中国散裂中子源设施。 

 

高能所举办第十三届公众科学日 

 

5 月 20 日，中科院高能所举办一年一度科普活动“公众科学日”。本次活动主题为

“微观世界探秘之旅”，高能所与社会各界公众探秘微观世界、共享科普盛筵。 

开幕式于 8:30 在高能所报告厅举行，党委书记潘卫民对各界来宾表示欢迎，并通

过详实生动的讲解向公众展现了高能所的全貌。 

在随后进行的科普讲座会场上，张闯、张双南、董宇辉及陈元柏四位研究员结合高

能所的重点工作，以及公众关切和社会热点，分别做了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以及中国散裂中子源四场科普报告。与此同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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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开幕式和科普报告进行了同步直播。 

此外，高能所还向公众开放了包括北京正负电子直线加速器、储存环、北京谱仪、

计算中心、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博展馆等北京玉泉路园区部分工作区域；职工 Tamer 

Tolba 带领研究生为公众奉上了四个有趣的科学小实验：用光测头发丝直径、“看见”宇

宙线、特斯拉线圈和门多西诺电机。参与的公众不仅可以动手参与实验，还能得到一份

粘贴有自己的头发丝并有实验人员签字的小证书。 

高能所人员编著/翻译的多部优秀的科普图书，也在此次活动中得到展示。受邀的

三家出版社现场出售部分科普图书，译者、科普专家邢志忠研究员以及刘朝峰副研究员

到场为公众签名。《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向公众赠送了五百多本过刊。 

此外，高能所还展示了首届“载物杯”科普征文大赛获奖作品，进行了招生招聘咨

询，并向公众赠送了一千多份高能所宣传册、公众科学日纪念衫等。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多个中小学、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国际学校、社区等约 1300

名各界公众参与。活动于中午十二点圆满落幕。 

 

RDTM 期刊首次参加 TIPP 国际学术会 

 

5 月 22 日至 25 日，中科院高能所和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共同主办的英文电

子期刊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简称 RDTM）首次参加了“The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in Particle Physics 2017 (TIPP2017)”国际会议，并设置展

台，向国内外与会代表宣传推介期刊，组织优质稿源。 

RDTM 期刊主编李卫国、部分编委和文献信息部主任郑文莉带领编辑部人员全程

参会，把握学科进展，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积极沟通交流，大力推介期刊。通过此次会议，

开阔了办刊人员的视野，提升了 RDTM 在本学科领域的认知度，促进了期刊国际化发

展。RDTM 期刊参展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未来的宣传与推介,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是一

次有益的尝试。 

RDTM 期刊主要发表粒子和辐射探测技术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旨在反映

该领域科研水平，促进学科发展，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文章形式为原创性研究论文，

发表最新的重要科研成果。期刊主要内容涉及：探测器，核电子学，核仪器与控制，核

成像技术，核监测技术，计算机技术在粒子物理实验中的应用，加速器，束线站技术等

领域。 

 

 

 

 



2017年度行政版年报 

- 100 - 

 

 

高能所举办第四届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仪器及前沿 

技术大会 

 

第四届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仪器及前沿技术大会（TIPP2017）于 5 月 22 日至 26 日

在北京举办。粒子物理仪器与技术国际大会是由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

主办的粒子物理界的国际性大会，本次会议由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承办。来自澳大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匈

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瑞

士、西班牙、叙利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阿联酋、英国、美国以及我国和香港等 27

个国家及地区的 300 余位代表参加。参会人员多为国际粒子实验物理领域的著名专家

和学者。高能所刘振安研究员担任大会主席。 

刘振安主持开幕式。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致辞，对各位参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高能所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本次大会共组织 15 个大会报告和 195 个分会报

告，47 个会议展板报告，共有 11 个展商参加。与会代表主要围绕当前和未来仪器技术

发展进行交流探讨，包括粒子物理、天体粒子物理及相关领域中粒子探测和仪器技术，

涵盖基于加速器的高能物理、非加速器粒子物理和粒子天体物理、核物理、同步辐射及

中子物理实验、粒子与光子束流的检测技术与仪器以及相关技术在光子科学、生物、医

学等中的应用。 

粒子物理仪器与技术国际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前三届大会分别于 2009 年、2011

年、2014 年在日本筑波、美国芝加哥、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这是该国际大会第一次

在中国召开，推动了我国粒子物理实验仪器及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我国

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促进了国际上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密切合作，特别是增加

了中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年轻学者和学生与国外专家的交流，对了解国际前沿的技术

进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陈和生院士分获全国 

创新争先奖牌及奖章 

 

5 月 27 日，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京召开。中科院高能所大亚湾反

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陈和生院士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曾于 2012 年发现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首

次精确测量了其振荡幅度 sin22θ13，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陈和生院士，高

能所研究员，是我国粒子物理实验的优秀带头人，并对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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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开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次表彰共评选产生 10 个奖牌获奖团队、28 名奖章获奖人、254 名奖状获奖人，

涉及包括科学技术研究、重大装备、创业转化、科普、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杰出团体和个

人。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

院国资委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创新争先行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科技工作者和集

体，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由国家

批准设立的又一个重要科技奖项。2017 年 4 月，各推荐渠道完成上报，5 月 22 日完成

公示。该奖项每 3 年评选一次。 

 

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与华南理工大学华南软物质科学与 

技术高等研究院签订联合实验室组建协议 

 

6 月 19 日，华南理工大学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下称“研究院”）院

长、美国工程院院士程正迪，副院长王林格等一行到中国散裂中子源参观交流，并与东

莞中子科学中心签订了联合实验室组建协议。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经理陈和生院士、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延伟等接待了来访。 

陈延伟首先带领程正迪院士一行观看了散裂中子源沙盘，并进行了交流座谈。座谈

会上，陈延伟详细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的建设历程，陈和生院士表示希望有更多

的交叉学科用户利用中子散射做相关研究。随后，陈延伟与王林格副院长签订了“先进

软物质功能材料中子散射与应用联合实验室”的组建协议，双方将在新材料、新能源、

信息技术等研究领域，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会上，科研计划办公室副主任程贺和王林格分别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工程进

展和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的基本情况。 

程正迪院士表示将加强与散裂中子源的具体合作，充分拓展中子散射在软物质科

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同时积极开展高水平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联合培养。 

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于 2016 年 5 月成立，坐落于华南理工大学五山

校区。研究院瞄准世界科学与技术发展前沿，结合国家与广东省重大战略需求，在软物

质科学基础、软物质功能材料后续工程化和技术集成等领域开展着前瞻性基础研究和

技术创新。 

会后，程正迪等人参观了 CSNS 加速器隧道区和靶站谱仪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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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 11 届新领军者年会 

 

6 月 27 日至 29 日，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第 11 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本次年会的中国科

技与创新专场互动讨论（Dragon Science）。 

本场讨论主要围绕科研投入、大科学装置建造、如何塑造科学未来格局等问题展

开。王贻芳院士、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 Jean-Pierre Bourguignon 先生、上海科技大学创

业与管理学院院长 R. May Lee 女士、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教授等四位特邀

嘉宾分别从大科学设施、教育、文化、体系、环境等角度阐述这些因素对塑造未来科学

格局的重要影响。在讨论中，王贻芳提出“大科学设施是中国成为国际科学领导者的必

须，也是标志和捷径”。 

本次会议主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会议重点关注在科技进

步中的商业模式与政策创新，以创造有意义的就业与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话题设置核

心，引导全球增长模式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转变。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

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 1971 年由现任论坛主

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 年，“欧洲管理论

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论坛会员是遵守论坛“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宗旨，并

影响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 1000 多家顶级公司。由于在瑞士小镇达沃斯首次举办，所以

也称其为“达沃斯论坛”。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第 11 届新领军者年会有来自 80 多个国

家的超过 2000 位政、商、学、文等各界领袖已注册参会。自 2007 年创办以来，新领军

者年会已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盛会，特别是为各界领袖认识、探讨、掌控第四

次工业革命提供了独特的交流合作平台。 

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对本次专场互动讨论进行了网络直播。 

 

第十八届全国科学计算与信息化会议召开 

 

7 月 3 日至 7 日，第十八届全国科学计算与信息化会议在山东省威海市举办。本次

会议由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核学会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与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 35 个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

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以及研究生共计 12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多名活跃在科学计算领域的专家学者共作了 76 个专题报告，包括 12 个特

邀大会报告和 62 个分会报告。这些特邀报告介绍了中科院信息发展动态、国家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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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服务环境、科学大数据管理、核电子学与物理软件框架、区块链与科学计算等前沿

技术发展；分会报告内容丰富，涵盖了本领域中许多富有挑战性的技术主题，包括大科

学工程中的数据获取、物理软件与数据处理、网格计算与分布式计算、高性能计算、云

计算与大数据、信息化与基础设施等。会议共收到 72 篇论文投稿，择优选取了 62 篇

论文进行口头报告，并评选出了 6 篇优秀论文。本届会议报告集中反映了本专业发展

的高端水平，激发了与会代表们的浓厚兴趣和强烈共鸣。 

本届会议还引入了为期一天的技术培训环节，培训内容包括云计算、云存储、分布

式计算以及批处理作业管理系统。四位来自科研一线培训讲师详细介绍了各个系统的

基础理论知识、架构原理，并细心指导学员进行现场实际动手操作。共计 40 余名代表

参加了技术培训。 

会议期间，代表们通过参与学术会议加深了对相关专业领域知识的理解，了解了领

域内的最新动态，建立了新的密切合作关系，也丰富了合作内容。 

 

高能物理研究所与欧洲同步辐射装置合作会议举行 

 

7 月 25 日至 26 日，欧洲同步辐射装置（ESRF）所长 F.Sette，副所长 H.Reichert、

P.Raimondi 等一行 5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双方举办了高能所与欧洲同步辐射装置

（ESRF）合作会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副处长宁博伦，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

所长罗小安、秦庆，所长助理兼多学科中心主任董宇辉以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

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会，并与 ESRF 代表团进行了双边合作会谈。 

王贻芳对 ESRF 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他希望双方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针对近期

将要改造和新建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所需的新理念、新技术，进行深入交流，建立

良好的合作环境与合作机制，为国际多学科各研究领域的用户提供更好的科学研究平

台。F.Sette 首次访问高能所，他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在科学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建议将

合作拓宽到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相关部委级层面，并针对中国各方面用户积极开展

合作。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参会人员对双方合作表示赞赏与鼓励，他们表示将在院层面积

极推动 ESRF 与 CAS 的合作交流。 

参会人员在听取了 ESRF、高能所的介绍后，就未来改进与新建光源项目的计划与

意义、最新技术发展等报告，以及双方目前正在开展的高能光源及衍射极限环的建设和

未来可能进行的技术交流，展开了讨论。此外，双方还就双边合作备忘录进行了修订，

签署了新的合作备忘录。 

ESRF 与日本的 SPring-8、美国的 APS、德国的 Petra-III 同为世界上四大高能光源，

从 1994 年正式启用至今，共建设了四十多条光束线站，为世界各地的生物分子、纳米

结构、聚合体等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医学、地理和地质考古等领域的科学家

提供高亮度、高精度的 X 射线，现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学及工业研究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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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手段。目前 ESRF 正在进行改造，并将利用 HMBA 的新设计，将其亮度提高到

10^22 量级，成为高能区的准衍射限同步辐射光源。 

 

高能所与东阳光集团签署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合作协议 

 

8 月 11 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与东阳光集团董事长张中能在高能

所东莞分部签署了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项目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散裂中子

源科技成果转化迈出了第一步。双方充分结合高能所在设备研发上的领先优势与东阳

光的药物开发能力，有望在未来 5 年内开启全国治疗肿瘤疾病的新时代。广东省副省

长袁宝成出席签约仪式。  

BNCT 是一种具有“固有”安全性的生物靶向放射治疗模式，治疗时先给病人注射

一种含硼的药物，这种药物与癌细胞有很强的亲和力，会迅速聚集于癌细胞内，而其他

组织内分布很少。当照射的中子被癌细胞内的硼俘获，会在体内发生很强的核反应，释

放出杀伤力极强的射线。这种射线射程很短，只有一个细胞的长度，所以只杀死癌细胞

而不损伤周围组织。  

BNCT 被认为是脑胶质瘤、黑色素瘤最佳治疗手段，并试治肝癌、肺癌、胰腺癌、

前列腺癌、乳腺癌等其他脏器肿瘤。其二元靶向性可以实现细胞尺度的精准治疗，特别

适用于浸润、扩散、转移等 x-射线、质子、重离子以及手术无法治疗的癌症，且设备价

格仅仅是质子治疗设备的三分之一，重离子治疗设备的六分之一。 

目前，高能所已建成一台 3.5MeV 强流质子加速器，并在其基础上正在研制我国首

台基于加速器的 BNCT 装置；东阳光集团则在掺硼药物的开发方面具有强劲的实力。

双方强强联手，通过 BNCT 项目的战略合作，对促进我国 BNCT 产业化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表示，BNCT 项目是中国散裂中子源成果转化的重要开端，希望

高能所以 BNCT 项目为契机，未来与广东省和东莞市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助力该地区

的创新驱动发展。 

参加签约仪式的还有东莞市市长梁维东、常务副市长白涛，以及广东省科技厅、中

科院广州分院和高能所东莞分部等有关领导，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主持

了签约仪式。 

 

第 21 届粒子与核国际大会在京召开 

 

9 月 1 日至 5 日,第 21 届粒子与核国际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由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办，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任会议组委会主席。来自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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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3 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贻芳致开幕词并介绍了高能所的发展简况。 

本次会议共设有 28 个大会报告、138 个分会报告。报告评述了 TeV 物理、强子谱

学、核物理、重离子物理、味物理、中微子物理、天体物理、暗物质和宇宙学等领域的

研究成果以及加速器、探测器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大会还专门设有 15 个海报展示，

为年轻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展示科研成果以及与同行专家交流的平台。经过与会代表

投票，来自高能所的王耀光和 Javier Llorente 获得最佳海报奖。 

此次会议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与国外一流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对进一步推动

和开拓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升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的召

开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大力支持。 

“粒子与核国际会议”是粒子物理与核物理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系列会议之一，

每三年举办一次, 旨在汇聚国际上工作在粒子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等领域的科学家，

鼓励探讨新的科学发现，促进学科交流，讨论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战略。 

 

BEPC 第二十二届年会在京召开 

 

9 月 10 日至 12 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第二十二届年会于在北京市郊

密云区召开。本次会议共有加速器中心、通用运行部、实验物理中心和多学科中心以及

国内其它实验室与合作单位的 120 余名代表参加。 

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加速器中心主任秦庆主持开幕式。陈和生院士通过视频方式

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代表 BEPC 国家实验室对 BEPC2017 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表示：在过去的一个年度，BEPC 运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性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北京谱仪获得了好的成果。希望这次年会能够总结上一个年度的经验和教训，安排好下

一个年度的运行工作，并相信 BEPC 在新的运行年度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他还

说，中国散裂中子源打靶非常成功，调试进度大大超过国际上其他散裂中子源调试过

程，创造了高能所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他对加速器中心、BEPC 国家实验室和所里有

关部门对散裂中子源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宣读了所党委致本届年会的贺信，并肯定了在过去一年

BEPCII运行取得的成绩；对 BEPCII的工作人员和所有为之付出艰苦努力的广大干部、

职工表示祝贺和感谢。他希望全所职工能够一起努力，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

建设世界领先的国家科创中心贡献力量。 

随后加速器中心副主任曹建社作了“BEPCII 调束及运行总结”报告；实验物理中

心李海波研究员和多学科中心陶冶研究员分别作了“BESIII 数据获取和物理简介”及

“BSRF 开放运行工作报告”的报告；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先后作了大会交流报告，介绍他们在调束、运行和改进方面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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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探讨了参会人员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重大基础设施处彭良强研究员寄语本届年会，他表

示：院条财局对 BEPCII 的发展比较关注，他希望备用高频腔能够尽快运行起来，以使

高能光源在将来用上自己的高频腔。 

在分组报告会上，BEPCII 加速器物理、控制、高频、束测、电源、直线（运行、

功率源、微波）、磁铁、低温、真空、防护等各系统的代表，分别就一年来本系统运行

调试结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各分会场围绕与 BEPCII 调试、运行、改进

相关的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系统充分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在总结大会上，高能所王生、潘卫民、秦庆分别就 CSNS 工程建设及调束发展、

ADS 注入器 I 和 25MeV 主加速器进展总结以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进展作了大会报告。

加速器中心党总支书记岳军会宣布了加速器中心第十一届“五四优秀青年奖”获奖者名

单，王贻芳所长、潘卫民、秦庆、曹建社为获奖者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 

秦庆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到希望全体人员为下一轮开机运行做好准备，并对所有

参会人员表示感谢。最后，王贻芳在讲话中肯定了 BEPCII 在高能所众多科研项目中的

地位；表示 BEPCII 运行至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科研人员还要再接再厉，力争

使运行更上一个台阶；他还鼓励年轻人要勇于创新、敢打敢拼，并代表高能所向坚持运

行工作的同事表示感谢。 

 

王贻芳获颁布鲁诺·庞蒂科夫奖 

 

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获布鲁诺·庞蒂科夫奖，颁奖仪式于北京时间 2017 年 9

月 19 日在俄罗斯杜布纳市举行。 

国际布鲁诺·庞蒂科夫奖评审委员会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韩

国首尔大学教授 KIM Soo-Bong 和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教授 NISHIKAWA 

Koichiro庞蒂科夫奖，以表彰他们在中微子振荡现象的研究和分别在大亚湾实验、RENO

实验和 T2K 实验中精确测量出中微子混合矩阵的 θ13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俄罗斯核研

究联合所所长 V.A. Matveev 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王贻芳继 2014 年获得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

物理学奖，2015 年日经亚洲奖和 2016 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后的又一国际奖项。 

该奖项由俄罗斯杜布纳研究所于 1995 年设立，旨在纪念中微子“教父”----意大利

物理学家布鲁诺·庞蒂科夫（Bruno Pontecorvo），表彰为基本粒子物理学做出重大贡献

的科学家。奖项面向全球，每年颁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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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高精度物理专题研讨会在高能所召开 

 

10 月 10 日至 12 日，中科院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举办了“2017 年第三届高精度

物理专题研讨会—未来对撞机上的量子色动力学”，来自国内外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项目物理合作组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共组织了十个报告和三场讨论会。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最新的高阶计算相关技术、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和未来高

能对撞机上精确理论预言的发展、蒙特卡洛研究工具的进展、夸克偶素和强子物理以及

非微扰微扰量子色动力学(QCD)中的幂次修正等微扰和非微扰 QCD 物理。会议最后还

讨论了 CEPC 项目 CDR 中 QCD 工作相关内容的编撰。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鼓励国内科研工作者围绕未来对撞机物理各专题展开细致

深入的合作研究，并专门设立活动基金支持组织学术活动，旨在增强该领域国内与国际

前沿的交流，促进国内新物理领域的快速发展。 

 

第一届高能物理网络安全研讨会在高能所召开 

 

10 月 10 日至 12 日，中科院高能所计算中心组织召开“第一届高能物理网络安全

研讨会”。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有：高能物理计算设施和科研、管理信息化系统在复杂的

网络安全环境下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风险需求；加强信息系统安全感知和防护能力提升，

共享国内外高能物理领域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和经验；创造良好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

机制和合作环境。 

会议由计算中心副主任齐法制主持，计算中心主任李卫东研究员为会议开幕式致

欢迎辞。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高能物理计算环境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当前国际主流

安全防护技术、团队和合作机制、国内高能物理计算设施安全状况以及中国高能物理网

络安全联盟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交流、讨论，对高能物理计算环境的系统管理

员和相关开发人员进行了安全技术指导。本次会议共有 15 个学术报告，2 次开放式专

题讨论和 1 次安全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培训。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 8 所国内高校，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中国科技网网络安全应急小组、科学院超算中心）、高能所、国家天文台、空间科

学中心、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敦煌研究院6个科研机构，以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美国国家超算应用中心（NCSA）3 个国外研究

机构和大学共 4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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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在高能所召开 

 

11 月 5 日，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本次会议由分会主任赵政国院士主持，共有 27 名委员（其中 20 名为常委委员）出席

会议。 

会议讨论并完善了高能物理分会“有关推选数理学部院士候选人的办法”和“有关

遴选中国物理学会奖项候选人的办法”，讨论了高能物理分会委员会 2018 年换届事宜，

并对高能物理分会网站建设以及会员管理登记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方案。同时，也确

定将继续在高能物理分会这个平台上组织研讨高能物理未来发展战略。会议还讨论了

2018 年第十届全国高能物理大会的组织和筹备情况，对会议的科学议题和研讨内容做

了相关部署。 

会议还对“晨光杯”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做出了部署，并进一步完善了活动的章

程。 

 

2017 年国际“暗物质日”北京站活动成功举办 

 

2017 年 11 月 5 日，国际“暗物质日”北京站大型科普活动在中国科技馆成功举办。

来自清华大学、陈经纶中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等院校以

及社会各界科学爱好者近 4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腾讯视频、中国数字科技馆和网络

直播平台斗鱼对活动进行在线直播，超过五万余人在线收看了活动。作为本次活动的分

会场，吉林省科技馆现场共计 360 人观看了科普报告转播。  

暗物质是宇宙中不参与“电磁”和“强”相互作用的全新未知物质，占据宇宙质量

的百分之二十七，是普通物质的五倍多。尽管宇宙学和天文学的观测都强烈支持暗物质

的存在，但是目前科学家依然不清楚暗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揭开暗物质微观粒子本质是

二十一世纪物理与天文学最重要的科学目标之一。  

国际“暗物质日”北京站活动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技馆、首都科

学讲堂共同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给予大力支持。来自中科院高能所的陈和

生院士、国家天文台的武向平院士、高能所的毕效军研究员以及清华大学的岳骞副教授

会为北京的科学爱好者带来四个暗物质科普报告，分别介绍了暗物质的概念与起源，暗

物质存在的天文学证据，以及目前进行的暗物质的间接探测和直接探测的实验方法等。

最后，四位嘉宾分别寄语在场的观众，鼓励更多的科学爱好者关注未来暗物质探索和物

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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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后，参与活动的观众观看了由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2016 年底推出

的 4K 球幕电影《宇宙魅影》。  

国际“暗物质日”科普活动由“国际高能物理互联合作组织”（interactions.org）所

发起。今年是“暗物质日”科普活动首次全世界规模的活动，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

法国、德国、中国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于 10 月 31 日前后开展了共计 101 场现场活动和

13 场线上活动。中国区的活动由中科院高能所、上海交通大学粒子与核物理研究所共

同主办，包括 10 月 28 日在上海科技馆举行的上海站活动和 11 月 5 日在中国科技馆举

行的北京站活动。至此，本年度国际暗物质日中国区的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来自上海、

北京、吉林三省的近 1200 人参与了现场的活动，超过五万余人参与了活动的线上直播。 

 

CEPC 国际研讨会及 CEPC 产业促进会成立大会 

在高能所召开 

 

11 月 6 日至 8 日，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成功举行。会议由高能所主办，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

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240 余名高能物理理论、加速器和探测器专

家受邀参会，海外专家约占参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参加会议并

致大会欢迎词。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高能所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主任、著

名理论物理学家 Nima Arkani-Hamed 教授在会上做了关于憧憬高能物理未来发展的报

告。  

CEPC 作为中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装置项目，是中国高能物理界一致赞成的，也将

是未来 50 年高能物理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本次研讨会是 CEPC 首次大型国际研讨会，

结合 CEPC 的预研进展，分为理论、探测器和物理、CEPC 和超级质子对撞机专题，回

顾了过去一年的预研进展和《概念设计报告》准备情况。会议高度关注 CEPC 的国际化

预研和全球性合作的问题，期间专门深入讨论如何推动 CEPC 国际化，建立有效的新

国际合作模式，以吸引更多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项目。会议还决定，CEPC 国际研讨会

今后将每年召开一次。 

本次会议还有一大亮点，11 月 7 日，40 多家企业建立了 CEPC 产业促进会，并形

成了由五家企业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制定《CEPC 产业促进会章程》及组织架构设置

等。与会企业家对参与大科学工程建设势必将提升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能力并实现共

赢发展达成了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CEPC 将对工业界提出前所未有的需

求并推动企业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产业促进会的宗旨就是通过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的

项目合作实现较大幅度的技术提升和突破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不仅可以大大拓展

国内市场，更可以形成国际竞争力，众多参与企业将成为国际著名的设备供应商。   

研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第三次 CEPC 国际顾问委员会年会。CEPC 国际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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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集中了世界高能物理的顶尖专家，包含多个大型实验室的前负责人和诺奖获得者，

他们结合丰富经验对 CEPC 项目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科学界企业界联手构建产学研合作新机制   

40 多家企业联合成立 CEPC 产业促进会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CEPC-SppC）项目是我国高能物理学

界于 2012 年提出的面向未来的大型粒子对撞机项目。几年来，随着该项目概念设计和

关键技术预研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项目当中。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项目进展，协调相关技术的前期预研，组织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技

术，并加速技术研究发展对产业化的带动，2017 年 11 月 7 日，参与 CEPC-SppC 关键

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的 40 多家企业齐聚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合组织成立

了“CEPC 产业促进会”。会上，成立了由五家企业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将继

续推进《CEPC 产业促进会章程》制定及组织架构设置等相关工作。高能所所长王贻芳

简要介绍了 CEPC 项目的有关情况。  

通过参与大科学工程建设，提升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能力，实现共赢发展，已成为

企业界的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CEPC 将对工业界提出前所未有的需求并

推动企业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最近，产业促进会筹备组对参与关键技术预研的企业进行

了调查，内容包括相关技术的市场规模，关键技术和工程难点，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

社会及行业效益，企业未来的发展规模以及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等。结果显示，企业通

过项目合作可以实现较大幅度的技术提升和突破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可以大大

拓展国内市场，而且可以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国际著名的设备供应商。  

CEPC 的很多关键技术是未来加速器发展的必然，如超导高频加速技术及高 Q 值

超导高频腔等。高效率微波功率源和大型制冷机等可以取代进口，破解国外禁运。低温、

精密机械、真空、电子、抗辐照芯片、自动控制、计算机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技术可

以实现国际领先。特别是高温超导线和超导磁铁有望领先国际，产生极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产业促进会的成立，能够统筹并汇集科学界、企业界的力量开展 CEPC-SppC 的

设计、关键技术预研和产业化发展，并做好政策研究，推动项目的开展。  

发达国家均投入巨资建设各类大科学装置，像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欧洲核子中

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美国的引力波实验装置（LIGO）、日本的超级神冈中微子探测器

等。这些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不仅带来了科学上的丰硕回报，也引领了技术的发展，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欧洲核子中心为解决科学家之间的数据共享问题而发明的万维网。

国际上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产出比有一些研究，比如用于高能物理研究的大型加速器

类装置，一般公认在大约 1: 3 左右，即投入 1 元，产出 3 元。  

自 2012 年提出建造 CEPC-SppC 的设想以来，高能所一直在推进项目的设计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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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2015 年完成了初步概念设计报告。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资助下，项目

团队在加速器物理设计、超导加速腔、高效速调管、束流测量、直线加速器关键技术、

探测器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按照总体任务要求，CEPC-SppC 概

念设计报告将于 2017 年底完成，为 2018 年进入技术设计报告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CEPC-SppC 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科学项目,越来越为国际学术

界所瞩目。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曾分别于 2014 年 2 月和 7 月两次发表声明：“支持

能量前沿环形对撞机研究并鼓励全球的协调”，“继续鼓励国际环形对撞机的研究”。亚

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和亚洲高能物理委员会也曾于 2016 年 3 月明确表示：“我们鼓励

中国领导的这个方向（CEPC+SppC）”。目前，高能所已与 20 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大

学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并采取了多项措施深化国际合作，包括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定

期召开国际会议，组织国际化的工作小组，并邀请知名专家来华访问, 合作开展研究。  

 

第三届“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顾问委员会 

年会在北京召开 

 

11 月 8 日至 9 日，第三届“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国际顾问委员会

年会在中科院高能所召开，来自美国、瑞士、意大利、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印

度等国家和地区的 14 位国际知名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具有大科学工程经验的管理专家

应邀参加了会议。高能所所长王贻芳、CEPC 项目经理娄辛丑、项目总体及相关系统负

责人、执委会成员及部分参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CEPC 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费米国家实验室前副所长

Young-Kee Kim 主持会议。CEPC 项目经理娄辛丑报告了项目整体进展，并汇报了项目

研究团队围绕 2016 年国际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所做出的努力和成绩。高杰研究员、

唐靖宇研究员、Costa 研究员分别介绍了 CEPC 加速器、“超级质子对撞机”加速器和

CEPC 探测器的设计、研究进展情况。 

国际顾问委员会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肯定了项目团队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对组织

各系统国际评审及成立产业促进会的作法表示赞赏，并对项目研发过程中的技术议题

给出了建设性的指导和建议。与会专家建议项目团队制定更加详尽明晰的发展规划，进

一步提升项目的国际合作水平，加强国际参与度，通过多种渠道争取国际、国内各方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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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未来先进核
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专项结题总体验收会召开 

 

2017 年 11 月 13 日，中科院在北京组织召开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

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 （简称 ADS 专项）结题总体验收会议。总体验收专家组

由中科院副院长相里斌任组长，成员包括沈文庆院士、方守贤院士、陈佳洱院士、雒建

斌院士、赵政国院士以及来自高校、研究所、企业和国家相关部委的学术领域专家、科

研管理专家等共 17 人。中科院机关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ADS 专项总指挥詹文龙院

士、专项（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负责人、专项管理办公室管理人员等共计 50 余人

参加了会议。   

ADS 专项是中科院第一批启动的 4 个 A 类先导专项之一。在总体验收前 ADS 专

项完成了科技目标、科研管理、财务以及档案四个分项验收。  

会上，中科院发展规划局黄晨光副局长介绍了专项验收整体情况，专项负责人徐瑚

珊副所长汇报了 ADS 专项实施及管理总体情况，各分项验收专家组长分别宣读了科技

目标与科研管理、财务、档案分项验收意见，验收专家组审查了专项结题验收报告及相

关佐证材料后，经认真质询和讨论，认为 ADS 专项以 ADS 嬗变系统方案设计和关键

技术突破为目标，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一批阶段性

重大进展，起到了“先导”作用。代表性成果包括：1、突破强流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

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国际上第一台 ADS 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前端示范样机，目前实

现连续束流 25MeV/0.17mA，脉冲束流 26.1MeV/12.6mA，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在国

际上首次提出了颗粒流散裂中子靶概念，完成了分项关键技术验证，建成国际首台颗粒

流靶冷态原理样机；3、建成了铅铋冷却 ADS 次临界堆研发条件平台，包括国际首台

ADS 研究专用铅基临界/次临界双模式运行零功率装置，大型铅铋合金技术综合实验回

路，铅基堆关键设备的冷态集成验证装置；4、在关键材料研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SIMP

钢研发实现了 5 吨级工业化制备；碳化硅纤维实现了先驱体工程化，完成了万米级原

丝以及百米级碳化硅纤维制备；5、“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速器驱动嬗变

研究装置（CiADS）”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

审，为建成国际首台 ADS 嬗变研究装置奠定基础；6、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加速器驱

动先进核能系统（ADANES）”概念，初步开展了实验室的原理模拟实验，为探索建立

更高效、更安全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科研管理方面，验收专家组认为通过专项的实施，培养了一批 ADS 系统研发人

才，形成了一支梯队有序、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中科

院“十二五”突出贡献团队等称号。专项形成了“一办两线三组”管理架构和项目级工

程化管理架构。制度健全、机制合理，各承担单位权责明晰，保障有力。  

在财务管理方面，验收专家组认为 ADS 专项各承担单位按照国家和中科院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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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合单位具体情况制定了多项财务管理办法，建立了内控制度，基本保证了各单位

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和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做到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在档案管理方面，验收专家组认为 ADS 专项依托单位重视档案工作，专项档案工

作网络体系完善，做到了专项档案工作与专项管理工作同步开展。制定了专项档案验收

实施细则，保证了专项文件材料齐全完整、真实有效。档案归档率、完整率、案卷合格

率符合国家和中科院档案工作相关规范要求。  

验收专家组同时建议：继续支持研究团队和攻关方向，为争取国家重大专项支持加

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 ADANES 示范装置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高能所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实现企业转移转化 

 

2017 年 12 月 6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抑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高

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纪委书记魏龙研究员、副所长陈刚研究员、所长助理董宇辉研究

员、技经处马创新处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赵宇亮院士以及项目组研究人员，怀

柔科学城筹备办张建民副主任，怀柔纳米产业园长城伟业副总经理肖亮，中科普惠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建军和公司成员十余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王贻芳所长介绍了金属富勒醇纳米药物的研究历程，表示高能所全力支持抗肿瘤

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向企业的转让。赵宇亮院士希望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签约

后积极组织研发团队、充分发挥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加速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研发成

为一个能够造福人类健康的创新药物。中科普惠董事长宋建军表示，企业有信心有决心

完成预计目标，争取早日将这项研发了十余年的新技术转化成高技术产品。  

本次合同签订后，抑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至中科普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续的研发工作由中科普惠的研发团队按药物研发的标准流程完

成，将大大提高研发效率，不仅对于加快自主创新药物尤其是纳米药物研究成果的转移

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可以促进中国的研究成果对人类健康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自 2004 年以来，该项目经过十二年深入系统研究发现：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直接

作用于肿瘤微环境，“狙击”肿瘤干细胞，诱导形成纤维化层实现对肿瘤的“监禁”，“隔

断”外界的营养供给，让肿瘤“自然死亡”。 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的细胞毒性很低，在

动物体内高效抑制肿瘤转移，高效抑制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甚至可以克服传统

肿瘤药物的抗药性等。为了实现肿瘤的低毒性治疗，研究人员研发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

料连续制备的方法和分离纯化关键新技术，设计研制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Gd@C82 及其衍生物连续生产的中试装置，取得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从实验室合成

到规模化制备的技术突破，为纳米药物的临床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金属富勒醇纳米

材料及其抑制肿瘤转移和生长的基础研究成果在 Nature 子刊、PNAS 等国际 SCI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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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并获得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发明专利。 

 

第 38 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 

 

第 38 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于 12 月 9 日至 10 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召开。 

中科院前沿局局长高鸿钧率中方代表团一行 18 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中科院国

际合作局、高能所、上海应用物理所和兰州近代物理所的代表。美国能源部高能物理办

公室研究与技术部主任 Glen Crawford 率美方代表团一行 11 人参加了会议，包括美国

能源部下属的阿贡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托马斯杰斐逊国家加速器装置等六大国

家实验室的代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杰会见了美方代表团代表并出席了《2017-2018

年度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会上，中美双方代表回顾了 2017 年各自在高能物理领域的进展情况，随后分别从

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中微子物理、粒子天体物理等三个主题领域进行报告，其中包括环

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阿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实验、长基线中微子设施、大亚湾和江门中

微子实验以及北京谱仪Ⅲ实验等联合实验的工作专题报告。此外，双方代表还讨论了

2017-2018 年度合作项目, 并就合作领域、合作主题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决定下一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在美国费米国

家实验室召开。 

 

高能所与中山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在东莞分部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拟在散裂中子源谱仪共建、人才培养、信息交流、发展规划、科学技术研究和

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全面长期合作。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和中山大学校长罗俊代表

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副所

长陈延伟，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孙冬柏、校长助理邰忠智、物理学院院长郑跃见证签约。 

王贻芳院士在致辞中表示，在散裂中子源即将建成并对用户开放的重要时刻，双方

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开拓散裂中子源的用户群体，发挥装置的作用，同时也为广东的科教

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罗俊院士对散裂中子源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表示期待双方加强学研合作，强

强联合，充分发挥高能所在建设大科学装置、中山大学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组织协调方

面的优势，希望此次合作能带动中山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产生丰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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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生院士在座谈中提出，散裂中子源将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研究手段，

对于广东省的科技创新以及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有重要作用。希望双方的合作

能促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为解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瓶颈问题做出

贡献。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在散裂中子源建设“高能直接几何非弹性中子散射谱

仪”，并依托国家超算广州中心，构建面向散裂中子源需求的超算应用平台。双方还将

依托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临床应用领域构建中子医疗应用平台，并在相关领域成

立联合研发机构，共同探索和培育前沿技术方向，在中子散射应用、中子探测、计算模

拟、数据处理（存储、分析等）及相关实验技术、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等领域开

展合作研究。 

 

第 584 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子散射在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的应用”在京召开 

 

12 月 13 日至 14 日第 584 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子散射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

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会议聘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陈和生院士、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卢柯院士、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曹春晓院士、钢铁研究总院王海舟院士、中南

大学钟掘院士和香港城市大学王循理教授担任执行主席。来自全国 17 个单位的 47 位

中子散射领域和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 6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应邀参

加了会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黄敏出席了

本次会议。 

王循理教授和刘昌奎研究员（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分别做了题为“中子散射在材

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和“航空材料发展及其对中子散射技术的需求”的主题评述报

告。会议围绕 “关键部件残余应力中子散射研究”、“先进结构材料动态加载及服役性

能”、“先进材料成分、工艺、多尺度结构与性能相关性”和“相关谱仪技术前瞻”4 个

国家战略亟需的中心议题组织了 14 个专家报告，展开了深入讨论。 

会议指出：中子散射广泛应用于材料研发、加工、服役、检测的全流程分析，是材

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国际公认的不可替代的先进研究手段。会议深入讨论如何更好地利

用国内的中子散射平台，为突破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亟需解决的材料技术

瓶颈提供先进的研究工具，降低我国关键新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材料科学家与中子物理

学家应联合推广中子散射应用、发展中子技术，争取国家、地方和行业的多方经费支持，

培养中子散射研究和应用队伍，共同推动材料科学领域中子散射谱仪的建设，为我国中

长期实现在新材料产业领域及其支撑的先进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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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建议书获得批复 

 

12 月 15 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建议书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

复。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发改高技〔2017〕2173 号），HEPS 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由加速器、光束线站、

配套设施等构成，首期建设 14 条光束线和相应的实验站等；工程目标为：储存环能量

达 6 千兆电子伏，发射度小于 0.06 纳米·弧度，高性能光束线站容量不少于 90 个，提

供能量达 300 千电子伏的 X 射线，具备纳米量级空间分辨、皮秒量级时间分辨、毫电

子伏量级能量分辨能力。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为法人单位，在北京市怀柔区

建设，项目投资由国家投资和北京市配套解决。项目建设周期 6.5 年，建成后，按照“开

放合作、资源共享”的原则，面向多用户、多领域开放，开展科学研究和国内外交流。 

HEPS 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优先布局的大科学工程项

目之一，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市共建怀柔科学城的核心装置。该项目是基础科学和工程

科学等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是推动我国同步辐射装置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举措。 

HEPS 项目的预制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

（HEPS-TF）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十二五”建设项目，于 2016 年 4 月正式启动，

建设周期 2.5 年。目前，该项目已开始采取“完成一批、测试一批”的方式分批组织工

艺测试，以加快 HEPS-TF 项目建设进程，保证 HEPS 顺利按期开工。 

 

第五届科研信息化联盟技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12 月 15 日，第五届科研信息化联盟技术讨论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并组织，来自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网

信处、高能所、数学院、自动化所、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国家天文台、网络信息中心、

信工所以及北京大学等 20 余所科研机构、高校共 4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题是“网络信息安全”和“科研信息协同”，参会代表结合实际案例，

深入讨论了需求、现状以及解决方案，分享了相关工作经验及技术积累，并展开了开放

式讨论。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科研信息化联盟技术讨论会为中科院的科研机构及高校等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技术交流平台，希望未来能够吸纳更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参加。最后，与

会代表针对科研信息化联盟的组织方式、会议周期以及下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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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讨论。 

 

第二十九届国际直线加速器大会第一次程序委员会召开 

 

第二十九届国际直线加速器大会第一次程序委员会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高能所东莞分部召开。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物理研

究所、清华大学、日本原子能研究机构（JAEA）、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日本同步辐射光源（SPring-8）、德国亥姆霍兹重离子研

究中心（GSI）、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INFN）、美国

托马斯杰斐逊国家加速器装置（JLab）、 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英国兰

卡斯特大学在内的共 15 名国内外直线加速器领域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要目

的是讨论并筛选出第二十九届国际直线加速器大会的大会报告。东莞分部加速器技术

部主任傅世年担任此次会议的联合主席。 

傅世年首先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及高能所东

莞分部的相关情况。随后，与会代表分成 4 个小组，组织了为期两天的讨论。本次会议

的顺利召开，为 2018 年即将在高能所召开的第二十九届国际直线加速器大会打下了坚

实基础。 

 

高能所与东北大学联合举办“钱三强英才班” 

 

1 月 10 日，中科院高能所与东北大学理学院联合举办“钱三强英才班”，本次签约

仪式在高能所举行。东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徐章润、副院长杜安，物理系主任张鑫、副主

任公卫江，高能所纪委书记魏龙、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副主任裴国玺、实验物理

中心副主任王铮、多学科中心副主任张智勇等出席签约仪式。 

魏龙在致辞中对徐章润院长带队来高能所出席签约仪式表示欢迎，对东北大学理

学院在英才班的策划、筹备中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通过联合举办英才班，要充

分发挥双方优势，共同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为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培养一批优秀

的人才。徐章润对高能所与东北大学理学院的合作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介绍了理学院学

科、教学、培养等情况。教育处处长何会林对高能所整体科研、研究生培养等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之后双方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共同期待高能所与东北大学在多个领域开展更

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魏龙与徐章润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后，徐章润等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国家实验室、多学科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等研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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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第四届“英才奖学金”颁奖典礼举办 

 

4 月 27 日，中科院高能所第四届“英才奖学金”颁奖典礼举行。来自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北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重庆

大学以及西南交通大学的 70 多位同学获奖。高能所纪委书记魏龙，所学位评定委员会

副主任裴国玺，加速器中心副主任陈锦晖等出席颁奖典礼。 

魏龙在致辞中对获奖同学表示祝贺。他说：国家提出要在在上海和北京建设科技创

新中心，而怀柔正在建的北京综合研究中心有高能所负责的大科学装置，在此过程中我

们将面临大的机遇；此外，中国科学院大学正加强科教融合力度，高能所承办物理学院

近代物理系，并与近物所共同牵头主办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拥有着丰富的师资力量，具

有大科学装置集群、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和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因此，他表示欢迎

对物理学以及核科学感兴趣的同学来到高能所深造学习。 

山东大学的崔瀚化代表获奖同学发言，她感谢母校和高能所共建的英才班对她的

培养，未来她将更积极的投身到学习和科研中去，取得更好的成绩。 

教育处副处长保增宽主持颁奖典礼并宣读获奖同学名单。魏龙等人为获奖同学颁

发了证书。 

 

华人物理学家董世海教授获得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 

总统奖 

 

5 月 19 日，在墨西哥总统府，2017 年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 Lazaro-Cardenas (拉萨

罗·卡德纳斯) 总统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各界政要欢聚一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理论室优秀毕业生董世海教授获得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总统奖，由现任墨西哥总

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颁发。 

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总统奖设立于 1980 年，是以墨西哥第 49 任总统(1936-1940)

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的名字命名。是为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中、本科、硕士和博士

生、杰出教授及优秀行政管理人员，是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的最高奖。今年共有 16 人

获得此奖：高中、本科、硕士和博士 13 人；优秀卸任领导者 1 人，杰出教授 1 人，杰

出校友 1 人。现年 47 岁的墨西哥科学院院士，华人物理学家董世海教荣获此奖项，称

为迄今为止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最年轻的杰出教授。 

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现有学生 175000 名，教职工 17500 名，分布于墨西哥 22 个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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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世海，1969 年 9 月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市（县）。1996 年 9 月考入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读书，导师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马中骐教授，1999 年获得理

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历任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化学实验室客座教授、美国堪萨斯州

立大学博士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客座教授、墨西哥石油研究院杰出客座教授，后被

墨西哥国立理工大学以优秀人才引进，于 2007 年成为全职最高级别终身教授，墨西哥

国家级研究员。2012 年增选为墨西哥科学院院士。现应邀担任 70 多个国际杂志的审稿

人及 10 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或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量子物理和代数方法，已在

各类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200 多篇，在国际知名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专著 2

部，成果被他人引用 3500 多次。在国外工作期间，始终保持与国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并致力于促进中墨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合作。 

董世海教授是理论室优秀毕业生的杰出代表。他作为墨西哥华人屡获墨西哥国家

的各项大奖，他的成功表明理论物理室培养的优秀学生已经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 

 

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会议召开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 2014 年发布通知，决定开展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要求高校内部先进行自我评估，中科院高能所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

术一级学科评估工作牵头单位。5 月 23 日，高能所组织专家组举行评估会议。北京大

学刘克新教授、清华大学陈怀璧教授、兰州大学陈熙萌教授、四川大学杨朝文教授、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树彬教授担任评估专家。国科大招生与学位部副部长王多君教授、业

务主管王济州代表学校参加会议。来自上海应物所、近物所及高能所的主管所领导、学

科带头人、研究生教育教育管理干部、研究生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会议。 

国科大招生与学位部副部长王多君致辞，他对国科大学科合格评估的背景、意义作

了简要介绍，对专家的到来及对牵头单位的工作表示感谢。高能所主管教育工作所领导

魏龙在讲话中介绍了科教融合环境下物理学院及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建设情况，对学

科现状及未来的发展作了简要分析，他表示，目前面临的问题对国科大及三个研究所都

是新的挑战，希望评审专家能分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并给予指导。高能所教育处李苏敏

介绍了学院学位授权点工作进展情况、学位论文抽评情况及本次内审工作安排。 

在评审阶段，专家组审核了各单位相关纸质资料，听取了学科整体情况及三个培养

单位的评估报告并进行了质询，并与导师、教育干部及研究生代表举行了座谈。评审专

家在综合各培养单位培养点情况基础上，对学校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特色、不足及改

进意见建议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总体评价报告。专家组一致

同意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评估合格。 

本次内审评估会议是对核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一次全面诊断和把脉，专家们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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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指导。高能所将根据专家评估建议，继续保持

学科特色，着力改进不足之处，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高能所 2017 年夏季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 

 

6 月 7 日，中科院高能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议题包括 2017 年夏

季学位申请初审、拟聘博士研究生副导师审核、研究生学位申请成果发表期刊扩展、学

科评估进展汇报及讨论。会议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主持，共 17 名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审核了 64 名博士、16 名学术硕士、18 名工程硕士的学位申请以及 27 位副导

师聘任申请。对特殊情况进行了讨论并作出相应处理。对满足条件的情况进行无记投票

名表决，一致同意建议授予 60 名博士、33 名硕士相应学科（专业）的学位，通过了 27

位副导师聘任申请。会议讨论了工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发表期刊扩展，进行了增

加和删减，形成了新的扩展期刊列表。 

教育处李苏敏汇报了各类学科评估工作进展，包括国家第四轮一级学科排名评估、

教育部一级学科合格评估以及国科大专业学位自评估；通报了各类评估结果及专家意

见。会议对工程硕士专业进行了进一步调整，撤销相对弱势专业，保留招生及科研工作

需求旺盛的专业。 

常哲表示，目前教育部及学校对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及学位论文质量要求日趋严

格，希望各部门进一步加强质量监控，共同做好高能所研究生培养工作。 

 

高能所举办 2017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6 月 14 日，中科院高能所举行 2017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高能所副所长陈刚,所学

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副主任裴国玺、奎热西,实验物理中心副主任朱科军等、研究生

导师、毕业生及其亲友 100 多人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由教育处副处长保增宽主持。 

陈刚代表高能所领导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他说：高能所有着高水平导师队伍

和一流科研实践条件，同学们经过三年或五年刻苦的学习，在知识和能力方面都有了很

大的提升，他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认真工作，要相信付出就会有收

获；对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陈刚希望他们铭记“要用科学的精神探索世界，用

科学的态度去理解科学的规律，要去探索世界，而不是要创造世界”的科研任务。 

常哲代表所学位评定委员会讲话，他说：毕业典礼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从中科院

毕业的学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并且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可以独立进行科研工作；他

希望同学们能以西南联大时期的老一辈科学家作为标杆和奋斗追求的目标，在将来取

得辉煌的学术成果并重现群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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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能所毕业的年轻的导师，焦毅回顾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涯，他说自己在研究生

时养成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自己一生宝贵的财富，受益终生。

加速器中心黄玺洋代表毕业生发言，他表达了对高能所的热爱以及对导师的感激之情，

分享了在高能所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期许。 

最后，朱科军宣布了 2017 届优秀毕业生获奖名单，陈刚等为四名优秀毕业生颁奖。 

 

高能所 2017 年大学生夏令营开营 

 

7 月 25 日上午，中科院高能所 2017 年大学生夏令营开营仪式举行。来自全国 40

多所高校的近 90 名大学生参加了本届夏令营活动。高能所纪委书记魏龙、实验物理中

心副主任朱科军、计算中心副主任孙功星、加速器中心副主任陈锦晖等出席了开营仪

式。开营仪式由教育处处长保增宽主持。 

魏龙代表所领导致欢迎辞，他向参加夏令营的学子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高能

所内的已有的大科学装置和六月发射的“慧眼”卫星，以及未来高能所将要开展的科研

项目情况。他提到：高能所依托于各种大科学装置和诸多的国际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全面、多样的科研平台，高能所的学生会有去国际知名大学和机构学习、工作的

机会，这些优势对学生今后的科研工作益处良多；他还说，高能所浓厚的学术氛围、多

学科交叉的科研特点以及非常自由的学术环境可以使学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科研想法，

因此他鼓励同学们能在夏令营中多与所内的导师以及师兄师姐交流，以更好地了解高

能所。随后，魏龙将夏令营营旗授予营员代表叶培然，夏令营正式开始。 

陈子林代表营员发言，他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与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学生

共同学习交流，期待在接下来的活动中可以享受知识的盛宴并收获到友谊。高年级学生

代表魏占辰分享了在高能所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祝愿学弟学妹们在高能所度过轻

松愉快、收获颇丰的一周时光。 

在本次夏令营活动期间，夏令营同学还将聆听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深入参观实验

室，并与导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 

 

高能所第五届大学生夏令营闭营 

 

7 月 28 日，中科院高能所 2017 年大学生暑期夏令营闭营。高能所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任常哲、副主任裴国玺，实验物理中心副主任朱科军，加速器中心副主任陈锦晖等出

席闭营仪式。闭营仪式由教育处处长保增宽主持。 

常哲对第五届夏令营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感谢营员们给高能所带来的别样活

力。常哲表示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科研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希望同学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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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珍惜现在的科研条件、热爱科研事业，为我国的基础研究贡献力量。 

随后，与会领导给营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并给表现突出的营员颁发了优秀营员荣

誉证书。邹全、任淑鉴和姜仕林代表营员发表感言，他们说，短短几天他们收益颇丰：

在报告中感受到老师们认真、严谨的科研态度；在参观中惊叹于前人的智慧，并激发出

强烈的科研动力；在交流学习思维碰撞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志愿者代表赵宝奇感谢营

员们带来的活力和感染力，希望他们能加入高能所，为高能物理的美好未来同能努力。 

最后，常哲代表高能所收回营旗，本次夏令营胜利闭营。 

 

高能所参加 2017 中外博士后制度研讨会 

 

中外博士后制度研讨会于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珠海的横琴新区举行。本次研讨会

旨在促进中外博士后交流与培养。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近 100 名科学专家和博士后，研

究机构的管理人员和政府博士后系统管理人员参加了这次活动。本次研讨会由全国博

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广东省人社厅指导，珠海市横琴新区博士

后管理办公室主办。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王明政、人社部专家中心主任夏

文峰、人社部专家中心党委书记邱春雷、广东省人社厅副巡视员贺东出席研讨会。 

高能所是首批建立我国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单位之一，陈和生院士是中国首位进

站博士后。高能所依托大科学装置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先进加速器物理与技术研究及开

发利用、先进射线技术与应用的综合性研究，有着很好的国际合作交流，培养和吸引了

一大批人才。2006 年高能所首位外籍博士后进站，至今已招收外籍博士后 46 人，在站

有 22 人。对于外籍博士后的合作与培养，高能所有国际科研项目合作、资助项目及开

放的科研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外籍人员来所工作生活所面临的一些具体

问题，为此高能所制定了外籍博士后管理规定，持续优化高能所博士后国际化发展。为

了更详细的了解外籍人员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相关的国家、博管会政策，高能所作

为代表单位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上，外籍专家和博士后代表们充分交流了他们在中国做科研的优势和挑战。高能

所实验物理中心 Tamer Tolba 博士作为外籍博士后代表交流了在高能所做博士后科研工

作的感受、建议及经验。代表们的发言反映出外籍博士后人员管理所共同面对的共性问

题。招收单位的代表们就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建议：政府继续加大交流与引进人才的

投入；优化申请签证的渠道和程序；优化外籍雇员的保险问题；提供语言问题等。 

本次研讨会是继 2016 年首届中外博士后制度研讨会后，中外专家学者再次齐聚珠

海横琴，共谋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研讨会内容精练，为进一步加速中国博士后制度国

际化进程和提升博士后工作管理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优化我所外籍博士

后合作与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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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 

 

11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国科大玉泉

路校区礼堂二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等出席学院成立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由国科大副校长苏刚主持，

丁仲礼校长讲话。 

面向“核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学科布局和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批准国科大成立科

教融合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核学院），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

究所为主承办，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共建。核学院由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长王贻芳院士担任院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肖国青担任常务副院长，面向相关学科

建设 9 个教研室。  

丁仲礼、詹文龙、王贻芳和肖国青共同为核学院揭牌。揭牌仪式后，肖国青、詹文

龙和王贻芳分别报告了核学院筹建情况和办学目标、惠州核科技中心的展望和我国高

能物理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为学院的发展勾勒出了美好的未来。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马余

刚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的

赵光达、邓建军、张肇西、陈森玉、柴之芳等 7 位核科学与技术领域院士，中科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赵红卫，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潘卫民，核学院副院长、

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委书记魏龙，核学院副院长、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纪委书记李燕出席

了学院成立揭牌仪式。同时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

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华北电力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南华大学、南开大学、清

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和重庆大学等单位及相关院系的领导、专家，以及国科大相关部门、院系和核

学院共建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导师和研究生代表参加了大会，共同见证了核学院

乘风起航的历史性时刻。 

 

高能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 2017 年度总结会 

 

12 月 5 日，中科院高能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议题包括 2017 年冬

季学位初审、拟聘副导师审核、年度招生情况汇报及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年度工作总结。 

会议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主持。会议审议了 13 名博士、1 名学术硕士的学

位申请，经无记名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建议授予 14 名研究生相应学科的学位。会议审

议了 24 位副导师的聘任申请，经无记名投票表决，全票同意聘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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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处处长保增宽汇报了 2017 年度招生情况，从招生政策、招生数量变化、生源

情况全面进行了分析。他分析了生源质量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下一步提高生源质量可

采取的措施，包括多种形式加强与高校合作，改革英才奖颁奖形式，扩大夏令营招收规

模以及其他“走出去主动宣传”的形式等等，为保证优秀生源做好保障。  

常哲对学位评定委员会年度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从学科建设、科教融合、导师队

伍、培养与学位、奖评资助等方面做了介绍。他重点通报了我所今年参加教育部及国科

大各类学科评估工作的结果以及学科专业做出的相应调整。在科教融合方面，他介绍了

我所和近物所共建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情况以及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各方面工作开展

情况。常哲还概括介绍了导师研究生的各方面情况。最后，他指出了下年度工作的重点，

并感谢各位委员对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的支持。 

 

高能所举办第十六届所长奖学金颁奖典礼 

 

12 月 28 日，中科院高能所举办第十六届所长奖学金颁奖典礼。高能所所长王贻

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曹俊、董宇辉，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出席活动。 

典礼由教育处处长何会林主持。王贻芳向所有获奖学生表示祝贺，并向到场师生介

绍了高能所目前取得的科研进展，他说，研究生是科研工作中的生力军，希望同学们能

够继续努力，一起把高能所建成真正的国际领先的研究中心。随后，陈刚宣读所长优秀

奖学金和所长表彰奖学金获奖名单。王贻芳等为获奖学生颁奖并合影留念。 

颁奖典礼后举行了 2017 年迎新年联欢活动。 

 

高能所与北航物理学院联合举办“钱三强英才班” 

 

12 月 30 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院在高能所联合举

办“钱三强英才班”签约仪式。北航物理学院院长吕广宏、副院长黄安平、核科学与技

术系主任竺礼华等，高能所副所长魏龙、所长助理董宇辉、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

等出席签约仪式。  

仪式由教育处处长何会林主持，魏龙与吕广宏分别致辞并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后，北航代表团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多

学科中心等研究单位。 

“钱三强英才班”是高能所与高校开展科教结合、联合培养高水平大学生的重要平

台。高能所目前已经中国科学与技术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大学、重庆大学等 10 所高校举办联合举办英才班。英才班学生通过来高能所参观、参

加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典礼、申请大学生“科创计划”项目、进行毕业设计等，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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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视野，增强了科研兴趣。北航物理学院与高能所均有物理学和核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

学科培养点，其在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等方向有广泛的科研合作

基础和前景。双方通过联合举办“钱三强英才班”必将促进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的合

作。 

 

RDTM 期刊召开 2017 年国内编委会会议 

 

10 月 11 日，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辐射探测技术与方法》,

简称 RDTM）在中科院高能所举行了 2017 年国内编委会会议。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文

献信息部主任郑文莉、副主任于健，RDTM 期刊主编李卫国及编委，编辑部、学会及出

版社有关人员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主编王焕玉主持。 

王贻芳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并向参会人员介绍了 RDTM 期刊的创刊源起和创刊目

的，他希望工作人员能够继续努力，使 RDTM 期刊发展成为核探测技术与方法相关研

究领域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人发表学术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随后，李卫

国详细介绍了 RDTM 期刊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包括文章发表及影响力、期刊出版周

期、编委会变化以及工作情况、期刊宣传推广、期刊申请提升能力项目情况，阐述了研

究所、学会、编委、审稿人、作者、文献信息部以及编辑部成员等对期刊的支持现状，

以及 RDTM 期刊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规划。RDTM 期刊出版方斯普林格出版

社（Springer）高级编辑李健在英文期刊发展的报告中说明了期刊发展的一些重要事项，

包括出版高质量文章、按时出版、文章引用、会议宣传、编委构成的广泛性和国际性等。 

最后，编委们针对今后如何提升 RDTM 期刊质量和国际学术影响力展开了讨论，

并提出了一系列利于 RDTM 期刊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期间，王贻芳、李卫国为与会编委颁发了聘书。 

RDTM 期刊是由高能所和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主办，Springer 出版的全英文

学术电子期刊，2016 年 10 月创刊，2017 年正式上线，全球发行。RDTM 发表辐射探

测技术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旨在反映该领域科研水平，促进学科发展，加强国

内外学术交流。期刊主要内容涉及：探测器，核电子学，核仪器与控制，核成像技术，

核监测技术，核技术与公共安全，计算机技术在粒子物理实验中的应用，抗辐射电子学

与电磁脉冲，加速器相关技术，同步辐射探测和应用等领域。 

 

《现代物理知识》第七届第八届编委会联席会议 

成功举办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现代物理知识》第七、第八届编委会联席会议在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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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高能所举行。《现代物理知识》新老编委和编辑部编辑近 40 人出席了会议。高能所所

长王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文献信息部副主任于健、中国科学院传播局科普与出版处

主管杨子秀，科学出版社、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茵杰等领导也参加了会

议。  

会议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由第七届编委会副主编沈彭年主持。王贻芳首先致

辞，他代表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和高能所向《现代物理知识》两届主编、编委会

和编辑团队致谢，并表达了对科普工作和科普期刊的支持，希望大家继续共同努力，把

期刊越办越好，不断扩大期刊影响力，成为提升公众尤其青年科学素养的重要平台。潘

卫民在随后讲话中指出，《现代物理知识》历年来在主编的带领下，在编委团队、编辑

部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内容、可读性等方面都做出了不断的改进，在新媒体等科学传

播形式的冲击下，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作为新一届编委，潘卫民希望《现代物理知识》

在新一届主编的带领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办成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科普期刊。杨子

秀介绍了中科院和国家层面对科普工作的支持政策，并为《现代物理知识》的下一步发

展提出了建议，包括结合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团等活动宣传期刊，挖掘科普作者等。吴

茵杰结合中科集团出版物的市场经验，为《现代物理知识》的市场推广提出了建议，包

括找准期刊读者定位、采用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宣传方式等。  

第七届编委会主编厉光烈代表第七届编委会作了工作报告,并介绍了二十多年来自

己担任期刊主编的经验和体会,提出了对第八届编委会的期望。赵洪明编辑作了“《现代

物理知识》编辑部工作报告”，介绍了期刊近十年的出版情况和编辑部组织的科普活动。

接下来，王贻芳所长宣布了《现代物理知识》第八届编委会名单，并为主编、副主编、

顾问和委员颁发聘书。  

会议的第二个阶段由第八届编委会副主编朱邦芬院士主持。文献信息部副主任于

健受郑文莉主任委托作了主题为“文献信息部与《现代物理知识》”的报告，介绍了文

献信息部与《现代物理知识》的渊源，同时结合期刊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述了部门

未来从人力资源、业务优化等角度全力支持《现代物理知识》发展的一些想法。张闯主

编作了“《现代物理知识》第八届编委会工作设想”的报告，介绍了新一届编委会的组

建过程，分析了当前形势下期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初步设想。  

最后是编委会工作讨论，编委们对办刊方向、期刊内容、稿件组织、营销策略、科

普活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部署了具体的落实步

骤。  

会议期间，编委专家参观了高能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慧眼卫星

地面控制室、质谱实验室、ADS 装置以及博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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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 C》创刊 40 周年纪念会召开 

 

11 月 13 日上午，《中国物理 C》创刊 40 周年纪念会在中科院高能所召开。期刊主

办、主管、出版单位领导，以及历届编委代表、部分作者、审稿人、读者 80 余人参加

了会议。 

《中国物理 C》(原刊名《高能物理与核物理》)，1977 年创刊，由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物理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主管，科学出版社出版，

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负责国际发行。《中国物理 C》是反映我国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领域

发展的重要学术期刊，并作为中国唯一加入“国际粒子物理开放获取出版资助联盟

(SCOAP3)”支持学术期刊实行高能物理领域论文的开放获取。2016 年影响因子 5.084，

据 ISI Web of Knowledge 数据显示，《中国物理 C》在粒子物理、核物理类学科的排名

分别为第 5 位和第 2 位，两学科双双晋升 Q1 区，迈入国际期刊行列。 

纪念会由李海波副主编和靳根明副主编主持。《中国物理 C》主编、高能所所长王

贻芳院士代表编委会和主办单位高能所致辞，他感谢大家对期刊的关心和支持，期刊创

办四十年来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一路走来，从办刊的艰苦时期到现在的卓有成效，从

中文刊到英文刊，历届编委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实施过多项改革措施，使期刊进入正

循环，吸引了高质量的文章。他期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物理 C》，提高学术质量和国

际影响力，使期刊对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领域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将《中国物理 C》

办成国际知名杂志。随后，近物所所长助理原有进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委员会主

任吕力研究员、高能所文献信息部主任郑文莉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主管单位中国科

学院传播局科普与出版处主管杨子秀，科学出版社、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茵杰、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北京代表处中国区高级出版人王百桦等分别致辞祝贺。 

纪念会上，朱永生研究员（曾任第 6—9 届副主编）代表上届主编郑志鹏研究员、

副主编沈彭年研究员报告“《中国物理 C》四十年”，详实介绍了期刊创刊至今四十年的

发展历程，从“历届主编及团队”、“期刊的大事记”到期刊国际化发展，从办刊的“几

点体会”，及对第 10 届编委会、期刊充满信心的“新阶段”，无处不感受到老一辈科学

家对我国高能物理事业和学术期刊发展的眷眷之心，殷殷之情。第 5 届副主编杜东生

研究员生动、风趣地向大家讲述了“《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创刊前后的故事”，使大家了

解到期刊创刊前后我国高能物理学家渴望研究和交流高能物理和核物理学术成果的愿

望，肯定了创办《高能物理与核物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期刊今后的发展提出了

殷切的期望。会上，高能所编委曹俊研究员和近物所编委王猛研究员分别作了“中国中

微子物理实验进展及其未来”、“原子核质量的测量和评估”的学术报告。 

会议向清华大学高原宁教授（代表 LHCb Collaboration）、上海交通大学王伟教授和

南京师范大学朱瑞林副教授分别颁发 2017 年度优秀论文奖，以表彰他们将重要的物理

成果发表在《中国物理 C》，对 2016 年和 2017 年度的 57 位优秀审稿人进行表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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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中国物理 C》做出的贡献，并对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最后吕才典副主编进

行了简要总结。 

13 日下午，召开了 2017 年度编委会例会。会议由吕才典副主编主持，副主编、中

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肖国青研究员致辞欢迎大家参加编委会并感谢编委一年来的辛苦

努力使得期刊越办越好，编辑部主管 Caitriana Nicholson 博士作了“《中国物理 C》编辑

部工作报告”，特约嘉宾《Cell Research》编辑部主任程磊博士作了“How we do things 

at Cell Research”报告,王百桦作了“What IOP does for CPC”报告。 

副主编吕才典研究员报告了一年来编委审稿情况，提出了 CPC 明年将调整栏目的

计划。李海波副主编主持讨论，与会代表对《中国物理 C》过去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期刊如何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组织高质量文章和栏目调整，对如何充分有效发挥

编委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坚信《中国物理 C》的未来更美好。最后靳根

明副主编进行了简要总结，会议圆满闭幕。 

 

Chinese Physics C 再度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 

学术期刊” 

 

11 月 22 日至 23 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

技期刊研究会、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7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2017 中

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简称《年报》）。  

《年报》以 2016 年出版的国际主流学术期刊文献为统计源，包括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 SCI 期刊、SSCI 和 A&HCI 期刊， ESCI 期刊，增补期刊，共计 20192 种。中

国出版的有 6210 种学术期刊，将其分为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人文社科两个类别，分

别计算“期刊影响力指数（CI）”，综合期刊国际他引影响因子（IF）、国际他引总被引

频次（TC）、期刊量效指数（JMI）等进行评定，按照 CI 排序，遴选出 TOP5%以内的

期刊为“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 TOP5%~10%之间的期刊为“国际影响力优秀学

术期刊”。  

根据《年报》“国际影响力指数”排名，Chinese Physics C 在 4000 余种自然科学类

期刊的统计源中排名第 8 位，比 2016 年排名 15 位又有大幅提升。  

Chinese Physics C 以其学术质量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已连续四年入选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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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 2017 年辐射安全与防护环保初级培训班举办 

 

3 月 16 日至 17 日，中科院高能所行政管理处举办了高能所 2017 年辐射安全与防

护环保初级培训班。高能所多学科中心、核技术研究中心、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实验物

理中心和通用运行处共 11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行政处安保办安全主管郭新明主持开

班仪式，并介绍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的内容和必要性，他希望学员通过参加培训能够增

强辐射安全素养，共建高能所核安全文化。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来自清华大学曲静原教授介绍了辐射防护物理学基础、辐射

安全与防护体系；南京大学的肖林教授则介绍了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安全与防护；环保部

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的宋翔翔监督员就我国现行的辐射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以及近年来辐射安全案例作了培训；此外，参训人员还在培训期间与教师进行了交流和

探讨。 

根据环保部辐射安全法规，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前需取得资质培训合格证书，在岗期

间需要参加每四年一次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继续教育。本期培训学员全部通过了考试，获

得了环保部颁发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行政管理处希望通过定期集中举办

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能为学员今后从事的辐射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增强辐射工作人员

的法律意识和核安全意识。 

 

高能所辐射安全许可证增项通过环保部现场审核 

 

5 月 3 日，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到中科院高能所组织召开了辐射安全许

可证增项专家审查会暨 2017 年度高能所辐射安全例行检查。高能所副所长罗小安，大

装置中心、加速器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粒子天体中心、多学科中心等安全负责人参

会，会议由行政处副处长梁键主持。 

环保部华北站相关人员和专家听取了行政处关于高能所辐射安全许可证增项情况

的报告以及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专家的技术审评报告。专家组对新增的 4 台Ⅱ类

射线装置、21 台Ⅲ类射线装置及 12 处辐射工作场所辐射防护设施、安全联锁系统、安

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进行详细检查。经过审议和讨论，专家们一致同意高能所辐射

安全许可证增项。通过此次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增项工作，确保了高能所新增射线装置和

场所的合法使用，为高能所在核技术利用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三司核技术利用处、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站、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和北京市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听取了行

政处安保办关于高能所辐射安全工作及核材料管制工作报告。随后参会人员到 BEPC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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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谱仪控制室、12 号同步辐射大厅、1 号厅 ADS 加速器听取了加速器中心副主任

曹建社的介绍。罗小安在会上指出：高能所历来重视辐射安全工作，并按照环保部门要

求规范管理，感谢与会人员对高能所辐射安全管理工作的肯定。 

 

北京市安监局对我所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进行评估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和安监局工作要求，切实保护放射工作人

员的职业健康，今年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全市职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

我所作为放射性职业病防治重点单位，被市安监局列为检查单位之一。10 月 31 日，北

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石景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

院、北京市职业病防治联合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我所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

了评估。  

联合检查组对我所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制度、文件档案、放射人员培训、放射人员

职业病健康检查、复查情况以及放射人员职业病危害告知合同等内容一一审核，对物理

楼实验厅、放射源库、BEPCⅡ、中子厅等放射性工作场所开展了现场检查，内容涉及

场所危害告知、标识、防护用品、安全防护措施和工作人员现场问答和考核等。  

为迎接上述职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在所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行政处职卫办进行

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建立全所放射性职业病防治规章制度，完善人员基本情况

调查，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评价工作，在放射性工作场所设置职业卫生公告栏、

警示标识和说明，组织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核查职业

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运行情况，进行职业病危害告知，组织加强职业健康宣传、教育

和培训等工作，推动了全所职业病防治工作管理秩序建设，提高了职工对放射职业病危

害的认识和防治水平。按照市安监局和专家组的检查评估意见，我所将进一步完善放射

职业病防治管理工作。  

加速器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通用运行部、大装置管理中心、人力资源处等单位

也对本次检查评估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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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级工作会议及相关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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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这一年，党的十九大会议胜利召开，高能所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按照习

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深入实施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秉持

创新发展理念，在前沿科学研究、大科学装置立项和建造及运行、技术成果转化、人

才队伍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所 

——2018 年高能所工作会议、领导班子考核测评暨八届五次职代

会大会报告 

 

王贻芳 

2018 年 2 月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会议胜利召开，高能所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全会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按照习总书

记提出的“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深入实施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秉持创新

发展理念，在前沿科学研究、大科学装置立项和建造及运行、技术成果转化、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代表本届所领导班子汇报如下： 

一、 国家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重要部署 

习近平主席 1 月 23 日主持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通过了《积极牵头组织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1 月 31 日，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 20 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编制和力争发起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化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计划。   

发展目标为：到 2020 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

若干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科学前沿重要方向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解决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支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供

给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支撑；到 2035

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在更多重要领域引领全球发

展，产出一批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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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坚实基础；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

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

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 

二、 2018 年中科院工作重点 

白春礼院长在中科院 2018 年工作会上对我院 2018 年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1. 认真组织开展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 

2. 着力抓好重大科技任务和“三重大”成果产出 

3. 加快落实北京上海科创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建设等任

务 

4. 深入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 

5. 多措并举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6. 进一步发挥学部主导作用深入推进高水平智库建设 

7. 认真组织实施“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行动计划 

8. 积极构建国际科技合作新格局 

9.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党建工作 

三、 高能所基本情况介绍 

1． 人员队伍情况 

高能所在职职工近 1500 人。在编人员 1402 人，项目聘用职工 60 人（含三元和外

聘）。在编人员中，科技人员 991 人、科技支撑人员 231 人、管理人员 180 人。 

在编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 1231 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758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

总数的 61.6%，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92 人，占 15.6%；副高级 566 人，占 46.0%；

中级及以下 471 人，占 38.3%。 

两院院士 9 人；“万人计划”4 人;“千人计划”10 人; 973 首席科学家 1 人; 杰青

17 人；“百人计划”入选者 50 人。  

2017 年新增：院士 1 人，青年千人 1 人，杰青 1 人，百人 6 人（其中 A 类 1 人；

B 类 1 人；C 类 4 人）。 

研究生 599 人，其中博士生 360 人，外籍 9 人；另有联培生 207 人。 

博士后 45 人，外籍 9 人；在站人数：99 人，其中外籍 22 人。 

研究生导师 56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2 人。 

2. 论文发表稳步增长，质量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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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不完全统计高能所发表科技论文共 1054 篇，其中被 SCI 数据库收录的论

文 729 篇，被 EI 数据库收录的论文 360 篇。 

3. 知识产权申请及授权量显著增长 

通过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建立规章制度、签署保护协议、组织全员培训等途

径，加强对科技成果的保护，促进研究所软实力建设。任期内共申请专利 60 项，其中

发明 49 项、实用新型 9 项；获得授权专利 63 项，其中发明 54 项、实用新型 7 项。专

利的转移及授权使用，提升了相关企业的创新能力（纳米药物、乳腺 PET 等）。 

4. 获奖情况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的中微子震荡新模式”获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

等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 获 2016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魏

龙等人的“新一代核辐射成像探测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大亚

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陈和生分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及奖章； 王贻芳荣获 2016

年俄罗斯“庞蒂科夫奖”；陈和生荣获 2017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张双南荣获 2017 年十

大科学传播人物；大亚湾团队 入选院“十二五”突出贡献团队；BEPCII 和大亚湾实验

稳定运行，获得 2017 年中科院大装置运行二等奖；大亚湾实验团队获核学会 2015-2017

中国十大核科技进展。 

四、 2017 年工作开展和完成情况 

（一） 高能所“十三五”规划 

一个定位 

 

国际领先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 

大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基地 

五项 

重大突破 

 

1．粲能区物理研究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2．中微子物理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3．优质建成散裂中子源装置并开放运行 

4．建成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 HXMT 并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5．纳米药物的研究取得突破 

七个重点 

培育方向 

 

1．粒子物理前沿研究 

2．粒子天体物理和粒子宇宙学的研究 

3．先进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 

4．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 

5．X 射线光学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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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射线技术应用研究 

7. 核能放射化学及相关材料的前沿研究 

 

（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运行任务，实现高效率的物理取数与同步辐射供

光运行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完成了谱仪取数任务，完成了 7 个能量点(3616pb-1)、

hi_c1(350pb-1)和 X(3872) (100pb-1)的取数，完成了能量精确测量装置(BEMS)的实验取

数（用时 36 天），在高能物理取数过程中，有 10 条同步辐射光束线在兼用模式下运行。 

完成了为同步辐射用户供光任务，优质完成两轮共计 82 天的专用模式供光运行。

TOP-UP 恒流运行轨道稳定性好，有效机时率高，4W2 间隙由 18mm 推进到 16mm，光

强提高 40%，实现指定束团注入较高流强（Hybrid 模式），首次实现了 Top-up 模式下

长时间双高频腔稳定运行。 

（三）BSRF 两轮开放，共支持 600 个课题实验取得一批高质量成果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的 14 光束线和实验站对外开放，实验站运行效率 98.7%, 

共享率 93.6%，超额完成科学院要求的运行任务，2017 年发表文章 450 篇，其中 Science 

1 篇，Nature 2 篇。 

（四） 实施“五项重大突破”规划的主要进展 

1. 粲能区物理研究 

——北京谱仪 III 实验确定了 Zc(3900)的自旋、宇称；发现了 Y(4260)的双峰结构，

为理解 Zc(3900)和 Y(4260)的性质提供了重要数据；首次系统测量粲重子的衰变等；发

表文章 34 篇.关于 Zc(3900)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测量的文章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并被《物理》（Physics）杂志编辑作为特色研究论文推

介，对正负电子对撞数据的分析确定了含四夸克粒子的自旋和宇称。发现 Y（4260）

的双峰结构，这是首次发现 4.26GeV 附近的明显双峰结构 Y（4260）+Y（4360）。BEPCII 

的质心系能量突破设计值 ，BESIII 在 4.6 GeV 处获取 567pb-1 数

据，国际上利用阈值数据，首次测量Λc+衰变分支比。其结果发布在 PRD95（2017）

111102（RC）、PRL119,112001（2017）、PLB772（2017）388。 

——理论物理研究取得新进展 

在近阈奇特强子态的研究方面：利用重夸克有效理论及三角奇异性机制，在认识 

Zc(3900)和 Y(4260)等奇特强子态的结构和性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完成特邀综述性

论文 Hadronic molecules，发表在影响因子 36.917 的 Rev. Mod. Phys.期刊上，迄今已被

引用 60 余次，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在重夸克偶素衰变的研究方面：在国际上首次

计算了赝标重夸克偶素强衰变宽度的次次领头阶（NNLO）辐射修正效应，论文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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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 Rev. Lett.期刊上，被国际同行评价为 QCD 理论应用于重夸克偶素近 40 年来的一

个重要进展。在 TeV 物理的理论研究方面：研究了 Higgs 粒子与顶夸克的性质，以及

相关新物理的对撞机信号，被 ATLAS、CMS 等大型国际实验合作组多次引用。 

2.中微子物理研究 

——中微子振荡参数θ13 测量精度不断提高：5 次发表θ13 测量结果，精度从

20%提高到 4%，继续保持国际领先。质量平方差测量精度提高到 3%，与加速器中微

子实验相当。实验测到完整的中微子振荡周期。反应堆核燃料演化：实验利用长期积

累的数据中燃料成份的变化，发现上述差异是主要由 235U 引起，而 239Pu 的结果与理

论一致；实验得到的中微子振荡结果基本上与理论模型无关。该项成果就得到了《科

学》《今日物理》等十几家科学媒体的报道。 

3．优质建成散裂中子源装置并开放运行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取得重大进展。2017 年，散裂中子源工程建设克服

种种困难，采取并行安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重大进展：土建工程完工，通用

设施运行；加速器、靶站和谱仪完成全部设备安装任务，投入试运行。中国散裂中子

源（CSNS）首次打靶成功。8 月 28 日，CSNS 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这是工

程建设的重大里程碑，提前实现获得中子束流的目标。质子束流在五个不同的流强下

均一次打靶成功，测得的中子能谱完全符合预期，调束进度超过国际上其他散裂中子

源，这充分证明了加速器和靶站设计科学合理，设备研制与安装调试的高质量和高可

靠性，创造了我所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广东卫视、《自然》杂志等三十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4．建成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 HXMT 并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发射成功。2017 年 6 月 15 日 11 时，HXMT

“慧眼”成功发射升空。11 月 28 日高质量、圆满完成在轨测试评审，所有载荷单机工

作正常，性能指标满足要求。HXMT 卫星是我国第一颗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创造了

由民用航天和科学院联合支持的科学卫星管理典范。在轰动全球的双中子星并合产生

引力波及电磁对应体事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际上正在运行的最重要的伽马射

线暴监测设备之一。目前装置已经取得大量数据，可以取得重要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提到：“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慧

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 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我为中国人

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 

5．纳米药物的研究取得突破 

——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实现企业转移转化。为实现肿瘤的低毒性治疗，自

2004 年以来，研究人员研发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连续制备的方法和分离纯化关键新

技术，设计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Gd@C82 及其衍生物连续生产的中试装置，取

得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从实验室合成到规模化制备的技术突破，为纳米药物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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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研究成果在 Nature 子刊、PNAS 等国际 SCI 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 60 余篇，并获得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发明专利。2017 年

12 月 6 日，高能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抑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

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实现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社会的转移转化，有望为攻

克癌症做出重要贡献。 

（五）在七个重点培育方向上的重要进展 

1. 粒子物理前沿研究 

——江门中微子实验进展顺利。 新增多个合作单位，达到 17 个国家和地区 71 个

合作单位 550 人；国外贡献超过 2000 万欧元；基建：完成斜井与竖井隧道挖掘；光电

倍增管开始批量生产和供货，完成小光电倍增管招标；完成有机玻璃球、不锈钢网架、

探测器安装和安装平台招标；完成小模型实验，确定液体闪烁体配方及纯化方案；探

测器的其它方面，如电子学、光电倍增管防护等，均取得重要进展，全部按计划完成

任务。 

——积极开展未来环形对撞机（CEPC/SppC）的设计研究 

预研经费已经基本到位，设计工作全面展开，概念设计报告即将完成；技术预研

工作全面展开，包括超导腔、速调管、磁铁、探测器等；与企业成立了速调管、高温

超导材料与磁铁等联合研究体，开展技术攻关；40 多家企业建立了 CEPC 产业促进会，

以推动与企业的合作，实现技术提升和突破，并使众多参与企业成为国际著名的设备

供应商；国际合作全面展开，今年年会的参加者约 1/3 来自国外，与约二十个国外研究

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 

2. 粒子天体物理和粒子宇宙学的研究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开工建设。2017 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初步设计报告、初步设计概算得到批复， 6 月 22 日项目主体建设 WCDA 工程破土动

工，本年度工程经费为 2.8 亿元。在组织和实施方面，确定了科技指导委员会，国内建

设队伍以共建单位高能所为主，联合科大、清华等 7 个单位参与团队，承担所有探测

器设备的研制、现场投放、调试运行工作。国际合作组已有 20 多个单位 100 多位科研

人员参加，美国、瑞士、法国、俄罗斯和泰国 5 个国家加入；已启动离线触发、事例

重建、物理分析软件构架、模拟软件等物理分析软件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地

方配套工程竣工，国家工程完成初设审批并开工建设。 

——阿里“原初引力波”开工建设。阿里观测站位于海拔 5250 米，是国际上海拔

最高的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将与南极极点、智利阿塔卡马一起为国际三大基地。2017

年 3 月，白春礼院长，高鸿钧局长一行赴阿里一号观测站建设基地主持奠基仪式；7 月，

高能所组织美方合作团队第一次到阿里一号台址进行了实地考察；8 月，刘延东副总理

实地考察阿里一号施工现场；目前，观测仓主体建筑已完工。 

——空间天文实验，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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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天文台（eXTP）等项目在积极进行中。    HERD 主要科学目标是以前所未有的

灵敏度搜寻暗物质（对电子谱异常的脉冲星起源给出判决性证伪）；探究宇宙线起源的

世纪之谜；开展高灵敏度的高能伽玛射线巡天。9 月，升级完成第二版 HERD 原理样

机，11 月，完成第二轮 CERN 束流验证实验，圆满完成预期目标，证实三维量能器方

案和光纤+增强型相机信号读出方案进行高能量分辨和大动态范围观测的技术可行性。

eXTP 是一个大型天文台，能够回答从小至恒星、大到星系团尺度的几十个天体物理问

题。已完成科学白皮书。11 月 16 日，第二期背景型号建议书通过评审（计划 1 年后进

入工程立项程序），12 月 18 日，重任局下达同意启动 eXTP 第二期背景型号研究的批

复。 

3．先进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 

——ADS 强流质子加速器注入器 I 再创国际新高。ADS 加速器前端主要关键技术

实现全面突破，高质量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通过了总体验收。25MeV 主加速器成功

获得了大于 25MeV/10mA 的质子束流，整体达到了加速器先导专项目标，并实现了目

前唯一的 25MeV 连续波调束，再创同类加速器国际新高。项目进展带动了国内相关工

业领域水平大幅提升和产业进步，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超导质子直

线加速器队伍。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即将完成建设 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十二五”建设项目，建设周期 2.5 年。目前 HEPS-TF 工程进展顺利，关键技术

均已得到解决，各系统研制进展顺利，采取“完成一批、测试一批”的方式分批组织

工艺测试（现完成了 7 个系统的工艺测试），以加快 HEPS-TF 项目建设进程，保证 HEPS

顺利按期开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装置（HEPS）获得批复 12 月 15 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项目建议书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HEPS 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加速

器、光束线站、配套设施等，首期建设 14 条光束线和相应的实验站等。项目建设周期

6.5 年，经费约 46.8 亿元，力争于 2018 年底前开工。HEPS 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十三五”规划》优先布局的大科学工程项目之一，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市共

建怀柔科学城的核心装置。该项目是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

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是推动我国同步辐射装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举措。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平台项目总建筑规

模 20966 平方米，是 2017 年核心区“5+2”重大项目之一，也是怀柔科学城建设重要

组成部分，总投资约 5 亿元。2017 年 2 月召开启动会，按照“一会三函”流程，历时

110 余天，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开工，完成了北京市要求的 5 月底开工的全局部署。PAPS

项目由加速器技术创新分平台和 X 射线技术创新分平台组成，各系统正在按照 CPM 计

划开展研制工作。在实验室建设方面：技术方案已通过国际评审，已完成基建设计招

标工作，基建已开始，预计 2018 年 8 月完成室内装修，设备采购已开始，预计 2019

年 1 月完成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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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超导高频腔在用户装置（BEPCII）上带束运行 

首个国产超导腔于 2008 年立项；2011 年 9 月完成高功率试验，验收达标，作为

BEPCII 备用腔储存六年；2017 年替换进口设备；2017 年 10 月 11 日开机，10 月 18 日

按计划正式为用户供光运行，12 月 7 日为高能物理实验提供对撞束流！国产超导腔正

式运行属国内首次，将为上海自由电子激光项目做出重要贡献。 

4. 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 

以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在核探测技术方面重点部署研究新

实验方法和技术，如开展气体探测器、闪烁探测器和半导体探测器的研究。在核电子

学方面重点部署前端电子学关键技术研究，发展大容量高精度、高速度数据获取与处

理系统技术。 

——硅像素探测器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完成了第二版工程样机和基本功能开发，如

数据高速读出、事例组装、无损压缩、数据存储、运行控制、在线图像显示等等，软

件的最高稳定读出带宽达到 2.49GB/s ，超出 1.92 GB/s 的设计指标。本系统具有灵活

轻量的特点，可以灵活的应用于其他类似实验当中。 

5. X 射线光学技术 

高能所的射线技术及应用研究已有多年的基础，X 射线及其应用方面，2012 年 12

月成立 X 射线光学与技术实验室，开展 X 射线光源、成像原理及应用、微纳光学元件、

计量学、探测等方面的研究。中子及其应用方面，结合散裂中子源建设，开展中子源、

中子束线及中子光学、中子谱仪、中子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BSRF）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支撑平台，取得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2015

年光学实验室建成，晶体实验室投入使用，光学平台前端区建成。X 射线光学技术在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上得到应用，完成了高能 X 射线单色器系统、X 射线时间

分辨系、二维像素阵列 X 射线探测器、纳米定位与扫描系统的研制。 

6. 射线技术应用研究 

射线技术在医学、国家安全、工业、环境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1）医用射线成像技术研究及应用 

——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 和乳腺低剂量多能 CT 技术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支持），科学院支持的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 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乳腺低

剂量多能 CT 技术研究顺利进行，已完成系统硬件集成开发，该技术是具有明确市场需

求的新一代 CT 技术（能谱型）。 

——乳腺 PET 先期设备已经正式落户北京、常熟 2 家高端体检中心，石家庄、哈

尔滨两家医院即将签订入驻协议，天津肿瘤医院、郑州中心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济南人民医院、大连中心医院等多家公立医院上报至省卫计委等待配置许可。

与东莞东阳光公司共同开展 BNCT 中子治癌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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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安全监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安全检查设备已在数十家涉核现场应用, 涉及核能工业、国防、环保、科研、安保、

辐照等领域，应用于我国铀浓缩、核燃料后处理等重要核基地，进行源项分布调查，

应用于我国所有运行核电站，为核电安全运行及维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同时在其

他多方面开辟了安全检查设备应用新领域：成像仪应用于通道式安检，在高速、机场、

口岸、地铁等逐步开展，拓展到反恐领域；用复合成像仪对散裂中子源隧道进行辐射

环境巡检，服务于大科学装置安全监控；新型个人剂量产品 RAMO-C 完成产品研发，

实现量产 ，并推广到医疗安全领域。核燃料 U235 富集度无源检测系统获得核能重大

专项经费支持，已完成系统的总体设计、单模块研制和定型，开始 128 模块探测器生

产，计划 2018 年上半年交付用户。它是基于 SiPM 的新型探测器（创新）技术，指标

高于国标要求，获得核能重大专项经费支持。 

（3）工业检测和射线加工技术研究及应用 

显微 CL 项目（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完成总体设计，其应用目标芯片封

装缺陷检测；高能加速器 CT 多场耦合岩石力学试验系统：6MeV-CT 和 450kV-CT 地质

所现场安装就位；空间站 X 射线 CT 科学实验柜研制：完成方案论证、电子学系统设

计，正在进行成像关键技术攻关。 

7. 核能放射化学及相关材料的前沿研究 

锕系元素高温熔盐化学研究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乏燃料后处理

复杂体系中的锕系元素化学研究”支持，同时正在承担自科科学基金项目十余项相，

国防科工局基础科学挑战计划项目 1 项。学术成果显著，2017 年发表 SCI 论文 22 篇，

授权专利 2 项，申请 4 项；出版专著 2 部；文章引用大幅提升。 

五、 体制机制改革与管理创新 

（一）所领导班子建设 

坚持开展理论学习，学用结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本届班

子换届以来，共举行 6 次中心组学习会。中心组学习除了加强理论学习之外，还注重

学用结合，每次中心组学习都结合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力求解

决实际问题。形成了调研问题——个人/分部门研讨——中心组结合理论学习进行集中

研讨答复——追踪有关部门落实的闭环机制。 

抓党委班子建设，注重发挥党委委员作用。召开八次党委会，特别加强了党委会

讨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部工作制度，并提出具体

措施。 

开好民主生活会，加强作风建设。按照院党组和京区党委的要求，认真召开所级

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经过努力，民主生活会程序日益规范，保证了会议效果。会前

意见征集更加深入广泛；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不断提高；会后进行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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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工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反馈。 

注重领导干部培养，加强后备力量的队伍建设。中层干部选拔任用，注重程序，

公平公正，招聘中层领导人员 7 人，轮岗 3 人；另 8 个中层岗位，已完成报名和初选。 

（二）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举措 

2017 年，我所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锐意创新，进一步改革，完善科学公正的考核

评价、激励机制，稳定和发展人才队伍，加强人员分类管理，加大引进优秀人才力度，

尤其是争取属地化人才政策（CSNS、HEPS、CEPC、LHAASO 等重大项目） 

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涉及人员聘用、职工考核、人才引进、部门考核、岗位

管理等。 

1. 高能所人员聘用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58 号 

2. 高能所返聘人员管理规定高发人字〔2017〕82 号 

3. 高能所职工考核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135 号 

4. 高能所引进人才招聘与管理细则高发人字〔2017〕155 号 

5. 高能所部门年度考核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157 号 

6. 高能所岗位管理实施办法高发人字〔2017〕156 号 

7. 高能所职工考勤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158 号 

8. 高能所人事档案工作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159 号 

对特殊人才和紧缺急需人才实行特殊人才津贴；大科学装置建设高峰时期的流动

队伍与设计、运行与维护队伍相结合，合理调配人员队伍；建立了较系统的异地人力

资源管理体制与机制。 

（三）积极落实科教融合工作 

积极落实科教融合工作，组织国科大近代物理系、核学院，与相关高校联合办好

英才班。 

11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正式成立。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

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为主承办，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共建。核学院

由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担任院长，面向相关学科建设 9 个教研室 。 

高能所主办国科大近代物理系，邢志忠研究员任主任，高能所承担了《力学》、《量

子场论》等基础课授课任务。 

（四）加强经费管理与资产管理 

1. 加强课题经费的预算和过程管理，坚持“服务支撑与管理监督并重的基本原则”，

进一步完善全所项目的管理与信息维护，保障科研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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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经费及时入账，邮件定时提醒项目执行进度，重点监控。 

课题管理：及时开立、清理、关闭课题；随时关注，与 ARP 主管联合办公。 

经费使用：根据预算审签经费使用，确保合理合规，减少调账及赤字风险。 

仪器类项目全过程管理：包含组织项目遴选、材料申报、现场答辩、中期检查，

技术测试验收、项目现场验收等。核心是政策把握，细致工作。 

2. 加强异地建设基建支出管理，初步尝试会计档案电子化，建立电子档案查询系

统。 

3. 不断完善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节省了大量经费。 

4. 重新制定《高能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修订《高能所资产管理办法》，举办政

府采购管理及资产管理培训，重点协调做好大装置项目资产管理。 

5. 启用新的网上物资采购系统。 

（五）稳步推进国际合作战略规划 

1. 搞好科技外交，推动与美欧日的传统合作，积极吸引他们参加中国发起的国际

合作项目，如 BESIII，JUNO，LHAASO， CEPC，HERD，eXTP 等 

2. 积极努力，继续加大对已有国际合作的支持  

ATLAS、CMS、AMS、Belle-II、PANDA、COMET、EXO、ILC 等 

3. 积极拓展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吸引他们来华，实现互惠共赢，扩大国

际影响，助力高能所建设国际化科学中心 

4. 积极推进中科院-欧洲核子中心联合实验室建设，继续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FCPPL）的合作，推动由 LIA 向 UMI 模式过渡 

5. 本年度签署合作备忘录/协议 15 份 

（六）技术支撑系统建设 

计算环境：保障了大科学工程建设；统一规划，简化管理流程，务实推进所信息

化建设，提高了管理信息化应用水平，发布了一系列所级公共服务系统，超额完成管

理信息化所级任务（2015-2017）规划任务，成为科学院示范，成果推广到科学院机关，

获高度评价。 

文献信息：执行高能物理 INSPIRE 国际合作；Alma 顺利上线，国内第一家自主部

署实施上线并完成与 Primo 的无缝集成；《中国物理 C》获得 2017 年 CNKI 中国最具

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连续 4 年）；为大装置提供综合文献信息服务；AME 按期出版。

RDTM 首期高质量出版。 

通用运行：统筹安排、保障和完成多个大装置的运行、安装等相关任务。 

所工厂/高能锐新：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深入探讨光源建设加工方案、参加院地

合作项目，制定工厂/锐新公司的《长期规划》及实施方案，将逐步向规模产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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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管理（人员聘用社会化、内部管理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转移。 

（七）加强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中心、实验室建设推动加速器技术研究、光子技术研究、粒子探测与电子

学研究，为大科学装置的可持续发展做好技术储备，提升核心竞争力。 

所级： X 射线光学与技术实验室、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院、市级：  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中心  

            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八）基础设施建设 

——我所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多学科大楼项目：计划工期

2016.1~2017.12，总 28247.6 平方米，地下 2 层 7569.7 平方米，地上 12 层 20477.9 平方

米，人防通道 200 平方米，打造绿色节能建筑(一星)，获结构长城杯金奖。 

基础设施在建项目还有： 

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HEPS）、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阿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实验（原

初引力波）、先进光源与测试平台（PAPS）、2017 修缮项目。我们也制定了 2019-2021

年修缮规划：3 号公寓（17500M2，约 4000 万）和 20 号公寓（5159M2，约 1100 万）。 

（九）支撑平台建设情况 

探索建立一系列大科学装置之间的人才、技术和设备的共享机制，逐步完善矩阵

式科研和工程管理体系。 

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共享平台运行良好，提供对外测试服务。明确仪器设备

责任制，优先保证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财政部修购专项：2017 年获批 4 项，3190 万元 2018 年新申请 6 项，4238 万元。 

高能所测试中心：运行机制持续完善，进一步梳理测试中心的设备和设备责任人，

组织两次设备收费定价咨询会，征求专家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收费价格进行了

调整。 

筹备建设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平台构成：两个分平台，7 个研究型系统，

以及基建和公辅系统，经费约 5 亿元，建设周期：2017.1—2020.6。 

（十）重视战略部署，发挥各类委员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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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召开年度战略研讨会, 制定“一三五”规划和未来发展总体规划。部署未来项

目的前期支持，重点投入，解决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各处、室都制定了管理改革计

划，包括长期与年度计划。年度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强化学术委员会在学术管理方面的作用， 设有青年委员、学术顾问委员会、学位

评定委员会。 

发挥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的作用，推进国际化战略（项目和管理），同时制定国际

合作计划，加强双边和多边往来，推动科技外交，管理和推动国际合作项目。认真筹

备 2018 年高能所国际评估工作。 

（十一）质量、保密体系建设 

加强质量管理，成立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持续改进 GJB9001B-2009 质

量管理体系，扩大执行范围。 

加强保密体系建设，通过资格复审，整顿复审中的遗留问题，对要害问题严防死

守。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全员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加强

培训，成效显著。 

制度建设，根据国家 2017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保密资格认定标准》和《评分

标准》，修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保密管理办法》，共计 5 万余字，表格 80 余

张。它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保密资格认定工作在我所正式启动。 

（十二）加强制度建设和民主氛围建设 

加强管理部门执行力，推动民主化与透明化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

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完善职工互动与反馈的平台；采用调查问卷等

多手段，加强职代会与管理层的互动。 

搭建管理工作研讨平台，每年组织 1-2 次管理部门中层干部沙龙，同时培养和建立

后备管理干部人才队伍。 

各单位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改革措施，积极推动管理改革，加强责任制，加强管

理部门执行力。 

提高政策与法律水平，扩大法务服务范围，通过法律解决一些长期积压的矛盾与

问题，收回一些被长期占用的房产。 

持续优化管理体制，推动后勤与通用等部门的社会化进程，理顺采购管理体制，

优化国有资产等部门的管理方式。 

（十三）党建与创新文化建设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先进思想指导实践，抓理论学习，强化思想武

装；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好日常党建基础性工作，强

化组织保障，强化党支部主体作用，抓好异地党建工作；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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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多措并举，营造创新文化氛围：传承科学精神、加强时事形势教

育、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学术论坛、创新论坛、科普交流讲座、品牌学术活动）；搭

建系列传播平台(对重大科研成果做好策划，扩大宣传效果，做好对外科普宣传)；开拓

思路，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职代会、工会、青年、妇委会等）。 

（十四）关于职工医疗费问题 

为抑制医疗费上涨过快，浪费现象普遍存在的趋势，2017 年 4 月调整了医疗费报

销比例。2017 年全年，全所医疗费约 3100 万，所财政补贴 1694 万。与去年相比，医

疗费减少10%。按过去几年每年增长10%的情况来看，新的办法抑制医疗费消耗达20%。

医疗费的报销比例修改主要是将个人负担的 3-5%改为 10%。显然新的办法抑制了不合

理医药费支出。我们加大了困难补助的力度，切实保证有困难、有需求的同志不受大

的影响。许多退休的老同志对此意见极大。我们希望大家能从全所利益出发，从全所

职工利益的公平、合理、均衡出发，理解这件事。未来我们还会继续优化报销比例和

办法。 

六、 2018 年工作计划 

1. 粒子物理研究争取有重要突破  

BESIII 实验——做好 BESIII 探测器的运行维护，完成取数目标，减小系统误差;

完成白皮书；有重点地安排物理分析并作出高质量物理成果（30-35 篇）。 

中微子物理——保证中微子取数稳定运行，完成液闪置换实验及其数据分析；完

成新的 theta13 分析、中微子流强分析和惰性中微子分析；发表相关成果（14-25 篇）。 

粒子天体物理——HXMT：转入运行模式，开展数据分析，争取发表一批重要结

果；POLAR：继续开展数据分析，争取早日发表文章；LHAASO：进行物理分析准备

工作 

2. 做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 

BEPCII —— 完成高能物理取数、同步辐射运行（包括兼用模式）任务以及试验束

供束。 

Daya Bay —— 获取高质量数据，继续提高精度，获取科学成果 

CSNS —— 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向用户开放  

HXMT —— 获取高质量数据，做好数据分析工作，争取获得重大成果 

JUNO —— 按进度进行项目的研发和设施建设，开展江门中微子软件和物理研究 

HEPS-TF —— 10 月前完成项目验收，队伍建设，人员培养，为 HEPS 的建设打下

基础 

PAPS  —— 按计划完成今年的建设任务，开始进入设备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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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S —— 完成项目报建与开工准备工作，确保年底按期开工 

LHAASO —— 工程全面展开的关键一年，开展基础建设，进行物理分析准备工作 

阿里 —— 签署中美合作协议、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技术及科学准备工

作 

eXTP 和 HERD —— 推进立项。eXTP 按计划完成第二期背景型号研究；HERD 继

续优化方案、关键技术验证和开展束流实验 

CEPC —— 完成 CDR 撰写，争取经费支持，推动预研，开展国际合作 

CiADS —— 与合作单位的协调，落实项目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 

GECAM —— 完成工程立项论证、完成年度工程研制任务 

3. 重点项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开展 HEPS 项目相关的基建和通用设施设计工作，完成好 HEPS 报建手续和开工前

期工作，做好各项评审，完成 HEPS 初步设计和开工设计，为 HEPS 在 2018 年底动工

建设提供基本条件。 

4.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纳米、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项目等）；完成目前

在评估备案的三家公司的知识产权作价入股（BNCT、北京高能（核探测）、杭州高能

（PEM））；积极推进广东精密加工中心的建设（尽快完成各项工作，做好知识产权评

估、工商注册登记、生产准备等）；加强异地建设项目的院地合作工作（“东莞高能前

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加速器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大朗先进技术研究院”）；

积极促进产业公司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 核探测系列、乳腺 PET、CL 项目）。 

5. 人力资源规划 

继续推进制度化建设，计划修订《高能所优秀青年人才基金管理办法》、《因私出

境管理办法》、《项目聘用人员管理办法》、《岗位聘用实施细则》等；完成干部人事档

案专项审查和中层干部招聘材料建档；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征缴及退休人员养老金转移；根据上级要求与部署，做好薪酬制度改革。 

6. 经费和资产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高能所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 继续完善测试中心的建设

和运行，稳妥推进，向行业标准靠拢，为科研任务分忧；进一步改善经费争取工作，

提前规划布局，为经费及项目申请提供良好支撑；完善质量等体系建设，推动联合实

验室建设；加强监督，避免出现违规采购行为，运用竞争手段最大限度节约采购资金。 

7. 园区与后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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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区管理方面：进行道路改造及围墙维修加固；高能所用水全部改为市政水；

对多学科大楼周边进行绿化，营造舒适优美工作环境；加快成立业委会，取得住宅区

物业改革实质性进展；如院资金落实，协助国家机关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工程；加快

办理“研究生教育设施”大楼的建设手续。 

在房产管理方面：实施周转房的装修，改善人才的入住环境；加强对三公寓的统

筹管理，改善研究生住宿条件；继续回收被违规占用的住房。 

8. 规范管理方式，建立现代研究所 

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推进依法治所；抓好对规章制

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制定内审年度计划；加强在建、运行项目的过程管理，

加强异地建设的组织管理；做好科教融合工作：学院建设、课程建设、教学研讨等；

通过办好现有英才班、夏令营、英才奖等手段吸引优秀生源，提高生源质量；加强财

务核算和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推进财务工作向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和信息化发展；

继续做好国际合作的战略规划，推动联合实验室建设，做好研究所国际评估工作。 

七、 对今后工作的设想 

未来，高能所要紧紧围绕“创新 2020”中心任务，全力推进“十三五”规划实施，

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的创新能力，2018 年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认真研讨研究所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完善修订战略规划和发展路线图；凝练科

学目标，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产出；认真组织实施，抓好大科学工程

的建设和运行；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继续加强实验室建设，

发展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战略； 

推进人才战略，激发队伍整体创新活力；规范管理方式，倡导创新文化和团队文

化，建设现代研究所。 

感谢全所同志一年来的辛勤努力！ 

让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国际领先的科学研究中心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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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补短板 后勤保障助科研 

——在 2018 年度高能所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罗小安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基本建设玉泉路园区 

1. 建设科研楼 

十二五多学科大楼，总规模：总 28247.6 平方米，地上 12 层，地下 2 层，打造绿

色节能建筑(一星)。预验收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5 日，最终五方验收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5 日，经费基本在预算控制之内，争创“双优”，最终申报竣工长城杯。 

2. 7 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修改造项目 

修缮面积达 2534.46 平方米，总投资 520 万元。对 7 号实验厅进行功能改造、给排

水、采暖、空调、强弱电等建筑面积达到 654.1 平方米。2017.12.5 园区小组验收，节

约经费~20 万元。多学科中心强烈要求推迟同位素厅实施改造，预计春节后施工。 

3. 实验物理中心 PMT 封装实验室和电子学集成实验室 

改造面积约 300 平方米，改造内容包含：更换配电系统和上下水系统，安装空调和

新风系统，室内地面、墙面、吊顶装饰，更换门窗等。 

4. 自备井置换 

根据北京市《加快推进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水管网改造工作方案》的通

知，北京市要求禁用地下水，自备井水取水证已到期；启劢自备井水置换为自来水施工；

目前完成接管，待通水置换后，高能所全部为市政水。 

5. 锅炉低氮改造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全部完成，通过环保、质监检测验收；改造完成后烟气中 NOX

浓度为 45mg/m3，降幅十分明显；CO 浓度为 1.25mg/m3 ，此外锅炉的平均效率由 92.7%

提高到了 94.6%，效果明显；申请到市、区两级环保 222.8 万元的改造补贴，相当于高

能所用不到 40 万经费即圆满完成了改造目标。 

二、异地建设  

（1）LHAASO 基建 

WCDA 水池，建造 1#水池，池壁砼保温，MD 探测器罐体，附属建筑基础垫层浇

注、1#水池屋顶钢构安装。测控基地，测控基地地方配套的三栋楼基建全部完成，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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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已经可以入住。1 号楼：用户倒班宿舍楼 1850 平米，2 号楼：装配大厅及库房 1127

平米，3 号楼：食堂及物管中心 1050 平米。 

（2）阿里原初引力波 

2017 年 3 月 26 日，白院长参加 1 号基地奠基。建设实验站的道路通车，以及海拔

5250 米的实验站。 

（3）散裂中子源 

2017 年 9 月，土建工程主装置区 8 栋单体通过竣工验收。8 栋单体：排风中心、直

线设备楼、隧道层、LRBT 设备楼、RTBT 设备楼 RCS 设备楼、靶站和辐射防护实验

室。 

（4）江门中微子 

斜井、竖井已贯通，地面建筑正在施工包含：地面装配大厅、斜井动力中心、绞车

房、办公楼、3 个宿舍楼、食堂。 

（5）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占地面积：56 亩+8 亩，总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米，总投资约 5 亿，建安投资 1.2

亿，2 月 13 日开始项目启动会，并于 5 月 31 日正式开工。施工进展，3#厅基础钢筋绑

扎和模板支护，4#厅柱子钢筋绑扎已经完成。 

 

建筑单体面积明细表 

名称 单位 建筑面积 

1#实验厅 m2 4411 

2#实验厅 m2 9875 

3#实验厅（低温厅） m2 1114 

4#实验厅（冷冻站） m2 1197 

变电站 m2 200 

空间环境效应分析试验楼 m2 4169 

合计 m2 2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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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名称 单位 规划指标 

总用地面积 m2 42640 

建筑基地占地面积 m2 18603.18 

总建筑面积 m2 20966 

计容面积 m2 20966 

容积率 m2 0.49 

建筑密度 % 43.6 

绿化面积 m2 12792 

绿化率 % 30 

停车位 个 10 

 

三、近期规划项目 

1. 园区道路改造及围墙加固工程 

已经完成招标工作，2018 年底完成道路改造，围墙维修加固等；工期为 250 天，

园区内交通会受到影响，在施工期间保证良好交通和安全秩序；在对撞区内施工，不会

影响对撞机工作。 

2. 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修改造 

3. 科研楼、对撞机区域绿化 

4. 修缮规划（2019-2021），包含：3 号公寓（17500M2），20 号公寓（5159M2），

大型精密加工中心（9295M2）。院里组织现状调研，初步考虑公寓楼；依据现状编制修

缮设计方案和预算；上报和评审。 

5. 现状调研 1：三号公寓以及 20 号公寓存在的问题包含：内部装饰，空调系统、

建筑节能以及用电安全等。 

6. “十三五”基建，包含玉泉路园区研究生教育设施以及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

技术研发平台（成都），并以获批进入院十三五项目库的项目。玉泉路园区研究生教育

设施争取 2019 年开工，其中项目建议书修改上报，设计方案征集和前期建设手续正在

进行中，申请建设 20000 平方米，计划原食堂拆除，专招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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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勤保障——玉泉路园区 

（1）何家坟人员群体性上访 

确保稳定和谐：从 6 月 29 日起，部分群众约 70 人，9 次到高能所集体上访，2 次

到院机关静坐；王所长、潘书记与群众进行对话；潘书记带队到区政府沟通协调；罗副

所长至始至终带领行政处、党政办等处理；克服闯办公区、冲击国际会议会场、办公楼

内吵嚷、急救发病人员等困难；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耐心接待，争取合理诉求，妥善解

决，避免了事态进一步升级和恶化，十九大前维持了稳定。历时 37 天，耗费大量精力！

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100 多户购买了房屋。 

（2）拆除违章建筑——配合街道 

（3）物业管理 

2017 年 3 月科住物业合同到期。重新招标，同时扩大物业范围，统计基础数据，

起草招标文件；政采中心招标确定：北京信科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标；10 月 9 日物

业交接顺利，实现了平稳过渡。高能所、科住物业、信科联物业三方进行物业交接。内

容包含：1、召开三方会议。2、商定交接方案。3、明确时间节点。 

（4）公务车改革 

1）报送《关于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进行处置的请示》，完成改革。 

2）班车 3 辆，小轿车 2 辆，远不能满足全所人员的需求。发展方向社会化，一辆

班车将报废。目前租小轿车 3 辆。 

（5）食堂 

西郊杏园继续经营；满意度调查，满意率 82%；重点食品安全，改善就餐环境；增

加风味品种，推出英文菜单；发挥伙委会作用，每月初食堂例会。  

（6）消防 

确保“十九大”期间工作严格执行“十九大” 维护稳定方案，对全员进行培训，

24 小时双人值守；维修灭火器 1748 具，新购 495 具，重点部位添加 281 块消防标示

牌；清洗 BEPCII 的 681 个烟感探测器。对撞区内部空调机房无消防报警；计算中心消

防报警设备重建；消防培训与演练。 

（7）辐射安全管理 

完善辐射安全许可证，射线装置和辐射工作场所许可证增项；核材料许可证换发；

完成《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环评。成立全所职业卫生管理办公室顺利通

过了市安监局 2017 年职业卫生评估申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放射源的日常管理组

织辐射安全培训和体检。 

（8）日常维修 

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日常维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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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上下水 电气 供暖 合计 

数量 1943 1168 413 3524 

维修单合计 3524 单 

保修中心接报修率：42%，达 1480 单。从回访情况看，总体满意。报修中心充分

起到维修的统一性、及时性、服务性以及追踪，形成闭环。 

（8）应急事件 

抢修三公寓水源热泵，抢修 15 号厅供暖立管，在地震局连夜抢修断裂的水管，无

论早晚，在臭味薰天的污水泵房紧急抢修电气故障。 

五、3H工程 

（1）Housing，中关村周转房（北二条拿到 15 套房子）申请维修资金约 200 万元，

修缮所里的周转房；所里在怀柔租房 10 套，临时解决光源项目人员奔波；协助所里人

员出售房屋；根据法院判决，今年有 2 套房强制收回。住宅楼安装门禁系统 

（2）Health，按时完成了北京市 3 项医改工作，即落实医药分开、药品阳光采购、

调整服务价格。更新《高能所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离退人员对此提出了许多意见

和建议。管理人员进行了充分调研，所领导多次听取大家的意见，反复解释、讨论，得

到了多数人的理解。从医药费用支出看，新办法起到了一定作用。所里仍然再与离退休

人员沟通，逐步完善管理办法。招标选定医药配送厂家，扩大医药种类，增加 32%。职

工体检，满意率>98%（人员、体检报告、安排）。 

（3）Home，“幼升小”——玉泉小学合作协议（2015.8-2021.7）按照协议，至少六

年没有后顾之忧。“六年一学位”政策；最严格的审查（跨区入学难！）2017 年，25 名

学生进入玉泉小学，“小升初”——中关村中学，只解决骨干。2017 年，4 名学生进入

中关村中学，工会等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与 3H 办，后勤处，教委，学校多方沟通

协调。 

存在的问题： 

1、目前入学的困难： 

1）“幼升小”协调入学难上加难。虽然有合作协议做保障，但非海淀户口还是要每

年进行协调、争取。2017 年非海淀户口的职工子女虽然参加了 6 月 18 日合作学校的面

试，但是直到 6 月 23 日海淀区协调入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才得以解决。 

2）有入学需求的数量增多，学校每年提供的学位数量未知。 

3）合作校对提出的合作要求越来越高。每年都有新的要求，有的不切实际，难以

解决，今后将加强与玉泉小学、教委、中科院的沟通。 

4）“小升初”方面，受严禁跨片入学政策的影响，从 2018 年开始中关村中学不再

接收非片区内学生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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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业主委员会至今仍未成立，街道工作量大，不积极。 

6）操场没有完成改造（2017.9 完成招标）。 

7）食堂的满意率不够高。 

8）医疗费赤字过高。 

9）园区的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维修越来越难。 

10）停车难。 

11）基建全面铺开，特别是异地建设，人员不足。 

六、2018年工作重点 

完成园区道路改造及围墙加固，完成同位素厅装修。 

1. 完成科研楼周边绿化的施工。 

2. 完成运动场的改造。 

3. 继续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协助选聘物业公司。 

4. 如国家机关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启动，积极配合实施。 

5. 办公区物业 10 月份到期，按照国家规定，继续招标选择。 

6. 进一步加强食堂的管理，探索新模式。 

7. 探索医疗管理办法。 

8. 加强对 3 公寓管理，更换磁卡，争取再多收回房间。 

9. 采取措施，改善停车难的状况。 

10. 协助大科学装置建设做好相关的基建、消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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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时代下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工作报告 

 

魏龙 

 

高能所在“一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把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高能所三大突破目标之一。2017 年，围绕着落实

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实施，高能所召开全所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会议，研究

讨论，统一思想，明确思路，出台系统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制定了适应高能所

工作实际和发展需要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高能所继续推动科研成果的转移

转化，采用多样化的方式进一步加强现有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应用加速器、核医学

成像设备、精密检测设备、核安全检查设备等领域的成果进一步深入市场，开辟了新

的应用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面推进抗肿瘤纳米药物转移工作，

实现了企业转移转化。在充分利用原有技术成果转化平台的同时加强与大装置建设所

在地的院地合作工作，中国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迈出了第一步。高能所所属经营

单位规范运作，完成年度经济责任目标，在服务高能所科研工程工作的同时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 应用加速器 

做好辐照加速器对外服务，对正在运行的 4 台的辐照加速器做技术支持；对新建

的兰州 10MeV 20kW S 波段工业辐照加速器安装调试。根据客户需求开发研制加速管，

完成 4 套医用加速管和 2 套辐照加速管的调试和发货。开辟应用加速器新领域——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在 973 计划支持下，2006 年高能所建成一台强流 RFQ 加

速器。加速器的能量和束流参数指标可以进一步提升，达到 BNCT 治疗要求；基于加

速器的 BNCT 是近年来正在国际上迅速发展的前沿技术，即将走向市场；利用高能所

已掌握的核心技术，在广东省建设我国第一台基于加速器的 BNCT，具备 BNCT 装置

产业化的基础；也是散裂中子源落户广东后，为促进当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贡献。 

2. 核医学成像设备 

继续推动乳腺 PET 成果转化 ，先期成功落户 3 家高端体检中心：北京、江苏、

河北；此外，多家公立医院上报至省卫计委等待配置许可。为了推进乳腺 PET 产业公

司的资源整合，根据所务会的精神，开展以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对杭州高能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的增资计划，目前已经完成了杭州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评估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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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支持的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 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乳腺低剂量多

能 CT 技术研究顺利进行，已完成系统硬件集成开发，该技术是具有明确市场需求的

新一代 CT 技术（能谱型）。 

3. 精密检测设备 

在国家重大仪器研制专项（基金委）的攻关、攻坚任务中， 6MeV-CT 和450kV-CT 

地质所现场安装就位，CT 设备的软件正与力学实验系统联调。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

持的 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项目面向芯片封装缺陷检测领域，紧跟市场的应用方向，

立足于工程化和产业化开发，目前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总体设计。 

4. 安全检查设备 

推进核安全监测成果转化，进一步完善产品系列和提升产品特性，除了为杭州 G20 

峰会、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场合提供核安保服务以及扩展在核

电站、核工基地、地方环保局应用外，在其他多方面开辟了安全检查设备应用新领域：

成像仪应用于通道式安检，在高速、机场、口岸、地铁等逐步开展，拓展到反恐领域；

用复合成像仪对散裂中子源隧道进行辐射环境巡检，服务于大科学装置安全监控；新

型个人剂量产品 RAMO-C 完成产品研发，实现量产 ，并推广到医疗安全领域。 

5. 抗肿瘤纳米药物 

2017年12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抑

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2018 

年1月双方进行专利及技术秘密交接，实现了抗肿瘤纳米药物向企业转移转化。此次合

作是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对于加快自主创新药物尤其是纳米药物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健康领域做出的原创性贡献。 

二、院地合作 

1. 推进和落实院地合作共建机构，促进成果转化 

为推进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为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服务，高能所和东阳光

集团强强联手，以BNCT项目为合作基础，建立东莞东阳光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助

力广东省东莞市创新驱动发展，该公司为BNCT项目开展后续研发和生产工作。2017年 

8 月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项目签约，中国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迈出了第一步。 

目前RFQ、速调管等相关设备已经运至东莞分部，进行研发、组装。许多实验设

备已经采购到位。BNCT项目目前已经采购合同总额约400万元。公司注册地“东莞高

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场地基本装修完毕。 

为推动民用非动力核技术的应用化；推动散裂中子源及其相关技术的转化和产业

化；孵化利用散裂中子源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和新技术。由高能所与东莞市政府

共建“东莞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为确保创新中心顺利推动，松山湖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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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先期出资475万元。“创新中心”是高能所、散裂中子源及其相关核心技术应用性科

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为广东省、东莞市建设中子科学城、广深科技创

新走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 

“创新中心”租赁光大谷约3000平米，用于项目研发、孵化；租赁沙田工业园1700

平米，用于创新中心产品实验、生产；同时配合所工厂进行超导高频腔的后续处理工

艺。“创新中心”设立创客空间，促进小微项目孵化。目前场地已经全部安排公司进入。 

2016年高能所与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加速器技术成果转化合作框

架协议”。为进一步加强合作，2017年高能所与惠州当地企业共同成立了“加速器应用

研发中心”，主要从事加速器在科研、农业、工业、化工、医疗和环保等方面的应用工

艺研究工作。根据异地大科学装置建设的需要，同时拓展我所在加速器部件研制和生

产的业务，与惠州市企业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在惠州建设“精密加工中心”；惠州市企

业提供土地和配套资金，高能所以现有的加速器电真空设备相关技术入股，预计2018

年开始建设。 

2. 各平台正常运作，助力院地合作 

2017年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服务了68家企、事业单位，其中服务北京市33家；获得

首都科技创新劵项目的支持。 

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三年一次的评估验收。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的有关要求，

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资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高能所加入

“中科院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为全面落实《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和《“十三五”时期北京

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计划》精神，进一步加

强中科院与北京市协同发展与深度合作，促进中科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高能所加

入“北京院市合作协同创新联盟”。 

三、公司经营与管理 

1.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完成规模项目34项，积极参与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大科学工程项目：北

方光源样机研制、上海自由电子激光、韩国 IBS/ROAN 项目等，实现产值3122万元； 

为加强与异地建设大科学装置所在地的合作和交流，促进地方科技的发展，高能

锐新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业务逐步向广东拓展。东莞市锐新粒子科技有限公司入住东莞

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与惠州市企业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建立加速器电真

空设备研制基地。该基地将利用高能锐新现有技术，展开有关加速器电真空设备的设

计、研制和测试，研制开发新的产品，独立面向市场。 

2. 北京求实高能技术开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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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增合同额292份，签约金额6001.9万美元 ； 完成规模项目3项：总值~887.5

万美元。 

积极配合散裂中子源竣工验收，优先安排其进口设备的免税，到货和结算；妥善

解决了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的进口光电倍增管分批到货问题，目前已到货两千多只。 

3. 高能所专家招待所  

2017 年专家招待所 客房共接待所内外客人17026人次；客房出租率达到81% (去年

7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70%）；餐厅接待所内大中型会议用餐54次；会议自助餐4348

人次；工作餐盒饭7269份；提供会议茶歇10888人次；全力为所里各工作会议场所提供

服务；积极为多学科大楼服务做好准备。 

4. 高能所幼儿园 

幼儿园积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幼儿为本，让家长放心；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用自有资金为教室内安装 19 台新风净化系统；安装摄像监控 99 路，用技术手段全

方位保障在园幼儿安全，提高幼儿园的动态治安防控能力；幼儿园现有 131 名所内职

工子女，为家长提供无偿晚托服务，让科研人员无后顾之忧；完成 2017 年返还任务，

在此基础上，优惠所内职工 130 余万元；完成年度一级一类复验工作，在《2017 年

宝贝最喜爱的幼儿园评选》活动中，高能所幼儿园获石景山区优胜幼儿园前十名。 

结束语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新时期办院方针，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动与异地大装置建设所在地的

院地合作工作，牢记使命与责任，努力开创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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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2017 年度高能所工会（职代会）工作报告 

 

陈宏刚 

 

2017 年，高能所职代会（工会）在院工会和所党委的领导下，在所各级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不忘科技报国为民初心，牢记工会新时代新使命，团结凝聚广大科研人员和干

部职工，为加快实现“四个率先”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加强职代会建设，积极参与民主管理推动依法治所 

组织建设：现有分工会 20 个，分工会主席及委员 69 人。2017 年有 1 个分工会换

届改选。现有会员 1454 人。去年新增会员 27 人，退休会员 31 人，离职会员 17 人，

不幸去世 1 人。全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二次；职工代表培训班一次；职代会常委会 9 次；

工会主席会 4 次。 

1. 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常委会、工会主席会制度 

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2 次，2 月 27 日至 28 日，中科院高能所 2017 年度工作会

议暨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代表们听取了各类工作报告，并进行分组研讨，对研

究所发展及下一步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5 月 19 日，召开全体职工代表大会，就所园区道路改造及分区方案进行表决。5 月

18 日与老干部代表沟通，听取意见。职工代表共 151 人，到会代表 117 人，委托投票

代表 7 人。 本次表决共计收回表决票总计 124 张，同意分隔 86 票，不同意分隔 32 票，

弃权 6 票。 

召开职代会常委会，讨论部署整体工作，2017 年，职代会共召开了 9 次常委会，

围绕所发展的重点议题、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职代会自身建设等进行讨论，确定

本年度重点工作。职代会审议人力资源处等部门新修订的管理办法。 

2. 抓好职工代表提案工作，加大源头参与力度 

2017 年职代会审议并立案的职工代表提案 32 件，合理化建议 43 件，全部网上回

复，回复率 100%。提案平台上看到职工关注度很高，因此培训班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 

根据职工代表民主评议，评选出 2017 年最佳提案。6 号提案：《幼儿园安装空气净

化器》，27 号提案：《组织更多形式解决青年职工在京住房问题》。 

3. 做好职工代表培训工作 

12 月 27 日，在报告厅举办职工代表培训，130 名职工代表和工会干部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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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出席会议。 

邀请两位律师作了《刑事风险防范》《如何做好工会工作》的报告；张新民与参会

代表交流；何会林作了《高能所考核及岗位管理》的报告；李宁作了报告《工伤、残疾

人保障工作》；陈宏刚作了总结 2017 年工会工作的报告；张旌作了工会财务收支报告；

郭立军主持了“职工代表提案答复满意度调查”及评选最佳提案活动； 

4. 积极开展评优活动，激发工会组织活力 

坚持每年组织工会工作总结评比，工会常委和基层工会主席对各单位工会工作进

行打分，并结合会费收缴、网站建设等日常工作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对工作成效显著的

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以发挥先进工会的引领作用，为基层工会工作注入活力； 

2017 年度基层工会考核结果如下： 

一等奖工会：东莞分部、加速器中心、实验物理中心、多学科中心； 

表彰工会：粒子天体中心、技经处、计算中心、财务处、人教处、行政处。 

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助力科技创新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在所党委统一协调下，与所团委、妇委会及有关部门联合

组织文化广场、团拜会等活动。 

1. 紧跟党的步伐，共同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七届职工文化广场、新春团拜会。 

2.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职工代表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内容包含刑事风险防控、劳动人事争议、岗位聘用管

理办法、职工工伤申报的程序、残疾人的政策等。 

3. 协助组织职工文化广场活动 

作为创新文化建设的品牌活动，职工文化广场已经坚持举办了 16 届。7 月 1 日下

午，高能所第十六届文化广场在国科大礼堂举行。所党委号召全所党员勇于创新，把握

机遇，确保“一三五”规划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全所各部门选送 17 个节目参与了演出，

大合唱、朗诵、舞蹈等节目展现了高能所党员、职工为党庆生的喜悦之情。积极倡导并

支持所团委连续第三年举办法律知识竞赛。 

三、实施全民健身战略 促进职工健康 

1. 组织系列体育比赛，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组织参加上一级工会职工体育活动 3 月 17 日，参加协作片乒乓球选拔赛，获得男

女单打冠军、女子双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4 月 24-28 日，参加院第四届乒乓球赛，

获得领导干部组男子单打第四名。6 月 9 日，全民健身日参加活动获优秀组织奖参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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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级羽毛球赛、青年骨干三对三篮球赛。 

组织全所职工体育活动：1 月 9-11 日，扑克牌比赛，19 个单位 35 个队参加；1 月

13 日，迎春长跑比赛，20 个单位 1000 余人参加；5 月 3 日-25 日，男子篮球赛，11 支

代表队参赛；5 月 3 日-25 日，女子排球赛，10 支代表队参赛；11 月 23—12 月 7 日，

乒乓球男、女团体赛，各 11 支队伍参赛。 

2. 大力支持各分工会独立自主开展工活动 

所工会积极支持各分工会根据各自的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文体活动，释放工作压

力，锻炼身体，加强交流，营造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3. 鼓励兴趣协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乒协：参加院协作片乒乓球预选赛、五项比赛共拿到四项第一、共有四人代表协作

片参加科学院在南京举办的第四届全院乒乓球比赛，举办乒乓球爱好者培训班。 

篮协：协助工会承担所篮球赛，举办夏秋两次篮球活动，参加院科技骨干三对三篮

球赛。 

青年舞协：按期开展了 67 次舞蹈活动、2 次品牌活动，代表我所参加院第六届“全

民健身日”京区啦啦操评比，获得“优秀组织奖”。 

羽协：组织高能所无尽无极杯羽毛球赛。 

排协：组织高能所女子排球赛，各单位排球爱好者友谊赛。 

足协：每周二或周三 18:00-20：00 作为协会活动时间。协助举办了高能所第五届

“创新杯”七人制足球赛。并参加了中科院京区五人制足球比赛。 

邮协：举办邮展，获石景山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柔力球：参加大型比赛 10 余次，获得二等奖 2 次及优秀组织奖。 

充分发挥各类兴趣协会的作用，推动我所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与高能社区合作，积

极支持各类兴趣协会开展活动，培养老会员，吸收新成员，不完全统计，现有球类项目

国家一级裁判、二级裁判、三级裁判 10 余名，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5 名。 

召开协会工作总结交流会，评选： 

一等奖：乒乓球协会、篮球协会。 

二等奖：青年舞蹈协会、足球协会。 

三等奖：柔力球协会、排球协会、足球协会。 

四、为职工排忧解难 切实保障职工权益  

1. 积极推动落实 3H 工程，努力解决职工子女入学难问题 

解决 32 名职工子女入学入托问题：今年幼升小工作中，多次与 3H 办和玉泉小学

联系沟通，最终圆满解决了。办理了 25 位职工子女入学玉泉小学（含外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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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职工子女转学；4 名职工子女入中关村中学；2 名职工子女入中科院幼儿园。配合

完成近三年京区院所科研人员子女入学需求统计。 

2. 开展科研一线慰问，关心科研工作者生活 

1 月 17 日上午，党委书记潘卫民率工会主席、党政办主任来到东莞中国散裂中子

源现场，看望工程建设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了解工程进展和遇到的困难。 

1 月 17 日下午，潘卫民一行又来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基地，向长年累月坚守在实

验基地的运行值班人员表示亲切慰问。 

6 月 8 日,党委副书记罗小安率队赴酒泉卫星发射场慰问 HXMT 卫星参试人员，做

发射前的动员。 

LHAASO 基地条件艰苦，我所职工洗衣服总是借用施工单位的洗衣机。为此，工

会委托天体中心分工会为他们购买了洗衣机和体育用品。 

我们的慰问，让这些抛家舍子、坚持在异地艰苦奋战的同志不感到孤单。他们感受

到所里一直在惦记着他们。 

3．深入开展送温暖活动，传递组织和领导对职工的关爱 

准确掌握困难职工基本情况，切实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2017 年，代表院工会慰

问困难职工 18 人次，送去院工会的关心和温暖。全年所工会和各个分工会慰问患病职

工和困难职工合计数十人次。工会干部，热心服务职工，维护职工权益，做职工的贴心

人。协助党政领导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大局。 

4. 组织骨干休养、职工休养，传递组织关爱 

组织了 53 名骨干和创新文化先进个人为期 6 天的休养活动。组织了 43 名职工参

加为期 8 天的职工休养活动。 

5. 举办医学保健讲座，组织专项体检，关爱职工身心健康 

邀请北京肿瘤医院的二位主任医师举行医学讲座，为职工提高健康和保健意识提

供咨询。院工会每年组织研究员与项体检，所工会接到通知后，及时与各中心、室、处

工会主席联系，本着自愿的原则，今年共组织我所 120 名研究员参加了与项体检。 

五、工会经费收支情况及有关规定 

《工会法》第四十二条：“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2017 年 12

月 15 日 总工办发〔2017〕32 号《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 

第七条 支出范围包括：职工活动支出、 维权支出、业务支出、资本性支出、事业

支出和其他支出。 

第八条 职工活动支出是指基层工会组织开展职工教 育、文体、宣传等活动和工会

组织的集体 福利支出。 

（一）职工教育支出。用于基层工会举办政治、法律、科技、业务等专题培训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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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能培训 

（二）文体活动支出。文体活动中开支的伙食补助费，不得超过当地差旅费中的伙

食补助标准。 春游秋游应当日往返，不得到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展春游

秋游活动。 

（三）宣传活动支出。 

（四）职工集体福利支出。用于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和会 员生日、婚丧嫁娶、退休

离岗的慰问支出等。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逢年过节的年

节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 （即：新年、春节、 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

国庆节）和经自治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少数民族节日。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合

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等；工会会员生日慰问可以发放

生日蛋糕等实物慰问品，也可以发放指定蛋糕店的蛋糕券。工会会员结婚生育时，可以

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品。工会会员生病住院、工会会员或其直系亲属去世时，可以给予

一定金额的慰问金。工会会员退休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 

（五）其他活动支出。第九条 维权支出是指基层工会用于维护职工权益的支出。

1）劳动关系协调费。2）劳动保护费；3）法律援助费；4）困难职工帮扶费；5）送温

暖费。 

（六）其他维权支出。 第十条 业务支出是指基层工会培训工会干部、加强自身建

设以及开展业务工作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1）培训费；2）会议费；3）专项业务费；

4）其他业务支出。 

第十五条 基层工会主席对基层工会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十八条 基层工会应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完善财务报销、资产管理、资

金使用等内部管理制度。基层工会应依法组织工会经费收入，严格控制工会经费支出，

各项收支实行工会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主席负责制，重大收支须 集体研究决定。 

所工会经费严格按照全国总工会的文件执行，符合上级有关规定。2016 年 6 月以

来，先后经过了所里 2 次自查，院里 1 次检查，审计机构 2 次第三方审计。2017 年，

所工会经费预算收入 381 万元，实际收入 383.4 万元。预算赤字 87 万元，预算支出 468

万元，实际支出 455.2 万元。 实际赤字 71.8 万元。赤字的原因：增加体检费；骨干休

养费；各分工会使用了往年结余经费；增加福利。工会经费报销审签与其它经费报销一

样严格。分工会必须有二人签字，差一个字都要退回去补签再报。 

大家都能自觉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使用经费，按照规定的程序审签报销。特别感

谢会员的理解，感谢各部门工会干部的支持和配合。                                                                                                                                                                                                                                                                                                                                                                                                                                                                                                                                                                                                                                                                                                                                                                                                                                                                                                                                                                                                                                                                                                                                                                                                                                                                                                                                                                                                                                                           

获奖情况 

所工会获中国科学院工会第八届委员会基层工会先进集体。 

东莞分部工会获中国科学院工会第八届委员会先进分工会。 

六、2018 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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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以十九大精神指引高能所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凝心聚力，全民健身，促进科技创新。 

一、加强职代会自身建设，积极参与所里民主管理，当好桥梁和纽带。重要事项在

做出决定之前，就征求职工代表意见。职工代表提案答复情况和落实情况及时向提案代

表反馈。 

二、实施全民健身战略，促进职工身心健康，让广大职工以强健的身体，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科研、大科学装置建设、科技开发、管理及技术支撑等各项工作中，

为我所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组织健康讲座；组织好各类比赛；举办培训班；培养积

极分子；支持各分工会、各类兴趣协会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完成体育场改造

项目， 协调游泳池的维修和恢复工作，为职工和学生健身提供条件。 

三、凝心聚力，鼓舞士气，为大科学工程建设和重大项目鼓与呼。继续开展好野外

台站工作人员慰问工作，鼓舞士气，并对发现科研和工程建设过程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

先进事迹，进行宣传。 

四、维护职工权益，继续做好职工福利工作。 努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做好体检、

疗休养、节日慰问品、电影等福利。 

五、努力为职工排忧解难；做好困难职工、患病职工的慰问工作。继续解决好职工

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六、组织好第十届高能所职工运动会。 

七、做好职工代表培训工作，把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当着重要培训内容。 

七、高能所工会 2018 年活动计划 

 

高能所 2018 年工会活动计划 

1 月 

扑克牌比赛 

5 月 

男子篮球、女子排球

决赛 

第一批 

慰问异地工作人员，慰问困难职工 职工休养、表彰先进  

协会工作会议 

6 月 

院全民健身日活动  

2 月 

职工代表大会 所创新文化广场  

工会主席会议，布置全年工作 

7 月 

高能所游泳比赛  

春节团拜会 
中国科学院京区游泳

比赛 

 

迎新春长跑赛 8 月 职工代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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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月 

体育场建设 
法律知识讲座；提案

工作培训 

 

组织健康、健身讲座 9 月 
第十届职工运动会 10

月 14 日 

 

游泳池回复工作 

10 月 

职工代表提案满意度

调查 

 

4 月 

中科院球类比赛 协会组织的各类比赛  

体育场建设 

11 月 

乒乓球团体赛  

游泳池恢复工作 职工休养  

足球赛 12 月 
工会工作总结评比，

协会工作总结 

 

男子篮球、女子排球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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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努力提高研究所党建科学化水平 

——高能所党委书记潘卫民述职报告 

 

潘卫民 

 

2017 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绘制了宏伟蓝

图。高能所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同时，我们注重将党建和科研

工作相结合，积极探索党建促进创新的思路和方式方法，助力高能所“率先行动”计

划的实施。我作为高能所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在过去的一年中，认真履行职责，不

断探索党建工作新思路并付诸实践，基本形成了上下联动、层层抓落实的党建格局。 

一、履职情况汇报 

(一) 认真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提高党建工作实效 

以问题为导向，部署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领导研究所党委在年度总结中系统查摆

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存在的问题和各方建议，部署年度工作计划。工作计

划除制定了提纲挈领的工作要点之外，还确立工作安排表，列出重点工作，明确时间

点、落实单位，及时跟踪落实情况，提高了整改成效。 

本年度共召开八次党委会。抓党委班子建设，注重发挥党委委员作用；加强党委

会讨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按照中央和院党组部署认真组织所级领导干部民主

生活会，会上带头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班子团结；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部

工作制度，并提出具体措施；要求党委委员深入所联系党支部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和

建议，党委委员对所联系的支部（总支）组织发展工作负有责任，要代表党委与所联

系的支部（总支）的发展对象进行谈话；党委委员要对所联系党支部落实“三会一课”

情况进行指导督查，并深入到各党支部讲专题党课。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十九大

精神的学习过程中，各党委委员都充分发挥了作用。 

着力解决“党建”与“科研”两张皮问题。召开“我为创新献计策”主题座谈会

倾听科研人员的心声，并召开专题会议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答复，提高党建

服务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对各党支部尤其是承担重要科研任务的党支部进行专项指导，

提高他们助力重大成果产出的能力和水平；举行“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

演讲比赛，组织向南仁东、黄大年等先进学习，号召党员向先进看齐充分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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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先进思想指导实践 

抓十九大精神学习。制定并下发《高能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对全所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制定高能所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事

项安排表，明确具体安排和事件节点。所党委先学一步，通过中心组学习、党委会等

开展专题学习；成立高能所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深入各党支部进行宣讲，在全所迅速

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通过集体观看十九大开幕式、制作网页专题和园区宣传

展板等方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指导工青妇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学习活动；各党支部

通过会议学习、组织参观、自学答题、知识竞赛等方式开展了有成效有特色的学习活

动。 

抓理论学习，强化思想武装。组织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邀请专家作专题解

读报告，引导科研人员将科技工作者所担负的使命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组织参加

北京分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会，精心组织研讨环节，就党建

工作如何促进科研展开专题研讨；组织“学法用法”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法律

法规知识竞赛，提高全所职工的法治意识，推动依法治所的落实。 

(三)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制定高能所“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明确此项工作的根本目标是提

高党员党性修养，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科研工程进展。 

作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第一责任人，领导制定高能所 2017年度中心组理论学习

工作计划安排，并认真组织实施。本年度共组织 5次中心组学习会，1次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此外，注意领导中心组理论学习结合实际进行研讨，“学用结合”，提高学习效

果。 

要求各党支部制定“三会一课”计划，并通过支部考核等方式对各党支部落实“三

会一课”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要求各党支部开展特色党课活动，邀请本支部党员科

学家谈科学信念、讲成长经历，将“两学一做”内容与科技工作者承担的历史使命相

结合，提高学习效果。 

注重示范引领，总结我所各党支部推动科技创新的优秀做法和好经验。提炼科研

一线党支部在推动科研工程建设和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中的优秀工作法参加京区事业单

位党委“科研一线基层支部工作法交流与展示”活动，高能所加速器党总支“四个导

向”工作法获得京区“品牌支部工作法” ，实验物理中心党总支“三有五抓”工作法

获得“优秀支部工作法”。 

加强党务干部培训。所党委按照直属机关党委和京区事业单位党委要求，组织全

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总支）书记、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党办、纪监审

办专职干部、党员代表、预备党员等共计 434 人次分别在北京和东莞两地通过视频参

加了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第一和第二专题培训。结合高能所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认真组织第三专题培训，确定了培训主题“党支部如何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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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科技创新”，全所 21 个党支部（总支）结合本支部实际，汇报交流特色活动，

并进行充分交流研讨，取得较好效果。 

(四) 抓好日常党建基础性工作，强化组织保障 

强化党支部主体作用。指导基层党组织按照组织程序按期换届，选优配强党支部

书记，2017 年共有 9 个党支部完成了换届，目前，高能所各党支部（总支）书记均由

部门副主任、学科组长等骨干兼任，实现党务、科研和管理工作互相促进；坚持工作

研讨制度，每年召开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总结上一年度工作，部署本年度工作重点，

并结合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培训，统一思想，提高党务干部工作水平；将党建述

职评议与党支部年度考核相结合，重点对党支部 2017年度落实“两学一做”常态化制

度化、“三会一课”执行情况、推动科研工作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并不断推动考核结果

运用，加强对党支部工作的引导。 

抓好异地党建工作。所党委领导每年赴东莞实地考察异地党建中存在的问题，结

合实际开展专题调研，探讨改进措施，在东莞党员的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日常教育管

理、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和发展党员等工作方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组织管理原则，有效

保证了东莞分部党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我们积极总结异地党组织建设

的宝贵经验为我所其他异地工程建设提供借鉴。《探索异地党建模式 助力大科学工程

建设——高能所东莞分部异地党组织建设》入选《驱动科技创新——中国科学院京区

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论文集。 

加强党员日常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按时高质量的完成了党内统计和全国党员信

息管理系统初始化工作，完成了 46 个党支部 1481 名党员的基础信息采集工作；认真

推动查找失联党员工作，2017 年经多方查找确定了 4 名长期出国不归党员的情况；认

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规范党员发展流程，注重在科研骨干中发展党员，2017 年共发

展党员 13名，其中副研以上的科研骨干 6名，“青年千人计划”1名。 

做好党员教育。按照事业单位党委部署，分党支部和党委两个层面开展“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交流评比活动；结合我所面临的科研工程建设任务，开展“我

在团队中的位置”主题研讨活动；召开了全所七一党员大会，加强爱党爱国教育。在

各项教育活动中，强调将学习与研究所的实际相结合，与弘扬科学精神相结合，推动

党员增强党性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五) 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 

高能所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

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反腐倡廉建设与业务

工作同部署、同落实。 

明晰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2017年 2月，签订了新一轮责任书 45份，层

层传导压力，建立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责任体系。2017 年底，对“反腐倡廉建设

责任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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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监督执纪问责，落实“四种形态”，主要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

小，发现苗头及时纠正。2017 年，对 1 名课题组长进行诫勉谈话，对 1 名党员干部进

行提醒谈话，党政领导、纪委书记与 10名中层干部分别开展任前廉政谈话 20人次。 

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反对四风；组织开展

办公用房、公务招待等专项检查工作。配合北京分院完成对高能所局级领导办公用房

的现场核查和信息统计上报工作。随后，所纪委主动于 2017年 3月、11月开展了对处

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的专项检查工作，共检查处级干部办公用房 26间，建立了处级领

导人员办公用房台账，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办公用房超标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整改完

成。 

继续做好内审，实现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双覆盖”。构建“四步一

体”工作格局，推进内审双覆盖的完成，构建起以审前准备为基础、以审计实施为核

心、以审计报告为重点、以审计整改为抓手的“四步一体”内部审计工作格局。2017

年，重点开展各类审计项目 16 个。其中，内部审计项目 12 个，包括科研经济业务的

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专项审计等，涉及金额 3亿元，发现问题 19个，从源头上、制度

上提出整改建议 11 条。根据中科院监督与审计局的要求，2017 年 11 月启动研究所科

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审计评估。从评估情况看，高能所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

性审计的效果显著平。 

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组织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等分

批次参观石景山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开课题组长培训会，宣讲财务制度、招投

标管理办法及采购中需要规避的风险。对人、财、物等关键岗位人员，在日常工作中

做到常提醒、常监督。开展廉政宣传“送学上门”特色主题活动。 

(六) 多措并举，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举行“镜头中最美科学家“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全所十二个支部参与，用镜头记

录了本单位优秀科研工作者献身科研报效国家的感人事迹与动人情怀。 

加强时事形势教育。邀请罗援将军做《国家安全形势及软实力建设》专题报告，

强化全所职工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关注，强化使命担当。 

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2017年共举办所科技创新论坛20次，共计九百多人次参加；

东莞分部创立散裂青年创新论坛；所团委坚持举办科普交流讲座；此外，各研究室、

许多研究组都设立了自己的品牌学术活动，形成了立体学术活动体系。 

搭建系列传播平台。一是针对所网站和园区平面宣传栏，不断丰富宣传内容，提

高宣传效果。二是通过综合运用社会媒体、院所网站等渠道，对重大科研成果做好策

划，扩大宣传效果。三是继续做好“全媒体”时代传播新模式。应用好高能所官方微

博、微信，上线运行所网站中文版的移动版。四是做好对外科普宣传。 

增强研究所的凝聚力。一是开展各类慰问活动。2017 年所党委慰问东莞散裂中子

源建设工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项目和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每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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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慰问了全所各岗位值班人员。同时，注重开展好对困难职工、离退休职工、老领

导、老院士等各类人员的慰问工作。 

(七) 开拓思路，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 

党委切实做好统战各项工作。积极做好北京市、全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推荐

和考察工作，为统战人员参政议政搭建更大平台；协助配合完成院欧美留学联谊会成

立有关工作，推荐联谊会理事；完成统一战线人员情况摸底调查和统计；配合完成民

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工作；支持统战人员参政议政，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所党委注重做好职代会意见和建议的答复工作，提高提案质量,推进民主管理。所

党委指导工会做好会员福利和职工权益保障工作，并支持工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活跃全所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所党委指导所团委开展“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组织生活会，促进全所青年人

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投身研究所的改革创新工作。支持团委坚持举办“青年成长论

坛”、“青年志愿活动”、“青年文体活动”助推青年成长。 

所党委指导妇委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关爱女职工、维护女职

工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充分发挥女职工“半边天”的作用致力于研究所的“率先

行动”计划实施。 

高能所党委高度重视离退休工作，定期召开老同志座谈会；进一步改善老同志活

动条件，开展适合老同志的活动；在精神上、待遇上给予充分关心与帮助；加大走访

力度，包括重大节日、生日、患病住院慰问等；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和党员思想建设；

建立离退休党总支（党支部）、协会微信群等。 

二、党建促进创新取得成效 

所党委围绕所科技创新中心工作，切实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助推科技成果产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对撞亮度达到设计指标，获 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获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

奖。 

“慧眼”——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发射成功，高质量、圆满完成在

轨测试，在轰动全球的双中子星并合产生引力波及电磁对应体事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国际上正在运行的最重要的伽马射线暴监测设备之一。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这是工程建设的重大里

程碑，标志着 CSNS主体工程顺利完工，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96%以上。 

ADS加速器前端主要关键技术实现全面突破，高质量完成了各项研究任务，实现了

先导专项的任务目标，通过了总体验收，项目进展也同时带动了国内相关工业领域水

平大幅提升和产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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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物理研究成果显著。大装置预研、运行与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先进光源技

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PAPS）建设正式启动，研制工作全面有序展开；高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LHAASO)、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开工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

成立 CEPC产业促进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装置（HEPS）完成可研报告，项目建议书得

到发改委批复。医学 PET设备、安全和精密检测类研制技术不断发展并向产业化推进。

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实现企业转移转化。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年来，尽管我努力履行职责，但是对照十九大精神对党的建设新要求，对照院

党组的“八管”要求，对照直属机关党委、京区事业单位的具体工作部署，高能所党

委的工作仍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具体如下： 

（一）党建和科研“两张皮”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研究所党建工作面临的首

要课题就是如何与研究所的科研中心任务相结合。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新形

势下，在我所各项大科学工程建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所党委如何在完成上级工作任

务的同时，将各项工作任务的目标要求与研究所的科研任务相结合，在促进科技创新，

推动创新成果产出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工作任务，我们需要结

合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细致调研，为推动研究所“率先行动”计

划升级版实施奠定坚实的保障。 

（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所党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途径。十九大党章

中将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由“政治核心”变为“战

斗堡垒”。在我所这样一个以大科学工程建设为主体的综合性研究所，党委的战斗堡垒

作用应体现在哪些方面，党委如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都需要我们结合院党组、直属

机关党委和京区事业单位党委的部署进行认真考虑。 

（三）基层党支部的活力和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十九大党章对党支部的职

责进行了明确规定，与此相对照，我所各党支部的履职能力与中央的要求还要差距。

基层党支部在落实党建工作任务过程中，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一些基层党支部发挥作

用较弱，如何发挥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支部活力，使他们在本单位工

作中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创新思路，着力解决。 

（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明显，从我所党委历次征集意见和调查问卷情况看，

不少同志提出看不到党员与普通群众的差别，希望党员能够在各项工作中真正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 

原因分析 

认真反思存在的问题，既有客观因素（比如，党员多以及研究所的特点），更有主

观原因。 

一是对科研院所党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足，对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开展的新

形势下如何创新党建工作缺乏充分的思考和系统性的研究，没有进行基于远期规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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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讨和规律性研究。工作研讨面向具体工作较多，面向理论层面和系统层面的较少。 

二是创新观念有待进一步增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

走出党建工作的创新之路。 

三是督促检查不力。对党建工作安排部署的多，跟踪问效的少，缺乏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精神，考核结果运用乏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 

具体到我本人，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的学习研究还没有达到“学深”“悟透”的水平。以先进思想指导实践的能力和水平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 

二是由于领导职数有限，我肩负着一部分科研项目的领导任务，虽然这也是从所

里大局出发、是所里“一三五”规划的一部分，同时肩负着众多科研人员的重托，但

这无疑会占用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 尽管我的工作时间超了很多，但还是牵扯了精力。

今后尚需进一步优化工作结构，以更为充沛的精力做好党委书记。 

四、未来规划 

2018 年，高能所将按照十九大的精神要求继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进一步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工作。2018 年度，我们要在现有的基

础上，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采用知识竞赛、专题学习等形式在“学懂

弄通做实”方面下功夫，同时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推动

科技创新相结合，号召全体党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为研

究所“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的实施贡献力量。 

（二）继续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认

识，“严”字当头，引导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理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和

规范政治生活，重点增强政治意识。发挥好党委书记“一把手”示范表率作用，特别

是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率先垂范。 

（三）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重点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指导各党支部按照十九

大党章对党支部的要求做好工作。重点措施：多渠道提高党务干部工作水平；做好党

支部年度考核结果的多维度分析，为支部改进工作提供参考；通过党建述职评议考核

工作，发现问题，切实整改，提高党员的党性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建设。持续紧盯“四风”问题不放松，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加强纪律建设，提高监督执纪问责水平，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把政治关廉洁关；抓好对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

对十九大精神和党章党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反腐倡廉教

育的实效性，打牢干部职工廉洁从业的思想基础；加强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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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凝心聚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通过特色党课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倡

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做好创新成果产出背后的先进事迹的宣传教育，倡导科学精

神；加强对创新论坛、博展馆等平台的建设，加强科技强国精神的传承；加强科技宣

传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做好人文关怀。 

（六）继续加强对统战和工青妇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院党组贯彻<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实行）>实施细则》，做好统战工作。继续做好统战座谈会意见和

建议的答复工作，提高他们为研究所发展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团结各方力量致力于研

究所的中心任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改革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指导

工青妇组织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七）做好离退休工作，包括：加强离退休党建工作，推进对老同志的分类管理

提高服务水平，扩大开展老同志的文化活动，加强离退休工作信息化管理等包括阿离

退休网站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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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高能所纪检监察审计工作总结 

及 2018 年工作要点 

 

魏龙 

 

2017 年，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委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把监督作为首要职责抓

实抓牢，扎实推动党风廉政与反腐倡廉建设，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取得了一些

成绩，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高能所纪委通过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所纪委召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会议，纪委书记作专题报告，全体纪委

委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重点内容，同时学习讨论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对党章修改的部分。会上还传达学习了《十

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赵

乐际同志在中央纪委监察部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 

同时，所纪委在纪检委员高能所的微信群中开展“手机午间十九大每日答题”、“学

懂弄通十九大”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迅速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纪委书记带头讲党课。11月 21日纪委书记魏龙同志为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等三个

党支部党员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课，带领党员深入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

告，并结合工作实际和生活感受，与广大党员同志分享了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二、扎实开展党风廉政与反腐倡廉建设 

高能所纪委坚持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监督工作的核心任务，以“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作为政治标杆，加强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聚焦“七个有之”问题，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责任落实情况的检查 

2017年 2月，高能所举行了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建设个性化责任书签订仪式。党委

书记、所长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分管所长与研究室主任/职能处长，党委书记与各部

门党支部（总支）书记分别签订了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建设个性化责任书，共计 45份，

明确了各责任主体在党风廉政与反腐倡廉建设中应承担的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建立

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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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日常监督，注重风险防控的质量和针对性 

2017 年，高能所把监督作为首要职责，从日常监督着手，建立了纪监审监督执纪

台账。根据中科院条财局的要求，所纪委精心组织高能所内控体系报告的编报工作，

召开各部门协调会，明确责任主体，细化分解任务，根据高能所内控体系建立与实施

的实际情况，准确及时编制和报送了内控体系报告，同时开展内部控制报告的专题分

析和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总结高能所在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及时进行整改，以评促建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 

(三) 持续改进作风，加强对分支机构等异地大科学项目等的监督 

所中心组结合院巡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未巡先改“，提出了五方面的自查和整

改清单，从而促进了各个层面制度的有效执行。 

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配合北京分院完成了对高能所局级领导办公用房的现场核

查和信息统计上报工作。随后，所纪委主动于 2017年 3月、11月开展了对处级领导干

部办公用房的专项检查工作，共检查处级干部办公用房 26间，建立了处级领导人员办

公用房台账，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办公用房超标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完成整改。 

高能所异地大科学工程较多，项目经费来源广。所纪委重视异地建设项目的招投

标工作，例如纪委副书记参加四川稻城、江门中微子等重大、重点项目招标监督工作，

东莞分部党总支纪检委员参加散裂中子源项目的招标监督工作，粒子天体中心党总支

在“HXMT”卫星有效载荷发射场试验队成立临时党支部，通过支部加强纪律建设，通

过该支部的所纪委委员对临时党支部及重大项目进行日常监督，关注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人财物重大事项。 

2017年，监审办对高能所的重大项目招投标过程进行监督，参与了招投标20余次，

发现不规范问题 2 次。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聘、导师上岗遴选以及研究生招

生等工作的监督。认真落实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征求意见、干部交流、任职回

避和考核制度。党政领导、纪委书记与中层干部分别开展任前廉政谈话 20人次，明确

廉洁要求，履行“一岗双责”。 

(四) 多途径开展廉洁文化宣传教育 

所纪委高度重视开展廉洁文化建设，增强干部职工的反腐倡廉意识，针对不同对

象、不同岗位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 

组织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等分四次参观石景山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基地。通过参观学习，党员领导干部们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洗礼，41 名

参观者纷纷留言，表示今后要坚定理想信念，廉洁从业，扎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

德防线。 

组织拍摄“笑脸墙”活动。为展示全面从严治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中纪

委牵头组织制作笑脸墙展览活动。所纪委积极配合中纪委宣传部工作，寻找高能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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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笑脸，撰写相关文字材料，上报视频材料，反映了科研人员在党风廉政与反腐倡

廉建设中的心声。 

增强研究所的凝聚力。一是开展各类慰问活动。2017 年所党委慰问东莞散裂中子

源建设工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项目和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每年除

夕，慰问了全所各岗位值班人员。同时，注重开展好对困难职工、离退休职工、老领

导、老院士等各类人员的慰问工作。 

(五) 积极开展审计工作 

2017 年，监察审计办重点开展各类审计项目 16 个。其中，内部审计项目 12 个，

包括科研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专项审计等，涉及金额 3 亿元，发现问题 19

个，从源头上、制度上提出整改建议 11条。 

根据中科院监督与审计局的要求，2017年 11月启动研究所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

法性审计评估。所纪委对 2013年以来开展的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工作机

制建立情况、“双覆盖”工作完成情况、审计项目质量以及审计效果四个方面开展自评

估，形成评估报告。从评估情况看，高能所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效果显

著，通过发挥这一监督手段，及时堵塞漏洞，防范课题经费使用中的风险，完善规章

制度，提高科研管理水平。 

北京分院到高能所开展 2017 年度党费审计复核工作，监审办提前对 2017 年度党

费收支相关的会计凭证进行了逐一检查，最终顺利通过了党费审计复核。 

2017 年 12 月，审计署对高能所 2017 年度预算执行、其他财政收支和决算草案以

及参与分配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等情况进行审计。所纪委积极配合审计署，协

调有关部门保证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次审计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2017年预算编制、财务核算科目使用、三公

经费管理、预算执行与政府采购五方面。对于可能出现在审计报告与审计署公告中的

问题，所纪委及时向所领导汇报，与审计署、中科院进行有效的沟通，争取得到他们

的理解。 

所纪委及时召开协调会，针对审计署对高能所 2017年审计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

了分析，查找问题发生的原因，讨论制定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对审计提出的问题举一

反三，制定和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强化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从“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管理遗漏的盲点”和“员工热议的焦点”出发，以问

题为导向，统筹内审计划，做好审前准备；在实施过程中规范工作机制，建立互促共

进机制；在审计报告阶段，深入一线，征求审计对象意见，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

能。在整改阶段，找准出发点，与管理工作相结合。 

例如：抓住“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促进“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规范”、“高

能所科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条例”落实。把规范转化成管理行动，并融入信息化。建

成了“管理信息化系统”平台（含“高能所基建财务报销系统”、“高能所物资采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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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高能所人力资源系统”、“高能所科研项目课题管理系统”、“高能所通讯录系统”

等）。实现了运用大数据对风险控制的革新管理，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有效实施了风

险管控。 

根据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向支部书记通报，明确该部门防控重点，要求他们关

注，配合有关工作，以便促进整改到位。 

(六) 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

认真核实问题线索 

所纪委把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工作规则》）作为 2017 年的工作重点，规范执纪审查程序， 对照《工作规则》，对

现行监督执纪工作制度进行认真梳理和拾遗补缺，重点对线索管理、谈话函询等环节

进行健全和完善，切实把《工作规则》内容贯彻落实于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环节。 

2017年，所纪委收到群众来信来访共计 11件，其中检举控告 6件（4件涉及招投

标，1 件涉及不正之风，1 件为其他），业务范围外 5 件，业务范围外的已积极采取措

施并了结，检举控告的信访件都已开展初核。 

我们充分运用内审这一工具，作为调查信访举报的切入点，通过审计发现问题线

索，再对这些线索逐一进行调查核实。 

(七) 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要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 

所纪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积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要在第一

种形态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发现苗头及时纠正，对反映的一般性问题及时提醒

谈话，由本人作出说明。谈话严肃指出问题，明确改正要求，达到及时提醒、教育挽

救的目的。2017年，纪委书记 对 1名课题组长进行诫勉谈话，对 1名党员干部进行提

醒谈话，对 1名党员进行了函询。 

(八) 加强纪监审队伍建设 

纪监审干部积极参与中科院党组巡视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科院纪检监察

组工作，加强了政治理论与规章制度的学习，借鉴了一定的工作方法和经验，顺利完

成了交办的各项任务，提高了业务素质与综合水平。 

三、存在的不足 

由于党政班子的高度重视与常抓不懈，我所各方面规章制度基本健全，党风廉政

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情况总体良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所

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 

如在思想认识方面，有些领导干部对其在本部门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第

一责任人”的认识还不到位，存在重业务、轻学习的现象。 

学习的主动性不强，造成对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形势、新动向把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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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在制度建设方面，近些年虽然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还有不足，如合格供应

商管理、公务接待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还需完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有被滥用现象，

存在缺陷。 

在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基层党支部的纪检委员时间投入不足，在本支部

工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不敢监督执纪等等。 

四、2018年纪监审工作要点 

(一)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

其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认真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中科院

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的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督促各部门制定工作计划，做好工作部署。抓好对各部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 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加强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 

提高监督责任意识，加强内部监督，抓好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分支机构管理、

科研项目关联交易、基本建设等内容的重点监督，抓好对研究所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的

监督检查，对审计署 2017年提出的问题全面进行整改落实，对已签订党风廉政（反腐

倡廉）建设责任书的领导干部落实责任的情况开展对照检查。 

以纪律建设为抓手，抓好纪律教育和廉政教育，组织开展纪委书记讲廉政党课、

新提任干部廉政谈话，重要节假日廉政提醒等日常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创

新方式方法，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打牢干部职工廉洁从业的思想基础，同时

加强制度建设，做好规章制度的废改立工作。 

(三) 开展作风建设专项工作检查 

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发扬钉钉子精神，紧盯“四风”问题，驰而

不息，抓好作风建设。紧盯年节假期等重要节点，紧盯重点人群，密切关注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聚焦突出问题，严肃查处违纪问题，坚决防止“四风”反弹

回潮。 拟于 2018年下半年对某一部门按照巡视的标准进行监督检查。。 

(四) 认真做好信访线索的查办工作 

按照《工作规则》的要求，认真做好信访问题线索的查处工作，进一步规范信访

工作流程，重点查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现在重要岗位且

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提高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积极探索运用监督执

纪第一种形态处理一般性违规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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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强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 

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纪监审干部的履职能力，加强教育、监督和管理，明确和理

清工作职责，特别是加强异地建设项目中纪监审干部的培养。严明审查纪律，增强保

密意识，建设政治过硬、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纪检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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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团委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展望 

坚定信念 创新思路 再上新台阶 

 

工作体量 

每年 4月完成组织统计和团费收缴工作,35岁以下青年人员总数：1407 人 

 

28岁（含）以下职工人数 128 

28岁-35岁（含）的职工人数 727 

28岁（含）以下学生人数 479 

28岁-35岁（含）的学生人数 73 

 

我们的团队力量 

8个团支部，2个团总支（下辖 4个二级团支部）； 

1个临时团总支（下辖 3个临时团支部，东莞分部）； 

53位团干部（9位所团委委员,18位团支部（总支）书记）； 

所党委对青年团工作非常重视，2016 年开始，为每位团支部书记每月发放 100 元

的补助，这在全中科院属于首例。号召全所团干部树立“有为才有位”的观念，在辅助

科研、服务青年、青年志愿活动、各团支部承接学术交流方面应该有更多的作为。 

 

2017年团委工作计划表 

序号 活动 时间 负责人 预算/元 承办单位 

1 支部总结 1月 王新华  团委 

2 
协助党委筹备 2017年新春总

结茶话会 
1-2月 王欢  团委 

3 
优秀团干部优秀青年评选、表

彰 
2-4月 王湘鉴 6000 团委 

4 读书.朗读活动 4月-5月 王湘鉴 10000 
加速器团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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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 时间 负责人 预算/元 承办单位 

5 足球比赛 4月-5月 张天仪  足球协会 

6 优秀青年事迹宣传 5 月 侯少静  团委 

7 团费收缴 3月-5月 王新华  团委 

8 团学工作研讨会 4月-5月 
王欢  

魏占辰 
2000 

所团委、所

学生会 

9 五四青年周 5月 4日 魏占辰  

学生会负

责、团委协

助 

10 环 IHEP趣味竞速赛（春游） 6 月 
魏占辰 

贾晨 
10000 

学生会 幼

儿园团支部 

天体团支部 

11 协助党委筹备文化广场 
6月份启

动 
王欢  天体中心 

12 学法用法系列活动 7月-8月 王新华 15000 
计算中心 

管理机关 

13 青年成长论坛 8 月 王欢 2000 天体中心 

14 第十届阳光青年才艺大赛 9月 13日 张天仪 8000 
核技术 理

论室 

15 欢乐一家人之中秋大团圆 9月 13日 张天仪 2000 
核技术 理

论室 

16 支部交流年活动 10 月 侯少静 1000 实验物理 

17 第十一届无尽无极羽毛球大赛 10 月 增补委员 15000 多学科 

18 团委骨干活动 12 月 王欢 2000  

19 

组织工作（东莞分部成立团组

织，实验物理中心、多学科、

工厂通用等三个团支部换届，

组织委员刘好毕业离所，增补

一名团委委员。 

全年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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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织建设 

（一） 加强组织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团干部队伍 

所团委：2015年 4月 28日，高能所团委召开第十五届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第十五届团委委员。选举产生的八名委员：王欢、王新华、王湘鉴、刘好、张天仪、侯

少静、荚晶、贾晨（以姓氏笔画为序）。除此之外，根据研究生会主席席位制的原则，

现任研究生会主席张志都担任团委副书记。及时做好团委委员的增补工作，2017 年 6

月份，组织委员刘好毕业离所，增补天体中心郭聪为团委委员。 

基层团支部：支部换届——补充力量，提高活力。个团支部完成换届：理论室；莞

分部 2017年成立团组织。 

团支部工作年度总结：2017 年 3 月 10 日，中科院高能所举行 2016年度基层团支

部工作总结会议。高能所九个团支部（总支）分别作了 2016年工作总结汇报。由所团

委委员、各团支部书记组成的评委对各支部的工作进行打分。该打分情况将与 2017年

支部工作打分一起汇总，评选 2016-2017年度优秀团支部。经过多年努力，高能所各团

支部的工作日渐规范，在辅助科研、创新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团支

部切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特色活动。通过支部总结，团干部相互借鉴经验，以便今后把

团的工作做得更好。 

支部承办所团委活动制度——工作重心下移，效果显著 

所团委活动 承办团支部 

学法用法系列活动 计算中心、管理机关 

支部交流年活动 实验中心 未完成 

青年成长论坛 天体中心 

第十届阳光青年才艺大赛 核技术 理论室 

第十一届无尽无极羽毛球大赛 多学科 

环 IHEP 趣味竞速赛 幼儿园 天体中心 未组织 

 

团干部和积极分子队伍建设：优秀青年和优秀团干部评选，开展了 2015-2016 年

度优秀青年和优秀团干部评选，为全所青年人树立榜样。 

3 月 31 日，中科院高能所团委举行优秀青年评选答辩会。全所各团支部（总支）

推荐的 17名代表参加答辩。评委由各参评人员所在党支部（总支）的书记或者委员以

及所团委书记、副书记担任。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罗小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2015-2016年度的评选工作从 2月份开始，经过团支部推选、党支部和部门领导批

准等环节，最终推荐 17 名候选人参加答辩。在答辩会上，各位候选人从业务工作量及

完成情况、业务工作业绩或贡献、模范带头工作、参加党团工作等四个方面进行汇报。

根据评委打分，获得前 12名的候选人当选高能所团委 2015-2016年度优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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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工作研讨会：高能所团学工作研讨会每年举行一次，旨在加强工作培训，提高

团学干部的组织观念，并就团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推动高能所团学工作不断

进步。 

团委委员集体学习十九大精神：十九大后，召开团委委员专题学习会，团委书记王

欢做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题报告，介绍了十九大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十九大

报告的体会。 

举行“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组织生活会： 

为组织广大团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学懂弄通做实的重要要求，根据团

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院团委的有关要求，高能所团委在全所团支部（总支）中

组织开展了以“践行新思想 拥抱新时代”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 

根据院团委的要求，本次组织生活会与教育评议团员合并举行，主要步骤为主题学

习十九大精神，召开支部大会，开展教育评议。截止目前，我所十个团支部（总支）都

通过团课、集中学习等方式开展了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同时，以团支部为单位对全所

323名团员进行了教育评议。 

为保证本次组织生活会取得实效，所团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团委委员为主体成

立了十九大精神团课宣讲团，共计有 8名团委委员、2名团支部书记深入到各团支部为

青年团员讲专题团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要求各团支部邀请所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参

加对团员的教育评议工作，加强党支部对教育评议团员工作的指导，保证评议结果更能

反映实际情况。 

二、 塑造形象 

（二） 加强宣传和交流，塑造青年团良好形象 

2017 年，所团委加大了宣传工作力度，除去网络宣传之外，我们还积极开拓其他

的宣传渠道。每年 5 月，结合五四青年周的举办，制作一期专题宣传展板；优秀团支

部、表彰团支部宣传展板；所团委活动宣传展板。 

由于服务器老化无法启动，原高能论坛内容丢失无法使用。在所里的支持下，所团

委牵头，重新购买了服务器。在计算中心的帮助和支持下，重新设计版面，于 2016年

6月重新上线。2017年，所团委安排专人负责高能论坛的维护和运行，以更好的发挥所

论坛的作用，为高能所职工、学生反映意见、沟通交流搭建平台。 

三、 品牌活动 

（三） 着力做好品牌活动，持续增强影响力 

为了提升文体活动影响的持久度和影响面，增强活动效果，团委充分利用、发挥文

体活动主体化、系列化、新形式的特色的品牌活动，创造了自身的品牌文化。将主要工

作划分为四个主题系列活动。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青年教育活动：青年成长论坛、支部交流年活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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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讲座等。所团委本着寓教于乐，在活动中教育培养青年的目标，每年坚持举办“青

年成长论坛”。2017 年，邀请中科院职工“诗歌、演讲、讲故事”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我所老职工王渭老师为全所青年人做了“演讲技巧”的报告，助力广大青年人在年终总

结、论文答辩等工作中能够更好的表达自己。 

“放松心情、健康身心”—文化体育活动：才艺大赛、羽毛球比赛、足球比赛、环

IHEP 趣味竞速赛。2017 年 4 月，在高能所团委组织并举办了高能所第五届“创新杯”

五人制足球比赛，历时十几天，多支队伍进行了角逐。“创新杯”足球比赛成为高能所

团委的品牌活动，为高能所职工提供了一次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切磋球技的机会，展

现了高能所青年人勇于拼搏、团结进取的精神面貌。2017年 9月 27日，中科院高能所

第十一届“阳光青年”才艺大赛与“中秋月儿圆之欢乐一家人”活动在报告厅举行。九

个团支部派出代表参加比赛。共计 1300多人次参加投票，比去年增长了 30%。2017年

11月 26日，中科院高能所举办第十四届"无尽无极"杯羽毛球比赛。本次比赛由共青团

高能所委员会主办，加速器中心团支部承办。高能所共八个团支部参加了比赛。“无尽

无极”杯羽毛球赛至今已走过十四个年头，目前已发展成为高能所各部门之间职工和学

生交流、互动的平台。队员们以球会友，团结协作,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也保证队员能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科研工作。 

“关爱青年、共建和谐”—青年亲情活动：“欢乐一家人”节日亲情活动、青年座

谈会。所团委坚持每年举办“欢乐一家人”节日亲情活动，2016 年因“阳光青年”才

艺大赛比赛时间恰逢中秋节前夕，所以与 “中秋月儿圆之欢乐一家人”活动合并举行，

活动取得很好效果，2017 年延续这项活动方式，才艺大赛与“欢乐一家人”活动合并

举行。坚持组织青年联谊活动，组织参加石景山区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坚持组织参加中

科院人才组织的青年联谊活动。 

“奉献他人、快乐自己”—青年志愿活动：义务植树扫雪、公众开放日纪念活动、

关爱空巢老人。坚持每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日的义务植树活动；所运动会志愿者，摄像、

撰写加油稿；公众科学日志愿者；关爱空巢老人；义务扫雪。 

四、 党的助手 

（四） 牢记使命，做好党的助手 

高能所团委牢记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使命，认真配合党委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承办所党委“学法用法”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国家法律和所内法规知识竞赛以及线上答

题活动，全所共计 300 余人次参与到活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年团拜会和职工文

化广场的筹备组织工作。尤其是 2017年高能所新春团拜会，举办时间较晚，在人员有

限的情况下，大家既是工作人员又是演员，圆满的完成了节目策划筹备、贺年视频录制、

现场布置、纪念品和食品购买等一系列的任务，受到了肯定。承办“信念引领科研、党

建促进创新”主题演讲比赛。17 年 6 月 23 日，中科院高能所“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

进创新”主题演讲比赛在报告厅举行。本次比赛由高能所党委主办，高能所团委和加速

器中心团支部联合承办。来自 12 个党支部的年轻科研、工程和管理骨干共 13 位选手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185 - 

 

参加了比赛。1月 30日、31日举办了党的十九大知识竞赛活动。天体中心团支部承办。

十九大题目由各团支部共同承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题目由天体中心团

支部承担。天体中心新老团支部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任务。 

五、 工作展望 

2018 年高能所团委要继续将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高能所团委的工作的首要内

容，通过组织生活会，推动青年人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为研究所的“率先行动”

计划升级版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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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高能所妇女工作总结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我所现有在编职工 1443 人，其中女职工 479 人，占全所在

编职工总数的 32.6%。此外，还有女学生 134 人，这些都属于高能所妇委会的工作范围, 

人数众多，工作体量大。女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有 342 人，占 77.5%；职员 66 人，

占 15.0%；工人有 33 人，占 7.5%,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工作难度高。高能所妇委会根据

各单位行政划分，设立 21 个妇女小组。由七名委员组成，其中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两

名，每个妇女小组设妇女联络员一名，负责本小组的妇女工作。 

一、2017 年高能所妇委会主要工作 

（一）抓好组织建设  

坚持工作计划研讨制度。每年年初坚持召开妇女联络员会议，总结上年度工作，

讨论部署下一年度工作计划，统一思想。2017 年 3 月 3 日，召开妇女联络员会议。 

坚持妇女工作集体讨论制度，坚持召开妇委会。高能所妇委会是一个团结而富有

战斗力的团体。平常委员间通过微信群、电子邮件等形式讨论工作，举办大型活动提

前商讨方案，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这些良好的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 

11 月 14 日，所妇委会组织妇女委员进行十九大报告专题学习，所妇委会主任王欢

作专题报告带领大家学习。  

（二）关爱女职工 

近年来，我所发展形势很好，多项大科学工程项目正在建设，而且很多是异地建

设，工程紧、任务重，女职工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所妇委会注

重引导各妇女小组，对女职工进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了解她们的心理状态，

缓解压力，对工作中出现困难的姐妹进行帮助，通过各种形式关注她们的身体健康，

为她们献身科研，在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提供助力。 

我所女职工在科研、技术支持、管理岗位上努力工作，以所为家，以所为荣，起

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关注女职工及家人身体健康，为纪念第 109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中科院

高能所妇委会于 3 月 6 日举办了妇幼保健知识报告会，中日友好医院梁海燕、协和医

院孙劲旅、协和医院简珊三位专家应邀作了报告。来自全所各部门的 300 多名女职工、

学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上，梁海燕等专家针对广大女同胞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和讲解，内容包括妇产保健、过敏与防治以及儿童急救的知识。女职工通过聆听报告

了解了日常保健注意事项，并能够科学地对待过敏问题，而小儿急救的讲座则更具有

实际指导意义。报告结束后，仍有很多女职工留在会场与大夫们交流互动。 

高能所妇委会希望通过举办本次讲座，提醒全所女同胞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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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为高能所的发展奉献力量。 

推动设立女职工哺乳室，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我所哺乳期妇女逐年增多，为照

顾她们的需求，所妇委会推动设立了女职工哺乳室，在所里办公用房特别紧缺的情况

下，开辟的专门房间，为女职工“有尊严”的哺乳做出努力。协助有关部门制定了哺

乳室使用管理规定，力求更好的发挥哺乳室的作用。 

关注女性科研、管理骨干的成长，2017 年，所妇委会推荐一名女性科研骨干作为

北京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目前正在考察过程中。为女性同胞在社会上发声搭

建平台。积极推荐人选参加院妇委会组织的女科研骨干、管理骨干培训班。 

探望老院士、老领导，每逢我所 80 岁以上的女性老领导、老院士生日，所妇委会

的同志都会和所党委领导一起去探望，向她们送去全所女职工的祝福。如：王迪书记、

陆献林所长、张宗烨院士。探望老院士、老领导不仅仅是向她们传递祝福。同时，我

们也将这些老院士、老领导老而弥坚、献身科研、忘我奉献的精神传递给广大女职工，

引导她们以前辈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协助解决实际困难，所妇委会积极帮助女职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使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到工作中去。看望、慰问患病女职工。对患有重大疾病的女

职工，妇委会一方面紧急协助她们解决物质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多次探望沟通，以

缓解他们的精神负担。慰问我所有残疾子女的困难职工，向他送去了组织的祝福和温

暖。来自上级组织的温暖也会使这两名职工克服困难，投身工作，献身科研。帮助职

工解决家庭矛盾，对于家庭产生矛盾的女性职工，及时予以调解。 

丰富女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全所女职工订阅杂志。为各妇女小组订中国妇女

报（20 份），订阅《妇女之友》等女职工喜爱的刊物 8 种，工作之余借阅既增长知识，

同时可以愉悦身心。继续维护好妇女工作网页。在所党群园地网站设立了“妇女工作

专栏”。我们除及时更新妇女活动动态外，还适时将各种妇女工作法规、培训学习材料、

讲座报告以及各种女性健康小常识上传到网页上。使网页内容日益丰富，成为女职工

开眼界、长知识的良好平台。制作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题宣传栏。在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制作了以“喜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题的宣传展板，

使全所职工了解有关情况。 

（三）组织形式多样的女性活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对于缓解科研人员的工作压力，活跃研究所的创新环境，

营造温馨和谐的工作、生活氛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能所妇委会结合女职工的特点，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构

建研究所的和谐氛围做出了努力。 

结合女职工的兴趣，成立高能所排球协会，排球是在高能所女性中具有广泛群众

基础的运动，为丰富了女职工的业余体育生活，增强大家的健身积极性，高能所妇委

会组织成立了排球协会。我们通过排球协会展开日常排球训练，并举办排球比赛。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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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9 月 2 日举办了第一届排球协会秋季联赛，比赛共分为 4 支队伍采用单循环赛

制共进行了 6 场比赛，决出一支冠军队伍，评选出男、女各一名 MVP 球员。5 月至 10

月期间，排球协会开展排球训练活动。 

组织女职工参加各项文艺演出，所妇委会积极组织女职工参加所里的各种文艺演

出，一方面展现了女职工健康美丽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她们的兴趣爱好，

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更好的投入工作。1 月 22 日，高能所举行了新春团拜会。节目

参演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女职工、学生，她们形式各样的表演赢得了好评。7 月 1 日，高

能所隆重举行庆“七一”暨第十七届职工文化广场，18 个节目参加演出，参演大多为

女职工。在各种文体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骨干，她们自发组织了舞蹈协会等群众组织，

自发坚持练习，活跃了所里的创新氛围。 

组织女职工参加各项健身运动，高能所工会每年都组织丰富多彩的职工文体活动，

所妇委会充分利用这些活动平台，鼓励女职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以增强女职工的健

身积极性，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所排球比赛、游泳比赛、保龄球比赛、迎春长跑、

乒乓球等比赛中女职工的参与率都很高，赛场上处处留下女职工的风采。 

积极组织参加院妇工委组织的“恒爱活动”，根据中科院妇工委的统一部署，我所

积极开展“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活动，得到了全所女职工的积极

响应。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为新疆地区 5-15 岁青少年编织各类毛线织品 54

件，展现了我所女职工的温暖爱心。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共为新疆地区 5-15

岁青少年编织各类毛线织品 46 件，展现了我所女职工的温暖爱心。 

积极组织参加院妇工委组织的“恒爱活动”为青少年编织各类毛线织品 

（四）做好党的助手 

协助组织高能所总结茶话会。2 月 7 日，我所举行了总结茶话会。所领导、院士、

部分高能所老领导、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各部门党政领导、工青妇民主党

派负责人及部分科研人员等 350 余人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 

按照所党委的统一部署，所妇委会全程参与了团拜会的筹备工作，在时间紧，业

务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妇委会负责同志认真负责，加班加点圆满完成了党委交给的任

务，保证了团拜会的顺利举行。 

协助组织高能所新春团拜会。 

协助组织高能所职工文化广场，7 月 1 日，所党委举行庆“七一”暨第十七届职工

文化广场大型活动，18 个节目参加演出，演出人员近 400 人。700 名观众参加会议。

所妇委会的同志参加了文化广场的组织筹备工作。同时，各单位妇女联络员基本上都

参加了本单位节目的组织筹备工作。 

上传下达，架起女职工与党委沟通的桥梁，在日常工作中，对于女职工普遍反映

的问题，所妇委会积极向职代会、党委反映。推动解决落实，对于切实不能解决的问

题，协助党委耐心做好解答工作。对于所行政、党委的有关政策，所妇委会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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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职工群体中的实施。 

二、2018 年工作考虑 

（一）继续深入开展十九大学习 

根据院妇工委文件精神，在女职工群体中扎实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并将之与推

动研究所“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相结合。 

（二）关注女科学家的发展 

拟举办女性物理学家论坛，探讨帮助女科研人员成长的有效途径。 

（三）坚持好的工作传统，为女职工服好务 

汲取高能所妇委会的优良工作传统，将反响良好的工作坚持下去。认真要求，做

好妇委会常规工作：三八节活动组织建设、关爱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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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能、支撑部门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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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党政联合办公室工作总结 

 

一、党务工作 

2017 年，党政办根据所党委及上级党组织的整体工作部署，完成了十九大精神宣

贯等相关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2017 年制定高能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工作方案，年底完成 9 项工作。具体包括： 

1.协助党委召开专题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党委会、专题纪委会，学习十九大报告和

新党章；成立高能所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制定宣讲报告。 

2.做好十九大的宣传工作。组织全所党员、群众观看十九大开幕式，建立网页专题，

制作了两期所内宣传栏展板。指导各党支部完成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任务，

要求支部党员参观“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安排特色党课进基层等活动。 

3.指导工青妇做好十九大精神宣贯工作。 

（二）落实中央、院党组布置的学习任务 

1.组织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7.26 讲话精神。组织安排专题报告会、

专题中心组学习会、3 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 

2.举办“信念引领科研 党建促进创新”主题交流研讨会。组织相关主题演讲比赛

及“我为创新献计策”主题座谈会。 

3.完成院党组要求的各项学习任务，包括：“我在团队中的位置”主题研讨和学习南

仁东活动，制定全所的学习方案，设计专题网页，并进行相关读后感评比；指导各党

支部参加“镜头中最美科学家”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并上报上级党组织参加评比和宣传；

举办学习“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分享交流活动并安排评比；完成中科院支部书记集

中轮训 5 次；举办高能所纪念七一党员大会暨第十七届职工文化广场活动。 

（三）完成所党委工作计划规定内容 

1.按照所党委工作计划安排完成 45 项学习内容。协助党委召开党委会、中心组学

习会、民主生活会，做好会议决定督办，情况上报，意见整改等工作。2017 年，我所

在北京分院举行的第一次中心组学习秘书培训做了交流报告。 

2.认真好做党费收缴、管理、使用，出台《党费使用管理规定》，规范党费的使用

和管理。继续做好组织关系清查工作，查找 52 名长期出国不归党员（已找到 6 名）。

39 名未收到组织关系回执人员，通过多个渠道联系到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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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党委做好研究所的创新文化建设。组织、完成学法用法系列活动、创新论坛、

慰问、稳定等规定动作。 

4.完成院直属机关党委第一次党代会、京区事业单位党委第一次党代会有关工作。

推荐“两委委员”、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会代表。 

5.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明确换届工作规范，指导支部遵守组织原则做好换届。本

年度共 5 个支部到届，成立粒子天体中心党总支（下设 3 个党支部）。抓好组织发展工

作：全年发展党员 12 人，副高级以上科研人员 4 人。 

（四）切实履行纪监审监督责任 

1.2017 年度重点开展了科研经费真实性合法性审计和基建工程审计 13 个，其中完

成内部审计 10 个，基建审计 3 个，上级检查 5 个。建立信访工作沟通反馈机制，处理

群众信访举报申诉共 9 件。继续进行重大（重点）项目的招投标监督工作。协助纪委

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 

2.开展各类廉政教育活动。组织纪检委员开展廉政参观教育活动，到基层进行反腐

倡廉警示宣讲活动。应邀到北京分院、协作一片纪监审工作会议做大会交流报告。 

二、政务工作 

2017 年召开所务会 18 次，党政办及时向执行单位传达会议决议，坚持“所务会决

定事项进展情况季报”制度，促进沟通，追踪进展。 

在公文和印信管理方面，共处理收文 979 份，发文 172 份，会议纪要 18 份，重

要事项通知 135 份；保证机要通信准确无误及时送取，内部签批件正常流转。 

起草、通稿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文件，编辑印发所月报、年报，完成区年鉴、院年

鉴材料的整理上报，做好院士和所领导的服务性工作及全所性重要会议及重要来访的

接待。 

在制度建设方面，推动全所规章制度清理:2017 年 6 月完成网站制度建设栏目的

清理工作，撤销全所已作废规章制度 201 条，撤销所级文件栏目已过期通知、作废文

件 452 条。2017 年 11 月根据院发展规划局关于开展所级政策规章清理工作的通知部

署，推进全所现有规章的清理和修订工作，布置工作已经开始，预计 2018 年 4 月完成。 

推动全所规章制度建设: 新发规章制度 23 项 

加强制度出台前的程序审核、与起草单位沟通，对规章的正确拟写提出建议，颁

发后及时上网，以利监督执行。整理“院发规章制度季度汇编“，发管理、技术支持

中层干部阅。 

部门层面：制订科学传播工作管理办法、基建档案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等规章，调研起草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高能所综合管理条例等，梳理办事流程，

更新部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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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工作 

新闻宣传工作影响力进一步提高。组织协调重大成果、重要进展、重点事件的集

中采访和拍摄 7 次，新闻联播播报 5 条。接待社会媒体记者采访及协调拍摄 50 余次，

发挥主流社会媒体优势，原创报道（不含转载）高能所科技成果、信息动态 260 余篇，

有效扩大社会影响 

扎实做好政务信息工作。年度报送政务信息 21 篇，对展示成果、服务高层决策提

供必要支撑。2018 年，我所入选中科院政务信息选题咨询专家组。 

稳步推进信息公开工作，信息公开网站栏目规范化调整，编制《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信息公开工作 2017 年年度报告》。 

网络宣传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所外中文网 2018 年页面总浏览量超 2000 万，访问

者总数 155 余万。配合研究所重要活动的开展制作所网站大专题 4 个。组织网站管理

员、责任人签署“高能所网站账户管理保密责任承诺书”。新媒体发展迅速，两微粉丝

总数超 12 万。微信年浏览量 156 万。以塑造高能所良好社会形象重点加强内容采编，

组织推进所原创科普作品创作，本年度共有原创科普作品、国外科普作品翻译 43 篇，

涉及 7 个支部、2 位退休职工。 

科普宣传工作不断加强。协调中国科学院“创新报国 70 年”报告文学项目，已签

署出版意向书。采编科学公开课，助力公众科学日、Photowalk 等科普活动。 

四、档案工作 

2017 年，档案室继续承担 CSNS、JUNO、ADS、HXMT、DCTB、多学科研实验

平台以及工程维修改造、财政部修购专项等大科学工程、先导专项、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等项目建档工作，其中，涉及国家级、院部级档案专项验收任务十余项，建档级别

高，涉及单位多，沟通管理复杂，档案验收标准严格。 

其中，ADS 项目、HXMT 先导项目顺利通过档案验收；CSNS 工程建档工作中，

在前期预立立卷的基础上，得到了工程办、资产财务处、行政处等多部门的支持与配

合，讨论并确定了正式立卷前的各任务节点、时间节点；JUNO 工程就配套基建项目建

档规范与相关规则与 EPC 总包方、监理方讨论并确定，工艺设备预立卷工作按步骤进

行中；LHAASO 项目，促成了地方配套基建部分有关各方建档规范、质量要求、移交

方式与流程的解决方案，发改委投资的建设部分的预立卷工作有序进行；正在进行

HEPS-TF工程中高能所承担部分的22个课题的归档材料的收集与汇总；完成了DC-B、

X-B 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以及综合管理、工艺设备研制类归档材料的分类梳理

工作。  

档案服务利用方面，全年共接待 303 人次/1430 卷的查借阅服务。 

业务培训与工作交流方面，共组织 5 次共约 500 人次档案业务专项培训，兄弟单

位间档案工作交流近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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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纪监审工作 

从日常监督着手，建立了纪监审监督执纪台账，内容涉及人事、基建、科研经费

关联交易，三公经费、会议费、采购等。 

组织召开高能所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责任书签订仪式。 

组织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等分批次参观石景山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基地。 

配合北京分院完成对高能所局级领导办公用房的现场核查和信息统计上报工作。

随后，主动开展了对处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的专项检查工作，共检查处级干部办公用

房 26 间，建立了处级领导人员办公用房台账，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办公用房超标问题提

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加强对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的采购进行招投标监督。2017 年度共参与招投标 20 余

次，发现不规范问题 2 次。纪委副书记参加四川稻城、江门中微子的重大项目的招标

监督，东莞分部党总支纪检委员参加散裂项目的招投标监督，粒子天体中心党总支在

“HXMT”卫星有效载荷发射场试验队成立临时党支部，通过支部加强纪律建设，关

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财物重大事项。 

2017 年，监察审计办重点开展各类审计项目 16 个。其中，内部审计项目 12 个，

包括科研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专项审计等，涉及金额 3 亿元，发现问题 19

个，从源头上、制度上提出整改建议 11 条。 

受理处置党员群众举报 9 件次，依规依纪做好执纪审查工作，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对 1 名课题组长进行诫勉谈话，对 1 名党员干部进行提醒谈话。  

六、群团工作 

1. 做好统战工作。2017 年是北京市人大、政协，北京市各民主党派的换届年，我

们完成了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和政审工作，完成了九三、农工北京市委

委员、副主任委员的推荐、考察工作；完成并更新了高能所统一战线人才摸底调查、

统计和 243 人大数据库；配合分院、石景山区统战部上报了我所统战人员的报奖材料。 

2. 职代会（工会）工作：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做好职代会提案

工作，2017 年职代会提案答复率达到 100%；召开常委会，审议人力资源处、行政处即

将出台的管理办法，提出修改建议。加强工会自身组织建设，修订完善了高能所工会

慰问工作条例、职工休养实施办法和职工俱乐部管理办法。举办职工代表培训班，内

容涉及职工提案培训、工会财务、业务培训等，全所 100 多名职工代表参加了活动。 

本年度工会继续秉持以人为本、多办实事的原则完成了如下工作：根据工会经费

结余情况，经常委会决定，给予每位会员职工增加 300 元职工福利；履行合作办学协

议，解决 20 多名职工子女入学、转学问题；完成了体育场招标，与中标单位签署了合

同。继续加强“职工之家”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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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年团工作。组织团学工作研讨会、青年成长论坛、五四青年周活动；开展优

秀青年评选，表彰了先进；开展了“无尽无极”羽毛球比赛、“环 IHEP 竞速赛”、“中

秋月儿圆”之欢乐一家人等一系列文体活动；协助党委，组织团拜会、学法用法知识竞

赛、文化广场等活动。 

4. 妇委会工作。2017 年度，所妇委以关注女职工的身体健康、为女职工解决实际

困难为宗旨，召开了妇女联络员会议，举办了庆“三八”女性健康讲座，组织参加全

国妇联“恒爱”行动、单身联谊活动，并评选产生了第五届十大杰出妇女。 

七、外事工作 

2017 年度，外事工作稳步开展，其中境外宣传工作获批 2016-2017 年度中国科学

院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奖。 

护签机要工作：2017 年我所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人员达到 1200 余人次（其中包含

赴台人次 30 人）；来访总人数达到 600 余人次。办理护照（含港澳通行证）188 本，

有效期内护照（含港澳通行证）1096 本，收借护照（含港澳通行证）855 次（去年 285

次），涉密人员出国行前、行后教育单、承诺书 83 份，打印和发送电子版批件 600 余

份、邀请信 250 余份、办结邀请信 1100 余份。为 550 余个团组进行了事前公示、政审

备案、出访预算，公示审核和核销表打印。机要通信方面保证准确无误及时送取 

国际会议与外事重要代表团接待：2017 年度，外事主要负责和参与了三个国际大

会的筹办工作，参与的人数都达到了 200 人，其中最大的规模为 300 多人，圆满完成

了会议的举办工作；负责联系接洽代表团参观安排等一系列相关事宜，在促进国际交

流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全年共接待泰国诗琳通公主访问高能所等 15 个重要代表

团。 

外事项目管理：外事办负责科学院国际人才交流计划项目的申报、执行、管理等

一系列相关工作，本年度通过该计划申报请进专家 13 人，获得资助 360 万元；院国际

合作局重点项目成功申报该项目 8 项，获得资助 600 万元；国家外专局引智计划本年

度支持资金 50 万元。 

境外宣传工作：2017 年度全院境外宣传总体情况排名，高能所名列全院第二。新

版英文网站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上线。所英文网站共发布 150 余条动态信息，包含

新闻，媒体报道，讲座通知，招聘信息等，完成 2017 年度 553 条论文数据的更新发布。

与往年发布数量持平。协同 4 个英文子站完成改版和网站的建设工作。党政办外事与

宣传办公室联合组办 2017 年国际“暗物质日“北京站活动。我所首次与国际同步组办

学科领域内特色科普活动。接待意大利共和报记者的采访，接待 CEO 杂志的记者采访

和后续报道材料提供等。筹划并组织了 12 月中旬境外记者团访问东莞散裂中子源的采

访活动。完成 AAPPS Bulletin 杂志高能所文章；筹划国家科学评论杂志（National Science 

Review）的 Featured Institution 栏目高能所介绍文章，已于 2018 年上半年刊发。 

推进工作：为外籍职工开设汉语学习班，2017 年线下 40 课时班级课，线上学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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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资助对象为 PIFI 专家及博士后累计 13 人，资助数量达到线下 960 课时班级课和

线上学习卡 15 张；主楼咖啡厅运营顺利，使用率、销售量、职工参与度、中外籍职工

满意度等均达到创新文化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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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人力资源处工作总结 

 

2017 年，我处在所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协作、提高效率，圆满地完

成了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截至 2017 年底，高能所共有在编职工 1402 人，专业技术人员 1231 人，占比 87.8%，

其中正高级 192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15.6%，副高级 566 人，占比 45.98%，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991 人员占比 70.69%，35 岁及以下工作人员 587 占比 41.87%。 

我所目前有院士 9 人，“万人计划”4 人，“千人计划”10 人，科技部“中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4 人，人社部“百千万领军人才”8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 17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47 人，中科院“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4 人，中

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54 人，其中首次入选优秀会员 2 人，形成了一支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 

一、重点工作 

（一）人才引进与培养取得新进展 

1.积极拓展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 

2017 年继续在英国物理学会 IOP 旗下杂志、网站发布招聘启事；按照要求发布百

人计划 A、B 类中英文招聘启事；在所内外网站提供申请材料清单。 

2.完善人才引进制度 

调研中科大、物理所、理论所等院所，修订发布出台 

《高能物理研究所引进人才招聘与管理细则》 （高发人字〔2017〕155 号）文件 。 

3.全程服务引智 

与相关领域的人才长期保持信息联系，关注高层次人才动向。充分利用各种人才

项目吸引海内外人才，创新国际团队、海外人才走进科学院项目等；积极调研人才公

寓、周转房政策，协助“百人计划 A”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免税、科研经费、薪酬

、周转房、申报配天研究员奖等；外专千人中国绿卡、就医等；编制 2017 年人才项目

简介，今年首次上网。为各类人才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 

2017 年组织百人计划 A 类、B 类招聘，通过多次努力增设百人计划 A 类岗位 2 人

、B 类岗位 1 人；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变不可能为可能，提供进度说明报告、完善

公示信息，确保百人计划 A、B 类共 3 个岗位申请设置成功，C 类候选人入选 4 人；一

事一议，推动和配合专家完成人才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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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引进人才情况一览表: 

人才引进 2015 入选 2016 入选 2017 入选 2017 申报人数 

千人计划 

长期项目    1（没出结果） 

短期项目    2（没出结果） 

青年项目 2 2 1+2 6 （2 公示） 

率先行动          

百人计划  

学术帅才(A)   1（储中明）   王建春、童欣  

技术英才(B)   1 1 1（公示结束，东莞）  

青年俊才(C)  1 2 4  

百人计划  国外杰出人才  3 --  --   

所引进优秀人才  5 2 6 7 人申报  

 

4.人才项目获批人次稳定 

完成万人计划信息申报；协助提供外专千人计划经费申报等；向人事局提供特聘

研究员人选名单，积极争取到 5 人名额。 

表 2：人才项目获批情况 

项目名称  总计（在职）  2015 2016 2017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3 0 3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55 6 8 8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2 0 0 2 

中科院关键技术人才 6 1 1  

中组部博士服务团 2 1 1 1（延期 1 年） 

公派留学（国家） 
11                 

（自 2011 年） 
1 1 4 

公派留学（中科院） 
20 

（自 2011 年） 
4 1 2 

中科院特聘研究员 87 26 15 
6                                             

申请增加 5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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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年人才培养取得良好效果 

高能所优秀青年人才基金获得者新增 14 人。 

6.东莞分部人才引进与培养取得新进展 

1）充分利用属地化政策。积极利用地方行政平台、广东省及东莞市海外人才站进

行人才需求宣传；以学术会议为平台进行宣传、招聘；鼓励并帮助现有人才申请广东

省和东莞市各类人才项目。包括以下主要人才项目： 

①东莞市特色人才：11 人入选 “东莞市特色人才”。2017 年新增 1 人。 

②东莞市成长型企业人才扶持计划：累计共为 14 名职工成功申请成长型人才补贴， 

2017 年新增 10 人，共 12 万； 

③松山湖新进人才补贴：2017 年新增 8 人，共 24 万； 

④教育部蓝火计划：连续三年参加教育部-东莞市“蓝火计划”博士生工作团培养

活动，为东莞市最大协作单位。每年引入博士生 10 人； 

⑤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以 BNCT 团队申请广东省创新创业领军团队，批复中； 

⑥博士后资助工程：为 14 名博后成功申请，合计 132 万元； 

⑦名校研究生资助：为 45 名学生成功申请，合计 60 万元； 

⑧积极拓宽地方人才项目申报范围，包括南粤贡献奖、广东省特支人才等，另积

极利用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作为申报平台推进人才项目的进一步工作。 

2) 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努力通过科学院及高能所各类人才项目为散裂中子源工程

培养、引进、储备高层次人才及学科带头人。引进人才情况如下： 

①百人计划：东莞分部共有百人计划 5 名，其中 4 名为东莞籍职工。 

②青年创新促进会：2 人同时入选 2017 年度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截止 2017 年底

东莞分部共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7 人。 

③关键技术人才：东莞分部共有 4 名中科院“现有关键技术人才”。 

④IHEP 优秀人才：2017 年引进 IHEP 优秀人才 1 名，至此东莞分部累计已有 IHEP

优秀人才 7 名。 

3) 青年骨干人才成长起来 

重视培养青年人才，为年轻人创造晋升机会。现 3 大科研处室（共 38 个子系统）

与 8 个行政办公室中，承担了主管领头及管理责任的骨干人员有 58 人，其中 45 岁以

下的有 20 人，比例占幅 34.5%：  

表 3：人才项目情况 

申报渠道 项目 人数 

院所层面 千人计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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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百人计划 2 

院青促会 2 

走进科学院 3 

院创新交叉团队 1 

中组部博士服务团 1 

院公派留学 1 

IHEP 优才计划 7 

地方项目 

东莞市成长型企业人才扶持项目 10 

松山湖（生态园）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项目 8 

东莞市特色人才 1 

东莞市博士后资助工程 14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补助 45 

东莞市蓝火计划 11 

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 1 

广东省南粤贡献奖 1 

广东省特支人才 2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 

合计： 112 

 

（二）组织完成所领导班子届中考核等重大会议活动 

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准备会议材料、组织会务、组织民主谈话等工作，提供了分院

要求的各类人才工作材料、所长报告中队伍建设情况，准备了四种考核组成员材料、

六种选票，组织各类人员 80 余人进行民主谈话，400 余人参会。 

（三）加强中层干部队伍管理 

目前共有中层干部 55 人，其中，研究室 25 人，管理 25 人，支撑 5 人。组织完成

中层干部试用期满考核 2 人次，新招聘中层干部 7 人，启动 8 个中层干部岗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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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所执行层面中坚力量的稳定与充实。 

做好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工作，组织年度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工作培训，特

别对新任领导干部进行政策宣贯，明确工作要求。数据录入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 

完成所局级领导兼职统计工作，重新报备、审批 31 项，清退 1 项；上报审批表 19

份，兼职证明 6 份，请示函 19 份。 

（四）不断改进岗位聘用工作 

岗位聘用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流程复杂，时间节点性强，与职工利益密切

相关，是全所职工关注的焦点。我们准确把握政策，修订发布《高能所岗位管理实施

办法》（高发人字〔2017〕156 号）文件，提交 2017-2018《岗位设置方案备案表》，

并积极与院沟通，将高级职称比例提高了 5%，这是院里所能允许的最大比例。  

实施岗聘工作效率高，仅 2 人负责。明确关键时间点和注意事项，保证岗聘工作

有序、高效开展。具体情况如下： 

表 4：岗聘情况 

2017 年岗位聘用 参评人数 评委人次 场次 

中级跨级 92 — — 

专业技术分级 204 62 4 

职员 24 54 3 

合计 311 116 7 

 

（五）改进考核工作 

1. 不断完善考核制度 

制定发布《高能所职工考核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135 号）、《高能所部

门年终考核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157 号）、《高能所职工考勤管理办法》（高

发人字〔2017〕158 号）文件，加强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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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参加考核形式对象 

 

表 6：参加考核人员情况 

种 类 人 数 

2017 年首期合同期满考核 11 

2017 年管理人员统一考核（已完成） 118 

2017 年职工年度考核 1402 

2017 年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期期满考核 10 

2017 年部门考核 科研+管理支撑 

 

 

 

 

 

类别 组办形式 考核对象 

近三年负责的考核人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年度考核 
1）管理人员统一考核 

2）科研、支撑部门自行组织 
全体职工 108 113 118 

聘期考核 

所级考核（不做报告） 
高级专业技术聘期

满 3 年、6 年考核 
186 173 10 

所级考核，本人报告 

首期合同期满人员

中年度考核存在后

1/5 情况人员 

 18 11 

平时考核 
考勤；月（季）度总结（部门负

责） 
全体职工    

部门考核 年底统一考核（绩效考核） 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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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东莞参加考核人员情况 

部门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参加考

核人数 

-2σ

人员 

后 1/5

人员 

-2σ人

员 

后 1/5人

员 

-2σ人

员 

后 1/5

人员 

-2σ人

员 

后 1/5 人

员 

管理部门 32 0 7 1 7 1 4 0 6 

加速器技术部 134 1 26 1 26 1 27 1 27 

中子科学部 101 4 19 3 19 4 18 1 17 

技术支持部 17 0 3 0 3 2 5 0 3 

小计： 284 5 55 5 55 8 54 2 53 

 

（六）招聘管理 

1.做好人力资源规划 

严把进人关，严格执行“按需设岗、按岗聘用”，提高所里对人才队伍的整体规

划，在编岗位的需求均需经过所务会审核。同时，为了规范招聘程序，积极编制并推

动聘用管理办法的出台。 

表 8：2018 年用人计划（北京） 

部门名称 

现有人员 2018 年用人计划

（批复） 

2017 落实情

况 

合计 在编 
三

元 

外

聘 

返聘/院

士 在

编 

外

聘 
返聘 落实 批复 

实验物理中

心 
174 157 5 4 8 11 2 2 5 13 

加速器中心 196 183 8 1 3 13 0 1 6 7 

粒子天体物

理中心 
191 176 3 2 10月 1日 9 2 1 9 15 

理论物理室 23 23 0 0 0/1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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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研究

中心 
181 172 2 4 3 月 1 日 14 2 1 3 5 

计算中心 37 35 2 0 0 2 1 0 1 1 

核技术应用

研究中心 
63 60 3 0 0 5   1 2 

党政联合办 24 24 0 0 0/4 1   0 1 

科研计划处 19 18 0 0 1 2   0 1 

财务处 17 16 1 0 0 1   1 1 

国有资产处 19 17 2 0 0 1   1 1 

行政管理处 81 54 1 3 23 2 再议  0 

通用运行部 68 42 2 10 14 1 0 

3

内

调

剂 

1 1 

文献信息部 17 15 1 0 1 1 2 0 0 1 

实验工厂 28 25 3 0 0 1   1 2 

人力资源处 10 10 0 0 0 -- -- -- 1 1 

教育处 5 5 0 0 0 -- -- -- 0 0 

技经处 29 29 0 0 0 -- -- -- 0 0 

大装置管理

中心 
27 21 2 3 1 -- 3 -- 2 2 

离退休办公

室 
7 5 0 0 2 -- -- -- 1 1 

东莞分部 348 308 2 29 9 12 17 0 14 25 

总计（不含所

领导） 
1571 1395 37 56 Jul-75 78 29 8 4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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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018 年用人计划（东莞） 

部门名称 

现有人员（东莞） 
2018 年用人计划    

（新增） 

2017 年落

实情况            

合计 
在

编 

三

元 

劳

务

派

遣 

返

聘 

合

计 
在编 

劳

务

派

遣 

返

聘 

落

实 

批

复 

分部领导 5 5 -- -- -- -- -- -- -- -- -- 

东莞分部中

子科学部 
113 106 1 3 3 9 7 2 -- 4 12 

东莞分部加速

器技术部 
142 137 1 1 3 7 4 3 -- 4 5 

东莞分部技术

支持部 
39 18 -- 21 -- 9 -- 9 -- 5 6 

东莞分部党政

联合办公室 
9 7 -- -- 2 1 -- 1 -- 1 1 

东莞分部人力

资源办公室 
4 4 -- -- -- -- -- -- -- -- -- 

东莞分部科研

计划办公室 
4 4 -- -- -- 1 1 -- -- -- -- 

东莞分部装置

办公室 
6 5 -- -- 1 -- -- -- -- -- -- 

东莞分部科技

合作办公室 
2 2 -- -- -- -- -- -- -- -- -- 

东莞分部资产

财务办公室 
14 13 -- 1 -- -- -- -- -- -- -- 

东莞分部行政

办公室 
7 4 -- 3 -- 1 -- 1 -- -- 1 

东莞分部技术

安全办公室 
3 3 -- -- -- 1 -- 1 -- -- -- 

合计： 348 308 2 29 9 29 12 17 0 1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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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聘宣传 

积极拓宽招聘渠道，通过对全国 985、211 高校为主的学校就业信息网、中科院招

聘网、智联招聘、人资处的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了招聘启事。以北京为主，重点城

市为辅，参加了 7 场招聘会详见下表： 

表:10：招聘会安排 

序号 学校名称 招聘会日期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9 月 18 日 

2 吉林大学 9 月 20 日 

3 武汉大学 9 月 23 日 

4 西北工业大学 10 月 12 日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月 13 日 

6 清华大学 10 月 25 日 

7 2017 年全国高级人才洽谈会 10 月 28 日 

 

3.面试甄选 

组织面试 20 余场，组织面 60 余人，面试通过人数 20 余人，通过广泛宣传，录用

人员学历层次稳定。为了提高面试甄选有效性，继续对“人才测评”工具进行了广泛

使用，为面试评委提供科学、客观的甄选依据。 

东莞分部：（1）从招聘引才方面，2017 年新引才 16 人（职工 8 人、博后 8 人），

其中通过 IHEP 优才计划引进人员为 3 人。 

（七）加强档案管理 

修订出台《高能所人事档案工作管理办法》高发人字 2017 年 159 号文件；制订干

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实施方案并开展专审工作，组织填写《干部信息认定表》；

为入党政审、党组织关系核查提供 42 人档案；为社保增减员提供档案材料 120 份；提

供继承公证亲属关系证明 49 份；档案信息核实提供利用 287 人次；完成 7 位处级干部

任前档案审核；完成处内业务文件建档 26 卷。 

表 11：档案归档 

档案管理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新职工建档及审核 36 卷 35 卷 3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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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整理入档 5185 份 7013 份 7286 份 

转出人事档案 32 卷 21 卷 21 卷 

档案信息查询利用 176 人次 223 人次 287 人次 

 

表 12：因私出境 

因私出境管理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人员备案 90 人 83 人 87 人 

因私证件保管 107 本 94 本 102 本 

证件申领、收取 65 人次 62 人次 63 人次 

因私出境收入证明 102 人次 97 人次 110 人次 

 

表 13：业务档案 

处内业务文件建档  卷数  

落户北京在编人员录用材料  4 卷 

两地分居申报批件  11 卷 

百人计划综合评估材料  8 卷 

百人计划录用材料  2 卷 

人才派遣结算表、考勤与工资变动通知单  1 卷 

 

二、高效率完成日常工作 

（一）招聘调配工作 

1.新职工管理 

组织 2017 年新职工 7 月约 20 人的集中报到手续，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报到流程，

一站式服务保证了集中报到工作顺利高效的完成。 

2.调配工作 

留学回国人员派遣及落户是引进人才能够安居乐业的基础，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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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项职工福利，更是为有需要的职工解决后顾之忧，稳定人才队伍，同时，合理

的流动，能够优化人才队伍的良性发展，因此调配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工作情况如下： 

留学人员派遣及落户：完成上报 6 位留学回国人员的留学派遣及落户手续； 

 两地分居：受理上报夫妻两地分居 15 人次； 

 办理人员内部调动 11 人次； 

 办理人员调出手续 18 人次； 

（二）人力资源信息管理 

按时保质完成年度统计工作，提高 ARP 数据维护质量和效率完善数据使用制度建

设，加强数据分析能力。具体工作情况如下表： 

表 14：ARP 数据维护汇总表（人员变动情况） 

人员变动类型 维护人次 维护字段项 

新进人员 33 2112 

离职人员 16 224 

退休人员 29 203 

去世人员 25 75 

岗位聘用 

高级：78 

2886 

中级：17 

职员：15 

工人：4 

岗位分级：247 人 

内部调动 9 18 

职务任免 11 121 

合计 484 5639 

信息修改或补充 新增人员类型 09.岗位聘用 3，维护 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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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增加 部门内部岗位名称增加 7 项 

 

表 15：提供及使用数据情况 

使用部门 所内外提供给约 20 个部门（或单位） 

提供数据用途 

 所、院、市、国家各类人员报表 

 发放安全奖、各类补贴、申请住房补贴等 

 归侨侨眷、民主党派、入党等信息核实 

 所及各部门进行岗位规划、聘用、分级工作 

 人才基金预测、人才项目候选人等 

 宣传、培训等工作中人员情况 

提供次数 约 100 次 

（三）合同管理 

制定规范用人管理，发布“高能所人员聘用管理办法高发人字〔2017〕58 号”和

“高能所返聘人员管理规定高发人字〔2017〕82 号”文件；承担各种协议种类的签订

形式，合同签订与协议管理 共 208 人，具体如下： 

表 16: 在编人员管理 

类别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续签人数 200 474 208 

新签人数 46 51 33 

终止合同人数 43 24 17 

2017 年补签《职业病危害告知书》852 人。 

 

表 17 : 流动人员管理（2017.5 数据） 

人员类型 返聘人员 劳务派遣 外聘人员 三元人员 顾问 

2017 年 76 40 20 4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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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8 35 37 38 10 

 

表 18 : 合同、协议种类 

 承诺书  一式一份  

入所时签订  

 聘用合同  一式三份  

 知识产权协议  一式两份  

 职业病危害告知书  一式三份  

 聘用合同续签书  一式三份  

合同履行中   聘用合同变更书  一式三份  

 优秀青年人才基金  一式三份  

 

（四）其他人员管理 

工作目标是加强全所各类人才的激励措施，营造成才环境；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

保持人才的竞争优势。人才派遣职工主要由派遣公司管理，大幅降低了人力资源管理

的成本；降低雇佣风险，减少了各类纠纷；用人更加机动灵活。 

表 19：其他人员管理情况汇总 

序号 人员管理 总人数 2017 年变动数 

1 项目人员 31 新增 5 人次、离所 1 人次 

2 外聘人员 26 新增 8 人次、续聘 16 人次、离所 17 人次 

3 返聘人员 66 新增 11 人次、续聘 23 人次、终止 14 人次 

4 人才派遣 40 新增 4 人、减员 5 人 

（五）考勤、文件管理、印章服务工作 

为健全考勤制度制定发布“高能所职工考勤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8 号”

文件，规范流程：要求上报时间及提交的请假附件；领导审批后与处室上报系统一致

才能操作；考勤情况与部门提交的岗贴情况双重核查；本年度平均（上报数）年休假

243 人，产假 11 人，病假 4 人，事假 2 人，因公出国 12 人，借调 1 人，兼职 1 人。为

更好便于维护系统自动生成所需要的月报数据，提高工作效率，做好更新考勤系统的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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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相关工作情况总汇 

序号 印章管理 数量 

1 归档知识产权协议、提职晋升人员 200 余人次 

2 户口卡取借、户口首页盖章 360 余人次 

3 审核住房登记表、住房补贴申请表 180 余人次 

4 各类证明盖章 280 余人次 

（六）档案管理 

接收并审核新职工档案 35 卷； 

接收归档材料及分类整理 8000 余份； 

散材料入个人档案 7000 余份； 

转出人事档案 21 卷； 

接待档案查询及提供档案信息 287 人次； 

涉及职工因私出境所需各项手续 110 人次； 

按院要求做好 87 位报备人员 102 本证件管理。 

（七）薪酬管理 

围绕人力资源总体战略规划和薪酬体系不断完善，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职责与权限

职能，较好地完成全所各类人员 2800 余人的工资发放，确保工资发放及时准确。 

 

表 21：主要工资项的发放情况 

发放类型 特 点 

月度工资发放 临时性绩效、进、退、离人员等调整 

岗位聘用工资兑现 
1）情况复杂：人员类型不同、系列不同、5 个聘用时间点； 

2）需要调整的工资项多，涉及人员 289 人。 

年中考核绩效调整 

1）7 月兑现，9 月发放，对于请假、职务变动等人员，需要核

算由于标准不同对于扣款/补发的影响。 

2）今年集中调整包括管理人员、多学科中心、核技术、计算中

心，涉及 3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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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绩效 
1）包括年终绩效、双薪、课题奖励、特殊人才绩效等； 

2）时间紧，工作量大。 

离退休人员工资调整 

1）调整离退休人员补贴（补发 2015.1-2017.4），1340 人，2189

万；（离休、退休、内退、去世） 

2）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补发 2016.1-2017.9）（定额调

整 1219 人，挂钩调整 1219 人，高龄倾斜 867 人） 

 

表 22：职工退休逐年减少 （提前通知退休人员，核算退休金） 

年 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退休人数 39 32 28 

 

表 23：去世人员抚恤金发放情况 

年 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截止到 11 月） 

人数 22 18 28 

发放金额（万） 329 303 448 

 

表 24：职工困难补助 （支撑：所福利小组） 

年 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人数 60 44 47 

补助金额（万） 19.8 14.2 18.8 

 

（八）福利工作 

召集工伤、福利小组会议，起草福利纪要，兑现落实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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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春节慰问、送温暖活动，协助党政办、离退办慰问特困职工；全年困难补助

52 人，补助金额 19.8 万元； 

负责职工亡故后丧葬费、抚恤金的核算及补发，发放抚恤金 32 人，金额 521 万元，

发放遗属生活补助费 17 人 18 万元； 

做好职工工伤申报、费用报销，办理“医疗照顾人员医疗证”2 人； 

完成 2016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相关申报工作。 

（九）社保管理 

加强社保管理，发放办理社保有关手续：参保 56 人，减员 47 人，延期退休 13 人，

补缴 2 人，保险转入转出，临时卡 50 人，社保卡 50 人，医保存折 24 人，申请生育津

贴 2 人，保险证明 9 人，医药费报销（社保医疗 4 人，补充保医疗 25 人，异地医疗 3

人，生育医疗 2 人），共计 287 人； 

年终保险统计共计 1260 人； 

社保的保险基数变更等。 

 

表 25：事业养老社保五险的人员情况 

类型 注 释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央保） 

1）2014 年 10 月开始，在编职工就开始缴纳养老保险； 

2）2015 年 7 月预扣养老保险，每个级别缴费数一样； 

3）2017 年正式系统上线 

非在编人员社保 
企业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至 2017 年 11 月共

151 人（含博后） 

合同制工人保险 

1）企业养老、失业、工伤； 

2）公费医疗 

3）目前在职 44 人；2017 年退休 2 人。 

 

（十）完善人事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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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修订、出台规章制度情况 

制度名称 文号 作用 

高能所人员聘用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58 号 加强人员分类管理 

高能所返聘人员管理规定   高发人字〔2017〕82 号  规范制度 

高能所职工考核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35 号 规范制度 

高能所引进人才招聘与管理细则   高发人字〔2017〕155 号 
引进人才在所内政策

的衔接 

高能所部门年度考核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7 号 规范制度 

高能所岗位管理实施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6 号 
推动岗位聘用系统上

线 

高能所职工考勤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8 号 
完善生育待遇与社会

接轨 

高能所人事档案工作管理办法   高发人字〔2017〕159 号 规范制度 

 

三、经费管理 

严格按照所里财务规定进行经费管理，公款公用，勤俭节约，组织的所有人事相

关会议都是在所里进行的，节约了经费。明确举办会议的管理办法，严格遵守所里差

旅费报销规定。 

表 27: 2017.1-11 月经费收支情况 

会计期间 收入 支出 借款 冲销借款 保留款 可用资金 

2017-01 130000 11938.1 0 0 0 212277.52 

2017-02 0 34449.5 0 0 0 177828.02 

2017-03 0 22262 0 0 0 155566.02 

2017-04 0 17053.1 0 0 0 138512.92 

2017-05 0 15086 0 0 0 1234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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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 0 16495.63 0 0 0 106931.29 

2017-07 0 10074.3 0 0 0 96856.99 

2017-08 0 1834.4 0 0 0 95022.59 

2017-09 120000 2500 600 0 0 211922.59 

2017-10 0 24333.22 0 600 0 188189.37 

2017-11 0 0 0 0 0 188189.37 

合计 250000 156026.25     

 

四、创新文化建设 

（一）加强队伍建设、班子建设  

处内现有 10 人，2017 年增加理工科背景 1 人，博士 2 人，硕士 6 人，专业互补。

年轻化，创造力，35 岁以下 60%，学习需求较大。根据工作需要制订职工继续教育处

内培训计划，通过人事、劳资、档案各个模块各种途径学习，中层、主管、业务骨干

各个层次，保持知识不断更新 ，完成 100 学时；每人至少 2 次/年，特别是新政策解读

方面的必须参加。注重让培训成果落地，一方面加强处会交流制度，通过月度会议，

加强内部交流，提高业务能力(14 次部门会议） ；一方面加强工作锻炼，建立工作落

实检查制度，实行闭环管理；内部工作手册，增强内部工作协调。 

表 28：参加部分培训项目 

序号 培训名称 

1 人社部业务培训 

2 院人才人事档案 

3 人事局关于组织院属京区事业单位参加在京中央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培训 

4 领导班子与领导人员管理系统培训 

5 人社部千人计划”窗口单位能力建设培训 

6 中国科学院人力资源开发联合会年会暨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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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 

7 北京分院调配培训班 

8 院人事局人才专委会年会 

9 院人力资源人才研究委员会会议 

10 院人事局岗位管理培训班 

11 全院人才引进工作交流研讨会 

12 院人才工作交流会 

13 中科院人事处长培训 

 

（二）党支部、工青妇活动营造积极向上氛围，锻炼年轻骨干的组织能

力 

表 29：人资处新闻稿件统计 

【要闻·科研动态】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座谈会在高能所召开 

中国计量院党委书记一行调研高能所 

高能所组织“千人计划”终期考核暨交流会 

高能所参加中科院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部署会 

王恩哥慰问叶铭汉院士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振荡实验团队入选院“十二五”突出贡献团队 

谷战军、孙志嘉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第三届优秀会员 

【综合新闻】 

人力资源处召开人事人才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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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处组织召开招聘调配工作会议 

何苗当选北京分院第三届“启明星”优秀人才 

王贻芳、潘卫民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干部 

 

表 30：人教支部新闻稿件统计 

人教党支部 科研计划处党支部联合开展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学习活动 

人教党支部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 

人教党支部组织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人教党支部组织学习南仁东先进事迹并开展“我在团队中的位置”主题讨论活动 

人教党支部组织观看影片《建军大业》 

高能所举行 2017 年新职工迎新会 

人教党支部参观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纪念展览 

人教党支部参观石景山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人教党支部组织开展党课学习活动 

人教党支部组织学习《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 

人教支部召开工作述职评议会  

 

五、公正办事与廉洁 

1、处长与主管所领导签订《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书》 

2、组织参观反腐倡廉展览，加强反腐倡廉教育  

3、严格遵守党规党纪  

4、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力求公平、公正、公开  

干部选任、招聘调配、岗位评聘、人才项目等工作都坚持公示，让群众监督； 岗

聘、招聘、考核等工作要经过资格审核小组、评审组，所务会三级审查；重大人事制

度制订都经过人事工作小组及职代会讨论通过；重要工作都在所、处网站上公布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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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合同管理，维护研究所的利益。 

六、2018 年工作计划 

1、继续推进制度化建设  

1）制订岗位聘用实施细则； 

2）修订外聘人员管理办法； 

3）修订因私出境管理办法。  

2、配合研究部门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 

3、完成国际评估相关工作  

4、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及退休人员养老金转移 

5、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工资改革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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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教育处工作总结 

 

一、队伍建设 

教育处现有编制人员 5 人。编制人员中，高级工程师 1 人、五级职员 1 人、七级

职员 2 人、八级职员 1 人，具有硕士学历者 5 人，是一支结构合理、团结务实、精干

高效、勇于开拓创新的管理队伍。 

二、完成任务情况和取得的业绩 

教育处支撑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和国科大物理学院近代

物理系，承担着指导教师、研究生、博士后、职工继续教育、联合培养学生、客座学

生、留学生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工作内容形式多、任务重、压力大，但我们在所领导、

所教育工作委员会和所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并且在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学科设置以及研究生奖助学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联合培养本科生计划 

为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2012 年到 2017 年高能所前后共与 12 所高校签署了联合

培养本科生的项目，并进行了选班和实习接待。联合培养本科生合作高校中共有 10 所

入选教育部“双一流”高校。2017 年上半年高能所对现有的英才班高校进行访问，访

问时向各高校做招生宣传，遴选英才奖学生，举办了 2017 年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典

礼，在学校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高能所与东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签署了“钱

三强英才班”合作协议，又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联合举办“钱三强

英才班”达成了合作意向，进一步为今后生源专业的丰富以及生源质量的提高打下了基

础。具体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汇总情况详见表 1。 

表 1 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汇总 

项目名称 合作大学 签署协议时间 备注 

钱三强英才班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年 10 月 13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东北大学 2017 年 1 月 10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重庆大学物理学院 2016 年 3 月 11 日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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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英才班 电子科技大学物电学院 2015 年 7 月 9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四川大学核学院 2015 年 7 月 9 日 独立 

粒子与核物理英才班 南京大学 2014 年 4 月 30 日 独立 

王淦昌班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2013 年 6 月 13 日 牵头 

钱三强英才班 中科大物理学院 2013 年 6 月 3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西南交大物理学院 2013 年 3 月 15 日 独立 

钱三强英才班 郑州大学物理学院 2012 年 6 月 8 日 牵头 

物理英才班 四川大学物理学院 2012 年 参与 

物理英才班 兰州大学核学院 2012 年 参与 

实习基地 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四川大学物理学院、西南交大物理学院 

 

（二）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典礼 

2017 年 4 月 26-28 日，召开第四届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典礼，共九所高校的 74

名英才班学生获奖。除进行颁奖典礼外，我们也安排了学术报告、各中心招生咨询，

对撞区、博展馆及相关实验室参观等。 

英才班及英才奖直接向所内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生源，也间接影响了合作高校非英

才班的其他同学，在暑期夏令营、九月份推免面试以及最终的全国统考中，来自于合

作高校的学生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高能所大学生夏令营 

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28 日，成功举办了高能所第五届大学生夏令营，来自全国 40

多所高校的近 90 名大学生参加了本届夏令营活动。2017 年高能所夏令营为营员安排了

包括专题讲座、实验室参观、各研究中心招生咨询、导师学生见面会、夏令营晚会以

及推免生意向面试等众多环节，活动形式更加丰富，展示内容更加全面。 

本次夏令营完全采用系统进行报名审核，学生在系统上提交电子材料，所内由专

家组进行审核筛选，之后在系统内进行研究所和学生的双向确认。较之去年，2017 年

夏令营在报名形式上更加简便，方便学生进行信息查询和材料准备。审核时也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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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生专业需求来筛选营员，提高了整体工作的连贯性和高效性。夏令营期间安排

了优秀大学生选拔面试，本次夏令营共 85 人，参加推免生意向面试，拟录取 70 人，

为高能所提供了优质的生源。 

（四）科创计划及实培计划 

从 2015 年开始，高能所开始实施“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以下

简称“科创计划”），主要招收国内高校本科三年级学生，来所内完成一年的科研训练。

科创计划 2017 立项 15 项，每项提供 2-3 万元不等的研究经费。2017 年立项的科创计

划及资助额度见表 2。 

表 2 2017 年科创计划项目汇总 

序号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学生 
经费 

(万元) 
执行期  

姓名 
职称/ 

职务 
姓名 所在高校 

1 
ATLAS 超出标准模型新物理

的寻找 
方亚泉 研究员 郭方毅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2 2017.09-2018.8 

2 
CEPC对撞机加速器设计物理

研究 
高杰 研究员 姚倪立 西南交通大学 2.2 2017.09-2018.8 

3 
CEPC对撞机加速器设计物理

研究 
高杰 研究员 袁雪 中国科学院大学 2 2017.09-2018.8 

4 
纳米粒子与 X 射线相互作用

及其在 CT 成像的应用研究 
谷战军 研究员 周晨皓 中国科学院大学 3 2017.09-2018.8 

5 
江门中微子实验小光电倍增

管测试系统搭建与性能研究 
何苗 研究员 朱德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2 2017.09-2018.8 

6 
基于衍射极限环的自由电子

激光理论与模拟研究 
焦毅 

副研究

员 
吴仪 中国科学院大学 2 2017.09-2018.8 

7 二维 X 射线成像气体 祁辉荣 
副研究

员 
吴科伟 四川大学 2.2 2017.09-2018.8 

8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

集效率研究 
史欣 

副研究

员 
杨涛 北京科技大学 2 2017.09-2018.8 

9 二维材料超导电性理论研究 王保田 
副研究

员 
华道阳 郑州大学 3 2017.09-2018.8 

10 射线数字成像实验 魏龙 研究员 谢雨辰 重庆大学 3.2 2017.09-2018.8 

11 
江门中微子实验反应堆中微

子能谱误差研究 
占亮 

副研究

员 
马耀鹏 山东大学 3 2017.09-2018.8 

12 射线数字成像技术 章志明 研究员 王冕 郑州大学 3 2017.09-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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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辐射探测技术与仪器基础

实验 
章志明 研究员 王喆 郑州大学 2 2017.09-2018.8 

14 
超导高梯度磁场下的电子垃

圾分选机理研究 
朱自安 研究员 陈素弘 西南交通大学 3.2 2017.09-2018.8 

15 
ATLAS 实验中超对称物理研

究 
庄胥爱 

副研究

员 
辛水艇 武汉大学 2 2017.09-2018.8 

 

从 2017 年开始，高能所参与实施北京市教委推出的“实培计划”，该计划主要针

对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 ，辅导本科四年级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项目。今年已

立项的“实培计划”项目为“纳米粒子与 X 射线相互作用及其在 CT 成像的应用研究”，

辅导一名首都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完成其毕业设计。 

（五）招生情况 

2017 年在招生名额方面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硕士生共招收 106 人，其中学术型硕

士 87 人，全日制工程硕士 19 人；博士生招收共 102 人，其中硕博连读生 64 人，直博

生 19 人，统考录取 17 人，留学生 2 人。 

2017 年各类型研究生招收情况分别见表 3、表 4 和表 5。 

表 3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17 年学术型硕士生录取统计 

合计 
理论 

物理 

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

物理 

凝聚

态物

理 

光

学 

无机 

化学 

生物

无机

化学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核技术

及应用 

实验物理

中心 
 17      4 21 

天体物理

中心 
 18       18 

理论物理

中心 
6        6 

计算中心       2  2 

加速器中  3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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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多学科中

心 
  8 2 3 3  1 17 

应用中心  4      1 5 

东莞分部  3 3     2 8 

录取合计 6 45 11 2 3 3 2 11 87 

 

表 4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17 年全日制工程硕士录取统计 

合计 
计算机技术 

电子与通讯

工程 

材料工

程 

化学工

程 
机械工程 

核能与

核技术

工程 

动力工程 

实验物理中

心 
1 1   2   4 

天体物理中

心 
3 1      4 

理论室        0 

计算中心 1       1 

加速器中心  2   1   3 

多学科中心  1 2  1   4 

应用中心  1 1     2 

东莞分部  1      1 

合计 5 7 3 0 4 0 0 19 

 

表 5 博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17 博士研究生录取统计 

合计 

光学 
核技术

及应用 

理论物

理 

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

物理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生物无

机化学 

无机化

学 

凝聚态物

理 

实验物理中

心 
 9  1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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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物理中

心 
 2  15     17 

理论室   10      10 

计算中心         0 

加速器中心  11  3     14 

多学科中心 1 1   5 4  8 19 

应用中心    6     6 

东莞中心  5  3     8 

合计 1 28 10 46 5 4 0 8 102 

注：录取人数中包含两名外籍博士 

2017 年硕士生按录取人数排名前 10 所高校如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成都理工

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2017 招生生源双一流高校比例为 45.2%。 

争取优质生源一直是我所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点之一。2017 年我们继续采取多种

形式加强招生宣传。2017 年 4 月份举办高能所第四届英才奖学金颁奖典礼，主要面向

与高能所有合作的的英才班学生，期间进行推免生选拔面试，录取推免生 8 人。2017

年 7 月继续举办全国大学生夏令营，录取推免生 30 人。夏令营、英才奖颁奖典礼两项

活动录取的推免生约占 66.7%。邀请专家深入目标高校进行招生宣传。接收本科生实习

48 人，接待武汉大学弘毅班、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学

生参观等 338 人。 

（六）导师队伍建设 

2017 年 4 月完成 2018 年上岗导师遴选，共遴选导师 56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2

人（含新上岗导师 14 人），硕士生导师 414 人（含新上岗导师 79 人）、博士生副导师

聘任 51 人；完成教师系统的信息录入、校验等；组织北京市教师资格申请（今年共 28

位教师申请成功）。 

2017 年 11 月 24 日，高能所举办了近物系粒子物理理论教研室第三次教学交流会，

会议上国科大郑阳恒教授介绍物理学院国际评估的专家反馈结果，山大李志兵教授以

及高能所贾宇研究员分享了教学过程中的体会，与会老师就教研室发展及学生培养问

题交流讨论，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七）研究生培养工作 

研究生培养工作主要包括学科建设、学籍管理、教学管理、学位管理、奖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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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管理、出国管理等管理工作以及研究生政治思想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 学科建设 

教育部将于 2017 年至 2019 年对各高校的学科发展和研究生培养进行合格评估，

各高校需按照一级学科先进行自我合格评估，再参加教育部抽查。教育部要求制定各

一级学科《培养方案》、《学位基本要求》、《评估方案》。高能所作为核科学与技术一级

学科牵头单位以及其他三个一级学科参与单位，积极开展相关工作。2017 年，高能所

已经完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电子与通信工程、核科学与技术学科的评估：1. 物理学

学科评估完成评估简表（98 页）、总结报告（23 页），得到 90.77 分，在 19 家物理学学

科评估单位中排名第 3；2. 计算机学科评估完成简表（17 页）、总结报告（13 页），评

估得到 80.31 分，在 19 家评估单位中排名第 9；3.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科评估完成评估

简表（14 页）、总结报告（18 页），得到 83.17 分；4. 核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完成评估

简表（34 页）、总结报告（17 页），得到 91.6 分。同时，2017 年高能所完成国科大专

业学位自评估以及国科大物理学国际评估的材料提交和会评工作。 

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及学科评估专家意见，所内工程硕士专业主动撤销动力工程、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保留计算机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机械

工程专业。 

2017 年 8 月 17 日，举行学位委员会全体会议修订了研究生培养方案，学术型研究

生按照一级学科修订：物理学、化学、核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日制工

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仍单独制定。新方案凝练、调整了各专业研究方向，采用学校

新课程体系（核心课、普及课、研讨课等），明确各类课程学分要求并设定各专业新的

专业学位课程列表。工程硕士培养方案只保留了调整后的三个招生专业，明确了企业

导师聘任及工程实践环节。 

2. 学籍管理 

2017-2018 学年在学研究生共 599 人，其中博士生 360 人（外国留学生 9 人），硕

士生 229 人。表 6 给出了按年级、研究室及专业分布的统计情况。 

表 6 在学研究生情况统计表 

a. 按年级分类 

年级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自

费

留

学

生 

小计 

合

计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硕

士 

博

士 

工

程

硕

士 

硕

士 

博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2012 级     1   2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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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级     24           2     26 26 

2014 级   1 37   2 1     1 1 1 40 42 

2015 级 19 13 83   7     1 1 19 13 92 124 

2016 级 18 81 85   9       2 18 81 96 195 

2017 级 19 87 89   11       2 19 87 102 208 

总计 56 182 319 0 31 1 0 1 9 57 182 360 599 

b. 按研究室分类 

单位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自费

留学

生 

小计 

合

计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硕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博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实验物理中

心 
12 44 79   3 1     1 13 44 83 140 

粒子天体中

心 
11 36 51   7       4 11 36 62 109 

理论物理室   12 40           3 0 12 43 55 

计算中心 4 6 8   1         4 6 9 19 

加速器中心 9 21 37   6     1 1 9 21 45 75 

多学科中心 13 36 75   4         13 36 79 128 

应用中心 4 11 19   4         4 11 23 38 

东莞分部 3 16 10   6         3 16 16 35 

总计 56 182 319 0 31 1 0 1 9 57 182 360 599 

 

c. 按专业分类 

专业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自费

留学

生 

小计 

合

计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硕

士 

博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博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理论物理   12 40           3   12 4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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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物理与

原子核物理 
  90 145   10       5   90 160 250 

凝聚态物理   17 34   1           17 35 52 

光学   4 5               4 5 9 

核技术及应

用 
  36 56   16     1 1   36 74 110 

生物无机化

学 
  9 10   2           9 12 21 

无机化学   7 21   1           7 22 29 

计算机应用

技术 
  6 8   1           6 9 15 

材料工程 5                 5     5 

电子与通信

工程 
26                 26     26 

计算机技术 17         1       18     18 

机械工程 8         1       9     9 

动力工程                   0     0 

核能与核技

术工程 
                  0     0 

化学工程 0                 0     0 

总计 56 181 319 0 31 2 0 1 9 58 181 360 599 

 

我们还完成了新生报到（包括体检、办理户口、学生证、医疗证、图书证、电子

注册等）、在学研究生年度注册、信息校验的工作，完成了休学、复学、博转硕、退学、

转导师等学籍管理工作。 

3.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方面完成了如下工作：聘任教师；指导学生选课；组织博士专业课口试，

英语和政治课的报名；组织博士专业课命题 12 门、考试、成绩汇总、酬金发放；汇总

博士毕业生成绩单并归档；核算上缴研究生培养费，处理重修、退课等；教师节慰问；

组办所长奖学金颁奖大会暨新年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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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加大科教融合力度，院所融合共建和谐校园。高能所承办近代物理系，下

设粒子物理理论教研室、粒子物理实验教研室和核技术三个教研室，主要负责研究生

及本科生高年级课程的设置。自 2015 年起，近代物理系按照由专业核心课、专业普及

课、专业研讨课和前沿科学讲座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开课。整个课程体系共有 35 门课程，

其中专业课 29 门、前沿科学讲座 4 门、暑期学校 2 门。近代物理系共聘任岗位教师 98

人，岗位研究员 11 人，其中授课老师与助教 63 人。 

高能所还作为牵头单位之一，承办了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核学院于 2017 年

11 月 19 日正式成立。截至到目前，已与其他承办单位共同完成了学院的教研室设置以

及教研室主任的初步安排工作。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共由 9 个教研室组成，高能所牵头

负责其中的粒子物理、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中子科学与技术、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 4

个教研室，并参与光子科学与技术、辐射物理与核医学、加速器物理与技术 3 个教研

室的工作。 

我所部分老师还承担国科大本科生教学任务，培养科研能力突出的本科生，同时

也为研究所研究生培养储备力量。另外，教育处完成了国科大本科生学业导师双选、

岗位教授等信息收集、上报的工作。 

4. 学位管理 

学位管理方面完成如下工作：布置、检查开题报告，组织中期考核（共 123 人参

加考评，其中博士 90，硕士 33 人）；召开研究生学位申请交流会、答辩秘书交流会；

组织论文答辩（105 人）、受理学位申请（101 人）；8 位博士、2 位硕士参加匿名评审。

向国家图书馆、院文献情报中心及所图书馆报送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摘要电子版收集

汇总；发放专家劳务酬金；组织导师、学生参加学位授予仪式。 

2017 年改革了匿名评审制度，将原有的抽选范围（所长奖优秀奖学生），变为全体

申请答辩研究生，随机抽取博士 10%、硕士 5%进行匿名评审。匿名评审结果不再作为

参考项，而作为正式评阅意见提交答辩委员会。该制度的改革导致导师学生对论文书

写的重视度提高，使得提交论文时间提前，起到警示和督促作用。 

5. 奖评管理 

2017 年研究生、教师的各种奖项汇总于表 7 至表 10。 

表 7 研究生获院级以上奖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人数  获奖人名单  

1  国家奖学金  14 9 位博士、5 位硕士  

2  中科院优秀博士论文  1 纪龙 

3  中科院院长奖  
特别奖  1 黄玺洋 

优秀奖  3  张杰磊、雍媛、杨明洁 

4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2 孙校丽、曾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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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院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  82 
 

优秀学生干部  19 
 

优秀学生标兵  5 
 

优秀毕业生  4 
 

7  学业奖学金  506 

 

8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4 

 
 

表 8 研究生获资助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人数 获奖人 

1 国家留学基金联培 10  

2 中科院国际联培 2  

3 国际会议资助 0  

 

表 9 所长奖学金获奖情况 

部门 

博士 硕士 

合计 

优秀奖  表彰奖 优秀奖 表彰奖 

东莞分部 1 0 0 1 2 

多学科中心 5 10 1 2 18 

计算中心 0 2 1 0 3 

加速器中心 2 4 1 2 9 

理论室 3 6 0 0 9 

粒子天体中心 3 6 0 2 11 

实验物理中心 4 8 2 3 17 

应用中心 1 0 0 1 2 

合计 19 34 5 1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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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教师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获奖人数 获奖人 

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2 张澍、徐刚 

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1 魏龙 

中科院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4 
秦庆、刘渭滨、张源；

吕才典 

 

6. 研究生政治思想及心理健康教育 

我所十分重视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党委亲自抓，从党办、到

各个研究中心都配备了政治辅导员，教育处也配合完成了如下工作：召开学生干部会

议，支持研究生会和团委组织的各项活动。 

7. 其它方面的管理 

除上述管理工作之外，还有如下几个重要的工作：薪酬管理（包括研究生、博士

后的工资、岗贴、课题津贴、食堂补、医疗费、劳务，房租、房补等的核算与发放，

客座学生的食堂补等的发放）、导师上缴教育经费的核算、研究生出国、结婚、生育、

购房、各种证件、各种证明的办理、宿舍管理、各种文件管理。 

根据 2016 年 12 月 3 日院前沿局下发文件《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关于中国科

学院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调整方案》，2017 年教育处修订并发布《高能所研究生奖助

学金实施细则》，提高研究生待遇。研究生助学金具体提高数额见表 11。 

表 11 研究生助学金提高标准 

类别 应发合计 房租 实际收入 导师每月支出 比之前增加 

硕士生 

一年级 2200   2200 1700 770 

二年级 2780 -320 2460 2280 250 

三年级 2880 -320 2560 2380 250 

直博生 

一年级 2750   2750 1500 570 

二年级 4030 -320 3710 2780 250 

博士生 

一年级 4230 -320 3910 2980 250 

二年级 4330 -320 4010 3080 250 

三年级 4430 -320 4110 318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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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生毕业就业 

2017 年研究生毕业人数 101 人，就业率为 100％，派遣率为 98%。教育处负责办

理了毕业就业相关手续，寄送了档案材料。另外，根据目前的就业形式，我们组办了

毕业就业辅导讲座，在教育处网页上及时公布我们所掌握的就业信息；同时，我们将

当年度的毕业生信息发布到教育处的网页上，以便其他单位到我们所招聘人才。组织

毕业生统一采集数码照片；组办毕业典礼。 

（九）博士后管理工作 

博士后培养方面，截至 2017 年底，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97 人，其中外籍 23 人，

2017 年度办理进站 45 人，出站 31 人，均已就业。组织了博士后中期考核和年终考核，

对工作不能及时进入状态的人员进行提醒和督促，提高他们的科学产出。组织申请博

士后各种基金资助；每月维护 ARP 博士后人员变动信息；博士后租房、出国、联谊会

换届等事宜。申报博士后各种基金，组织完成博士后流动站评估，协助东莞分部进行

博士后全面工作。 

2017 年度博士后科研资助获批情况见表 12，总经费 155 万元。 

表 12 2017 年度博士后获资助情况 

获奖名

称 
基金序号 单位 获奖人 合作导师 专业 奖项 

金额

（万）  

博士后

特别资

助 

2017T100108 理论室 黄发朋 张新民 物理学   15 

博士后

面资助 

2017M610995 多学科 黄品文 柴之芳  核科学与技术 二等 5 

2017M610997  多学科 赵然 柴之芳  核科学与技术 二等 5 

2017M610992  理论室 毛英男 吕才典  物理学 二等 5 

2017M610994  粒子天体 常潇川 胡红波  天文学 二等 5 

2017M610996  联合 廖可梁 朱佩平  核科学与技术 二等 5 

2017M610993  实验中心 王 斌 娄辛丑  物理学 二等 5 

 国际派

出  
   多学科中心 卢二阳 马创新  核科学与技术     30 

联合资    加速器中心 黄玺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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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率先）  

博新计

划  
    东莞分部  周晓娟           60 

合计   155 

 

（十）职工继续教育工作 

职工继续教育是我所职工素质提高的必要措施，对我所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017 年我所职工继续教育主要进行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 推动三个层面的培训  

教育处负责全所培训计划、登记、统计、一些公共项目的培训，比如拔尖人才培

训计划、项目技术人才技能提高项目、国家公派留学等国际、国内项目，还有院里下

达的培训等；管理业务的培训由各相关部门负责培训，或该部门提出培训方案后联合

教育处共同组织实施；职工所在部门的内部培训，各部门需要培训的内容可能差别很

大，本部门应该根据自己的业务范围、工种、技术特点等组织相关培训。 

2. 登记制度及规范化  

教育处完成了职工学历教育核查、转档工作；对继续教育与培训政策进行宣贯和

实施，并对全所职工继续教育进行管理，部署各单位培训计划与统计工作；在年中进

行督促落实，并在年底核实了各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部门总结，最终通过 ARP 系统

录入、统计、上报。使用 ARP 系统录入各单位职工培训记录，完成登记数据统计。 

3. 继续教育管理的信息化  

2017 年高能所切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执

行力，着重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高能所还举办了大量的有针对性的不同级别培训，

继续教育情况统计见下表，取得了较好的实效。 

表 13 2017 年度所继续教育与培训情况统计表 

统计类型 单位培训人次 年度计划执行率 完成 100 学时人数 

人数或比率 4200 100% 626 

 

高能所创新文化建设将深化群众观念，落实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作为创新文化

培育的重点方向，在凝练核心价值，培育创新环境，造就创新人才，聚焦科技前沿方

面做了一系列工作。自 2002 年开始的创新论坛是高能所科技前沿、创新文化传播的重

要平台，其宗旨是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创新思想，开阔视野。“创新论坛”荣获第二届

中央国家机关十大基层学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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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外国留学生 

2017 年底，在学外籍研究生 9 人。教育处负责协助国科大国际合作处及所在研究

室进行管理，负责生活费的发放等。 

（十二）联合培养研究生及客座学生 

2017 年底，在所联合培养研究生 226 人，教育处负责对联陪学生和客座学生进行

备案，完成联培学生在所培养期间的信息管理工作。教育处继续优化 HRMS 系统中联

合培养研究生的管理模块，逐步实现联培生的分级分块信息化管理。 

（十三）档案工作 

研究生、博士后人事和业务档案工作，业务量大、流动性强。2017 年共归档/转寄

/新建档案材料 5000 余份；进、出站博士后的人事档案，及转入加转出毕业研究生人事

档案近 4150 余袋。并完成研究生、博士后的出国政审、档案借阅、档案查询工作等。

严格执行档案材料交接确认手续。做到交接双方核实每份材料并签字。 

（十四）维护教育处网站 

及时更新、维护教育处外网和内网，网站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也是所内师生

交流的重要渠道，2017 年发布政策法规、通知公告等近百篇，帮助广大学生和导师提

高了办事效率。 

三、制度建设 

2017 年修订了教育处规章制度 7 项：高能所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办法（高发

教字〔2017〕37 号）、高能所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细则（高发教字〔2017〕77 号）、高

能所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高发教字〔2017〕182 号）、高能所物理学一级

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高发教字〔2017〕183 号）、高能所化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

案（高发教字〔2017〕184 号）、高能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高

发教字〔2017〕185 号）、高能所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高发教字〔2017〕

186 号）。 

四、创新文化建设 

我们非常注重部门文化建设，自主开发动态网站，收集博士生导师招生考试科目

信息、导师研讨会报名信息等，提高收集信息的效率，减少科研部门的工作量。 

积极配合党支部和工、青、妇工作，和谐、敬业、高效是我们的建设目标。与学

位评定委员会和教育工作委员会协同工作，召开多次两委会议（包括主任会议）；举办

毕业典礼暨优秀毕业生颁奖、所长奖学金颁奖暨新年联欢会、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

等活动；为毕业生举办毕业就业指导会议；组织研究生招生复试：硕士 4 批，博士 1

批；组织研究生中期考核、博士后中期考核及年终考核；组织了 2017 年高能所夏令营；

及时报道各项活动情况，撰写新闻稿件、支部稿件；支持学生会组办五四青年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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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联欢会等活动；为新入所的职工和学生举办以高能所发展为主线的创新文化讲座，

举办基本礼仪、有效沟通、职业生涯设计、心理健康等讲座，在提高职工综合素质、

提升高能所良好形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关心学生生活、积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化

解了很多矛盾，维护了学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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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科研计划处工作总结 

 

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按照预期计划完成年度重点工作 

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机制，修订并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实现项目实施

和经费执行的全过程管理，课题信息化管理系统上线试运行；推动国际合作，包括与

CERN 的合作新模式（联合实验室）、推动国际合作项目的申请及立项；落实推动研究

所“十三五”规划任务的开展；推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确保航天工程项目的顺利开

展，完成科研许可证；高能所测试中心召开收费定价咨询会，运行逐步正规。  

（二） 日常工作完成情况 

1. 项目与课题管理，制度完善 

进一步完善全所项目的管理与信息维护，实现项目、课题、子课题等多层次信息，

保证各课题的正常使用，确保科研任务的顺利进行。目前全所在研课题共 1857 项，其

中 2017 新建课题 254 项，涉及课题预算总额 49520.28 万元。  

1) 院项目及课题经费管理 

负责重点实验室运行、基地平台运行、院装备研制项目、财政部修购项目、院功

能开发项目等全过程管理及院人才、国际合作项目等院拨经费的管理工作，含财政预

算填报、项目申报、经费执行、验收结题等工作。预算执行，经费及时入账，邮件定

时提醒项目执行进度，重点监控；课题管理，及时开立、清理、关闭课题；随时关注，

与 ARP 主管联合办公；经费使用，根据预算审签经费使用，确保合理合规，减少调账

及赤字风险；仪器类项目全过程管理，含组织项目遴选、材料申报、现场答辩、中期

检查，技术测试验收、项目现场验收等。核心是政策把握，细致工作。  

2) 基金及科技部项目管理 

完善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制度，制定《高能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等

一系列管理规定，编制《进展、结题报告注意事项》、《自然基金新建课题信息填写示

例》，完善基金相关表格模板；改进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方法，结题前准备-组织召开自然

基金结题项目所内评议会，监督课题的执行情况，检查项目是否完成了预期设定的研

究内容及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方案，确保项目顺利结题。

制定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过程管理细则，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备案表》、

《在站博士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承诺书》等六条细则。 

2. 项目及经费争取 

1)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7 年获基金委资助项目 71 项，资助直接经费 6159 万元。2017 年进一步组织讲

座和培训，编写《高能所自然基金申请书填写指南》，为申请者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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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项目申请的能力。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组织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请，成果显著。2017 年高能所牵头项目 5 项，

高能所承担课题 2 个，高能所参加课题 6 个，项目经费达到 8536 万元。任务涉及大科

学装置前沿研究、蛋白质机器、高性能计算、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政府间国际合

作等 5 个专项 

3) 院装备项目及财政部修购专项 

院装备项目，2017 年度获批 1 项，正在执行 4 项；申请验收 4 项，全部通过技术

测试验收和现场项目验收。财政部修购专项，2017 年获批 4 项，3190 万元。 

4)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及测试中心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运行良好，提供对外测试服务。明确仪器设备责任制，优先保

证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获得院拨运行费、设备功能开发后

补助经费 226 万元；平台网上共享设备收取外部测试费 108 万元。 中科院大型仪器共

享平台院所两级系统，切实落实了国务院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设备向社会开放的意见》要求，本年度高能所获得 80 万元后补助奖励经费 。通过

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为所内仪器机组内部测试费收取提供平台。测试中心 2017 年度完成

收费 1990.17 万元，缓解科研人员绩效压力的作用已经显现运行机制持续完善，4 月至

6 月期间，与相关各中心讨论改进测试中心运行机制；7 月至 8 月期间，进一步梳理测

试中心的设备和设备责任人；8 月至 9 月期间，组织两次设备收费定价咨询会，征求专

家意见；10 月份，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收费价格进行了调整。 

3. CEPC 项目  

组织和推动 CEPC 相关会议和宣传推广工作，为 CEPC 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会议组织包括：“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7 年国际研讨会”，为 CEPC 首

次大型国际研讨会，成立了 CEPC 产业促进会，并形成了由五家企业代表组成的工作

小组。提升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能力实现共赢发展；“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

顾问委员会(IAC)第三届年会， 进一步提升项目的国际合作水平，加强国际参与度；“高

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概念设计报告预评审”，涵盖 CEPC-SPPC 概念设计报告中加速

器设计相关的所有物理与技术问题，为 2018 年 4 月正式发表 CEPC-SPPC 概念设计报

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2 次 CEPC 执行委员会议，讨论阶段进展及工作部署，决

策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事项，保证各系统有序推进工作。完成 CEPC 中英文网站的

更新、加速器进展报告的印刷及发放。与国外 20 多个地区或单位签署合作协议(MOU)。 

4. 质量体系 

GB，GJB 质量体系运行和持续改进，2017 年质量工作计划 100%完成。获取了新

的民品证书，提高了申请项目时在同行竞争中的优势，为项目申请提供保障。顺利通

过了新时代认证中心对我所的民品再认证和军品监督审核。因具备 GB/T19001-2008、

GJB9001B-2009 质量管理体系资质，航天项目任务总体不再给予认证压力，并持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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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的空间项目；同时质量体系工作方法及成果覆盖我所各研究室。2017 年 7 月，获

得 WQZB 科研生产许可证，建立了科研生产许可体系，提升科研生产质量管理能力，

具备承担相关科研任务的资质，为我所竞争和承担 JG 类项目创造条件。 

5. 空间项目管理 

持续改进空间项目过程管理，包括质量过程控制管理、进度管理、成本控制管理、

日常事务协调管理、过程文档管理、项目及科普宣传，推动工程及科研任务开展。 

2017 年空间项目任务进展：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一期）顺利验收，共 19 个（子）课题。空间科学专项 A 类项

目，墨子、悟空、实践十号、慧眼 HXMT，在轨工作正常，获得初步科学成果；空间

科学背景型号项目，X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 XTP -> eXTP ，2017 年 3 月正式纳入

国家航天十三五发展规划，空间科学预先研究项目，已开展多项新技术的研究。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通过立项评估。爱因斯坦探针 EP 项目，8 月 22 日批复

立项，我所承担 FXT 主载荷研制；引力波闪全天监测器（GECAM）“闪电”项目，通

过院项目咨询，纳入 2020 年发射计划。 

地震电磁试验卫星 ZH-1 进入待命发射阶段，中法天文卫星 SVOM 进入详细设计

阶段，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 HERD 启动立项论证，圆满完成 HXMT 发射场活

动组织。 

6. 院设施办工作 

1) 运行计划评审。分批审核了 18 个运行/拟运行设施的 2017 年运行计划，为设施

运行经费核定提供依据； 

2) 运行经费审核。2017 年采用全成本核算，要求各单位列出与设施相关的所有经

费收支，包括运行费和人员经费收支情况，并请预算制度处进行业务指导。审核了 4

个运行设施的 2016 年运行经费支出、2017 年运行经费预算，确定 2016 年经费调整及

2017 年预算下拨额度； 

3) 设施管理。完成两次运行专项经费拨付工作。按周汇总十二五、十三五项目进

展情况，召开项目交流培训会。完成陆地观测站网项目、稳态强磁场装置国家验收。

组织召开设施年会。10 月 29 日-30 日，组织我院 18 个运行/拟运行设施汇报 2016 年运

行工作总结、2018 年运行工作计划，15 个在建/拟建设施汇报工作进展和 2018 年工作

计划。BEPCII、大亚湾均荣获综合运行奖二等奖； 

4) 项目管理。2017 年维修改造项目立项 16 项，验收 6 项。高能所维改项目立项 2

个，总经费 2007 万。完成 2018 年维改项目评审工作，高能所维改项目排名第 3。但是

经努力已获得批准，经费 1735 万未减！2017 年开放研究项目立项 9 项，高能所开放研

究项目立项 1 个，总经费 2562 万； 

5) 设施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成效显著。目前共有注册用户超过 2 万个，2017 年新增

申请课题 4000 多个，通过直接提取运行数据，为年会设施运行评奖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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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启动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规划研究工作。 

7. 指导东莞分部科技办工作 

1）科研规划。协调沟通将“散裂中子源”纳入国家自然基金“大科学装置联合基

金”指南内容，重大科研合作协议的指导，即将与中山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涵盖

了未来的合作范围，包括：优先支持中微子、中子、缪子科学相关的项目培育，仪器

平台建设、超算应用平台构建，技术研究和 BNCT 临床应用等。 

2）科研管理。组织协调分部有关部门，开展资产采购和经费管理的协调沟通；ARP

中有关中子科学中心的科研模块和资产模块的创立；东莞分部公共运行费的管理等；

助力并推动 CSNS 工程建设。 

8. 保密工作 

根据国家 2017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保密资格认定标准》和《评分标准》，修

订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保密管理办法》，共计 5 万余字，表格 80 余张。该

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保密资格认定工作在我所正式启动。组织了七次保密培训，

分别涉及全所人员、全体涉密人员、新职工、学生、协作片等。完成了院隔离网测评

工作，并顺利通过。测评包括接入节点的整体使用情况：管理制度执行、信息输入输

出管理、安全保密检查、异常事件处理等。 

9. 国际合作 

稳步推进中科院-欧洲核子中心联合实验室（CAS-CERN Joint Laboratory）建设，

我所为依托单位。已完成 Proposal，递交院国际合作局，正推动 CERN 方面的相应支持，

争取成为全院第一批拟稳定支持的与发达国家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之一。 

维续和加强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FCPPL）合作，推动由 LIA 向 UMI 模式过

渡。参加 AUR@SIA2017 亚洲会议，争取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科院、基金委支持。  

协调组织并获得中科院国际大科学计划培育专项资助。项目名称为中国发起的国

际大科学工程：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负责人为娄辛丑。 

征集多方建议，梳理十三五期间我所国际合作工作要点。召开国际合作项目负责

人座谈会、在所外籍人员座谈会，适时召开所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 

择机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科技合作，重点为打造平台或长效机制，

助力高能所建设国际化科学中心。  

10. 战略管理规划 

在所学术委指导下，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及部署工作，精心制定 2017 年发展

战略研讨会的日程，布置、落实报告及组织会务。参加中科院“十三五”规划进展交

流研讨会，进一步了解院近期重要改革举措，与基础前沿交叉组 20 所兄弟单位交流经

验，注：我所是“十三五”规划编制优秀单位之一。 认真筹备 2018 年高能所国际评

估工作，由科研处牵头，协调各部门配合与支持，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目前正处于

各部门自评估与战略规划制定阶段。国际专家第一批邀请函已发送，评估报告方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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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完善。支持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挂靠高能所）的工作，协助组织分

会第九届委员会会议和筹备第十届全国高能物理大会，组织第十届晨光杯论文评选活

动；负责高能物理分会网站建设任务。分会的作用日益凸显。2017 年委员会会议讨论

了“高能物理战略研讨会”事宜；讨论并完善院士推选和中国物理学会奖项申报的规

则。 

11. 学术管理 

编印《高能所 2016 年度科技版年报》，负责全所文字材料采集，前言撰写及翻译，

全文统稿及审核，完成校审。 年度报告共 430 余页，记录了全所年度科研工作的重要

进展和成果。 举办 17 期《高能所科技创新论坛》（264 期-280 期），邀请到了全球知名

的科学家与学者，例如 201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rthur McDonald 等，带来全球最

前沿的科学进展报告，充分交流互动，激发了思考与创新。协调并支持规划局“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路线图战略研究”项目组工作，协调组长、院规划局、专家开展大科学

装置战略研究。协调并支持科技部“依托大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指南编写工作组，

协助专家组长推进指南编制的完成，协调组长、科技部、专家的沟通。组织 2016 年高

能所评估数据采集填写工作，采集的数据（包括项目、科研产出、国际合作交流等信

息）将用于研究所评价、院领导决策。 

二、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建设与队伍建设 

（一） 党风廉政建设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到位，统筹协调先导专项、重点研

发计划、基金间接经费管理，规范课题直接经费，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经费执行

到位，严格执行研究所经费管理有关规定，科研处办公经费合理使用。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两学一做”常态化，积极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全体党员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2017 党支部年化考

核结果为表彰党支部。 

（二） 制度建设：改革与创新 

推动高能所成本核算，改善科研经费结构。高能所测试中心运行逐步进入正轨，

盘活了部分课题经费，测试中心运维管理办法逐步完善，召开收费定价咨询会，逐步

向行业标准靠拢，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工作，收取测试费用 1900 余万元。落实中科院

有关“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强制度建设，“高

能所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内部公示办法（试行）”，加强和规范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推动

科研资金使用的公开化、透明化，“高能所间接费用管理与核算办法”，全面落实了中

科院关于加强间接费用管理与核算的指导意见 ，“高能所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落

实了中央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有关要求。 

（三） 队伍建设 

2017 年，全处退休 2 人（赵京伟、刘捷），调出 1 人（张敏）， 调入 2 人（于润升、

徐殿斗），共有职工 19 人，其中院装置办人员 3 人，空间项目办 2 人，阿里项目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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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研处工作业务面广，克服了人手紧张的困难，人员优化配备，工作效率得到明

显改善。 

三、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科研处是一支优秀的团队，是高能所科研管理活动的核心。处内工作任务繁复，

突发任务多，需要积极端正态度，改变观念，贯彻以高能所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理念。

要加强与相关部门配合，优化完善工作条件，进一步优化工作分工，提高工作效率。

管理出效益，希望所里在队伍建设方面继续给予倾斜考虑。 

四、2018年工作计划 

2018 年，科研处将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凝聚力；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手段，

实现工作的联动，管理的智能化；完善测试中心的建设和运行，为科研任务分忧；进

一步改善经费争取工作，为经费及项目申请提供良好支撑；推动国际合作，推动联合

实验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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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大装置管理中心工作总结 

 

大装置管理中心承担了 8 个大科学装置的管理任务，包括 2 个运行装置（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 BEPCII、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DYB）、5 个在建装置（江门中微子

实验 JUNO、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 HEPS-TF、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PAPS）和 1 个待建装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以及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的管理工作、全所的招

投标管理和合同管理等工作（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国外采购外）。 

2017 年度，大装置管理中心共组织召开会议 400 余次，撰写会议纪要 300 余篇。

会后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实施，并及时整理编辑各种上报文件。在项目多、人员

少的情况下，大装置管理中心职工任劳任怨、团结协作，高质量、高强度、高效率地

完成了本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第一部分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运行管理 

1.会议组织 

组织 BEPCII 运行例会、专题讨论会等 40 次，撰写会议纪要，根据会议决定做好

落实、跟踪及催办工作。试验束装置 LCS 项目 2017 年夏季检修束线改造计划讨论会；

BEPCII 维修改造项目讨论会、评审会；BEPCII 运行计划评议；BEPCII 相关开评标会

等。 

2.协调管理 

制定 BEPCII 2017 及 2018 年度运行计划；跟进并督促对撞区内通用设施改造的施

工进度，保证按时按质量完成施工任务，配合完成改造的验收工作，为对撞机平稳运

行做好充分准备；协调现场吊装，保证了每一次设备搬运时的人身、设备安全。为运

行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如编排 BEPCII 值班总表，安排运行值班人员用餐，负责对

撞区的环境与保洁；从制度上规范运行管理；协调各部门间的接口；协调设备运输工

作；协调 BEPCII 运行中的突发情况。组织各部门完成对撞机运行模式转换确认单、停

机确认单、开机准备单的会签。 

3.暑期检修 

75 天的暑期检修，时间长、任务重。负责召开检修例会，定期汇报总结检修进展，

保证暑期检修按计划顺利完成并正常开机。组织汇总、制定暑期检修 CPM 零级计划，

项目数量超过 270 条。每天在对撞区内配合并协助进行检修维护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

及提示。2017 年由于更换超导高频腔，时间紧、任务重，放弃高温假，协调高频腔的

更换工作。协助 BEPCII 各部门顺利完成了 2017 年度夏季停机检修任务，保证了对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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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下一运行年度的高效、稳定运行。 

4.宣传工作 

配合宣传 BEPCII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维护更新 BEPC 国家实验室内网网站，

及时报道宣传运行进展情况，对取得重要成果进行及时宣传，初步建立外网网站；负

责完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6 年年度报告和成果汇编的编写工作；院大装置信息平

台的文件报送。每周进行加速器运行机时数据的汇总并填报至科学院共享服务平台，

一年累计 300+条。 

参加座谈交流、调研会议：如哈工大“空间环境与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工程交

流座谈、环保部西北站来所进行大科学装置的辐射安全管理情况调研等。 

5.BEPC 国家实验室办公室日常管理 

负责与 BEPC 国家实验室主任及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及时沟通，发送有关进展汇报、

简报等工作；完成 BEPC 参观的各项接待任务。今年共接待参观人员 2000 余人；协同

组织中科院第十三届公众科学日的参观宣传。 

6.安全管理 

电气、消防安全：每两周一次与安保办配合全面检查对撞区内的电气、消防安全，

并形成检查结果报告，随后督促相关部门整改，确保对撞机安全、平稳运行。 

防汛安全：汛期逢雨检查、统计对撞区漏雨情况，报修至物业；带领物业人员确

认各处漏雨位置，跟进检修进度。2017 年夏季没有因为漏雨影响对撞机运行。已与行

政管理处调研屋面防水修缮项目厂家。 

7.材料上报 

组织编写了 2016 年度中科院中英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度报告》BEPCII 内容、

《BEPCII2016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和经费决算报告》、《BEPCII2018 年度运行工作计划及

经费预算报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材料。为发改委、中

科院等单位提供材料：《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画册》BEPCII 素材；《BEPCII 年度绩效目标

执行监控表》；《在用大设施材料清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和科研成果》；《中

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重大成果》等。  

配合完成 2017 年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相关材料的准备：大会报告及《2016 年

度运行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报告》内运行计划机时等内容；确认核实、填报 2016 年度

运行情况和共享程度指标、运行评奖-用户评价等材料----BEPCII 被评为二等奖并获得

后补助经费 1070 万元。 

（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DYB）运行管理 

1.材料编写 

组织 6 个课题共同完成科技部 973 项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物理研究

（2013-2017）”的项目结题验收的全部资料的编写，通过了项目验收。 

编报合作组 2017 年公共运行费的经费结算表，通过执行委员会审核后完成结算。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45 - 
 

编写合作组经费报告。 

组织编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6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及经费决算报告》、《大

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8 年度运行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报告》。配合完成 2017 年院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相关材料的准备：确认核实、填报 2016 年度运行情况和共享程

度指标、运行评奖-用户评价等材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被评为二等奖。 

编写中科院中英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度报告》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内

容、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年度成果报告。 

配合科技部编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材料初稿。 

2.宣传工作 

维护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网站；提供院率先行动展的素材，制作宣传视频

（2 分钟）；制作国家奖的宣传视频（5 分钟）；配合媒体对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获

国家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的宣传；组织大亚湾的现场接待共计约 1000 人次。在公众科

学日编写展板、宣讲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组织完成全国创新争先奖的领奖工作。 

3.会议组织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合作组会 2 次；大亚湾 973 项目课题验收会及项目验收会。 

（三）江门中微子实验工程（JUNO）工程管理 

1.组织完成关键物资采购 

组织讨论会，协助组织开标、评标会议、合同签订仪式，协调保函、国库直接支

付事宜。包括：巨型不锈钢网架、3 吋光电倍增管、水池鸟笼结构、有机玻璃球安装平

台、PMT 模块及安装。液闪发光物质因潜在厂家少，组织多轮砍价会议并完成申报单

一来源。 

2.积极推动基建工作 

根据院长批示整改基建施工队伍，组织专家评审，改善基建施工；协调院条财局、

地方政府，确定基建监管及验收方案；协调开平市档案局和发改局，确定基建档案的

移交方法。 

3.各类组织、协调  

协调合组织完成合作备忘录的签订，收取贡献经费；协调国外单位、配合国资处，

完成德国 PMT 测试系统、法国顶部径迹探测器、日本光电倍增管的进口；与中广核协

调近点探测器安置问题；与院里协调增设子课题、整体免税等事宜。 

组织指挥部例会、项目进展汇报例会 57 次，组织评审会、监理会、专题讨论会、

总结汇报会 11 次。 

完成主管部门安排的材料汇编：年度工作计划与经费预算、工作总结与经费决算

报告书；专项成果报告；专项进展报告。 

4.宣传工作 

维护江门中微子实验中、英文网站；配合媒体拍摄、采访；组织与开平市讨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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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共建江门物理科普小镇。 

5.“粒子物理前沿”卓越中心管理 

组织卓越中心第二次理事会、第五次全体大会、第四届青年骨干评审会、第七-八

次管理委员会会议。 

（四）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ADS）工程管理 

高能所和近物所联合研制的 ADS 先导专项 25MeV 质子直线加速器于 2017 年 6 月

5 日-7 日通过院组织的专家测试，达到了先导专项的指标要求，这是在国际上第一次实

现超导直线加速器能量 25MeV 的连续波高功率质子束流。11 月 13 日，ADS 专项通过

验收！ 

验收工作量大，共有 67 个子课题/课题验收单元。时间紧,分项分级多层验收，需

根据总体部验收标准的完善不断调整工作。财务验收方面，总经费约 4.04 亿元，37 个

（子课题/课题）审计验收单元（约 20000 张凭单拍照）；对约 9500 条支出明细和 1000

份合同付款情况审核，做出近 650 条调账方案，约 100 份预算调整说明。档案验收方

面，协调工程技术人员，配合档案室共同形成档案 666 卷，照片文件 2123 张，电子文

件光盘 154 张，以及声像文件若干。 

ADS 作为第一批验收的先导专项，总结验收过程中的问题，向院里提出改进建议。

院里采纳了多条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先导专项管理的“放管服”原则，并固化成了制

度发布。 

验收工作之外，完成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1、高能所与兰州近物所共同承担 ADS

主加速器段的建设。跨地区协调，完成主加速器段的安装；2、组织调束值班人员调束，

制定值班表，协调突发情况；3、完成 2016 年度决算的 ARP 上报、制定尾款支付计划、

每周定期审核、督促把控经费执行。4、组织验收会议。项目宣传方面，ADS 项目中英

文内网网站的建设与维护；ADS 中文外网网站的设计；ADS 项目展板用于公众开放日

等活动的科普宣传。 

（五）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管理 

1.组织项目初设报告、概算的编制、评审、报批，配合院、所完成施工图审查、开

工手续等，落实开工；协调落实国家投资经费到位 2.8 亿元；与各分总体、各系统充分

沟通，进一步细化优化 CPM，督促工程进度。 

2.完成关键部件招标采购 6.1 亿元，占整体采购任务 75%以上，包括 WCDA 水池、

MD 探测器外壳、水循环管网等；地方配套工程（3 亿元）完成 70%，包括场平、通路、

通电、测控基地等。 

3.工程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包括工程领导小组、科技委员会、工程经理部；高能所、

成都分院完成项目授权，建立共建双方工作例会机制。 

4.协调与地方合作，推动“宇宙线物理与探测器技术研发平台”项目的筹备建设。

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组织完成项目申报；争取地方配套建设经费；申报“宇宙线物理

与探测器技术”省重点实验室；推动高能所与天府新区的合作共建，签署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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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地方挂职干部推动项目落地工作。 

5.建立月度经费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工程办周报制度、现场图文进展报告制度，加

强过程管理。提升工程办公室三地协作效率。建立及时向总师和工程建设人员反映现

场进展及存在问题的工作机制。 

6.落实测控基地的建设与运行准备工作，达到入住条件。包括倒班宿舍入住前的准

备，用户食堂的设计、采购；测控基地运行管理人员的招聘。 

7.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专人长年驻扎在高海拔地区落实现场工作、会议来访接待、

督察施工安全。 

8.中文外网的建设与维护；制作宣传展板；撰写宣传册内容。 

（六）北京先进光源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工程管理 

1.通过高效组织项建书编制、评审和报批，PAPS 项目建议书（代可研报告）获得

北京市发改委正式批复。5 月 31 日如期举行项目建设启动会。完成规划选址、地勘、

设计招标、环评、稳评。即将完成能评、职业劳动卫生、消防等报批手续。组织 PAPS

初设报告及概算的编制工作，并协调共建单位、怀柔区开展上报、评审。 

在本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不断探索全新的管理方式，包括：一会三函（追求

快速开工，程序倒置）、双主体（高能所+怀柔科学城公司）、多层次（市发改+怀柔区+

管委会、科学院+综研中心+研究所、空间中心）。 

2.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制定项目的 CPM 计划，编制 2017、2018 年经费执行计划

并上报。经协调，12 月 1 日第一笔工程款 6700 万下拨到所里，并协助完成线上采购、

报销。 

3. 组织了 45 次工程例会、技术讨论会。完成 18 份工作联系单的签订。 

4. 完善异地建设条件。包括：乘车、用餐（国科大、行政处）、车证、用餐（电子

所怀柔园区）、办公、住宿（综研中心）、租房（怀柔区管委会）。 

（七）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工程管理 

本年度的任务是为 HEPS-TF 在 2018 年的验收工作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 

1．根据工程特点，按照“完成一批，测试一批”的原则启动各系统工艺测试工作，

分批完成隧道环境试验、快速加载原位衍射、高能 X 射线单色器等 7 个系统的工艺测

试，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验收指标。 

2．经费管理：1）完成高能所前期垫支经费（2100 万元）归还工作，是高能所首

个完成全部归垫流程的项目；2）提前试用网上基建财务报销、物资采购系统，率先实

现采购审批、经费支出等电子化流程，提高了工程管理效率；3）根据经费执行情况，

组织概算内部调整，加强经费执行。 

3．督促档案阶段性移交工作，各系统已初步完成 1000 余份归档材料移交工作。

特别加强对北科大相关档案的管理、监督。 

4．组织召开了两个重要的会议：1）3 月份组织召开第一次工程监理会，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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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降低建设风险。监理专家组肯定了项目组取得的阶段性进展，并提出了变

更程序、关键系统的备选方案、验收组织等建议；2）11 月份组织第二次国际顾问委员

会，来自欧、美、亚洲的 13 位委员，评审 HEPS-TF 研制进展。与会委员对 HEPS-TF

一年来的研制进展与成果表示高度认可和赞赏，并一致认为 HEPS-TF 项目可于 2018

年按期完成，HEPS 项目也可于 2018 年按计划启动。 

（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工程管理 

1．推动 HEPS 立项 

组织完成 HEPS 项建书编制，6 月完成中咨公司评审，8 月上报发改委。12 月 15

日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组织编撰 HEPS 可研报告：1）完成技术部分第三稿，基建与通用部分初稿第二版；     

2）组织两次可研经费评审，优化、细化调整经费估算。 

组织 22 次基建设计例会，推进基建与通用设计进度。 

利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机会组织技术评审，节省评审成本，提高效率。HEPS-TF

国际顾问委员会对 HEPS 的评审意见为：对高能所承建 HEPS 有信心！对 HEPS 储存环

加速器物理方案、注入器设计、光束线设计，以及通用运行设施、地基振动研究等给

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提出增加 HEPS 工程人力资源配置、成立 HEPS 用户共同体

等建议。 

2.推进落实项目报建手续 

制定报建进度计划，大量协调加快各项报建与审批手续的进度：已完成地质灾害

评估报告；控规、能评、稳评、环评、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正在编制中；建筑类型、

环保标准、人防等正在协调中；文物评估与勘察设计招标已启动。 

3．推进落实前期经费 

向院条财局申请垫支经费 1000 万元，7 月到所，用于报建手续与勘察设计启动费

用。 

4．协调中科院、北京市、区主管部门,组织汇编任务要求材料，并及时编写问题反

映材料并进行大量协调，以期推动项目进展。 

5．组织 HEPS 建筑造型设计、项目名称征集，已分别上报北京市和中科院。完成

项目宣传视频制作。 

（九）招投标与采购管理 

从管理和服务两个角度做好招投标及采购管理工作，规范采购活动，提高合同质

量，全年未发生招标投诉、合同纠纷。 

1.制度修订和宣贯 

国家新颁布的 87 号令涉及招标操作 10 多处修改，如：要求公布预算且作为控制

价、改变价格分权重范围、落实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增加对投标资格的限制等。通

过跟踪学习国家新政策，完善采购制度，同时兼顾我所科研项目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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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科学工程开建之初进行采购制度培训，本年度在 LHAASO 项目内部进行了

培训。 

2.招投标工作 

负责招投标日常组织操作，包括结合国家政策和项目特点确定采购方法（招标、

谈判、单一来源等），组织编制标书，以及日常操作程序。每个招标项目都完成了近 20

份签字版的重要档案文件，包括：招标文件评审表、评标委员签到表、开标记录表、

评标报告等，最终把所有重要材料制作成招投标文件集进行归档。 

2017 年度共操作招标项目 84 个，其中 70 个已定标项目统计金额达 6.4 亿元。 

3.采购管理 

审核采购程序是否合规；审阅合同文本：类型准确、合法合规、内容完整、无歧

义，兼顾公平合理，立足于培养良好的合作关系；参与部分合同商务谈判；提供相关

咨询工作。 

2017 年度共审核和签订合同 1327 个，合计金额 6.6 亿元。 

二、制度建设 

（一）完善在建装置的管理制度 

LHAASO 项目：高能所-成都分院领导层季度协调制度；LHAASO 工程办周报制

度；LHAASO 档案管理相关制度；LHAASO 工程异地医疗制度；LHAASO 资产管理制

度。 

PAPS 项目：总体、分总体、系统名称及代号规定；PAPS 组织机构岗位责任制；

PAPS 经费管理规定文件；PAPS 工程过程文件编号的规定。 

HEPS-TF 项目：HEPS-TF 非标设备铭牌设计规范；关于 HEPS-TF 增设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参数委员会的通知；HEPS-TF 工程怀柔现场出差补助管理规定。 

BEPC 项目：储存环隧道注意事项，张贴 BEPCII 工地；张贴职业卫生公告栏，职

业病防治规章制度等。 

（二）完善采购制度 

跟踪学习国家新政策，同时兼顾我所科研项目特殊性，完善采购制度。 

（三）促进完善院级管理制度 

ADS 作为第一批验收的先导专项，总结验收过程中的问题，向院里提出改进建议。

院里采纳了多条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先导专项管理的“放管服”原则，并固化成了制

度发布。 

三、改革与创新 

（一）大科学装置异地建设管理 

CSNS、大亚湾、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积累了一定的异地建设管理经验。ADS 建成“兰

州-北京-合肥”跨单位、跨地区的管理模式。LHAASO 督促了配套项目的实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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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重要问题。借助地方力量，争取地方资源支持，为大科学工程建设服务。与地

方政府包括省、州、县、乡镇，频繁沟通协调，协调面广。设立异地现场办公室：成

都办、稻城办。 

（二）加强工程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新的制度或优化原有管理程

序 

建立 LHAASO 项目高能所与成都分院定期协调会机制。探索 PAPS“一会三函”

的审批方式，加快了工程进度 

（三）为所里争取最大利益 

在北京市发改委召集会议上，及时提出“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

的重要意义，为所里争取到了难得的入围机会。2017 年 5 月开工，且第一批工程款 6700

万于 12 月初下拨到所里。 

（四）把钱用到刀刃上 

HEPS 在国家经费未划拨到位的情况下，向院条财局申请垫支经费 1000 万元，7

月到所，用于报建手续与勘察设计启动费用。 

第二部分 创新文化建设 

一、职业素质与业务能力提升 

开展工程管理经验交流，相互取补提升管理水平 

1. 6 月 7 日，组织“美国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报告讨论会”，主讲人：储中明研

究员。 

2. 10 月 23 日，组织“日本 SPring-8 运营机制与管理模式报告会”，主讲人：望

月哲朗博士。 

3. 结合大型会议，分批组织中心成员赴散裂中子源、大亚湾进行工作、考察学

习，并形成调研报告予以总结提升。CSNS 考察总结报告（何培元）被高能所

微信公众号推送。 

4. 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科学传播的培训。 

5. 深圳发改、北京科委、哈工大、地理所等来所经验交流。 

6. 开展工程档案及采购培训（HEPS-TF，LHAASO）。 

7. 组织新入职人员业务实习。 

二、支部工作、工青妇工作 

1. 召开 7 次支部会议，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意见，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

强警示教育。 

2.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全体人员学习十九大精神、参观“率先行动 砥

砺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狼牙山纪念馆。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251 - 
 

3. 支部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关心青年人工作与发展：增强党支部凝聚力及中心

的互帮有爱（帮忙幼儿园接孩子、生病关心及探望），年轻同志愿意与支部委

员谈心、交流思想。 

4. 积极参加党建活动，获高能所演讲比赛二等奖。 

5. “法律法规知识竞赛”二等奖，唯一得奖的管理机关。 

三、文体活动 

组织大装置中心迎春联欢活动，趣味竞赛。积极参加院、所级各类体育活动，均

获得好成绩。所排球比赛联队、京区五人制足球比赛、羽毛球比赛、乒乓球比赛。积

极参加高能所各类团拜会、文化广场等文艺汇演。 

第三部分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1. HEPS 基建立项由政府部门主导，时间不可控，突发因素多，影响报建进度；HEPS

需沟通、协调的部门较多，反映问题与沟通机制不畅。 

解决方案：拟申请采用“一会三函”的形式推进报建手续办理进度；督促项目组

内部提前准备各项立项文档报告与报批手续材料；采取行文报送的机制解决。 

2.PAPS 建设高峰期大量人员往返怀柔的交通、用餐、住宿；经费下拨不到位影响

工期。 

解决方案：积极协调综研中心、怀柔区解决。 

3.卓越中心管理、大亚湾运行、部分 973 重点研发课题的申报等工作量大，不得不

长期加班。 

解决方案：希望增加一名专职人员从事该项工作。 

4.LHAASO 高原工作条件艰苦、外聘人员不稳定。 

解决方案：提高待遇、加强思想工作。 

5.采购网上审批系统还有待完善：1）缺合同审定后的限制修改功能；2）部分特殊

情况还未实现网上审批（多课题出资项目、补充合同、基建项目）；3）缺省部分便捷

功能：撤回功能、中途退出的保存功能，多项目同时审批功能、审定和未审定的区别

显示功能。 

解决方案：大装置中心与计算中心专门开会沟通、解决相关问题。 

第四部分 2018 年工作重点及建议 

1.学习相关单位的管理经验，特别是国内外的先进管理模式。完善在建装置的管理

体系，加强新建工程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2.加强与上级部门和地方的沟通，推动 HEPS 项目的立项与建设,完成 HEPS 可研、

初步设计及概算的编写，确保 2018 年底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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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在建工程、运行项目的过程管理，加强异地建设的组织管理： 

1) BEPCII：大装置运行实地考察及经费评审会；150 天停机检修的协调。 

2) DYB：大装置运行费绩效评审会。 

3) JUNO：进行一次项目人员培训（采购、经费、档案）。 

4) ADS：做好 CIADS 在惠州初建的协调工作。 

5) LHAASO：关键设备采购；协调安装；落实测控基地的运行管理。 

6) PAPS：初设、概算的报批评审；协调完成建筑封顶。 

7) HEPS-TF：项目验收（23 个系统工艺验收、3.2 亿元经费验收、设备验收、档

案验收）。 

4.加强各工程宣传工作，扩大影响。 

5.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及时修订和完善我所采购制度，并在采购模式上结合实际不

断创新。 

6.完成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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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财务处工作总结 

 

一、年初计划完成情况 

1.1 财务岗位轮换 

根据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要求及财务岗位设置要求，年度内安排财务处三分之

二的岗位进行了类不轮换，全处共有 15 名职工，其中 9 个人岗位进行了轮换，1 人退

休，新招聘职工 1 人。未轮岗的 5 个岗位，计划在明年轮岗。通过设置定期的财务岗位

轮换制度，有利于防范舞弊发生、加强岗位间协作、提升业务能力和调动员工积极性，

有利于工作创新。 

1) 财务内控要求：财务岗位 2-4 年进行轮换，防止舞弊，同时也有利于及时发现

和修正以往工作中的问题  

2) 加强协作配合：打破岗位之间的界限，加强协作配合，互为 AB 角，有效避免

了工作缺位和空岗现象  

3) 提升业务能力：加强对财务工作全流程的理解和认识,提高适应能力、学习总

结能力，有效提升团队工作能力  

4) 调动积极性：财务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有较大差异，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能

发挥员工的工作潜能，  

5) 利于工作创新：岗位轮换有利于理解岗位之间的联系，更有效的改进工作方法,

提升岗位间的工作交互。 

本次岗位轮换，包含财务出纳岗、报销审核刚、工资审核岗和收入核算岗等，岗位

轮换具体情况： 

a) 现金出纳---轮岗--基建出纳 

b) 基建出纳---轮岗--银行出纳 

c) 银行出纳---轮岗--报销审核 

d) 报销审核---轮岗--企业核算 

e) 企业核算---轮岗--基建会计 

f) 工资核算---轮岗--报表编制 

g) 收入核算---轮岗--工资核算 

h) 现金出纳—新入职 

1.2 财务岗位工作标准化 

根据财务工作岗位设置，规划编写内容，组织全处人员参与岗位工作流程的编写工

作，岗位工作流程包括财务处各主要岗位工作内容，共分为九章，编写内容细化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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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和工作步骤。 

1) 科研借款报销审核  

2) 基建借款报销审核  

3) 收款管理  

4) 付款管理  

5) 年度预算  

6) 财务年结与决算  

7) 税务申报及票据管理  

8) 职工工资及劳务费发放  

9) 下属单位财务核算 

通过岗位工作手册编写工作，初步建立了财务各岗位的基本工作标准和工作规范，

初步实现了整体工作过程的有效协调；同时建立了每项工作的工作规则工作，从一定程

度上可以促进工作过程协调有序，促进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提高。通过岗位工作手册的

编写，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财务人员提炼各岗位工作经验，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单位经

验 ，提升总结问题和规划工作流程的经验。 

1.3 财务培训工作 

与年度工作任务和经费管理需求结合，分层级组织了财务培训工作，培训工作得到

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研究室秘书组的积极配合，达到了宣传经费管理和报销制度，讨论

交流课题经费使用经验的目标，年度内共组织三次培训： 

1) 财务报销培训及问题解答：2017年1月，组织网上报销系统用户培训及操作答疑 ，

为今年的报销工作打好基础  

2) 课题结题经费验收培训：2017 年 11 月，基金课题结题前交流培训，为 12 月一批

基金项目结题做好准备  

3) 财务岗位内部交流学习：多次组织内部学习新颁布财务管理办法、经费管理办法，

了解最近政策动态，更好的服务科研人员。  

二、2017年主要工作任务 

2.1 财务制度建设 

根据经费管理实际需求和政策变化，修订了报销管理条例：修订《高能所财务收支

报销管理条例（2017 版）》[高发财 187 号]，主要调整的报销标准包括：专家评审费，

按财政部文件提高到 1500 元-2400 元/天； 会议注册费，相应提高标准国内 1800 元，

国际 2800 元。 

2.2 日常财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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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收入核算流程，每一笔收入的核算涉及到预算编制、用款申请、经费到账、收

入核算步骤，涉及预算管理员、财务出纳、收入核算三个工作岗位经费来源部门包括财

政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收入到款时根据经费来源 

性质不同，与科研处、大装置中心、技经处、行政处等部门联系确认收入，在收入

核算中保证入账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唯一性原则。 

 

全所年度总收入 161467.65 万元，其中包括财政收入 137911.93 万元，竞争性收入

21630.67 万元，技术/学术/经营/其他收入 1925.35 万元；收入共计 730 个科研课题，收

款次数 2390 余次。 

 

全所总收入中86%来源于财政拨款是收入，其余13%为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收入，

1%为技术经营类收入。 

 

2.3 科研经费支出管理 

接收预

算批复 

用款计

划申请 

财政拨

款到账 

确认收

款课题 

收款帐

务核算 

13%

25%

42%

19%
1% 预收账款

财政-基本

财政-项目

财政-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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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网上报销：每一笔借款报销业务都经过审核合同、审核原始单据、核对报销金额、

审核审批手续、网上财务审核、生成会计凭证六个标准操作步骤完成，全年审核借

款单 1640 张，报销单 23563 张。  

b) 内部转账：通过科技处的收费通知，内部转账的费用全年共计 11893 万元，共 1424

笔内部转账收费。 

c) 课题调账：课题结题审计，不合规支出等调帐，涉及 174 个课题，共调整科研项目

支出业务 7000 余笔。 

日常经费审核工作中通过建立秘书报销微信群，联系畅通，便于制度解答，及时反

馈审核问题，及时答疑；通过开放财务报销审核办公室，取消了原有报销柜台设置，与

报销用户直接对话，是提升服务的具体体现。 

2.4 税收业务 

1) 增值税业务 

全年申购并开具增值税票 2700 张，销售额  2019 万元，其中代收取暖费开票 290

张，收据 186 张  

a) 申请增值税抵扣   共抵扣增长税款 440 万元  

b) 办理出口退税 256 万元  

c) 办理四技合同免税登记 4 次，共减免税款 30 万元  

2) 个人所得税 

全年申报个人所得税 40000 人次，代扣代缴个人是所得税 1890 万元，包括所内职

工工资性收入代扣税款和部人员劳务费收入代扣税款。个税代扣代缴手续费收入 58 万

元。并为 3 名外籍人员个税减免备案。 

3) 单位所得税 

完成全所 2016 年所得税汇算清缴，通过税收筹划近几年所得税维持在相对稳定水

平，2016 年上缴单位所得税 3.5 万元。完成 2016 年年度税务检查工作，完成三证合一

的税务清算。 

2.5 基建财务工作 

1. 散裂项目 

CSNS 项目进入准备验收期间，为有序推进项目财务验收与工程经费支付，根据项

目验收节点时间要求，与经理部协商确定项目验收前的各项分节点，积极推进项目验收

准备工作。 

（1）项目基本情况： 

a) 项目规模：总投资 186632 万  

b) 项目周期：2011 年-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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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目特点：异地建设，经费审批和支付在东莞，帐务核算在北京。每月邮寄单

据到北京各类审核问题远程支持。  

d) 项目核算：全年项目核算借款 2550 笔 ，报销 4842 笔 

e) 项目合同：准备验收清理项目合同 4406 笔，项目总支出 167799 万 

（2）2017 年 11 月 

10 月完成 2017 年 6 月之前产生的暂付款核销金额 1.42 亿元，439 笔借款。截至

11 月 30 日已完成近 6000 万借款核销，借款数量降低至 94 笔。待核销 8669 万元中 4600

万是为土建工程款，工程结算完成后统一核销。 

（3）2018 年 2 月 

年底前完成工程进度款和设备款的清理和支付。按节点进度有序推进付款报销量

明显增长。 

（4）2018 年 3 月 

2018 年不再接受新签合同，特殊情况，由分总体报工程经理部批准，2018 年 2 月

底，除尾款和质量保证金外，完成所有款项支付和报销，计划停止财务报销业务。清理

和核对合同台帐，确定各系统已付款、未付款金额 。进行资产对账，按系统核对资产

入账和付款数据，保持各类设备财务报销数与财务报销数的一致性。 完成概决算对比：

按设备号编制决算与概算对比表。争取在 2018 年 3 月具备竣工决算审进场审计条件。 

2. 新开大科学工程建帐核算 

按工程概算设置大科学工程项目核算体系 

1) LHAASO 项目建设地点在四川稻城，资产管理机构在四川成都，2017 年资金来款

分高能所和成都分院两部分，其中高能所 1 亿元、成都分院 1.8 亿元 ，根据资金

拨付和管理要求，建立高能所和成都分院两套基建账，设置 390 个核算号。  

2) PAPS 项目为地方政府大科学工程项目  

a) 资金来款：6700 万 ，按概算建立基建核算账号 300 个  

b) 预算：国家发改委项目按财政部要求申报预算。 

c) 核算：大科学工程项目通过网上审批，全年核算预付款 1066 笔，3646 笔  

b) 包括项目、分总体、系统和设备四个层级 

2.6 职工薪酬发放和住房公积金办理 

1) 按月发放职工工资，进行工资成本分摊和帐务处理  

每月 3 日前发放职工工资，确保发放金额与人事处工资单一致，确保按规定日期

发放工资。全面发放工资总额 34335 万元，41858 人次。（1-11 月） 

2) 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  

a) 公积金首次提取：全年为 112 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首次提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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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积金账户转移：全年为 168 名职工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调出、调入、封存业务  

c) 个人公积金卡：2017 年 9 月 11 月，两次请建行人员现场为职工办理公积金卡业

务  

d) 核定缴存基数：2017 年 7 月为 1240 名职工核定了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3) 职工医药费报销、劳保、保健等发放  

a) 医药费报销：负责全所医药费报销金额录入、按报销比例统计、汇总和医药费

报销款发放工作。全年医药费报销统计和发放 8600 余人次。  

b) 职工劳保/餐补：6 月和 12 月分别两次发放劳保 2097 人次，按月发放餐补 5978

人次。  

2.7 财务出纳 

1) 财务出纳工作： 

财务出纳人员共办理：零余额账户汇款 3181 笔；自有资金账户汇款 3894 笔；银

行卡转账 18911 笔；支票 224 笔；共支付 26000 余笔。 

2) 零余额支付管理细化 

账户付款与项目预算对应，每一笔汇款支付码从原来 10 个类款项，扩展到类款项

下的几十个项目，明细到财政预算项目编码，财政支付管理更加细化，同时也增加了汇

款工作量。  

3) 零余额直接支付从按比例批复改为按金额申请 

单笔支付 500 万以上由单位申请零余额支付。一方面控制好支付量零余额直接支

付量明显降低，另一方面应对审批流程变化，及时调整，保证支付工作顺利。  

4) 工资支付纳入零余额账户管理，更加规范 

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中央预算单位未纳入财政统发范围的工资支付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办库〔2017〕170 号要求，使用财政拨款发放的工资必须通过零

余额账户发放。了解政策和其他分行的使用情况，多次与银行沟通，尝试多种方式，6

月起工资统一通过零余额账户支付，由工行批量代发。在切换期做好预案，提前准备，

没有因系统切换而迟发工资。合理规避了资金使用的政策风险，保障了财政预算执行。  

2.8 下属公司财务管理 

完成 10 个下属单位的经济业务的账户处理、税务申报及各类报表报送等相关业务 

1) 内部核算：内部工厂和后勤，按月核对、汇总数据并入大账，全年职工餐卡消费 565

万，42 万人次；  

2) 企业核算：对专招、幼儿园设置帐务核算系统，单独完成账户核算、税务申报、各

类报表报送等。对求实财务账户进行审核和监督，完成报表报送等。 

3) 非盈利组织核算：按要求设置工会会计和工会出纳负责工会会计核算和报表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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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设置专人负责加速器学会帐务核算和税务申报。 

4) 支持异地建设管理：支持异地建设财务核算，CSNS 项目核算和东莞分部核算远程

支持，LHAASO 项目账簿建立和核算支持 

5) 为党委开设唯一账户：按照京区党委统一要求，新开设高能所党委独立银行账户。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党费收入和支出单独设置账簿进行核算。  

2.9 财务预决算管理 

1) 预算编制：完成 2018 年财政预算编制、绩效指标汇总录入等相关工作，并按院条

财局统一要求在预算系统完成 2017 年第一次预算调剂、第二次预算调剂预算文本

和绩效指标汇总填报工作，为财政预算申请和下达做好预算基础工作。 

2) 决算报表：按财政部、中科院要求，按时保质完成各类财务报表，包括年度决算报

表，住房改革支出决算报表、基建决算报表等报表的编制和报送工作。 

3) 每月向石景山统计局报送统计报表。 

2.10 配合内部审计与项目财务工作 

（1）支持先导专项财务验收工作 

项目 经费 项目周期 子课题 验收成果 

ADS 先导专

项 
3.94 亿元 2011-2016 37 个子课题 

审计报告 43 份，审

计时间 3 个月，子

课题、课题、项目全

面通过验收，支出

核减比 0.2%，没有

经费收回。 

空间先导专

项 
1.44 亿元 2011-2016 6 个子课题 

 

（2）支持各类院专项和科研部专项项目验收工作，配合项目结题和相关验收工作 

（3）配合完成内部审计工作，兼职内部审计人员 1 名配合所纪检部门，联合完成

2017 年内审工作，其中 4 个中层干部离任审计，5 个科研课题审计，党费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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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工作总结 

 

一、组织与人员结构 

现正式职工 31 人。其中技经处职能管理 8 人，专家招待所 9 人，幼儿园 6 人，其

他参股控股公司 7 人，三元 1 人。 

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2017 年，围绕着落实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实施，高能所召开全所科技

成果转化专项会议，研究讨论，统一思想，明确思路，出台系统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

办法，制定了适应高能所工作实际和发展需要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高能所

继续推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采用多样化的方式进一步加强现有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应用加速器、核医学成像设备、精密检测设备、核安全检查设备等领域的成果进

一步深入市场，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面推进

抗肿瘤纳米药物转移工作，实现了企业转移转化。在充分利用原有技术成果转化平台

的同时加强与大装置建设所在地的院地合作工作，中国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迈出

了第一步。高能所所属经营单位规范运作，完成年度经济责任目标，在服务高能所科

研工程工作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项目研发及成果转化 

在应用加速器方面，继续做好辐照加速器对外服务，对正在运行的 4 台的辐照加

速器做技术支持；对新建的兰州 10MeV 20kW S 波段工业辐照加速器安装调试。根据

客户需求开发研制加速管，完成 4 套医用加速管和 2 套辐照加速管的调试和发货。 

开辟应用加速器新领域——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在 973 计划支持下，2006

年高能所建成一台强流 RFQ 加速器。加速器的能量和束流参数指标可以进一步提升，

达到 BNCT 治疗要求；基于加速器的 BNCT 是近年来正在国际上迅速发展的前沿技术，

即将走向市场；利用高能所已掌握的核心技术，在广东省建设我国第一台基于加速器

的 BNCT，具备 BNCT 装置产业化的基础；也是散裂中子源落户广东后，为促进当地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贡献。 

在核医学成像设备方面，继续推动乳腺 PET 成果转化 ，先期成功落户 3 家高端体

检中心：北京、江苏、河北；此外，多家公立医院上报至省卫计委等待配置许可。为

了推进乳腺 PET 产业公司的资源整合，根据所务会的精神，开展以知识产权评估作价

对杭州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增资计划，目前已经完成了杭州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评估备案工作。 

在精密检测设备方面，在国家重大仪器研制专项（基金委）的攻关、攻坚任务中，

6MeV-CT 和 450kV-CT 地质所现场安装就位，CT 设备的软件正与力学实验系统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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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 X 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项目面向芯片封装缺陷检测领域，

紧跟市场的应用方向，立足于工程化和产业化开发，目前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总体设计。 

在核安全检查方面，推进核安全监测成果转化，进一步完善产品系列和提升产品

特性，除了为杭州 G20 峰会、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场合提供核

安保服务以及扩展在核电站、核工基地、地方环保局应用外，在其他多方面开辟了安

全检查设备应用新领域：成像仪应用于通道式安检，在高速、机场、口岸、地铁等逐

步开展，拓展到反恐领域；用复合成像仪对散裂中子源隧道进行辐射环境巡检，服务

于大科学装置安全监控；新型个人剂量产品 RAMO-C 完成产品研发，实现量产，并推

广到医疗安全领域。 

2017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抑

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此次

合作是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对于加快自主创新药物尤其是纳米药物研究成果的转移转

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健康领域做出的原创性贡献。 

2、院地合作 

为推进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为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服务，高能所和东阳光

集团强强联手，以 BNCT 项目为合作基础，建立东莞东阳光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助力广东省东莞市创新驱动发展，该公司为 BNCT 项目开展后续研发和生产工作。2017

年 8 月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项目签约，中国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迈出了第一

步。 

高能所与东莞市政府共建“东莞高能前沿技术应用产业创新中心”。“创新中心”

是高能所、散裂中子源及其相关核心技术应用性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为广东省、东莞市建设中子科学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 

2016 年高能所与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加速器技术成果转化合作框

架协议”。为进一步加强合作， 2017 年高能所与惠州当地企业共同成立了“加速器应

用研发中心”，主要从事加速器在科研、农业、工业、化工、医疗和环保等方面的应

用工艺研究工作。 

三、经营和管理 

按照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完成了对专家招待所、求实公司、幼儿园年度绩效考核，

三家单位均完成年度绩效考核目标。 

理清和参股企业的责权利：推进科研配套综合楼的回收工作；中科网威的股权转

让工作逐步进行；启动高能大恒的股权撤出工作；完成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

控股到全资的股份变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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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专家招待所创新工作模式，服务科研工程，积极为高能所科研工作做好保

障：餐厅接待所内大中型会议用餐 34 次，百人以上国际会议 13 次。提供会议自助餐

2284 人次；会议茶歇 6425 人次；工作餐盒饭 9725 份，工程盒饭 7269 份。 

幼儿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安装新风系统、安装监控设备，完成年度一级一类复

验工作，以幼儿为本，让家长放心。 

四、获奖情况 

技经处获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鼓励奖；在《2017 年宝贝最喜

爱的幼儿园评选》活动中，高能所幼儿园获石景山区优胜幼儿园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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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处工作总结 

 

国资处的主要职责是玉泉路园区基本建设管理，大装置项目基本建设管理，政府

采购管理，资产管理以及进出口管理。 

2017 年常规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一）基建工作 

1.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 

1）国家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其中 WCDA1#水池完成混凝土浇注。 

2）地方配套项目土建和电建工程竣工，等待验收。电建投入试运行，测控基地部

分建筑投入试运行。 

2．2017 年修缮项目实施及 2019-2021 修缮规划 

2017 年 “7 号实验厅及同位素实验厅内部装修改造项目”，总修缮面积 2534.46 平

方米，总投资 520 万元。已完成 7 号实验厅修缮并投入使用，投资完成额比批复额节

约 20 万元。 

3.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2017 年 2 月启动会，按照“一会三函”流程，历时 110 余天，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开工。 

4. 十二五“高能多学科研究试验平台工程” 

工程全部竣工并通过“四方”预验收。拟定 2018 年 1 月 15 日进行“五方”竣工

验收。 

（二）进出口工作 

1、自营出口 

本年度无新增出口合同,出口结汇 123,980.00 美元。 

2、自营进口 

进口合同共 276 份，签约金额约 2226 万美元，进口报关到货 225 票，合计 1521

万美元。 

3、进口产品签署内贸合同 

签订合同 278 份,共计 2020 万元。 

4、进口网上审批和跟踪 

办理进口网上审批事项约 800 项，便利进口进程跟踪。 

5、免税 

办理科教免税 131 项，货值约 1417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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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合作、出口修理 

办理 6 项，总计约 13 万美元。 

（三）政府采购 

1． 政府集中采购768批次，金额3418.57万元； 

2． 完成2016年政府采购统计报表工作； 

3． 完成2017年的政府采购追加预算； 

4． 完成2018年资产配置计划表； 

5． 按月完成政府采购计划表编制工作； 

6． 按季完成政府采购执行统计及上报工作； 

7． 完成全所操作系统及专业软件的正版化工作； 

8． 办理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及改变政府采购方式申请和审核共32次。 

（四）仪器设备管理工作 

1. 入库情况: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新增资产金额 124,324,135.29 元；材料除入

库登记 2046 项，金额 44,567,344.01 元。 

2. 完成资产处置财政备案、帐务处理，涉及资产 855 项，账面价值合计 3090.27

万元。 

3. 报送国管局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决算报告。 

4. 报送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报表。 

5. 质量管理：按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年度指标完成各项工作，并持续改进。 

6. 完成消耗品库存的管理和收发服务。 

2017 年工作重点： 

1. 十二五多学科大楼的结算和验收，力争竣工（装饰）杯金奖。 

2. 同位素厅修缮项目施工、验收、交付使用。 

3. LHAASO 地方配套项目工程验收、审计和交付使用。 

4. 积极组织高能光源以及怀柔相关平台项目的基建相关工作。 

5. 做好光源验证装置（HEPS-TF）验收国资处的相关工作。 

6. 积极推进十三五基建项目的立项和前期工作。 

7. 继续做好科研和大装置项目政府采购、进口以及资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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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通用运行部工作总结 

 

通用运行部 2017 年参与的主要任务包括 BEPCII、LAHSSO、ADS、HEPS-TF、

HEPS、PAPS、CEPC、JUNO、CSNS、BNCT 等各项工程。尽管项目不断增加，在所领

导和其他部门的帮助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 BII 通用设备运行维护、夏季检修和改造 

根据 BII 运行计划，通用设备正式运行 10 个月、检修 1 个月、配合测试 1 个月。

运行期间，各 BII 运行班组确保日常设备巡视、检查、保养、维护，落实备品备件和设

备大修，保障 BII 安全可靠运行。 

110kV 变电站完成年度运行任务和全所供电调度、年度预试、检修、清扫，以及#1

厅至#6 厅、工厂等二级降压站各配电室的运维工作， 

冷冻站完成全所供冷运行任务，完成机组首次保养和设备清洗，处理了机组结霜、

噪声大、冷却塔腐蚀、冷冻水外网遗留等问题，并加装冷却塔进风滤网、布水器盖板，

减少柳絮；设置不锈钢防护网、护栏及爬梯，保证安全。 

为了提高 BII 低温系统的可靠性，低温供电系统网侧增设一台 800kVA 三相动态电

压暂降在线补偿电源，设置切换电路，可切换到任意一台氦气压缩机，有效防止电网波

动的影响；低温冷却塔填料解体清洗；低温一、二厅水冷控制系统上位机组态软件开发，

安装视频监视系统。同时，在夏季停机期间完成了通用设备的检修和改造工作： 

1） BII 水冷系统的检修及改造：直线和环 8 个泵站内的 17 个子系统的设备、管

阀、传感器、控制设备等的清洗、检修；直线长廊 3 套速调管水排改造。 

2） BII 空调机组的检修：直线、环、谱仪 11 个机房的设备检修，近百台空调柜

机、盘管检修；谱仪风冷系统风管更换；空压机房排风系统改造；#3 厅排风风道、风

帽改造；完成直线两套空调自控系统改造及上位机组态（DDC 改为 PLC）开发。 

3） BII 变配电检修：直线、环、计算中心、低温厅变配电室的设备维护检修、清

扫、开关参数整定以及配电监测系统维护，低压进线断路器预试，并进行必要的更换；

直线配电室高压柜保护改造；BII 缆温报警系统检修。 

4） BII 压缩空气系统检修：纯水站、储存环、低温厅、#1 厅空压机保养；安全阀、

压力表报检，压力容器等磁粉和超声检测；更换电磁阀、控制器。 

5） 纯水站设备维护保养：清洗水箱、过滤器、盐箱、流量计等设备；更换 2 台

EDI、微滤芯、脱氧膜；更换抛光混床树脂；并为所内其它实验提供超纯水。 

二、 BII 工艺设备检修及安装 

1）东高频腔更换：落实吊装方案， 按 CAD 二维图生成设备空间包络图，结合土

建三维图，核对吊装空间，明确不拆除激光测量装置的吊装方案。实施过程包括：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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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盖板、拆除水电风等联接，拆除单元磁铁 R1IAMB、四极铁、真空盒、真空泵、东高

频腔波导，吊出旧东高频腔，吊入备用高频腔、并就位调整，恢复安装磁铁、真空、水

电等。 

2）直线加速器设备检修：拆装 K3、4、13、14、16 陶瓷窗、耦合器、波导、三通、

波导阀等安装；更换 K3、13、14、16 速调管，波导对接；拆装 6 区段水负载 4 个；更

换三、六区部分真空管道、波纹管等 

3）其他：束测电缆敷设；储存环 4W2 电机齿轮箱安装；拆除低温厅柴油发电机及

管道。 

4）十号厅试验束设备拆装：电源柜拆除、吊运；原有磁铁支架、真空盒清理、吊

运；安装直线末端四极铁及支架 1 台；15T 二极铁解体、吊运出地下室；电子照相 5 块

四极铁及支架、真空盒等吊运、安装。 

5）优化谱仪内室拆装方案：增加临时支腿，缩小跨度，减小挠度；外室保护框架

设计；优化粘接圈联接方式；对主要部件做有限元分析，绘制拆装过程三维图，落实细

化安装程序。 

三、 ADS/注入器-I 工艺设备安装及通用设备运行 

完成加速器设备安装任务包括：废束站安装及屏蔽墙搭建；配合 650 固放验收，吊

运水负载和固放机柜；配合超导腔垂测，吊装屏蔽盖板 4 次；650MHz 固放原有低温水

冷系统改造。 

各通用系统配合调试、验收，安排运行值班，有效保障 ADS/注入器-I 顺利完成验

收测试。 

完成通用系统结算、归档材料整理和验收，整理归档材料共计 36 卷。 

四、 LHAASO 通用系统设计工作 

完成通用系统部分可研、初设报告编写和概算编制（可研报告 3 月 28 得到国家发

改委批复，初设报告和预算于 4 月 12 日完成院初步设计评审会，10 月 31 日发改委批

复）。制定 CPM 计划，开展设备调研、询价，编写标书、监理文件，并进行稻城观测基

地实地勘查，今年完成的任务包括： 

1）LHAASO 工艺水系统 

落实 WCDA 水净化循环及超纯水制备需求指标，完成标书撰写、公开招标、合同

签订工作，包括净水注水系统（160T/H）；净水补水系统（26T/H）、1#、2#净水循环系

统(160-320T/H)、3#、4#净水循环系统(120-240T/H)、WCDA 水循环管网系统、超纯水

制备系统（20T/H），以及移动式超纯水系统(2t/h)竞争性磋商、合同签订工作。 

2）供配电系统 

完成 DAQ 机房供电设备的采购及安装；优化设计负荷、户外配电箱（424 台）及

室外电缆敷设线路方案；进行设备厂家调研、标书编制、招标、合同谈判等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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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KW 移动柴油发电机、供配电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柴油发电机组采购及安装、储

油罐、9 台 200KVA(2+1 冗余) UPS。 

3）WCDA 钢管网优化设计 

优化钢管网悬挂支撑系统，绘制顶棚吊点图，编写标书中钢管网部分的技术要求及

监理文件。 

五、 HEPS-TF 通用系统设计和安装  

1）高精度恒温恒湿实验室（十万级）：完成自控系统、空调系统的最后安装，调试，

以及各实验室的自测试与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测试，并通过科学院条财局专家的工艺

测试评审。测试指标：度波动度控制在±0.1℃、度均匀度控制在 1℃、湿度波动度控制

在 ±5%。 

2）供电系统改造：完成高压柜、低压柜扩容改造，接地系统的设计、安装，以及

各测试厅配电设计、安装调试等。 

3）水冷系统：完成水冷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空载时测试温度：23±0.02℃；完

成 6 号厅东厅水冷系统的改造设计、设备采购、安装和试水等工作。 

4）设备安装：电源柜、动力柜卸车、吊运、安装；龙门架组装和铺道；磁铁、大

理石平台吊运、安装。 

六、 HEPS 前期工作 

落实水冷、供电、空调等的需求，完成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通用系统部分的内容

及估算编制；方案设计有：水冷系统设计参数、泵站布置和工艺流程选择；用电负荷的

估算、变电站的设置、及配电方案设计；纯水站流程及管网布置；压缩空气系统的布置

及流程选择；冷负荷估算、落实空调基本方案；建筑空间需求及布置。参与园区总平面

图建筑布置的规划设计和建筑面积需求估算。 

七、 CEPC 前期工作 

参与建筑物（100km）总体布置，地下、地面建筑及设备运输通道布置考虑；落实

新版水冷需求参数，完成水冷系统初步规划和工艺流程制定；估算用电量，分析降耗潜

力，完成供配电初步规划，绘制主接线示意图；预估 CEPC 隧道内冷负荷，进行隧道内

通风空调的初步概念设计，降温除湿方式和气流组织形式，确定进、排风口位置及数量。 

八、 PAPS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进行磁测系统、准直系统以及电源系统等的用户需求统计，确定 PAPS 高精度恒温

恒湿实验室的项目方案，完成初步设计与计算、标书撰写、项目招标。 

落实超纯水系统和工艺循环水系统的需求，优化设计参数，提交设计要求，配合设

计院进行方案设计，图纸审核，提出修改意见等，并完成主要设备的询价，落实主要设

备招标的技术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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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DCTB 工艺、通用设备安装及运行 

完成水冷控制系统组态编程，水冷系统已投入正常运行，满足 DCTB 调试。完成

DCTB 万级洁净间的设计和安装，包括真空罐万级洁净间、电子枪恒温室。工作内容有：

DCTB 洁净间的初步设计；标书的编撰、签订采购合同；施工前期准备工作，落实成品

保护措施；DCTB 洁净间安装与调试；完成自测试与第三方检测。 

十、 JUNO 任务 

安排人员参与安装相关的讨论和 PMT 安装相关工作，有机玻璃节点结构尖角缺陷

分析等。 

十一、 CSNS 工作任务 

1）CSNS 设备安装 

今年完成的安装任务包括： 

A）慢化器与反射体安装（33t）：慢化器与反射体组装；预装及定位块修整；拆装

试验（远距离操作）；正式安装。 

B）质子束窗及屏蔽体安装：质子束窗组装（含影像系统）；屏蔽体试装；质子束窗

及屏蔽体安装。 

C）靶站拆装试验：慢化器模拟件及管道切割；中子开关更换试验。 

D）靶芯顶部屏蔽体安装。 

E）靶体安装：靶体试验件安装；密封波纹管安装；靶体正式安装。 

F）白光中子源设备安装：中子开关 1 台、中子束窗 1 台、准直器 2 台、束测设备

3 台、探测器 3 台、真空盒 24 根、波纹管 22 个、真空泵 5 台，以及 10 多吨屏蔽体等

安装。 

G）离子源研制厅设备安装：离子源、螺线管、导向磁铁、真空腔、真空系统等安

装。 

H）谱仪设备及屏蔽体安装：谱仪斩波器安装(反射、小角、粉末)；反射谱仪设备

及屏蔽体安装；粉末谱仪设备及屏蔽体安装；小角谱仪散射腔、探测器及屏蔽体安装。 

I）6#、9#、20#测量室：混凝土屏蔽体迷宫；测量线准直器。 

J）靶站密封筒外围混凝土屏蔽体：安装 539 块混凝土屏蔽体。 

K）靶站内 RTBT 隧道设备安装：拆除屏蔽体及磁铁单元；场外单元改装；现场吊

装试验及正式安装；安装屏蔽盖板。 

L）加速器剩余设备安装及检修：直线 2、3、4#速调管安装及水电连接；丝靶及环

废束站设备安装；完成 4 台环高频腔拆装检修；环磁铁拆装检修；真空链条更换；LRSW

真空盒补焊后真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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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 月 19 日 CSNS 设备全部安装完成，历时 3 年多。期间为了抢回工期，与土

建并行施工，克服运输及安装环境条件差等各种不利因素，尽量提前水电施工、分区域

测量放线和支架安装，校核位置，及时发现冲突及时修正，保证设备标定完成后，随时

进行隧道就位安装和准直调整，并在安装中采用流水作业和必要的突击加班，保证了工

程总体进度后墙不到，设备安装总体质量良好， 

2）CSNS 通用设施安装调试 

水冷系统最终完成控制系统对点（2000）、系统调试，并完成新增离子源研制厅、

测二高频系统的水冷系统设计、安装调试。空调及空压系统完成加速器隧道和靶站 6 套

通风系统的负压/通风量调试、安全联锁测试，加速器和靶站区域 690 余处孔洞封堵，

以及空调系统自动控制安装、对点（3000）、系统调试及控制逻辑优化。完成新增靶站

空压站设计、安装调试。供配电系统完成电力监控系统安装调试、对点（1.5 万）。建立

了通用监控系统，实现了语音、区域位置、短信报警功能，以及远程数据查询。 

3）归档及验收 

竣工资料：设计、设备采购、安装资料已完成预归档入库 680 余卷，同时完成绘制

成套竣工图纸 450 张，30 卷，也已完成归档 

竣工结算：进行 5 次版本的审核，已完成合同的工程量核对和变更洽商、临时工程

的核算，12 月 6 日施工验收后结清。 

正进行档案的分类、组卷、编目，以及设备清查、尾款结算，为国家验收作好准备。 

4）运行管理 

本年度 CSNS 公用设施整体运行良好，有力配合了加速器、靶站、谱仪等工艺设备

运行调试。完成设施标识制作及安装，共计 5000 余张，提高了现场环境的目视化管理

效率。 

制定值班巡检制度。严格执行日常保养、大中修计划，维护好各类设备，及时进行

人员培训及安全教育。 

十二、 BNCT（中子治疗） 

完成 973 速调管转运（拆装 ADS 冷却塔一组；吊运速调管；冷却塔配管重新焊接）； 

测试厅预组装：离子源、真空腔、螺线管、RFQ。 

完成水冷系统工艺流程、模块化水冷设施设计、施工图纸绘制；完成 BNCT 动力

接线图的绘制，落实接入系统，与供电部门沟通报装事宜；空调通风系统已基本完成参

数计算和设备选型，正进行平面图设计和设备调研采购 

 

存在问题 

1）工程项目多，人员不足，时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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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kV 变电站运维外包进展困难。 

3）BII 返聘人员增多，人员老化。 

4）CSNS 运行人员经验不足。 

5）CSNS 项目聘用人员稳定性差。 

 

下一年工作重点 

1) 做好 BII 通用设备的稳定运行。 

2) 按计划完成 LHAASO 通用施工图设计及招标，开展安装工作。 

3) 做好 HEPS-TF 通用设施的运行，保障 HEPS-TF 顺利验收。 

4) 按计划完成 HEPS 的设计工作。 

5) CEPC 前期配合工作。 

6) 按计划完成 PAPS 相应系统的招标及安装工作。 

7) 按计划完成 JUNO 分派的任务。 

8) 完成 BNCT 试验装置的安装。 

9) 做好 CSNS 通用设备的稳定运行，满足 CSNS 调试需求，并完成最终资料归

档，通过国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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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高能所实验工厂/高能锐新公司工作总结 

 

一、任务完成情况 

 名          称 数量 

1 

北方光源 HEPS-TF：  

超高梯度四极磁铁/样机 1 台 

纵向梯度二极磁铁/样机 1 台 

超高梯度二四极组合磁铁/样机 2 台 

超导腔-样机 2 支 

标准磁铁 1 台 

超高梯度四极铁 II 型-样机 1 台 

输入耦合器-样机 2 支 

光子吸收器-样机 2 件 

2 

高能所科研:  

球形能量倍增器 1 套 

3W1 超导磁铁线圈 32 套 

CEPC650MHz 超导腔 (1+1)支 

3 

CSNS:  

输运线备用磁铁 A/B/C (1+1+1)台 

储存环磁铁备用线圈 21 套 

凸轨磁铁备用磁铁 2 台 

4 
兰州近物所:  

DTL 模型腔 1 套 

5 

清华大学：  

加速结构 2 支 

磁铁 13 台 

6 

中国科技大学:  

螺线管 (2+1+1)套 

干负载 2 支 

7 上海应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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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波段加速结构 / 第 1 批 12 支 

C 波段加速结构 / 第 2 批 8 支 

8 
九院:  

四极磁铁 (2+2+2)台 

9 
西安 21 所:  

加速结构 10 支 

10 
北京大学:  

低温垂直测试系统 1 套 

11 

其他:  

中科信二 / 四极磁铁 (2+6)台 

NEG 镀膜装置螺线管 1 套 

 

除了表中所列的项目之外，承担了以下非项目类工作： 

1) 制定了工厂/锐新公司的《长期规划》及实施方案，并进行了调研； 

2) 起草了高能光源平台建设方案中的精密加工方案； 

3) 中科院京区加工中心的部分工作：修购项目申请和实施、功能开发项目的申请和

实施、中心工作的年度总结、各类交流会等； 

4) 与高能光源课题组进行了多次工艺方案的讨论； 

5) 所内科研的技术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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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梯度二极电磁铁（1 台） 

 

 
超高梯度四极磁铁性能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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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梯度二四极组合磁铁 

 

 
标准磁铁样机（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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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腔原型腔（2 支） 

 

 
输入耦合器（2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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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波段加速管为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SXFEL）的核心部件，两批共 20

支，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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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磁铁 

 

 
兰州近物所 DTL 模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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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螺线管 4cm 

 

 
科大螺线管 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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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螺线管 120cm 

 

 

二、经营情况 

• 2017 年度经营状况 

 完成规模项目 34 项。 

 产值 3122 万元； 

 经营盈余 496 万元。 

 缴税总额 210 万; 

 社保支出：88 万； 

• 资产状况 

经过 5 年的发展，公司的硬件资产得到扩充。其中一部分是公司根据未来项目的需要

购置的部分设备，另外一部分是通过“院机加工中心”申请的修购和功能开发项目，这部

分总计约 400 万。 

• 2017 年大项目的参与情况 

本年度，紧密跟踪了多个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大科学工程项目，尽可能地了解和掌握

项目的实施状况、实施计划，在我们能够承担的部分积极参与其中。 

--北方光源样机研制：经过第一次磁铁样机投标失败之后，按照领导的指示调整经营

策略，在之后光源所有的相关项目样机研制投标或者邀标中获得的成功。（招投标、内部研

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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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电子激光：积极参加前期的工艺讨论、积极规划实施条件； 

--韩国 IBS/ROAN 项目：积极参加国际投标（超导腔、磁铁等，代理、合作伙伴等形

式）。 

三、公司的现状和规划 

• 人员状况 

稳定的骨干队伍总人数 75 人。其中在编 29 人，平均年龄 44 岁；聘用 46 人，平均年

龄 35 岁。 

6 年来，在编职工人数从 65 人缩减到目前的 29 人，已经大幅下降。空余的岗位绝大

部分由外聘人员补充。大多数外聘人员是年轻职工，多为北京本地大学毕业生和技校毕业

生。 

• 能力状况 

硬件设施的更新升级，数控设备在关键工序得到普及应用。 

产能可以应对建设期大科学工程对电真空类、超导类和磁铁类设备的研制需要。 

• 未来规划      

根据所里统一部署，起草了公司长期发展的规划，并在所务会上汇报通过。工厂/公司

的未来状况，按照规划： 

1. 在保证完成高能光源未来项目的前提下，公司的加工产能和经营业务，逐步向广东

转移，通过适当的方式建设（合作、合资等）。形成规模产能、完全企业化管理（人员聘用

社会化、内部管理企业化、经营市场化） 

2. 所内保留一少部分技术人员和少量的研制条件，为所内科研提供必要的关键的技术

服务，不再保留经营职能。 

四、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 竞争环境的恶化； 

• 环保政策的实施，大量中小企业关闭，协作网络遭到破坏（原材料采购、特殊外协

加工等等）； 

• 经常性的雾霾停产政策，使得物流、外协等受到影响，成本提高，工期得不到保障； 

• 非理性、非正常竞争加剧，新的竞争者不断涌现； 

• 流动资金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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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项目周期长、回款滞后，资金占用情况严重； 

• 现有的经营方案已经运行了 4 年多了，希望能根据目前公司运行状况，重新调整经

营考核方案，以适应当前形势和公司健康发展。 

五、2018年工作计划 

• 完成好北方光源各预研项目，完善光源承接规划（包括设备、场地、人员等）； 

• 积极争取各个大项目，争取落实 1 到 2 项； 

• 启动加工基地部分转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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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文献信息部工作总结 

 

亮点工作 

2017 年度文献信息部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亮点工作包括：《现代物

理知识》完成编委换届，宣传和销售渠道有了进一步拓宽；CPC（Chinese Physics C）

编辑出版流程改革初见成效，出版速度显著提升；RDTM（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高质量完成首卷两期共 26 篇文章出版；Alma 系统上线，实现了 Alma 和

科研搜索系统的无缝连接，进一步改善了读者在文献检索和获取方面的体验；加强

INSPIRE 国际合作建设，提升了高能物理数据库建设方面的国际贡献度；做好系列围

绕大装置的文献信息服务。 

常规工作 

一、 文献情报工作 

（一） 文献保障 

本年度中文书有少量新增订购，其它文献资源数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表 1 馆藏数量 

馆藏资源类型 数量（种/冊） 

中文书（纸质） ~38449/50359 

外文书（纸质） ~21158/28306 

中文期刊（纸版） ~767/10737 

外文期刊（纸版） ~1060/43806 

资料（含学位论文） ~1900 

报纸 ~21 

外文书（电子） >300000 

外文数据库（APS、AIP、Springer、Elsevier 等） ~20 

中文数据库（万方、台湾、CNKI、VIP） ~4 

系统平台（primo、超星发现、ORCID） ~3+1 

（二）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本年度共收到各部门发来的文献传递申请 1437 篇，分布情况如下图 1 所示。收到

馆际互借图书申请 107 册，其中本馆电子版 15，本馆纸版 9 册，他馆互借 69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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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传递情况 

 

（三） 数字文献资源利用培训工作 

数字文献资源利用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员和研究生更

好地了解和掌握科技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法，熟识常用数据库的使用技巧。2017 年

共开展 11 次相关专题的培训，参加培训读者总计 300 余人次。 

表 2 2017 年度信息检索与利用技巧培训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日期 

1 World_Scientific 开放获取与期刊投稿的关系及策略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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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日期 

2 Inspire 使用技巧 5.3 

3 Proquest 助力学术研究——Ebook Central 电子书专题 6.21 

4 文献管理软件快速入门 4.12 

/11.29 

5 文献调研查全查准系列 1：检索式编写技巧 11.30 

6 文献调研查全查准系列 2：高能所订购数据库以及特色功能介绍 12.4 

7 免费网络学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12.5 

8 专利和标准文献检索与分析方法 12.6 

9 英文论文写作技巧 1 12.7 

10 英文论文写作技巧 2 12.8 

（四） 论文收录引证和科技查新工作 

为方便我所科研人员申报各种奖项（百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特聘教授，课题组

报奖等等）、职称评定、申请学位等工作提供客观、准确、权威的依据，部门与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合作进行“论文收引检索”和“科技查新”服务。该服务流程为：首先由

获得认证资质的高能所图书馆馆员完成对 SCI、EI、CSCD 和 CPCI 等数据库的收引检

索或科技查新报告，然后由院文献情报中心审核盖章，从而大大提高了高能所科研人员

的论文收录和引用检索和科技查新的工作效率，实现了对我所科研人员“论文收引检

索”和“科技查新”的一站式服务。本年度共完成 31 项论文收引检索报告和 2 份科技

查新报告。 

表 3 2017 年论文收引检索服务内容列表 

序号 姓名 科室 申请时间 

1 鲍煜 加速器 2017-6-23 

2 郭宏宇 东莞分部 2017-6-23 

3 高宇 天体 2017-6-22 

4 赵强 实验物理 2017-6-29 

5 Senka Duric 天体 201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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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科室 申请时间 

6 奎热西·依布拉欣 多学科 2017-10-21 

7 陆稼书 实验物理 2017-1-3 

8 陶军全 天体 2017-5-25 

9 房双世 实验物理 2017-2-28 

10 焦毅 加速器 2017-3-9 

11 贾宇 理论 2017-3-7 

12 刘元 天体 2017-3-8 

13 李敏 多学科 2017-2-27 

14 凌意 理论 2017-2-20 

15 莫叶柳 实验物理 2017-3-22 

16 陈松战 天体 2017-2-15 

17 黄梅 理论 2017-3-1 

18 莫业柳 实验物理 2017-2-23 

19 鲍煜 加速器 2017-3-29 

20 于江浩 理论 2017-2-14 

21 陈俊 多学科 2017-3-13 

22 谷战军 多学科 2017-2-23 

23 王黎明 多学科 2017-3-2 

24 张寿山 天体 2017-2-23 

25 王亚玲 多学科 2017-5-19 

26 秦庆 加速器 2017-4-21 

27 霍清 外所 2017-4-11 

28 阮曼奇 实验物理 201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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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科室 申请时间 

29 韩艳良 加速器中心 2017-12-5 

30 秦丽清 大装置 2017-12-18 

31 赵然 多学科 2017-12-26 

（五） 机构知识库建设工作 

IR 系统收集的文献资源类型更加丰富，例如：影音、图片、传媒扫描、高能要闻

等等，访问量如表 4 所示。 

表 4 IR 系统访问量 
 

数量（2017.1.1） 数量

（2017.11.19） 

增长量 

全部数据 45241 54069 8828 

全文数据 44351 53152 8801 

浏览 357158 483160 126002 

下载 94797 121120 26323 

 

（六） 情报服务 

a) 科研产出量化分析工作 

该部分工作已成为部门年度常规性服务。2017 年，部门分别完成了全所 2016 年度

期刊论文和专利统计报告和 2017 年度期刊论文和专利统计简报两份报告，并继续为各

研究室或课题组提供期刊论文和专利产出统计的延伸服务。 

表 5 科研产出年报延伸服务 

所需数据部门 范围和用途 时间 

科研处 2016 年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年度工作报表 2017.1 

所办 2016 年所内产出数据 2017.1 

教育处 所内岗位教师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的情况 2017.1 

科研处 法人年度报告-开展业务信息 2017.2 

实验物理中心 核电子学与探测器实验室 2016 年论文数据 2017.2 

教育处 2016 科技统计 -研究生学习成果--论文 2017.2 

所办 2016 年石景山年鉴&中科院年鉴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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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数据部门 范围和用途 时间 

实验物理中心 2016 年实验物理中心产出数据 2017.3 

科研计划处 所科技版年报各室发表论文附录 2017.5 

所办 2017 所内产出数据 2017.10 

 

b) 其它情报服务产品 

― 散裂源靶站或谱仪建设作者分析; 

― HMXT 项目相关论文检索; 

― 中子发生器主题检索; 

― 基于科研产出的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的成效评估统计; 

― 国际评估的前期调研 （ANL\BNL\LBNL\DESY\KEK\SLAC）; 

― 六大光源应用情况（用户产出）调研; 

― 年度文献保障能力分析报告等。 

（七） INSPIRE 工作进展 

2017 年度，INSPIRE 维护工作的数据类型和数量如下表 6 所示。定期与 CERN 开

视频会议，并邀请美国 FNAL INSPIRE 数据库建设人员 Melissa Clegg 来访交流。 

表 6 2017 年度 INSPIRE 维护数据类型和数量 

 

 

 

 

 

 

 

 

（八） 其它工作 

完成创新论坛 17 场、青年创新论坛 1 场的录像及编辑工作；其他 7 场的录像及分

解编辑工作，共分解为 64 部。组织图书馆参观活动和用户咨询等。 

二、 CPC 出版工作 

数据类型 数量（2017） 

Conf. paper/article/preprints/thesis 1865 

Institutions 40 

Journals 1 

Hepnames 1532 

HEPJobs 416 

RT-Ticket 1091 

Experi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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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刊出版及发行情况 

1. 2017 年，CPC 编辑部出版正刊 12 期，刊登论文 185 篇。 

表 7 2017 年度 CPC 出版情况 

栏目 

类型 

粒子 

物理 

天体 

物理 

核物

理 

探测器, 

电子学 

加速

器 

同步辐射, 

自由电子激光, 

核技术应用 

论文数量 78 24 69  32 17 9 

 

（二）年度工作亮点 

1) 2017 年 6 月公布的 CPC JCR 影响因子升至 5.084，进入 JCR 粒子物理、核物

理一区，使得该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对国外高水平文章的投稿有较

大吸引力。 

2) 2017 年第 3 期发表核物理原子核质量评价，AME2016 专辑。 

3) 调整排版生产流程，电子版上网时间进一步缩短。 

4) 增加国外审稿人，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办刊水平。 

三、 《现代物理知识》出版工作 

1) 2017 年，《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完成 6 期出版计划，组约了一批优秀稿件，

包括：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解读（张双南）、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解读：

冷冻电子显微学介绍（王宏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晶体管发明 70 周

年纪念（姬扬，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探索物质的极限——CERN 超相对论

性核碰撞（周代翠，华中师范大学）等等。 

2) 宣传和销售渠道有了进一步拓宽。加强微信公众号内容建设，期刊转载范围进

一步扩大，如物理学会期刊网、物理所、科学院之声、科研圈等微信公众号等

均转载了本刊文章。 

四、 RDTM 出版工作 

1) 2017 年，RDTM 共出版两期 26 篇（8+18）文章，完成了预设出版目标，其下

载量高于 Springer 同期新刊。第一次决定平均用时 27 天，上线出版平均用时

91 天。 

2) 新增国内外编委 5 名。 

3) 2017 年 11 月 9 日已被 SCI 的预备库 ESCI（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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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 

五、 规范管理与创新文化建设 

（一） 2017 年度文献信息部人力资源状况 

表 8 文献信息部人员情况表 

人数 年龄段 最高学历/学位 职称 

16+1返聘 35岁   3人 

35-45岁 6人 

45-50岁 2人 

>50岁   6人 

研究生：7（博士 5、硕士

2） 

本科/学士：4 

进修本科：4 

大专：2 

正高  1人 

副高  8人 

中级  8人  

小系列  10人 

副研究员  1人 

职员  3人 

工程师  2人 

实验师  1人 

（二） 制度建设 

安全：馆藏 14 万余册图书文献，安全问题责任重大。常设安全小组，做到有组织

保障；建立了定期检查制度。 

考勤：按照《高能所职工考勤办法》，按作息制度上下班，保证上班期间不脱岗；  

考核：出台了《部门绩效考核办法（试行）》，建立了《月工作交流制度（试行）》 

（三） 班子建设 

1) 严格按照所里规定办事，不定期召开部务会，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 

2) 党支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2017 年没有违规违纪现象，人人爱岗敬业，

服从所里大局。被评为 2017 年度“表彰党支部”。 

3) 积极支持工会工作，支持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4) 积极支持共青团及青年工作，注意青年人才培养。 

（四） 创新文化建设 

1) 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注重部门工作目标和个人奋斗目

标相结合。 

2) 鼓励职工追求上进，通过参加培训、考试等取得相关证书，为将来晋级、不被

时代淘汰打基础。2017 年全部门参加外部培训 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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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部门业务工作存在的问题 

1. 日益增长的任务需求与人员缺乏之间的矛盾。情报服务需求增加：各组之间协

调解决，加强技能培训。学术期刊人员流动：多渠道招聘。 

2. 学科服务与文献情报分析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与大科学装置更紧密地

结合，建立有效对接机制，做好服务与支撑。 

3. RDTM 期刊面临的稿源问题。建议我所以及合作紧密的大科学装置有所贡献，

争取实现每个装置 1-2 篇/年。 

4. 科普期刊面临的稿源问题。加大激励的力度、调整评价体系、扩大作者群、培

养吸纳优秀的研究生等青年科普人才 

5. 科学传播的一体化问题。考虑进行科学普及以及科学传播时，将《现代物理知

识》列为一个有力阵地。 

七、 2018 年工作重点 

1. 学科情报服务与大科学装置的紧密结合 

2. 我所机构知识库 IR 建设 

3. 利用 Alma 系统完善管理流程以及馆藏资源布局优化 

4. 继续实施 INSPIRE 数据库的国际合作 

5. 学术期刊出版（CPC 和 RDTM），进一步提升质量和影响力 

6. 科普期刊出版（MP），进一步提升质量和发行量，办好 STS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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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行政管理处工作总结 

 

一、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年初提出的改进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 

1) 成立业主委员会，协助业委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实现住宅区物业社会化：未

完成 

筹备文件均提交给街道、住建委，待审核； 

多次催促街道，但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十九大维稳、拆违等。 

2) 继续解决房产遗留问题—收房：部分完成 

今年有 3 套房申请强制执行；收回 1 套，另外 2 套在执行中。 

3) 解决对撞机拆迁户购房问题：基本完成  

进行不动产登记证办理的准备和申请工作。  

4) 细化办公用房调整分配方案：完成  

5) 食堂硬件设施改造及委托管理的监管：完成  

6) 后勤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视分院进展而定：待定  

分院在 7 月找 4 个单位试点，调试中，待推广。  

7) 自备井水置换为自来水项目：部分完成  

水务集团已在院内设置接口，现禁止土方施工，2018 年 3 月 15 日后接入，完成置

换。 

8) 锅炉低氮改造：完成 

9) 国科大三公寓后续工作—完全纳入高能所管理体系：完成  

10) 多学科大楼周边绿化：未完成  

考虑不二次施工，明年大楼完工统一完成。  

11) 完成道路围墙改造工程—家属区与住宅区分割：未完成  

绝大多数离退及部分在职人员意见较大。  

12) 家属区基础设施改造及物业等级评估：未完成  

家属区未选聘物业管理企业. 

13) 申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完成 

14) 办公区物业招标—扩大委托物业范围：完成 

（二）后勤保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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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 

日常维修统计 

项目 上下水 电气 供暖 合计 

数量 1943 1168 413 3524 

维修单合计：3524 单。 

从回访情况看，总体满意。 

报修中心充分起到维修的统一性、及时性、服务性以及追踪，形成闭环。 

2. 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 

开展日常大修，清掏化粪池，蓄水池清洗消毒，热水器清洗除垢，消防设施维护，

供水管网维检等。 

锅炉停机保养，主楼、三公寓空调设备清洗及维修，4 台 13t 热水锅炉持续安全稳

定运行，稳定供暖。 

按时保质完成全所高低压电气设备、电梯、弱电设备的运行维护和检修。 

3. 交通 

安全行驶 38.75 万公里； 

公务车改革： 

报送《关于对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进行处置的请示》，得到批复。 

报国Ⅰ、国Ⅱ公务车 2018 年新更资产。 

4. 医疗保健 

接诊 11353 余人次，处方 2 万余张，健康咨询 690 余人次，截止 11 月审核医药费 

3004 万元。为院士、医照人员、职工体检及重要活动提供服务； 

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北京市 3 项医改工作，即落实医药分开、药品阳光采购、调整

服务价格。新政策从 4 月 8 日起全面执行； 

《高能所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引起离退人员意见，多次核算，对比与医保的差

别，耐心宣讲，但收效不大。  

5. 综合管理工作 

(1) 2016-2017 年度转供对居民和单位供暖费收取情况： 

年度（供暖费） 户数 已交户数 未交户数 收费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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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 693 636 57 92% 居民 

2016-2017 年度 11 11 0 100% 单位 

收取水电费：506.80 万元（电费 421.95 万元，水费：84.85 万元）。收费率 100%。 

(2) 集体户口管理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要求，开展集体户口清查； 

2017 年 11 月高能所集体户 768 人，其中职工 431 人，博士后 65 人，配偶及子女

167 人，滞留人员 105 人；  

正在申请派出所为我所开设一个博士后集体户，分类归纳。 

5、 食堂 

1) 西郊杏园继续经营； 

a) 重点食品安全，兼顾大众口味； 

b) 改善就餐环境，增加风味品种； 

c) 发挥伙委会，每月初食堂例会； 

d) 推出英文菜单及就餐卷等; 

e) 从源头监督，“明厨亮灶” 阳光透明。 

2) 现存主要意见： 

a) 价格偏高，特别与国科大比; 

b) 增加肉菜比例; 

c) 尽量多考虑职工的口味需求; 

d) 虽有瑕疵，总体食品安全平稳。 

6、物业管理 

a) 新招标，信科联中标，扩大委托物业范围； 

b) 10 月 9 日物业交接顺利，平稳过渡，不降标准； 

c) 物业例会制度：全年组织会议 32 次； 

d) 加强监管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 

e) 在 2017 年景观苗木博览会获优胜奖； 

f) 会议服务每年 2742 场次，节假日 106 场次。 

（三）技术安全方面 

1、治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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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做好国家重大活动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组织排、摸、查 17 次,对所内单位巡查、

抽检 70 余次。清理闲杂人员 120 多人，从而保障 3 月份两会、十九大等重大会议期间

治安安全。确保了科研工程工作的顺利进行。 

如：两会、泰国公主参观团、科技开放日活动、职工迎春长跑、大使参观团来所参

观等 26 次，1600 多人。 

2、交通安全及安防系统维护 

(1) 加强车辆管理 

全年共办理所内收费 1541 个，移动车辆 87 起、锁车 11 起； 

处理因剐蹭等事故 95 起，全部按照规定理赔完毕； 

全所现有各类自动门 60 套，已用 15 年左右，确定维保单位，全年共排除故障 110

次。 

3、消防安全 

(1) 消防建设 

计算中心消防报警设备使用近 10 年，故障多且频发，为此重建，通过了电消检，

确保安全； 

排查发现 BEPCII 内部空调机房无消防报警，为此新建灯光报警、手动报警、烟感

探测器等，确保 BEPCII 的安全运行。 

(2) 消防管理 

全年维修更新 2248 具灭火器，重点部位添加 281 块消防标示牌； 

完成主楼、各实验厅等 15 处电消检； 

清洗 BEPCII 681 个烟感探测器，每季度抽查 13 套空气采样报警系统和现场工况、

数据系统； 

(3) 安全检查及问题整改 

全年对 BEPCII，各实验厅进行了 52 次检查。对缺少应急设施、消防设施被阻挡、

缺少沙袋等隐患限期整改。 

(4) 加强培训及演练 

对新入所职工学生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组织进行实际的灭火操练 

火灾事故应急演练 

4、辐射安全管理 

(1) 完善辐射安全许可证 

编制 2 台Ⅱ类射线装置（6MeV 工业 CT,9MeV 工业 CT）安全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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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增射线装置和辐射工作场所许可证增项； 

组织辐射安全许可证增项专家审查； 

获取新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确保新增射线装置的合法使用。 

(2) 完成核材料许可证换发 

我所核材料许可证今年 1 月底到期，编制申请报告，及时报送国家核管办； 

国防科工局领导和专家的现场审查； 

核技术中心的 1.2kg 贫铀核材料增项上证，入库验收； 

对核管部门提出的整改报告意见进行落实，按时获得新证。 

(3) 放射源的日常管理 

一是全面做好放射源的转让、备案、豁免审批等工作，为实验物理转让密封源 2 枚；

为多学科、核技术中心转让氟-18、锝-99、钍-229、铅-210 和碳-14 等非密封核素，总

活度约 5.2E+9Bq。 

二是对 2 批次新购放射源进行安全检验，防止污染事故发生。 

三是对借出的放射源每月进行定期检查，确保使用安全。 

四是对全所 33 处放射同位素使用场所进行监测。  

五是加强了源库管理，保证出入库放射源账物相符，确保放射源安全。 

(4) 组织完成《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环评，7 台射线装置的安全分

析并通过环保评审。 

(5) 组织辐射安全培训和体检 

(6) 职业卫生管理 

监管职能由卫生移交安监 

成立全所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卫办，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各项管理制度； 

开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 

设置告知标识，开展体检。 

顺利通过了市安监局 2017 年职业卫生评估 

(7) 辐射安全检查 

迎接院领导、环保部华北站检查 

市区环保局、公安、安监例行检查 

放射源专项和外地实验基地检查 

5、规范特种设备 

组织完成压力容器检验，制定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 

6、申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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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严格管控易制毒化学品，通过建章立制，完成许可注册，为《先进光源技术研

发与测试平台项目》等科研工作使用易制毒化学品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房产管理方面 

1、完成多学科大楼分配、办公用房调整及房屋土地管理 

完成多学科大楼房号编制、 搬迁方案； 

为科研处成本核算提供各单位科研办公用房数据； 

2、售房工作（拆迁安置售房） 

年初拿到国管局批复，已有 145 套购房交房款，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3 套因

个人原因未交纳购房款； 

因申请购房人去世、购房超标等问题涉及的 7 套安置房变更购房人申请及方案已

报国管局，等待批复。 

3、收回房产 

根据法院判决，今年有 3 套房申请强制执行； 

8 月份已收回：9 号楼 110 房间； 

另外 2 套在执行中，已多次与法院执行法官进行联系、沟通，预计近期还能解决

1 套。 

4、3 公寓和北二条人才公寓 

① 3 公寓纳入管理 

安装门禁、宿舍管理，脱离国科大，控制管理权； 

严控房间，交一套冻结一套，收回大量房屋。 

共有 299 房间： 

接收前：我所使用房间 77 间，170 个床位； 

目前：我所可使用房间 200 间，430 个床位，收回 123 间。 

② 北二条人才公寓 15 套接管启用 

5、日常管理（6 项） 

房补预算，发放、决算工作； 

职工住房档案管理及房屋上市 48 户； 

住房维修基金：4-25 号等 15 栋安装门禁，26#、27#楼楼道粉刷及屋面防水资金

到账； 

房地产信息数据完成国管局、北京分院、区住建委； 

受理房屋维修 93 项； 

公寓管理和人防及防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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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急事件 

1. 处理何家坟人员群体性上访 

6 月 29 日起，部分群众约 70 人， 9 次到高能所集体上访，2 次到院机关静坐； 

王所长、潘书记对话；潘书记带队到区政府沟通协调解决； 

罗小安副所长至始至终带领处理； 

克服闯办公区、冲击国际会议会场、办公楼内吵嚷、急救发病人员等困难； 

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耐心接待，争取合理诉求，妥善解决，避免了事态进一步升级

和恶化，十九大前维持了稳定。 

历时 37 天，耗费大量精力 

2. 街道拆违后恢复 

政府要求全区达到基本无违法建设； 

政府拆除违建 50 多户，约 600 ㎡； 

拆违后协助清扫现场，补种绿地，改善环境； 

（六）制度建设 

制定和完善修订 18 项岗位制度 

1) 《高能所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规定》 

2) 《职业卫生安全管理规定》 

3) 《高能所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细则》 

4) 《高能所危化品预案件》 

5) 《高能所防汛应急预案》 

6) 《行政秘书岗位管理规定》 

7) 《复印、打字岗位责任制》 

8) 《收发室岗位责任制收发室工作流程》 

9) 《复印室工作流程综合服务部承诺制》 

10) 《综合服务部节能措施综合服务部职工考核标准》 

11) 《高能所餐卡管理规定》 

12) 《原材料索证制度》 

13) 《食堂操作规范》 

14) 《餐饮人员晨检制度》 

15) 《清洗、消毒间操作规范制度》 

16) 《食品留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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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高能所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18) 《高能所集体户口暂行管理规定》 

二、创新文化建设 

（一）创新文化建设——队伍建设 

原则： 

一是党政配合，确保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制度建设，开展科学规范管理 

三是强化能力，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四是预防为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成效： 

服务岗位：2017 年较 2016 年减少正式职工 13 人； 

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发展； 

 

 
 

（二）创新文化建设——班子建设 

1、处务会 ：由处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组成（暂缺副处长） 

2、团结协作：团结出战斗力。 

3、制度建设：严格办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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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风建设：强化服务科研。 

5、廉洁建设：预防为主，防微杜渐。 

（三）创新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1、落实支部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签订部门主管廉政建设责任书。 

2、组织和参加廉政教育活动：参加所党委组织廉政教育参观活动；党支部自主组

织廉政教育活动，听廉政专题党课，观看“永远在路上”视频。 

3、按规定开展招投标工作，支委参加询价评标。 

（四）创新文化建设——经费管理与使用 

在严格遵守经费管理规定，加强 30 万元以下材料及修缮项目的采购管理。严格实

行询价制度。 

（五）创新文化建设——人员培训 

2017 年，全处参加或组织技术技能、消防、安全保卫、卫生等岗位培训、技能培

训等共 423 人次、1297 学时。 

（六）创新文化建设——考勤 

考勤：按规，准时 

（七）创新文化建设——职代会提案答复 

组织相关人员，讨论职代会提案和建议，制定落实方案，提案及建议答复率为 100%。 

职业素质、业务能力与服务精神 

以今年的典型业绩为例表示： 

1.完善辐射安全许可证，完成核材料许可证更换； 

2.申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3．催缴收回欠款：水费 30 万元，供暖费 31 万元，共 61 万元； 

4.供暖优化管网，强化维护，降低能耗，年节约运行费用约 150 万；  

5.新旧物业当天实现无缝衔接、平稳过渡； 

6.处理何家坟人员群体上访； 

7.三公寓纳入全面管理，收回 123 间宿舍； 

8.锅炉低氮改造完成且获得市、区两级全额环保补贴 220 万元； 

9.基本解决对撞机拆迁户购房工作； 

10.高能所获得在北京市健康单位，全区 5 家。 

三、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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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筹组业委会，街道的积极性不高。 

加强和街道及住建委沟通，力争突破。 

2、人员问题。   

如减少正式编，后勤方面需增加购买社会服务，或者减少一些项目。 

3、借助属地力量加强园区管理还不足。 

还需加强沟通协调。 

4、拆迁安置售房工作还面临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耐心解释政策，向院多请教。 

5、供暖、供水的社会化。 

需筹措大额资金改造，也是减员的手段之一。 

6、安监局的职业卫生监管与环保有部分重叠，增加负担但无法避免。 

落实好培训、体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以及相关档案工作，尽量能通用。 

四、2018年工作重点及建议 

1. 服务科研，如协助开展北方光源项目环评等； 

2. 组织对在建科研项目（如 ADS 加速器、DCTB 电子直线加速器）环评验收； 

3. 园区道路改造及新建围墙工程施工； 

4. 自备井水置换为自来水项目施工； 

5. 多学科大楼周边绿化工程施工 ； 

6. 成立业主委员会，协助业委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实现住宅区物业社会化；  

7. 如院条财局批复，3H 工程建设实施，院匹配 50%资金；  

8. 办理拆迁安置售房工作；  

9. 如落实资金，协助国家机关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10. 如分院推广，使用后勤服务信息化平台 ； 

11. 办公区物业到期，再招标； 

12. 进一步加强食堂监管； 

13. 多学科大楼启用后的管理及服务； 

14. 加强对 3 公寓管理，争取再收回 20 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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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77年年度度离离退退休休办办公公室室工工作作总总结结  

  
一一、、离离退退休休人人员员概概况况  

1. 离退休人员总数1286人，其中：离休人员44人、退休人员1238人、离岗安置4人。 

 

年龄 90 以上 89-80 79-70 69-60 59 以下 平均年龄 

人数 23 313 475 397 78 73 

75 岁以上 640 人，占总数 49.5%；80 岁以上 341 人，占 26.4%。  

2. 2017 年新增离退休人员 30 人 

王学军 侯庆津 李宝生 贾浩然 李志诚 王依群 祝晓蕾 张炳云 张义华 顾占平 王亚辉 李  鹏 

梅宏生 牛枢学 杨  彪 刘  捷 刘杏勉 赵京伟 程  健 杨  民 陶宏义 薛凤洁 霍  燕 王景跃 

张彩霞 李忠科 荆  轲 刘念宗 赵光远 徐淑青 

3. 2017 年去世人员 28 人 

初福钊 赵言琦 肖玉福 谢世有 王继申 黄汝科 陈濳佩 李清平 刘树德 白景芝 那淑珍 李成泽 

王友智 周邦伟 赵永界 李冬生 郭红菲 胡  耀 秦荣先 霍安祥 丁之慧 李  喆 李钦敏 冯新波 

张立玉 张保襄 彭跃林 王玉伯 

二二、、工工作作计计划划完完成成情情况况  

（一）年初计划完成情况  

1、加强党员群众的联系。细化工作，建立活动信息档。 

针对部分离退休人员长期失联情况，在管理上下功夫，做实离退休人员信息登记、流动人员建档

备案工作，使工作精细化，逐步彻底掌握外出流动党员群众的人员情况（长期出国、异地养老），助

力于各项工作的分类管理。为开展走访慰问和党组织生活提供可靠依据。如异地就医登记、参加活动

人员登记、人员信息变动登记等。 

2、将支部与行政组的对接关系扎实深入 

（1）强调支部、支委的率先作用。在刚刚建立的支部与行政组对接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对接效

果，促使支部与行政组间的纽带桥梁更加牢固。 要求支部与行政组长的沟通联系，每年不少于 2 次；

离退办主动搭建沟通平台（3 月 31 日、8 月 17 日召开支部和行政组长会议），生活委员与行政组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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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有效互补，全面掌握特困人员，为开展帮扶机制助力。 

（2）加强培养行政组长主动性和责任感。明确行政组长工作职责；坚持每年举办一次行政组长

培训班（47 人）。宣传最新政策，通报工作情况，讲解办事流程，参观养老机构，了解社会化养老的

发展进程；借助大型活动平台发挥行政组长作用。已成为春节团拜、体检、秋季外出活动的通知宣传

员，担任活动中的服务志愿者；担当信息沟通员。鼓励与离退办加强联系，更多的了解离退休人员最

新状况（身体、居住）需求和帮助。  

对接关系初见成效。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主动联系意识；拓宽了信息了解渠道；促进了

服务的全覆盖。 

3、推动高能所“老科协”的建立 

中科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建于 1988 年，是展现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院相关领导多次督促

我所，组建高能所分会。希望借助高能所科研队伍庞大、优秀科研人才众多的优势，在发挥老科学家

余热方面做带头和贡献。2017 年 10 月 19 日老科协分会正式成立后，确立了协会章程；制订 2018 年

沙龙活动计划并已向院老科协申报备案。目前已有会员 31 人，有的会员已在积极参加院老科协的活

动。 

希望我所老科协能在科普、学术沙龙、出书立著、智慧火花、建言献策、四技服务等方面发挥余

热。 

（二）2017年常规任务完成情况 

1、抓离退休党建工作 

（1）认真完成理论学习任务 

2017年党建任务的特点是学习多、会议多、活动多。离退休党总支严格按照上级机关的要求和部

署，认真组织完成各项工作。 

▲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报告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组织老同志参加“两学一做”系列教育活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引导党员增强“四

个意识”、“四个自信”，加强自身修养； 

▲组织党员骨干参加刘伟平副书记在全院离退休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视频报告会； 

▲积极购买十九大报告、新党章等学习材料。组织老同志学习交流，畅谈学习十九大感想体会，

部署支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工作； 

▲积极组织党员骨干参加院所支部书记集中培训。 

（2）开展多样性组织生活 

结合形势与任务，组织党员参加时事报告、情况通报等多样活动，让党员思想常新。组织老同志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303 - 

 

走出去，看祖国发展变化、看中科院科研成就。强化老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

同和情感认同。如：组织参加院所各种视频报告会（白春礼同志科技战略形式专题报告会、中科院改

革创新发展形式报告会、全国“双先”表彰大会等）、培训座谈（离退休总支委员工作培训、离退休

复转军人纪念解放军建军90周年等）、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等。 

2、贯彻落实院局重点任务 

按照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关于开展“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主题系列活动

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组织开展了如下工作： 

（1）认真组织开展“建言十九大”调研活动 

组织完成了 130 余份的调查问卷，并进行分类汇总统计，整理了 65 条群众建言并上报。 

（2）配合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组织开展城区片工作督导调研 

完成调研工作的通知布置、时间协调、参会人员的落实、会议组织等工作。中科院离退休干部工

作局副局长曹以玉率督导组对京区城区片所属各单位进行离退休工作督导调研。并与城区片所属 10

家单位的离退休代表、主管离退休工作所领导、离退休工作人员分别进行了座谈和离退休工作汇报。 

（3）扎实做好中科院部署的主题文化活动 

▲活动富有政治任务强。紧密围绕 “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主题活动要求； 

▲时间短，活动安排紧密； 

▲依托离退休八个协会力量，用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以精彩作品参与院、所文化交流和比赛，

在创新文化活动中发挥出很大作用。 

开展的具体活动有： 

主题文艺汇演【京区（城区片）离退休人员文艺汇演、所文化广场、】； 

主题书画作品展（164 幅）及“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主题征文（8 篇） 

3、落实离退休各项待遇 

（1）认真落实离退休生活待遇 

认真落实新政策。❶根据中组部（组通字〔2017〕37 号）文件规定，提高因生活不能自理的离

休干部护理费标准至每月 2500 元。认真进行调查审核，为 11 位离休老干部兑现了生活待遇。❷根据

科发人函字〔2017〕59 号文件精神，《关于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做好去世退休人员

养老金补发工作的账号等信息的查找核对工作（75 人）；同时，按时兑现各类常规待遇。 

（2）切实做好帮扶慰问工作  

❶坚持 70、80、90 生日、大病住院、重大节日等各类慰问 344 人次。发放 71 人次，特困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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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0 元）； 

❷在慰问方法上，加强联合走访，多角度的关心、关注老同志的所想、所需。 

（3）组织好各色活动、促进老同志健康和谐生活 

圆满举办了 2017 年迎春健步走、迎春团拜、欢度重阳、秋季外出等离退休人员的各项活动。参

与人员达 1600 人次。 

（4）用心用情为老同志送贴心服务。 

❶结合老同志体检问题，为老同志购买了《健康体检100问》。让老同志学习了解体检中的知识，

解惑答疑。 

❷完成离退休服务手册制作（排版印刷中），为服务老同志搭建方便平台，规范工作，提高办事

效率。 

4、完成信息管理、网站维护、宣传报道 

（1）离退休信息系统管理（院级） 

▲完成年度信息维护更新； 

▲完成年度统计报表； 

▲维护2017年离退休人员工资待遇的调整信息； 

▲提供了院所单位所需的离退休人员信息的数据支撑 

（2）离退休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开发） 

系统已上线一年，做到及时跟踪维护，系统得到老同志的肯定。居住 

所外、行动不便的群体约占38%，他们能直接或间接地清晰了解到个人相关信息，特别是他们关

心工资收入、医药费报销信息，方便快捷。 

（3）网站维护及宣传报道 

▲及时充实网站材料，做好内容的更新与调整，加强宣传报道的实时 

性。 

▲宣传报道：院内投稿27篇（ 2016年获院二等奖励），所内网站投 

稿40篇；（含部门网站 13篇）                         

（4）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各项工作 

▲逐级搭建了各类工作群。【总支（支部）、宣委、党员群、协会群等】，支部微信群已有近39%

的党员加入，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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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工作 

（1）完成党总支事务性工作 

▲定期发放学习材料：《基层党支部工作》、《求是》、《科学报》、 

《科苑金秋》、《高能所月报》、《离退休月报》及相关学习资料 

▲党员信息管理及事务工作：做到信息及时更新、维护；相关报表按时报送；离退休党员组织关

系接转工作 

（2）其他事务工作 

 

1 院级离退休人员各类统计报表 19张 

2 离退休人员每月工资单发放 全体 

3 离退办工作月报 12期 

4 老同志护理、慰问、活动等费用报销 131笔 

6 办理异地、就近医疗申请 81人 

7 人事证明、第三代入托、停车证明 36人 

8 接待来人来访 5-6人/天 

9 办理老同志住院支票借取 139人次 

10 报刊杂志订阅、日常分发工作 25种 

11 完成老年大学招生报名工作 68人 

 

（3）完成城区协作片年度工作任务（片长单位） 

高能所作为城区协作片片长单位，不断推陈出新，在组织片区单位交流学习的内容上更顺应社会

发展需求、更贴近老同志生活需求。同时根据院局工作要求及部署，组织完成了城区片离退休文艺节

目汇演、城区片与院老年体协的交流座谈、城区片单位赴燕达养老中心、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参观调研

座谈及城区片与北郊片的工作交流等活动。 

（三）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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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办纪念建军 90 周年离退休复转军人座谈。 

“不忘初心，永葆军色——纪念建军 90 周年”主题活动。这是本所第一次以离退休总支的名义举

行面向离退休复转军人的纪念活动，近 50 名复转军人参加，所党委副书记罗小安、离退休各支部代

表应邀出席。与会者深受感动，认为活动非常有意义。掌握了解高能所复转军人这部分群体的信息 

2、成立微视频小组，宣传工作又见新成效。 

▲根据“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主题活动，广泛宣传老同志中的美好故事、

宣传老科学家科研风尚等。并结合兴趣，组建微视频小组加以培训。用他们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离退休

人员各项活动，展示自己，弘扬社会正气。 

▲微视频小组成绩显著，完成了 5 篇作品并报院。高能所举办《镜头中的最美科学家》活动。《耄

耋之年追梦人》（获一等奖）（沈培若、陈进）；中科院老干局组织《我看中科院创新发展》微视频

大赛。《耄耋之年壮心不已—说说方守贤院士》 （获一等奖）（沈培若）。院传播局 2017 年第（62

期）《情况通报》中予以通报。 

（四）制度建设 

1、开展离退休支委工作培训，加强制度宣贯 

为严格和推动制度的执行力，2017年组织离退休支委工作培训，认真开展对2016年新订制度《支

部委员职责》和《党组织工作制度》的解析宣传，强化职责意识。 

2、坚持各项办公制度。 

（1）例行每月处会制度。梳理总结、问题讨论，监督检查月工作进展与完成情况。 

（2）实行个人月度工作总结制度。各司其职，规划工作，提高效率和质量。 

（3）严格内部考核制度。结合所年度工作考核，建立以退休代表为成员的内部工作人员考核小

组（5人），对工作人员的年度工作进行考评。 

三三、、存存在在的的问问题题  

1、外出流动党员自觉向支部报告意识淡漠。随着党建工作的更高要求，加强党员联系方面需增

强宣传教育。（去向、时长、个人状况等情况）引导党员提高党性意识，自觉履行制度。 

2、离退休体量增大，老龄化严重，离退休服务体系的建立要依托较年轻的退休人员。如何培养

支部骨干、社团骨干、志愿者队伍，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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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7 年度东莞分部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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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东莞分部全体人员齐心协力打好了攻坚战，顺利实现了散裂中子源（CSNS）

首次打靶成功、首次联合调试，以及首次在设计重复频率 25Hz 下运行，束流功率达到

10kW 验收指标等重要里程碑。 

一、2017年大事记 

2017 年，CSNS 工程建设克服种种困难，采取并行安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

了重大进展：土建工程完工，通用设施运行；加速器、靶站和谱仪完成全部设备安装

任务，投入试运行。 

4 月，直线加速器前三个 DTL 腔的束流调试达到最重要的指标：～60MeV@10mA

脉冲束流；7 月，快循环同步加速器（RCS）成功将质子束流加速到设计能量 1.6GeV，

并引出到废束站；8 月，靶站谱仪设备安装全部完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 

11 月，加速器、靶站、谱仪首次联合调试，打靶束流重复频率达到 25Hz 的设计指标，

平均质子束流功率超过 10kW 的验收指标。 

8 月 28 日，CSNS 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这是工程建设的重大里程碑，

提前实现了当年秋天获得中子束流的目标，向党的十九大献礼。质子束流在五个不同

的流强下均一次打靶成功，测得的中子能谱完全符合预期，调束进度超过国际上其他

散裂中子源。这充分证明了加速器和靶站设计科学合理、设备研制的高质量和安装调

试的高水平，创造了中科院高能所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

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广东卫视、《自然》杂志等三十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 

11 月 1 日，CSNS 加速器、靶站、谱仪首次联合调试成功，1.6GeV 质子束由单发

模式转入 1Hz 模式，持续为靶站供束。靶站各相关系统在 1Hz 模式下工作正常，三个

慢化器持续有效输出冷、热中子脉冲，靶前质子束影像系统成功获取到打靶质子束斑

图像。首期三台谱仪的主探测器和束流监视器均获得在线中子信号。 

二、加速器进展 

1、加速器机器联调 

完成 RTBT 靶前 24m 段的全部设备安装、快卸链条更换和真空检漏；完成 RCS 高

频 8 套加速腔系统 25Hz 连续运行联调，最大腔压达到 30kV，解决了个别水冷板漏水

问题；制定详细的调束计划和步骤，明确调束中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法；调束前相关的

模拟研究，调束软件和硬件系统的联调；控制、束测无束流状态的充分调试。 

2、DTL 直线加速器调束成功 

DTL 2、3 腔调束：4 月，成功从第 3 腔引出 60MeV/15mA 束流。 

3、RCS 分阶段调束——DC 模式 

初始调束阶段，为控制束流损失，先采用无加速的 DC 模式运行，并采用单发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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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式。5 月 31 日，RCS 首次注入束流，成功实现束流累积，最大累积的粒子数达到

设计值的 1/3。6 月 5 日，首次成功从 RCS 中引出束流。 

4、RCS 分阶段调束——AC 加速模式 

第一发束流寿命仅仅 4ms，未能达到最终能量。经过几天调束后，束流最终达到

1.6GeV，束流通过率达到 99%。 

5、打靶束流平均功率达到 10kW 

11 月 1 日，加速器与靶站谱仪联合调试成功之后，逐步增加打靶束流的重复频率，

于 11 月 6 日实现了 5Hz 运行，11 月 9 日，实现了 25Hz 束流打靶运行，重复频率达到

25Hz 设计值，同时平均束流功率超过 10kW，提前达到了打靶束流功率的验收指标。

在调试和升功率的过程中，对束流损失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6、验收工作 

完成所有磁铁的研制报告、测试报告、验收报告和设备验收单的编写和修改，通

过了经理部组织的工程验收；完成所有直流电源的测试和验收报告；RFQ 加速器完成

验收；RCS 高频验收准备就绪；每周加速器例会检查各系统的验收工作进展，12 月之

前完成所有系统的工艺验收。 

三、靶站谱仪进展 

1、靶站与遥控维护设备安装、调试 

4 月 1 日，慢化器与反射体吊装到位：安装工作历时约 50 天，安装位置与理论设

计值在水平面上最大偏差仅 0.18mm，在高程方向上偏差 0.2mm，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5 月 5～8 日，低温系统在第三轮测试中解决了温度与压力波动的困难，成功完成

了 20K 超临界氢降温。 

6 月 28 日，完成靶体系统的设备验收，是 CSNS 第一个通过系统级设备验收的系

统。此外，增加靶心温度探测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触点自动对接设计，大大降低了

遥控维护难度。 

7 月 4 日，经与各冷却对象联合测试，靶站水冷却系统调试达到设计参数指标。 

靶站屏蔽与中子束线开关完成安装与调试，8 月，靶心活动混凝土屏蔽体完成安装，

靶站安装任务圆满完成。 

完成慢化器反射体模拟件的现场实况遥控维护全过程操作；热室主要设备联调，

演练靶体、膨胀法兰、拖车电机和减速机等的遥控维护操作。 

2、谱仪设备安装、调试 

10 月底，首期三台谱仪完成设备安装，完成了三台谱仪所需的 2 台 T0 中子斩波器

和 7 台带宽限制中子斩波器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具备了接收中子束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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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月，通用粉末衍射仪完成全系统冷调试。11 月 1 日开始带束联调，21:20 开

始采集标准样品硅粉末的衍射数据，21:25 观测到衍射峰，谱仪的高角、90 度、低角三

个探测器组均采集到衍射数据。数据显示谱仪背底低，经计算 150 度探测器组衍射数

据的分辨率为 0.184%，达到验收指标。 

11 月，三台谱仪的主探测器和束流监视器均已首次获得在线中子信号。 

3、中子探测器 

通用粉末衍射仪-闪烁体中子探测器阵列：国际上首次大规模采用此结构的闪烁体

探测器，自主设计研制并掌握全部知识产权。探测器位置分辨可达 2mm，探测效率好

于 50%@2Å。各项关键技术指标很好地满足工程对大面积中子探测的需求。 

小角散射仪-二维位置灵敏 3He 管阵列探测器：国内首台自主研制的小角散射仪探

测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国际上首次采用低温密封焊接 3He 管保护接头，实现

探测器可工作在全范围真空环境。探测器位置分辨好于 8mm，探测效率好于 60%@2Å。 

多功能反射仪-基于 3He 气体高气压 MWPC 中子探测器：高气压室体采用银丝密封

方案，以及单向阀式的气体循环净化系统，实现探测器 8.5atm 工作气压，以及 3He 气

体的有效循坏利用。探测器通过烘烤、杂质气体清除、检漏、高气压保压等流程检测，

采用重心法读出电子学方案，实现中子的高位置分辨。 

二维高通量中子束流监测器：在国际上原创性发明了中子探测专用陶瓷 GEM 膜。

国内首台自主研制的二维中子束流监测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探测器位置分辨

好于 3mm，中子注量率高达 109n/cm2·s。 

4、其他 

工艺：完成三个测量室的安装；完成靶站活动混凝土屏蔽体、中子束线固定屏蔽

体和活动混凝土屏蔽体的施工和验收。 

数据采集：完成三台谱仪全部电子学与 DAQ 系统的批量生产、实验室测试、现场

安装与调试，中子束流初步实验结果表明，系统设计达到预期指标。 

谱仪软件：部署三台谱仪的在线数据分析程序，成功完成三台谱仪的带束实验调

试。完成谱仪实验数据的初步物理分析，得到预期的结果。  

样品环境：变温高压容器完成组装、调试和验收；1800℃高温炉和 1.5K 低温恒温

器完成组装和测试；自主研发气体水合物合成用直冷式低温恒温器。 

控制系统：完成各系统联调；完成谱仪控制软件；束流监视器数据获取及在线软

件；高精度时间同步系统的部署及校准；信息发布。 

数据与网络：面向多学科，多应用的计算平台；灵活的架构设计，支持计算资源

的横向扩展；数据分级存储和完善的访问授权机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计算环境已

经投入运行并面向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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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转化 

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BNCT）：8 月 11 日，高能所与东阳光集团在东莞分部签署

了 BNCT 项目合作协议，标志着 CSNS 科技成果转化迈出了第一步。目前 RFQ、速调

管等相关设备已经运至东莞分部，并进行研发、组装。项目前期使用铍靶，基于 CSNS

靶站技术进行研制锂靶，多项实验设备采购到位。BNCT 项目已经采购设备合同总额约

400 万元。 

五、公用设施进展 

1、公用设施安装调试 

水冷系统：全部投入试运行，并完善了监控系统；各子系统运行参数符合要求，

满足工艺设备各种运行调试需求；完成了新增离子源研制厅、2# 测试实验厅高频系统

的水冷系统等多项新建项目和委托项目。 

空调系统：完成了加速器隧道和靶站 6 套通风系统的负压-通风量调试，各项指标

均满足或优于设计要求；基本完成空调系统自动控制安装及调试。 

供配电系统：完成电力监控系统 1.5 万个监控数据点的安装调试。 

完成公用设施安装竣工验收前各项准备工作，具备竣工条件。 

2、公用设施运行维护 

公用设施整体运行良好，有力配合了加速器、靶站谱仪等工艺设备运行调试。 

水冷各子系统流量、压力、温度、水质等参数稳定，满足工艺设备不同条件下测

试需要。 

各区域空调环境下，温湿度、排风量满足要求，为工作人员和设备提供了良好的

运行环境；涉放空调系统与加速器辐射防护紧密结合，确保控制区域环境安全。 

主装置区和辅助配套区共 6 个变配电室运行正常，电能质量符合要求，未出现因

设备故障和操作等原因的停电事件。 

3、工艺设备安装 

完成工艺设备安装工作，并按需求完成了一系列设备检修工作。 

完成慢化器与反射体组装、定位块修改及正式安装、质子束窗安装、RTBT 隧道靶

前 24m 段设备安装、谱仪设备及屏蔽体安装、反角白光中子设备安装、离子源研制厅

设备安装、BNCT 进场及组装。 

六、土建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验收单体包括：排风中心、直线设备楼、隧道层、LRBT 设备楼、RTBT 设备楼、

RCS 设备楼、靶站、辐射防护实验室。 

土建工程结算基本完成：各专业产生设计变更 1000 多份，施工单位汇总上报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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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份，参建各方对变更完成了首轮审核。 

土建工程资料归档工作基本完成，年底完成档案移交；完成园区规划验收；RCS

设备楼改造增加一台电梯；园区园建、绿化施工全部完成；完成园区一号路东侧停车

场施工。 

七、积极参加高能所其他项目建设 

东莞分部积极参与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项目、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HEPS）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的建设。 

1、土建 

PAPS 项目各实验厅按计划进行基础施工；基本完成 HEPS 基建及部分通用工艺设

计要求的文本、工艺平面布置和总平面图。 

2、HEPS 公用设施 

水冷系统：完成项目建议书水冷系统内容；完成水冷系统概算编制；完成可研报

告水冷系统内容；基本完成水冷系统规划和工艺流程选择。 

电气系统：汇总用电新需求，完成动力接线图的绘制。完成两版 10kV 单线图的绘

制，并根据工艺新需求进行更新和整理。 

压缩空气系统：完成压缩空气系统概算编制；完成可研报告压缩空气系统内容；

基本完成压缩空气系统规划和工艺流程选择。 

3、CEPC 公用设施 

水冷系统：整理最新水冷需求参数；完善了水冷系统投资估算；完成水冷系统初

步规划和工艺流程制定。 

电气系统：完成地面和隧道照明用电的估算；汇总工艺需求，估算磁铁电源和水

冷系统的用电量；完成供配电初步规划，绘制主接线示意图。 

空调系统：预估隧道内冷负荷；对隧道内的空调进行初步概念设计，包括降温除

湿方式和气流组织形式、确认进排风口数量、计算送风参数。 

4、参加 HEPS 加速器设计进展 

完成注入器真空系统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编写；完成 HEPS-TF 注入器薄壁真空

盒样机设计，正在进行加工；完成直线加速器、增强器和输运线磁铁的初步设计；完

成注入器磁铁系统可研报告的撰写、修改和最终定稿；与物理组联合完成上海光源地

基振动测试，并完成追加的三个振动相关项目采购。 

5、参加 CEPC（SPPC）加速器设计进展 

完成真空系统概念设计报告；进行真空系统预研课题申请，并获得启动资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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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直线加速器、增强器、输运线和注入引出磁铁的概念设计；完成注入器磁铁系统概

念设计报告的撰写、修改和最终定稿。 

八、专利情况 

2017 年新增专利申请 30 项，新增授权 21 项。2017 年共计申请东莞市及松山湖专

利资助经费 25.8 万元 

九、发表论文 

2017 年东莞分部共发表论文 68 篇，其中期刊文章 44 篇（SCI/EI 文章 37 篇），会

议文章 24 篇。 

十、学科规划与建设、实验室建设 

珠三角地区用户谱仪共建合作意向： 东莞理工学院牵头拟建 1 台“多物理谱仪”；

南方科技大学准备筹建 1 台“高压谱仪”；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拟建 1 台“工

程材料谱仪”；与工信部五所合作建设“大气中子辐照谱仪”；与中山大学拟联合建设

“高能直接几何非弹性散射仪”；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拟联合建设“高分辨中子衍射

仪”。 

10 月，召开 CSNS 谱仪规划讨论会，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论证，综合考虑相关单

位的情况以及用户需求，基本确定了 CSNS 谱仪规划建设的方向。 

广东省和东莞市表示，要进一步加大对 CSNS 建设与发展的支持，最大程度发挥

装置的作用，吸引更多大科学装置落户，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提供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十一、争取项目及经费情况 

以“东莞中子科学中心”名义申报项目，已立项经费 1.5448 亿元；以“东莞分部”

名义申报国家、中科院项目，已立项 4528.1 万元。 

2018 年，CSNS 工程建设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东莞分部全体人员将继续同舟

共济，争取按指标、按进度、高质量圆满完成建设任务，顺利通过国家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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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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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 月 4 日 我所 ADS 先导专项强流质子加速器注入器 I 在超导段出口获

得了能量为 10MeV、平均流强为 2.1mA 的连续波（CW）质子

束，这是继注入器 I 实现的重大突破。 

1 月 6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在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组织召开了 CSNS 反射体插件设备出厂验收会。CSNS 反

射体插件通过出厂验收。 

1 月 9 日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亚湾

中微子实验、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月 9 日～11 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主办、我所多学科中心核能

放射化学组承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

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2016 年度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1 月 10 日 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战略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1 月 10 日 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2017 年年会暨第四届学

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我所举行，科技部、院前沿局以及高能

所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 月 10 日 我所与东北大学理学院联合举办“钱三强英才班”，本次签约 

仪式在我所举行。 

1 月 12 日 根据中央要求和中科院党组统一部署，我所召开 2016 年度党

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同志出

席会议，会议由我所党委书记潘卫民同志主持。 

1 月 12 日 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恩哥代表院党组慰问了我所叶铭汉

院士，向叶铭汉致以新春祝贺和问候。 

1 月 13 日 我所召开院士新春座谈会。叶铭汉、方守贤、张宗烨、李惕碚、

陈森玉、陈和生、王贻芳等七名院士出席。 

1 月 18 日 由于在粒子物理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中德合作中所做的

重 要 贡 献 ， 我 所 所 长 王 贻 芳 获 德 国 波 鸿 鲁 尔 大 学

(Ruhr-Universität Bochum；RUB)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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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21 日 第一届核共振散射国际研讨会（1st nuclear resonant 

scattering workshop in China）在我所召开，19 个国内外研究单

位和大学的 64 名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二月 

 

2 月 6 日～8 日 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天文台（eXTP）科学研讨会在意大

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总部召开。 

2 月 9 日～10 日 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刘会洲一行到中国散裂中子源、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站调研。 

2 月 13 日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启动动员会在我所召开，项

目各级负责人及骨干研究人员参加会议，我所党委书记潘卫

民、副所长秦庆、副所长陈刚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副所长

罗小安主持。 

2 月 13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第九次国际合作组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召

开。国内单位的 170 多名研究人员和来自意大利、法国、俄罗

斯、斯洛伐克等国家的 98 名国外合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2 月 14 日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条财局）副局长曹凝、条财局

重大设施处处长曾钢以及彭良强研究员到我所听取“十三五”

规划项目进展汇报。 

2 月 20 日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BundhitEua-arporn 教授、理学院院长

PolkitSangvanich、物理系主任 Boonchoat Paosawat yan yong 等

一行 5 人访问我所。我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所长助理

曹俊及相关人员参与了会谈。 

2 月 21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有机玻璃球制造合同签约仪式”在我所举

行。 

2 月 21 日～22 日 中国科学院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2017 学术年会

在我所召开。 

2 月 22 日 美国能源部核能办公室教授 Stephen Kung、爱达荷国家实验室

核循环技术部主任 Terry Todd、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乏燃料后处

理尾气技术高级研究员 Robert T. Jubin 等一行 3 人访问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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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 高能同步辐射装置（HEPS）TF 项目经理部组织专家评审会， 

对 HEPS 项目的土建及通用设施系统配套工程概念设计候选

方案进行了评审。 

2 月 27 日 国际布鲁诺-庞蒂科夫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授予我所王贻芳研究

员、韩国首尔大学 KIM Soo-Bong 教授和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

机构(KEK) NISHIKAWAKoichiro 教授 2016 年庞蒂科夫奖。 

2 月 27 日～28 日 我所 2017 年度工作会议暨八届四次职代会召开。我所所长王

贻芳，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罗小安，副所长秦庆、陈刚、陈延伟，工会主席陈宏刚,工会

副主席单保慈、苏萍，陈和生、方守贤院士及会议代表、所内

职工等约 300 人出席大会。东莞分部设立分会场。 

  

三月 

 

3 月 1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扩展项目-反角白光中子源项目的中

子束线多套主要设备——真空束流管及支架、2 台准直器和中

子捕集器在合肥科烨电物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合肥科

烨”）完成出厂验收。 

3 月 1 日 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吕业升一行到我所东

莞分部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情况，我所所长王贻芳、散裂

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等参加调研活动。 

3 月 2 日 广东省东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琳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

源，我所东莞分部副主任奚基伟参加了调研活动。 

3 月 2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奎屯-独山子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奎屯市委副书记王贵勇一行 6 人访问

我所。 

3 月 2 日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座谈会在我所召开。 

3 月 3 日 《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第 118 卷第 9 期）

刊载了北京谱仪 III（BESIII）实验两篇文章，报道了在类粲偶

素（也称 XYZ 粒子）研究上的最新发现。  

3 月 6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射频四极加速器（RFQ）腔体通过

工程经理部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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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高频系统首战告捷。 

3 月 16 日 江苏省昆山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小刚一行四人访问我所。 

3 月 16 日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相关物理和关键技术预研究项目

进展讨论会”召开。 

3 月 20 日 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

2016 年度总结交流会暨专项验收工作部署会在我所召开。 

3 月 20 日 “高能所-匈牙利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Levai Peter 教授、匈

牙利驻华使馆科技一等秘书 Hosszú Hortenzia 博士等一行四

人参加了会议。 

3 月 21 日～23 日 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空间天文台（eXTP）有效载荷

设计与国际协调会议在北京召开。 

3 月 22 日 我所党委组织召开了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3 月 26 日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朱

中奎，中科院办公厅主任乔均录，前沿与教育局局长高鸿均，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

栋，我所副所长陈延伟以及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发改委、阿里

地区行署和中科院相关单位的 80 多位相关人员来到位于西藏

阿里地区海拔 5250 米高山上的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站建

设现场。 

3 月 29 日 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在我所组织召开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项目建议书专家评审会，会议由院条财局曹凝副局

长主持。 

3 月 29 日～30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中心探测器第八次研讨会在浙江大

学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 

 

 
四月 

4 月 1 日                                                                                                                                                                                                 广东省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一行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 

4 月 1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靶站关键设备之一——慢化器反射

体系统的设备安装工作完成。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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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射谱仪中子导管安装工作完成。 

4 月 7 日 我所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苏若那里理工大学、国家天文学研

究所等三家研究机构在京签署了科学合作备忘录。泰王国玛

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出席了签字仪式。 

4 月 10 日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PAPS）”基建初步设计

及施工图设计的开标、评标工作在北京市勘察设计与测绘管理

办公室组织下完成。 

4 月 11 日 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顺利把 Belle II 探测器推入

超级 B 工厂加速器对撞点。 

4 月 11 日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理学院院长扎那里阿·阿卜杜拉教授、物

理系主任哈森·阿布·卡斯姆教授等一行五人访问我所。 

4 月 20 日 匈牙利科学院维格纳物理研究中心主任Peter Levai以及Daniel 

Barna、Gyorgy Wolf 教授，匈牙利驻华大使馆科技一等秘书官

Hosszú Hortenzia 博士等一行四人访问我所。 

4 月 12 日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在中国科学院机关组织召开了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初步设计报告专家评审会。 

4 月 12 日 我所召开 2017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 

4 月 13 日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简称 HXMT）卫星试验队即将赴酒泉

卫星发射基地执行发射任务。作为有效载荷的主承担单位，我

所组织召开了 HXMT 卫星有效载荷试验分队成立暨进发射场

动员会。 

4 月 14 日 我所召开 2017 年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会议召开。 

4 月 17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靶体系统真空密封精密卡盘（以下

简称“精密卡盘”）在浙江臻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完成出厂验

收。 

4 月 17 日 我所召开了 2017 年度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所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各党总支（支部）委员共 112 人参加了会议。 

4 月 17 日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  Jim Cochran, Chunhui Chen 以及 

Soeren Prell 等一行三人访问我所。 

4 月 18 日 江西省景德镇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童鑫、副局长张和贵，景 

德镇市检科院副院长袁文瓒等一行 5 人访问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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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21 日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2017 年春季研讨会在

华中师范大学举办。 

4 月 20 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分党组副书记田申荣以及上海地区各科

研院所相关人员共 20 人到我所东莞分部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的建设管理经验。 

4 月 20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成像线站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我所

召开。 

4 月 24 日～25 日 第三届“赵忠尧博士后”评选在我所完成面试。经评审委员会

评选、管理委员会认定，确定 Adam Davis 等 24 人为第三届

“赵忠尧博士后”。 

4 月 26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不锈钢主结构设计评审会在北京召

开。 

4 月 27 日 第一届高能光源（HEPS）低维结构探测分析研讨会在我所召

开。 

4 月 27 日～28 日 首届半导体辐射探测器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五月 

 

5 月 3 日 科技部副部长黄卫一行到我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进行调研。 

5 月 3 日 我所加速器中心利用超导腔测试系统完成了环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CEPC）650MHz 单 cell 超导腔的垂直测试。 

5 月 3 日 科技部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召开全国 2017 年基础研究工作

会议。 

5 月 3 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开工动员会

在我所举行。 

5 月 4 日 荷兰莱顿大学学生代表团一行 23 人访问我所。 

5 月 5 日 第六届高能所与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双边合作会议在我

所东莞分部召开。 

5 月 5 日～9 日 受中国物理学会核物理分会委托，第十七届全国中高能核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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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暨第十一届全国中高能核物理专题研讨会于 5 月 5 日至 9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学召开。 

5 月 10 日 我所组织对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PAPS）高频

系统进行了评审。 

5 月 12 日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参观调研。 

5 月 15 日 匈牙利国家研发创新署署长 József Pálinkás 一行访问我所，

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参赞 Szonja Andrea Buslig 陪同访问。 

5 月 16 日 我所在第八届国际粒子加速器会议期间组织国际评审会，对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的注入方案进行了评审。 

5 月 18 日 我所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部署中共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推选工作。 

5 月 20 日 我所举办一年一度科普活动“公众科学日”。本次活动主题为

“微观世界探秘之旅”。 

5 月 22 日 新任 ATLAS 国际合作组发言人 Karl Jakobs 教授和技术协调人

Ludovico Pontecorvo 博士一行两人应邀访问我所。 

5 月 22 日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 2017 年度工作会在我所召开。 

5 月 22 日 第四届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仪器及前沿技术大会（TIPP2017）在

北京举办。 

5 月 25 日 我所 2017 年度“千人计划”终期考核暨交流会召开，这是我

所首次组织“千人计划”入选者首期任职期满考核。 

5 月 25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 3 吋光电倍增管采购合同签约仪式”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5 月 26 日 我所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我所出席中共中科院直属

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5 月 27 日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京召开。我所大亚湾反应

堆中微子实验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陈和生院士获全国创

新争先奖章。 

5 月 31 日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建设启动会在怀柔区雁栖

经济开发区内施工现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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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6 月 5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光电倍增管测试与封装工作站启用。 

6 月 5 日～7 日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组织测试专家组对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和我所联合研制的ADS先导专项 25MeV质子直

线加速器进行了现场测试。国际首台 25MeV 连续波超导质子

直线加速器通过达标测试。 

6 月 6 日 中科院怀柔科学城专项办副主任苗建明、姜晓明、羌滨健等一

行 37 人到我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进行调研。 

6 月 6 日～9 日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与中南大学在湖南长沙联合举办

“同步辐射 X 射线吸收谱学实验与数据分析讲习班”。 

6 月 8 日 我所组织对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项目低温

系统制冷机技术方案进行了评审。 

6 月 8 日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冯健身，全国政协委员、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栗震亚等一行到我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

中子源（CSNS）进行调研考察。东莞分部副主任奚基伟参加

了调研活动。 

6 月 8 日 科技部纪检组党支部、科技部基础司党支部与我所党委开展落

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实践主题联学共

建活动。 

6 月 12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聚束腔通过工程经理部验收。 

6 月 14 日 在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发射前夕，受中国科学

院党组委托，中科院副秘书长邓勇一行专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看望和慰问 HXMT 卫星发射场试验队全体队员。 

6 月 14 日～18 日 2017 年北京谱仪 III（BESIII）夏季国际合作组会议在我所举

办。 

6 月 15 日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CZ-4B）运载火箭成

功将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入预定轨道。 

6 月 15 日 白春礼信贺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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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 安徽省安庆市市委书记魏晓明、副市长董磊一行到我所进行调

研。我所副所长秦庆、中科院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郑阳恒、我

所技经处处长马创新等陪同调研。 

6 月 19 日 东莞中子科学中心与华南理工大学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

等研究院签订联合实验室组建协议。 

6 月 19 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恩哥在广东省副省长袁宝成、

东莞市市长梁维东等人的陪同下，到我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

中子源（简称 CSNS）进行调研。 

6 月 19 日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新结果表明“中微子反常”或因理论模型不

正确。 

6 月 20 日 CMS 季度会议（CMS WEEK）暨 CMS L1 触发系统月会在瑞

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布通告：在 CMS 一级触发一

期升级（CMS L1 triggerPhase I upgrade）中，我所研制的触发

预处理系统（CPPF 系统）取得成功。 

6 月 21 日 广东省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蔡羽一行到我所东莞分部对中国

散裂中子源进行调研。 

6 月 27 日 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第 11 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我所所长王贻芳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本次

年会的中国科技与创新专场互动讨论（Dragon Science）。 

  

 
七月 

6 月 15 日～7 月 28 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为用户提供了本

年度第一次同步辐射专用光。在此次同步辐射专用模式运行期

间，BEPCII 为用户提供了 983.75 小时的有效机时。 

6 月 30 日～7 月 4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粉光小角散射、高能衍射/工程材

料、生物大分子微晶衍射线站用户研讨会在我所召开，会议围

绕三个线站的科学目标和研究需求、实验方法和应用、设计和

建设方案完善等议题展开。 

7 月 1 日～9 日 2017 年卓越中心暑期学校在广东省深圳市大亚湾核电站举办。 

7 月 3 日～7 日 第十八届全国科学计算与信息化会议在山东省威海市举办。本

次会议由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核学会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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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办，我所与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承办。 

7 月 4 日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地方配套项目电建工程通电，

这标志着该项目的国家投资工程部分已经具备开工条件。 

7 月 6 日 中山大学（下称“中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陶亮与中大科学

研究院、部分学院代表等 12 人来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进

行合作交流。 

7 月 7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的快循环同步加速器（RCS）成功 

将质子束流加速到设计能量 1.6GeV，并引出到废束站。这是

CSNS 工程建设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7 月 10 日～13 日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 2017 年夏季国际合作组会在北京召

开。 

7 月 15 日 第六次高能所-KEK 超导高频技术合作会议在我所召开。来自

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的 9 位专家及我所加速器中

心的相关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7 月 17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第十次国际合作组会在我所召开。 

7 月 20 日 广东省东莞市水务局对中国散裂中子源（简称 CSNS）项目一

期工程水土保持进行竣工验收。 

7 月 20 日 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主任果尚志研究员和副主任许国栋研

究员一行访问我所，参加了我所与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的合

作会议。 

7 月 25 日～26 日 欧洲同步辐射装置（ESRF）所长 F.Sette，副所长 H.Reichert、

P.Raimondi 等一行 5 人访问我所，双方举办了高能所与欧洲同

步辐射装置（ESRF）合作会议。 

7 月 26 日 中国计量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段宇宁一行八人到我所调研人事 

人才、研究生教育等工作。我所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

龙出席会议。 

  

 
八月 

8 月 5 日～8 月 11 日 第二届中子散射戈登研究会议（GRC）及研讨班（GRS）在香

港科技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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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8 日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赴东莞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胡春华强

调：东莞要巩固创新发展的良好势头，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

动科技与产业更紧密结合，加快新旧发展动力转换，努力实现

更高水平发展。 

8 月 11 日 我所所长王贻芳与东阳光集团董事长张中能在我所东莞分部

签署了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项目合作协议，这一协

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散裂中子源科技成果转化迈出了第一步。 

8 月 16 日 北京谱仪 III（BESIII）实验国际合作组关于 Zc(3900)的自旋和

宇称量子数测量的文章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并被《物理》（Physics）杂志编辑作为特

色研究论文推介。 

8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的陪同下，

来到海拔 5100 米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阿里基地，并实地考察

了海拔 5250 米的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平台建设现场。 

8 月 22 日 日本理化所缪子源专家 Isao Watanabe 博士应我所东莞分部散

裂科技创新论坛邀请，作题为“RIKEN-RAL 装置缪子源在材

料科学领域的研究”报告，报告由唐靖宇研究员主持，东莞分

部 30 余位科研人员现场听取了报告。 

8 月 23 日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组织调研组 20 余人到中国散裂中子

源调研，我所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副主任王生等参加了调研

活动及座谈。 

8 月 23 日～25 日 2017 年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用户学术年会暨专家会在

贵阳召开。 

8 月 25 日～29 日 第七届亚太少体物理学会议（ The Seven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Few-Body Problems in Physics，APFB 2017）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召开，会议由广西师范大学和我所联合

主办，广西师范大学承办。 

8 月 28 日 位于广东东莞的国家大科学工程——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 

8 月 28 日 加速器中微子前期研究项目MOMENT研究合作组第五次全体

会议和CSNS缪子源项目EMuS2017年会在广州市中山大学南

校区召开，会议由中山大学物理学院承办，我所唐靖宇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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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山大学唐健副教授担任会议主席。 

8 月 31 日 南非金山大学校长 Adam HABIB 教授一行 7 人访问我所，我

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陈刚接待了南非代表团。 

  

 
九月 

9 月 1 日～5 日 第 21 届粒子与核国际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

议由我所主办，王贻芳所长任会议组委会主席。 

9 月 7 日 中日高能物理合作会议（2017）在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KEK）召开。 

8 月 16 日～9 月 13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低温系统进行了为期 4 周的首轮运

行，并完成首次打靶。 

9 月 10 日～12 日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第二十二届年会在北京市郊密

云区召开。 

9 月 19 日 我所所长王贻芳获布鲁诺·庞蒂科夫奖，颁奖仪式于 9 月 19

日在俄罗斯杜布纳市举行。 

9 月 21 日～23 日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项目合作组会议在山东大学

（威海）国际学术中心举办，国内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共 21 家

单位的近百名科研人员与青年学生参会。 

9 月 23 日 我所验收组在合肥科烨电物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对“白光中子

源带电粒子探测器真空靶室”项目进行了出厂验收。 

9 月 24 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依托同步辐射光源的蛋白质晶体学前

沿关键技术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会在我所召开。 

9 月 27 日 由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组织的 A 类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专项级档案验收在我所举行。 

9 月 27 日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书记牛青山，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文献，区

人大主任李文起，区政协主席吴克瑞等区领导一行 20 余人调

研我所。 

9 月 27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与上海光源（SSRF）

第六届合作交流会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光源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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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10 月 9 日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宁卡一行到我所东莞分部调研中国

散裂中子源（CSNS）。 

10 月 9 日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在线发表

了一项关于类星体宽发射线区起源的研究。这项研究由我所王

建民研究员带领的一个国际合作组攻关完成，合作组成员还有

美国怀俄明大学和南京大学。 

10 月 10 日～12 日 “第一届高能物理网络安全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10 月 10 日～12 日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未来对撞机上的量子色

动力学”的“2017 年第三届高精度物理专题研讨会”，来自国

内外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物理合作组的 30 余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 

10 月 11 日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辐射探测技术与

方法》, 简称 RDTM）在我所举行了 2017 年国内编委会会议。 

10 月 12 日～13 日 首届全国辐射探测微电子学术年会在我所召开。 

10 月 13 日 “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部分项目制作与安装合同签约仪式”

在我所举行。 

10 月 14 日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主任Reynald Pain教授一行

4 人访问我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陈和生院士、所长助理曹

俊等接待了来访。 

10 月 16 日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激光干涉引力波天

文台（LIGO）和室女座引力波天文台（Virgo）于 2017 年 8

月 17日首次发现双中子星并合引力波事件（编号GW170817），

国际引力波电磁对应体观测联盟发现该引力波事件的电磁对

应体。我国第一颗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 HXMT 望远镜--

在引力波事件发生时成功监测了引力波源所在的天区，对其伽

马射线电磁对应体。 

10 月 23 日 《现代物理知识》第七、第八届编委会联席会议在我所举行。 

10 月 24 日 我所加速器中心完成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650MHz

单 cell 超导腔掺氮（N-doping）后的垂直测试(2.0K)。 

10 月 31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超高梯度四极磁铁 I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 

- 329 - 

 

型等关键设备通过了工程经理部组织的工艺测试。 

10 月 31 日 江门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毅一行，在东莞市常务副市长白涛

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调研。 

10 月 31 日 开平市常务副市长何武健一行访问高能所，协商共同推进“江

门物理科学小镇”建设项目。 

  

 
十一月 

10 月 2 日～11 月 1 日 空间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第二次欧洲束流实验顺利完成。 

11 月 1 日 北京天文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第十三届研究生粒子天体物

理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市密云区召开。 

11 月 1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开始加速器、靶站、谱仪首次联合

调试。 

11 月 1 日～3 日 环形加速器粒子动力学孔径专题研讨会在我所举行。会议是由

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主办，我所承办。来自美国、俄罗斯、

瑞士、日本、法国、韩国、中国及中国台湾等 8 个国家及地区

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 

11 月 1 日～4 日 第十三届全国低温工程大会在东莞举行。 

11 月 4 日～5 日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CEPC-SPPC）概

念设计报告预评审会在我所举行。 

11 月 5 日 国际“暗物质日”北京站大型科普活动在中国科技馆成功举办。 

11 月 5 日 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我所

召开。分会主任赵政国院士主持会议，27 名委员出席会议。 

11 月 6 日～7 日 慧眼-HXMT 卫星国际研讨会在我所举行。 

11 月 6 日～8 日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国际研讨会在我所举行，

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俄罗斯、日本和中国

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240 余名高能物理理论、加速器和探测器

专家参会，海外专家约占参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11 月 7 日 参与CEPC-SppC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的 40多家企业齐

聚高能所，联合组织成立了“CEPC 产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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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我所召开专题中心组学习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所领导、党

委委员参加会议。 

11 月 8 日～9 日 第三届 CEPC 国际顾问委员会年会在我所召开，来自美国、

瑞士、意大利、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

区的 14 位国际知名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具有大科学工程经验

的管理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11 月 9 日～10 日 我所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举办了“CEPC 上的电弱物理和味

物理国际研讨会”。 

11 月 13 日 中科院在北京组织召开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

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简称 ADS 专项）结题总体验收会

议。 

11 月 13 日 《中国物理 C》创刊 40 周年纪念会在我所召开。 

11 月 13 日～14 日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 2017 年度工作总结会在我所召开。 

11 月 15 日～17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TF）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在我所召开。 

11 月 17 日 中子成像谱仪首次技术交流会在东莞分部举行。 

11 月 22 日 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到中科院成都分院座谈，并调研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四川省办公厅主任罗治平、经信

委主任陈新有、科技厅副厅长陈学华、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杨昕、

中科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王学定等陪同调研。 

11 月 22 日～23 日 “2017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上，《2017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

引证年报》正式发布。根据《年报》“国际影响力指数”排名，

ChinesePhysics C 在 4000 余种自然科学类期刊的统计源中排

名第 8 位，比 2016 年排名 15 位又有大幅提升。 

11 月 28 日 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公布 2017 年度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名单，我所谷战军、孙志嘉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第三届

优秀会员。 

10 月 19 日～11 月 27 日 BEPCⅡ为用户提供了本年度第二次同步辐射专用光。在此次

同步辐射专用模式运行期间，为用户提供了 856.43 小时的有

效机时。用户来自国内 112 个研究机构和国外 7 个研究单位，

其中国内研究机构包括中科院 32 个研究所、73 所高等院校、

其他部委 6 个科研单位和 1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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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 在中国科学院工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高能所工会被院工

会第八届委员会授予“基层工会先进集体”称号。 

11 月 28 日 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硬 X 射线调制望

远镜（HXMT）卫星工程在轨测试总结评审会。 

  

 
十二月 

12 月 2 日 泰国民主党副主席萨提一行七人来访。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

所长陈刚等参与了会谈。 

12 月 2 日～6 日 北京谱仪Ⅲ（以下简称 BESⅢ）国际合作组 2017 年冬季会议

在高能所举办。 

12 月 5 日 中科院高能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议题包括

2017 年冬季学位初审、拟聘副导师审核、年度招生情况汇报

及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年度工作总结。 

12 月 6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工艺设施（通用部分）安装项目顺

利通过安装竣工验收。 

12 月 6 日 我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抑制肿瘤生长金属富

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 

12 月 6 日～8 日 第一届 CEPC 同步辐射光源应用研讨会在高能所举办。 

12 月 12 日 中科院怀柔科学城专项办在高能所组织召开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HEPS）专题讨论会，对 HEPS 报建过程中需要协调的问

题等进行了讨论。 

12 月 13 日 缪子源及 muSR 多学科应用研讨会在我所东莞分部散裂中子

源园区召开。 

12 月 13 日 我所与中山大学在东莞分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散裂

中子源谱仪共建、人才培养、信息交流、发展规划、科学技术

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全面长期合作。 

12 月 9 日～10 日 第 38 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于 12 月 9 日至 10

日在我所召开。 

12 月 15 日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子科学和中子

技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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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12 月 14 日 散裂中子源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我所东莞分部

园区召开。会议由工程科技委主任方守贤院士主持，包括 15

名院士在内的共 45 位科技委成员参加了会议。 

12 月 15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项目建议书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

正式批复。 

12 月 15 日 第五届科研信息化联盟技术讨论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召开。 

12 月 13 日～15 日 中科院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举办了“2016 年高能环形正负电

子对撞机上 Higgs 粒子精确测量专题研讨会”(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CEPC) Physics Workshop 2016——High 

Precision Higgs Measurement)。 

12 月 15 日 第二十九届国际直线加速器大会第一次程序委员会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高能所东莞分部召开。 

12 月 18 日～20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工程经理部在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

部召开了 CSNS 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九次评审会。 

12 月 20 日 我所的贾宇研究员，与中国矿业大学、高能所客座学者冯锋副

教授，以及西南大学的桑文龙副教授，在国际上首次成功计算

了赝标重夸克偶素强衰变宽度的次次领头阶(NNLO)辐射修

正，并结合最新的实验测量值进行了深入的唯象讨论。 

12 月 21 日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在东莞分部举行了工程第二阶段联调及

验收动员会，近 300 名工程科技和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编  后  语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017 年度行政版年报内容起止时间

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包含组织机构、管理概

述、时务要闻、所级工作会议及相关工作、职能/支撑部门年度工作、

东莞分部年度工作以及大事记等内容，经党政联合办公室向有关部门

收集材料后整理、编辑完成。 

本期年报得到了各科研及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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