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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所行政领导 

所  长： 王贻芳 

副所长： 曹  俊（任职自 2020年 02月 14日） 

卢方军（任职自 2020年 02月 14日） 

董宇辉（任职自 2020年 0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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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卫民（任职至 2020年 02月 14日） 

 

副书记： 罗小安 

 高能所纪委书记  

书  记： 

 

副书记： 

罗小安（任职自 2020年 02月 14日） 

魏  龙（任职至 2020年 02月 14日） 

宋黎明（任职自 2020年 12月 14日）  

 

 所领导行政管理工作分工 

王贻芳： 主持研究所全面工作；分管加速器中心、党政办、人力资源处。 

魏  龙： 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分管核技术应用中心、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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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管党政办、人力资源处。 

罗小安：主持纪委全面工作；协管党委工作；分管大装置管理中心、监审办、离退办。 

陈延伟：分管东莞分部、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 

卢方军：分管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亚丁高海拔宇宙线科学中心、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

文献信息部、行政管理处。 

曹  俊：分管实验物理中心、开平中微子研究中心、理论物理室、计算中心、财务资产

处（含采购办公室）。 

董宇辉：分管多学科研究中心、通用运行部、工厂、科研计划处，协管加速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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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物理中心   

主  任：曹  俊（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娄辛丑（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副主任: 沈肖雁 

        王  铮 

王建春（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温良剑（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杨长根（任职自 2020年 06月 23日） 

朱科军（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曹  俊（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加速器中心   

主  任：潘卫民（代理）(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秦  庆（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副主任: 岳军会 

        葛  锐 

        张  沛 

于程辉（任职自 2020年 04月 07日） 

曹建社（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池云龙（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陈锦晖（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   

主  任：张双南 

副主任: 姚志国（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熊少林（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刘聪展（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卢方军（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曹  臻（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宋黎明（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杨长根（任职至 2020年 06月 23日） 

 

理论物理室   

主  任：邢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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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吕才典 

赵  强 

 

多学科研究中心   

主  任: 董宇辉  

副主任: 张智勇 

陶  冶（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谷战军（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李晓东（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赵宇亮 （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胡天斗 （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计算中心   

主  任： 李卫东（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副主任： 齐法制 

程耀东 

孙功星（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主  任：魏存峰（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魏 龙（兼）（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 日） 

副主任: 章志明（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帅  磊（任职自 2020年 03月 27日） 

史戎坚（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魏存峰（任职至 2020年 03月 27日） 

 

党政联合办公室   

 主  任： 郭立军  

  副主任： 王  欢    

           贾英华  

           蔡北平（任职自 2020年 10月 23日） 

 

人力资源处 

处  长：蒙  巍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16 

 

副处长：刘  燕 

        梁光建（任职自 2020年 08月 10日） 

 

教育处 

主  任：保增宽  

副主任：杨云霞  

 

科研计划处 

处  长： 徐殿斗  

副处长： 徐  鹤 

张  帆 

于润升 （任职至 2020年 08月 10日） 

 

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 

处  长：邓春勤  

马创新（任职至 2020年 08月 10日） 

副处长：赵建兵（任职自 2020年 10月 23日） 

梁  蕾（任职自 2020年 08月 10日） 

王晓晖（任职至 2020年 08月 10日） 

 

大装置管理中心 

主  任：罗小安 

副主任：刘  蕾 

李全林（任职自 2020年 08月 10日） 

刘丽冰（任职至 2020年 08月 10日） 

 

财务资产处   

处  长： 周  亚  

副处长： 王力维（任职自 2020年 08月 10日） 

孙桂霞（任职自 2020年 11月 25日） 

杨  静（任职至 2020年 06月 23日） 

葛  仙（任职至 2020年 08月 10日） 

 

行政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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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长： 梁  键  

副处长： 周  敏  

王庆斌           

王湘鉴  

 

通用运行部   

主  任： 林国平 

副主任： 范志香 

         王博东  

 

文献信息部   

主  任： 郑文莉  

副主任： 于  健  

 

离退休办公室   

主  任： 贾艳平 

副主任： 王  佳（任职自 2020年 11月 25日）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 赵京伟  

总 经 理 ： 戴旭文 

副总经理 ： 张占军（任职自 2020年 06月 23 日 

            赵建兵（任职至 2020年 10月 23 日） 

 

东莞研究部    

主  任： 陈延伟  

副主任： 王  生  

金大鹏  

梁天骄  

王芳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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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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龙 

副书记： 罗小安 

委  员： 王  生 

王  铮 

王九庆 

王贻芳 

 卢方军 

 陈延伟 

 郭立军 

 罗小安 

 常  哲 

 蒙  巍 

 魏  龙 

  

魏 龙：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联系核技术应用中心党支部、技术发展与经营

管理处党支部、科远公司党支部 

罗小安：党委副书记，分管纪监审工作、离退休工作，联系大装置管理中心党支部、离

退休党总支 

王贻芳：党委委员，分管人才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联系财务资产处党支部 

陈延伟：党委委员，分管东莞分部党的全面工作，联系东莞分部党总支 

卢方军：党委委员，分管安全工作、统战工作，联系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党总支、行政管

理处党支部 

常 哲：党委委员，分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工作，联系理论物理室党支部、多

学科研究中心党总支 

蒙 巍：党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妇女工作，联系计算中心党支部、人力资源处-教育

处党支部、文献信息部党支部 

郭立军：党委委员，分管精神文明和创新文化建设、宣传工作、职代会/工会工作，联系

党政联合办党支部、科研计划处党支部 

王 铮：党委委员，分管作风建设和科研道德工作，联系实验物理中心党总支、实验工

厂党支部 

王九庆：党委委员，分管意识形态工作、青年工作，联系加速器中心党总支、通用运行

部党支部 

王 生：党委委员，协管东莞分部党的工作，联系东莞分部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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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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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安 

副书记： 宋黎明 

委  员： 徐殿斗 

 吕才典 

 宋黎明 

 陈宏刚 

 曹建社 

 金大鹏 

  

罗小安：纪委书记，主持纪委全面工作，分管纪监审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党政联合

办公室、大装置管理中心廉政建设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宋黎明：纪委副书记，协助、配合纪委书记完成纪委各项工作，协管纪监审办公室日

常工作。负责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实验物理中心、教育处廉政建设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陈宏刚：纪委委员，负责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离退休、行政管理处廉政建设及监

督执纪问责工作。 

吕才典：纪委委员，负责理论物理室、文献信息部、人力资源处、多学科研究中心廉

政建设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曹建社：纪委委员，负责加速器中心、通用运行部、计算中心、实验工厂廉政建设及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徐殿斗：纪委委员，负责全所科研诚信建设、科研计划处、财务资产处、核技术应用

研究中心廉政建设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金大鹏：纪委委员，负责东莞分部廉政建设及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高能所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  刚      

副 主 任： 秦  庆 赵  强     

委    员： 马 力 王宝义 王建民 石伟群 史戎坚 孙宝云 

 李  虹 李卫东 李卫国 李  明 李京祎    李煜辉 

 何  平 

赵  强 

张  闯 

胡天斗 

张俊荣 

胡红波 

陈元柏 

娄辛丑 

陈  刚 

秦  庆 

陈福三 

徐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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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臻 

童  欣 

盛伟繁 

衡月昆 

章志明 

魏  微 

梁天骄 

欧阳华甫 

程耀东 傅世年 

 高能所学位委员会 

主  任： 常 哲  

副主任： 苑长征 王九庆     

委 员： 丰伟悦 王九庆 王  生 王  铮 龙锋利 吕才典 

 伊福延 孙功星 李道武 杨长根 吴伯冰 吴忠华 

 何会林 苑长征 岳军会 单保慈 徐  刚 殷  雯 

 黄  晶 常  哲 裴国玺 魏  龙   

秘 书： 李苏敏      

 高能所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常设主席团 

主  席： 

常务副主席： 

罗小安 

王  欢 

     

副主席： 王嘉鸥 李继红     

成  员： 马忠剑 王彦明 王湘鉴 冯向前 吕才典  

 杨  迎 

单宝慈 

刘利军 

魏书军 

金大鹏 陈玛丽 金大鹏  

经审委员会主任： 张  旌     

经 审 委 委 员： 张  霞 董琳琅    

 高能所工会 

主  席：  罗小安 

副主席：  王  欢    王嘉鸥    李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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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徐建     

副书记： 

委  员： 

宋冉冉 

王徐建 

赵崇光 

孙校丽 

刘晓宇 

宋冉冉 

 

刘晓宇 

 

赵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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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  晶 胡庆宝 贾  晨 唐光毅 

 高能所妇女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  欢 

副主任： 温雪梅    孙  越 方秀华 

委  员： 董琳琅    孙  越    邢天虹    王  欢     方秀华    苑  辉 

 温雪梅    赵丽娜    晋文媛 

 高能所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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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叶铭汉 陈森玉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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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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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赵宇亮 

副主任：谷战军、孙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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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  任： 张双南 

副主任： 刘聪展、姚志国  

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  任：魏  龙 

副主任：章志明 

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  任：潘卫民 

副主任：王  生、李京祎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主          任：Nima Arkani-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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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王贻芳 

副主任：沈肖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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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09 年 7月 17

日通过国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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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谱仪安装

在 BEPC储存环南端的对撞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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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反应过程，研究基

本物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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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种实验技术，不仅为凝聚态物理、化学化工、生命科学等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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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是由国家科技部、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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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3 月 8 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电子反中微子测定并发布了

一个具有重大物理意义的参数——中微子混合角 θ13，取得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物理成果。 

（五）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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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裂中子源装置（CSNS）是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第一台散裂中子源装置，并列世界

四大散裂中子源装置行列，科学寿命超过 30 年。主要包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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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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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面积巡天和高计数率的时变研究方面具有强大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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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黑洞寻找和高精度观测研究两个方面取得的

突破性成果使我国的高能天体物理观测研究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七）ADS 质子直线加速器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简称 A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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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系统由中科院近物所、高能所、合肥

物质研究院共同承担，包括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反应堆和散裂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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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 

中日合作 ASγ实验是目前 10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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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目前宇宙线领域研究“膝”区宇宙线成分灵敏度最高的实验，

主要围绕“探索银河宇宙线的起源（加速、传播）”问题，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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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目前已经采集了海量的宇宙线和高能伽马射线事例（1 千亿事例/

年），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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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已在国际刊物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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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宇

宙演化、高能天体演化和新物理前沿的研究。建成后的大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将成为有多

国参与、很强国际竞争力、独具特色的高海拔宇宙线研究中心和综合开放式国际科学研究平

台，为天文学、宇宙学、粒子物理、空间环境等前沿科学及其交叉科学研究提供天然的实验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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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江门中微子实验 

中微子研究是国际粒子物理研究的热点，中微子的质量顺序是国际中微子研究的核心问

题。江门中微子实验将精确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混合参数，同时研究大气中微子、太阳中

微子、超新星中微子、地球中微子等物理目标。     

（十二）环形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   

2013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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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格斯粒子进行精确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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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概念设计报告（Pre-CD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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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估算了造价，并着手进行关键技术、工程预研和验证装置的相关科研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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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加速器技术创新研究分平台、X射线技术创新研究分平台，主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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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速器和 X射线应用研发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提供充分的科研基础，进而成

为高新技术的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的输出基地。 

（十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第 四 代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 — 高 能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 HEPS ） 设 计 亮 度 大 于

10
22
phs/s/mm

2
/mrad

2
/0.1%BW，建成后的 HEPS装置将成为世界上发射度最低、亮度最高的同

步辐射光源装置，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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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工

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基础前沿科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试验平台和基础条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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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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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战略 

 

2020 年是中科院基本实现“四个率先”的收官之年，也是迈向全面实现“四个率先”目

标再出发的一年。中科院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率先行动”计划为统领，以加快实现“六

个根本转变”为主线，着力抓战略谋划、抓原始创新、抓关键核心技术、抓深化改革、抓基

础能力，加快推动创新能力、创新产出向高端引领跃升，加快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创

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高能所紧密围绕“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积极推动学科交叉、开放与国际合作。全

所职工付出巨大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等

方面，充分落实十三五“一五七”规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高能所重视战略部署，坚持通过战略研讨会研究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总结经验，凝聚共

识，解决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2020 年 7 月 20-21 日召开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就关系到研

究所未来发展的重大关键议题进行深入研讨，所领导、院士、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各

研究室（中心）骨干和青年骨干、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230 多人通过线下和线上方式参会。会

议共研讨了 17 个议题，涉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关键技术、粒子天体物理、理论物理研究、

应用研发及成果转化、科学计算平台等。与会人员听取了关于各个议题的报告，就报告中的

关键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在全面讨论环节，就会议中形成的重点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建议。

根据会议决议，相关研究室/中心在 BEPCIII 方案、光学技术和探测器技术、中国散裂中子

源二期工程、南方光源、应堆中微子和氩的相干散射实验、宽波段 X 射线能谱与偏振卫星、

济南分部的建设和发展、计算平台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推动工作。高能所通过科技创新

项目对部分领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2020 年，高能所启动了制定研究所和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的“十四五”规划，经

过学术委员会和所办公会研讨，基本确立“十四五”期间重点科技任务目标。同时，高能所

积极参与国家各主管部委的“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规划工作。 

2020 年，高能所学术委员会完成了换届，发布了《高能所学术委员会工作实施细则》

（高发科字〔2020〕155 号）。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学术决策作用，对“十四五”规划、国家

和院重大项目立项、报奖、所自主部署项目等提出了咨询和评议意见 

 

 

（撰稿人：冯旻子  审稿人：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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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 

 

2020 年度，科研计划处共制定并颁布了 13 项科研管理规定，分别是： 

1、高发科字〔2020〕29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2、高发科字〔2020〕30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自有资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3、高发科字〔2020〕31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引进人才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4、高发科字〔2020〕32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谢家麟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5、高发科字〔2020〕33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关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试点项目经费

使用“包干制”的规定》的通知 

6、高发科字〔2020〕95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7、高发科字〔2020〕124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科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细则》的通知 

8、高发科字〔2020〕125 号关于印发《高能所关于院级科研经费“包干制+负面清单”

试点项目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9、高发科字〔2020〕134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 2020 年度科技创新项目指南》的通知 

10、高发科字〔2020〕135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11、高发科字〔2020〕155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学术委员会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12、高发科字〔2020〕168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间接费用管理与核算办法（修订）》的

通知 

13、高发科字〔2020〕169 号 关于印发《高能所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集中申请

报送的规定》的通知 

科研任务方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北京谱仪（BESIII）、北京同步辐射装

置（BSRF）、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羊八井国际宇宙

线观测站等继续运行取数；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完成取数任务，正式退役。引力波暴高

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GECAM）卫星成功发射。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LHAASO）、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等大科

学装置建设按计划进行。成功研制我国首台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BNCT）。在国

际上首次成功实现 1.3 GHz 9-cell 超导腔的中温退火工艺和小批量（六只）超导腔的试制。

自主研制成功国内首支大功率速调管。成功研制的“核燃料芯块 235U 富集度快速无源检测

装置”获得实际应用。成功研制出基于硅通孔技术的先进 X 射线像素阵列探测器工程样机。 

2020 年，新增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5 项、财政部修购专项 3 项、国家基金项目/课

题 87 项、院仪器设备研制项目 2 项、院科技网络计划（STS）项目 2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

基金 6 项、地方科技计划项目 2 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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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批准号/项目编

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2020YFA0406000 童欣 基于氦三极化的先进极化中子技术研发 

2 2020YFA0406001 童欣 高效氦三原位中子极化系统研制 

3 2020YFA0406101 李晓东 
多场-多相催化原位同步辐射分析平台研制

及其应用研究 

4 2020YFA0406201 陈洁 
中子粉末衍射谱仪的局域结构原位实验平

台构建 

5 2020YFA0406300 苑长征 奇特强子态及强子谱学研究 

6 2020YFA0406301 朱凯 类粲偶素 

7 2020YFA0406303 刘北江 轻强子谱 

8 2020YFA0406304 孙胜森 软件发展与科学计算 

9 2020YFA0406400 吕晓睿 BESIII 上粲强子、QCD 及新物理研究 

10 2020YFA0406402 马海龙 粲介子衰变研究 

11 2020YFA0710702 谷占军 生物界面蛋白质冠原位表征与主动调控 

12 2020YFC2201600 李虹 原初引力波望远镜标定和数据分析 

13 2020YFC2201601 李虹 原初引力波观测数据处理系统研制 

14 2020YFC2201604 李旭芳 标定系统研制 

15 2020YFC2201702 王国峰 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及原型研制 

财政部修购专项 

1 2020P173013000302 周祖圣 S 波段 150MW 高功率测试平台 

2 
2020P173013000305 

张  静 
高灵敏度 X 射线吸收谱学检测平台（二期）

（区域中心） 

3 
2020P173013000306 

王  萌 
纳米材料生物界面质谱成像分析平台（区

域中心） 

国家基金项目/课题 

1 12003036 肖铭 
复杂宽线区动力学图像重建方法研究与应

用 

2 12003037 戚利强 
基于 GEANT4 的聚焦型X 射线天文望远镜

观测模拟及应用 

3 12003038 郭东亚 
基于 3D 位置灵敏 CZT 探测器的伽马射线

偏振探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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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005228 刘凯 
北京谱仪实验上寻找味道改变中性流超子

衰变研究 

5 12005229 朱特 
多主元合金中微结构演化及抗氢脆机理研

究 

6 12005230 徐菊萍 
中子全散射技术研究 BiFeO3 电极化性质

的缺陷调控机制 

7 12005231 孙合杨 
基于核分析技术和深度学习的古陶瓷智能

识别系统的开发 

8 12005232 阮玉芳 小型插入式电子束灭菌装置研制 

9 12005233 周魏 
基于 SiPM 双端读出的高集成度射线成像

电子学电荷、时间测量技术研究 

10 12005234 胡选侯 
基于编码投影深度效应修正的图像重建方

法研究 

11 12005235 胡婷婷 
基于机器学习的高剂量环境下信号特征提

取及恢复方法研究 

12 12005236 韩超 
基于零磁通高精密电流源的直流电流传感

器快速校准技术研究 

13 12005237 常正则 
功率输入耦合器的多物理场耦合机理与仿

真建模方法研究 

14 12005238 杨雄斌 
基于反向设计算法的介质激光加速结构设

计方法的研究 

15 12005239 彭月梅 虚拟加速器研发及调束模拟研究 

16 12005240 王呈涛 
加速器二极磁体内插 ReBCO 高温超导线

圈的关键技术研究 

17 12005241 张新颖 
非椭球形超导腔 BCP 蚀刻不均匀性问题的

研究 

18 12005242 唐光毅 

基于激光康普顿散射和磁场偏转方法的高

能正负电子对撞机束流能量测量方案的研

究 

19 12005243 缪平 
飞行时间法高分辨中子粉末衍射对磁致体

积效应的微观表征 

20 12005244 修青磊 
利用金刚石探测器测量中子能谱和注量率

的关键问题研究 

21 12005245 李筱婷 
高速、低功耗、抗辐射硅像素探测器数据传

输专用芯片关键技术研究 

22 12005246 李会财 
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效率标定方法的研

究 

23 12005247 胡皓 
面向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科学数据管理的关

键技术研究 

24 12005248 李亚康 
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子散射样品结构与属性

表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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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2005249 董超 超导腔高精度流体辅助抛光技术 

26 12005250 岳帅鹏 
基于多层膜的高能 X 射线劳埃型单色器的

工艺性能研究 

27 12005251 刘晨 
蓝磷薄膜电子结构调控的原位同步辐射研

究 

28 12005252 赵佳丽 SrFeOx 薄膜拓扑相变的原位同步辐射研究 

29 12005253 张一 
基于同步辐射微束 X 射线衍射实验研究高

抗冲击性螳螂虾外骨骼多尺度形变机制 

30 52002370 张玉骏 
基于时间分辨同步辐射 X 射线谱学的

RBaCo2Ox 薄膜超快动力学研究 

31 52003270 安红维 
膜蛋白调控的多肽纳米探针用于肿瘤的手

术导航 

32 12074381 王保田 
CsAg5Te3基热电材料动力学属性的第一性

原理和中子散射研究 

33 12075249 常哲 各向异性时空中的引力与宇宙学 

34 12075250 刘芳 北京谱仪 BESIII 上 Delta 重子的实验研究 

35 12075251 李钊 
高能对撞机上顶夸克产生过程的高阶 QCD

效应 

36 12075252 杨洪勋 Lambda*和 Xi*的寻找及研究 

37 12075253 刘朝峰 强子矩阵元的格点 QCD 数值模拟研究 

38 12075254 邢志忠 轻子和夸克的味结构与 CP 破坏 

39 12075255 李玉峰 
中微子与原子核相干散射若干热点问题的

研究 

40 12075256 张岑 
标准模型有效场论中圈图诱导过程的计算

工具和唯像学研究 

41 12075257 张昊 
顶夸克物理与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新

物理的对撞机唯象学 

42 12075258 卢红 
基于横贯南北极的多站 Muon 子探测器空

间环境监测预报研究 

43 12075259 李丽 
江西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形成机理和年代产

地特征的核分析研究 

44 12075260 闫灵通 
玻璃态基体中二价铁离子配位构型与光学

特性研究 

45 12075261 罗敏 

应用同步辐射技术和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

研究大气颗粒物中氨气和氮氧化物的转化

机制和溯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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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2075262 张智勇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研究微/纳米塑料与陆生

植物的相互作用 

47 12075263 黄彤明 
提高超导腔高功率输入耦合器长期稳定运

行性能的研究 

48 12075264 门玲鸰 多路激光测量仪研制 

49 12075265 王天昊 研制多能量中子极化调控设备 

50 12075266 蔡晓晓 纳米中子反射体的实验和输运模拟 

51 12075267 王英杰 
基于参数动态调整的多通道数字定时方法

研究 

52 12075268 李海波 
面向多数据中心的LHAASO科学大数据管

理系统及关键技术研究 

53 12075269 曹国富 极低本底光探测器模块关键问题研究 

54 12075270 沙鹏 超导材料用于轴子探测的前沿研究 

55 12075271 李刚 
高能对撞机上基于深度学习的新喷注重建

和鉴别算法研究 

56 12075272 李煜辉 
小间隙、封闭系统以及低温环境下的高精

度波荡器磁测系统理论及技术研究 

57 12075273 徐伟 
四元 Cu2ZnSnSe4 基热电材料输运性能调

控机制研究 

58 22074147 李敏 

基于 MILs-MOF 材料"拉曼活性"和"阵列传

感"双重特性构建人工嗅觉系统及对肺癌

呼出标志物的传感研究 

59 22076186 梅雷 
阴离子识别型晶态超分子材料用于高锝酸

根的选择性分离 

60 22076187 胡孔球 新型钍团簇的构筑及其溶液化学行为研究 

61 22076188 吴群燕 
基于软硬原子结合与预组织策略的锕系配

体设计与应用 

62 32071403 晏亮 

铁（III）/铜（II）介导的辐射-Fenton 纳米

体系对恶性黑色素瘤的特异性放疗增敏作

用及机制研究 

63 12020101004 杨长根 DS-20k 暗物质实验反符合探测器研制 

64 12022301 杜璞 活动星系核反响映射观测与黑洞质量测量 

65 12022502 陈松战 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与相关物理研究 

66 12022505 占亮 反应堆中微子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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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2035016 凌意 引力/规范对偶与强耦合系统的研究 

68 12035017 唐靖宇 
白光中子共振成像方法及在文物考古研究

中的应用 

69 12035018 刘振安 面向CMS实验的新型后端综合电子学研究 

70 U2031103 马欣华 

利用 LHAASO 与新型 EAS 热中子探测器

阵列符合事例探测宇宙线成份和能谱的预

先研究 

71 U2031110 刘伟 
利用 LHAASO-WCDA 实验测量大尺度各

向异性和宇宙线 3D 传播研究 

72 U2032106 蓝建慧 
同步辐射技术与分子动力学模拟联用策略

在锕系萃取化学中的应用 

73 U2032107 张凯 
基于双探测器系统的微米分辨 X 射线谱学

CT 成像技术研究 

74 U2032201 高愈希 
同步辐射技术研究水稻甲基汞的自然消减

机制 

75 U2032219 
WOLFGANG 

KREUZPAINTNER 

用于复杂磁性材料研究的完全极化分析装

置 

76 U2038101 常治 吸积 X 射线脉冲星中回旋吸收线的研究 

77 U2038102 关菊 
Insight-HXMT 对 X 射线暂现源的监测和高

统计量定点观测研究 

78 U2038104 贾淑梅 
基于慧眼卫星数据的致密天体高频 QPO 观

测性质研究 

79 12027803 张双南 
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关键技术攻关及原

理样机研制 

80 U2067206 魏龙 
宇宙线 μ 子探测技术与多信息射线成像方

法研究 

81 U2067212 石伟群 
耐辐照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

分离锕系元素的性能和机理研究 

82 U20B2019 袁立永 
基于结晶化策略的新型放射性核素分离方

法开发与应用 

83 U20B2020 刘雅兰 
熔盐体系中选择性溶解法一步实现氧化物

乏燃料中锕-镧组分离 

84 12061131003 沈肖雁 
在 BESIII 和 PANDA 实验上寻找新型强子

态和研究强子谱 

85 12061131007 张万昌 
MeVCube 基于天体物理及地面应用的新型

康普顿伽马射线相机 

86 12061141003 张华桥 
CMS 实验希格斯粒子性质研究及新物理寻

找 

87 12061131008 曹国富 
基于台山中微子实验的高精度反应堆中微

子能谱测量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无新增项目） 

院仪器设备研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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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JKYYQ20190065 李正伟 微波复用超导量子干涉仪（uMux）研制 

2 YJKYYQ20190060 黎刚 
基于两次转换的同步辐射硬 X 射线高分辨率

探测器的研制 

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项目 

1 KFJ-STS-QYZD-193 王哲 X 射线能谱成像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2 
2020KFJ-STS-SCYD-

323 
欧阳华甫 

条件与支撑专项-STS 项目-BNCT 治疗 ECR

离子源研制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 7202238 高福平 
纳米囊核药物用于肺癌精准 PET/CT 成像引

导的放疗协同切伦科夫辐射诱导的 PDT 

2 2202063 杨文江 
基于树状分子的正电子肝脏功能分子探针的

研究 

3 2202064 尹文艳 
新型功能硫化钼基高效纳米放疗增敏剂的研

制及 CT 成像导航的肿瘤诊疗一体化研究 

4 2202065 常雪灵 
稳定同位素 13C 骨架标记的碳纳米材料在豌

豆植株完整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行为研究 

5 1202024 郭聪 高灵敏氡析出率测量设备研制 

6 1202025 陈田祥 空间 X 射线探测用超薄遮光膜的研制及表征 

地方科技计划项目 

1 - 李晓辉 
X 射线成像信号探测与处理系统在航空航天

材料检测领域的研究应用 

2 - 李贞杰 
用于同步辐射 X 射线光束诊断的单晶金刚石

探测器研制 

 

 

（撰稿人：冯旻子  审稿人：徐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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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020 年，人力资源处继续探索完善适合研究所学科特点和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建设机

制，着重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保障我所“一三五”战

略规划的顺利实施。 

截至 2020 年底，高能所有在编职工 146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317 人，正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 219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 16.63%，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631 人，占比 47.91%；

全所在编人员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共 1168 人，占比 79.62%。历年共计招收博士后 683

人，截至年底在站 115 人。 

高能所现有院士 7 人，“万人计划”8 人，其中杰出人才 1 人，领军人才 5 人，青年拔尖

人才 2 人；“千人计划”16 人，其中：长期项目 2 人，外专项目 1 人，青年项目 13 人；科技

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5 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百千万领军人才”7 人，“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6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9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61

人；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74 人，其中入选优秀会员 7 人；中科院关键技术人才 7

人；中科院创新交叉团队 2 组；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北京市战略科技人才 1 人；北京

分院启明星人才 4 人。 

充分利用属地化政策推动东莞研究部人才建设。东莞研究部各类人员共计 496 人，其

中，正式在编职工 314 人，研究生及博士后 132 人，人才派遣及返聘人员 41 人。 

 

 

 （撰稿人/审稿人：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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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对外合作 

 

本年大力加强制度建设。面向高能所全资、控股、参股企业，颁布了《高能所全资及控

股企业管理办法（试行）》、《高能所参股企业管理办法（试行）》。重点在组织分工与监管方

式、派出人员（法人、董事、监事、总经理）的产生和职责、考核制度等，有助于加强对企

业尤其是参股企业的管理。在知识产权方面，制定并颁布了《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和

《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实施细则》，鼓励创造性研究与开发，强化职工知识产权意识，建立

成果转化导向模式。与此同时，颁布了《高能所科技成果转化兼职创新及创业管理规定》，

规范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创业和兼职问题。自此，高能所在科技成果、人、企业三者之

间形成全链条规范化管理。 

在成果转化方面，积极开展多渠道融资，组织按医疗器械标准重新审视和修订 BNCT 临

床设备的设计研制；启动 BNCT 知识产权导航工作，指导科研人员完善 BNCT 知识产权布

局，为项目产业化筑牢技术产权保障体系。为促进辐照医废处理项目成果转化，通过无形资

产作价入股建立四川中科高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硅基探测器技术转化平台高能瑞泰（山东）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与实验场地建设完成，平台获批枣庄市工程实验室、枣庄市新型研发

机构。 

在院地合作方面，济南中科核技术研究院组建完成，首批资金到位，工程化项目顺利开

展。 

注册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北京高能星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国有资本运作平台，优化国有

资本布局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监管效率。 

 

 

（撰稿人：孟笑笑  审稿人：邓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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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合作 

 

2020 年度，高能所与台湾同步辐射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欧洲核子中心等境外研究

机构签定国际科技合作协议 5 项，组织线上国际学术会议 5 次。具体如下： 

 

2020 年度签定的科技合作协议 

 

 协议中文名称 协议英文名称 
有效期限

(年) 
中方单位 外方单位 

1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财

团法人台湾同步

辐射研究中心合

作备忘录 

 3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财团法人台

湾同步辐射

研究中心 

2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与芝

加哥大学签署合

作备忘录 

Meom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3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University of 

Chicago 

3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与欧

洲核子中心签署

合作协议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Reference KN4809/EP 

(The "Agreement") 

Remain in 

force until 

completion 

of Project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ERN 

4 

关于 2017 年合

作协议备忘录第

一条修订 

Amendment No.1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ERN-

MoU-2017-006 Between 

CREN and The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of the JUNO Experiment 

3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CERN 

5 

日本高能加速器

研 究 机 构

（KEK）与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签订合作

协议 

Agreement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KEK and IHEP 

5 

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 

K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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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组织的国际会议（线上） 

 

序

号 
会议英文名称 会议中文名称 

会

议

规

模 

外

宾

人

数 

所

属

学

科

领

域 

举办起始

时间 

举办终止

时间 

举 办

地点 

1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Online in 

Summer of 2020 

北 京 谱 仪

III2020 年夏季

国际合作组线

上会议 

300 100 
基

础 
2020-6-29 2020-7-3 线上 

2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Online in 

Autumn of 2020 

北 京 谱 仪

III2020 年秋季

国际合作组线

上会议 

300 100 
基

础 
2020-9-19 2020-9-22 线上 

3 

The virtual 

international 

sample 

environment 

workshop 

国际样品环境

线上讨论会 
100 50 

基

础 
2020-12-9 

2020-12-

11 
线上 

4 

2020 Polarized 

Neutron Advisory 

Workshop 

2020年极化中

子研讨会 
100 30 

基

础 

2020-12-

10 

2020-12-

14 

东莞/

线上 

5 

BESIII 

Collaboration 

Meeting Online in 

Winter of 2020 

北 京 谱 仪

III2020 年冬季

国际合作组线

上会议 

300 100 
基

础 

2020-11-

28 
2020-12-2 线上 

 

 

（撰稿人：李殷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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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行政管理处在执行中科院有关基建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参照

高能所现行基建管理办法，负责或参与全所基建项目的管理和具体实施工作。 

2020 年，高能所各大科学工程及园区内基本建设项目均取得不同程度进展，部分项目

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1、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976 亩，总建筑规模约 12.5 万平方米，建安总投资约 11.58 亿元。建

设内容包括 1#主体环形同步辐射光源实验建筑、2#环外低温厅及综合动力站、3#技术安全

楼、4#~8#环境监测站及各建筑之间的道路及工艺连廊、室外管线等工程。 

HEPS 项目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正式开工。2020 年 8 月 18 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划拨批准》。2020 年 10 月 27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0 年总建安工程完

成 45%，其中防微振地基换填全部完成、准直基岩桩和深桩施工全部完成。正在进行直线隧

道、增强器隧道、储存环隧道、钢屋架、小市政管线和道路等部位的施工，涉及重晶石混凝

土的浇筑、二次结构砌筑、机电管线安装等施工内容。 

2、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综合实验楼和用户服务楼 

项目总建筑面积 28226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用户服务楼及综合实验楼两栋单体。2020

年 9 月 27 日，初步设计及概算上报北京市发改委。2020 年 11 月 16-17 日，完成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招标工作。2020 年 11 月 26 日，取得施工登记意见函。2020 年 12 月 2 日，举行开

工仪式。 

3、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 

项目总建筑规模 21295 平方米，建安总投资约 1.46 亿元。建设内容主要包含 6 栋建筑

单体。2020 年，土建、机电及绿化施工全部完成。并于 2020 年 3 月，完成了基建竣工验收

备案工作。正在开展洁净间、屏蔽室和工艺设备的安装工作，整个项目计划将于 2021 年 6

月正式运行。 

4、JUNO 实验站配套基建工程 

项目总建筑面积 13498 平方米，其中地下实验室洞室群 5521 平方米，附属建筑物 7977

平方米，总投资 43332 万元。2020 年完成水池的开挖施工；宿舍楼、办公楼、装配大厅、斜

井动力中心均完成验收并具备使用条件。整个项目的基建工程预计于 2021 年年底完工。 

5、玉泉路园区研究生宿舍（三公寓）修缮 

项目总建筑规模约 1.7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3743 万元。改造内容包括建筑、装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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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通风空调、电气、弱电、消防、电梯、室外工程等分部分项工程。本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正式开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复工，2020 年 10 月 9 日完工，

2020 年 11 月 25 日完成竣工验收，2020 年 12 月 17 日完成结算审计。目前已投入使用。 

6、9 号楼和 20 号楼装修改造工程 

项目总建筑规模 8476 平方米，总投资约 1507 万元。2020 年完成房屋建筑安全鉴定及

结构加固方案，完成施工图纸设计，计划 2021 年 4 月上旬完成施工招标，2021 年 10 月底

完成竣工验收，2021 年 12 月底完成竣工结算。 

7、2022-2024 年修缮项目 

完成拟修缮项目的遴选，完成 8 号厅内部加固装修改造、天体楼内部加固装修改造、自

来水设备及管网改造、110kV 变电站改造、供暖锅炉房锅炉及其辅机等设备改造共 5 个项目

的方案设计、配套条件落实等工作。编制完成以上项目的规划方案并上报北京分院。目前已

通过北京分院的项目评审，等待条财局的进一步评审。 

8、高能所测试中心（物资楼）改造工程 

该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新建 1000kVA 变压器，优化实验楼内电力电源位置，增加恒温

恒湿空调和送排风系统，增加防雷接地系统，改造卫生间等。2020 年 9 月完成施工图设计。 

9、高能所园区屋面防水修缮工程 

该项目主要对玉泉路园区 1 号实验厅、门卫室以及幼儿园部分屋面防水进行修缮，修缮

面积共计 3150 平方米，合同金额 46.6 万元。该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开工，于 2020 年 6 月完

成竣工验收。 

 

 

(撰稿人：李瑾  审稿人：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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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与创新文化 

 

一、政治建设 

严格贯彻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上级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文

件和规定，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部门，确保政策落地。继续加强党委会讨论“三重一大”

问题力度。 

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制度保障。在加强政治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党

建基础、弘扬科学家精神、强化意识形态和思想整治工作五个方面制定或修订规章制度 10

余项。 

充分发挥党委委员作用，提升履职实效。明确新一届党委委员工作分工和对口联系党支

部清单；建立提醒督促机制，确保党员所领导双重组织生活履行到位；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基

层党支部和讲党课工作制度。 

发挥“两个作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制定联络值守机制方案，建立所

党委、党支部（总支）两级值守机制；通过宣传栏、专题网站等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渠道；通

过多种方式号召全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当先锋做表率。 

二、思想建设 

坚持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通过制定计划、确定主讲人制度、坚持问题导向

和结合所情深入研讨四个环节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和水平。 

发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领学作用，推进年轻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丰富学习小组学习内容，坚持年度学习打卡制度。各党支部（总支）通过邀请

年轻干部参加党课、专题报告等形式不断将工作引向深入。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实施方案，做好统筹部署。通过成立党

委委员“宣讲团”、组织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专题党课和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提升学习实

效；指导工青妇组织开展有关工作。 

坚持“两学一做”制度化常态化，深入学习新思想。组织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科技创新、勤俭节约、弘扬家风等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中国制度“面对面”》等论述。各党支部通过心得分享、微党课、知识竞赛

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 

三、组织建设 

高效高质完成党委和纪委换届工作。按照组织规范，指导支部做好换届工作。 

落实“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修订出台《高能所中层领导人员选拔聘用和管理实施

细则》，严格按照程序，规范地做好职能处室领导的选拔任用等工作；加大中层干部的选拔

力度，干部年轻化程度明显提升；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抓好各类人才计划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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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通过细化检查指标，制作学习课件和加强督导三

方面提升活动实效。同时通过将达标评估与年度支部量化考核结合，主题教育问题整改和

职工群众重点难点问题的双结合，建立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开展模范机关创建、坚持党支部年度量化考

核制度、建立主题党日活动提醒督导机制、完善培训机制和开展优秀评选等方式激发支部

和党务干部活力。党支部（总支）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特色经验在重要刊物和媒体上

刊发。 

持续做好基础性工作。注重在科技骨干中发展党员。建立党委委员“一对一” 联系党

外科技骨干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座谈会，搭建所党委与科技骨干沟通的桥梁。做好党费

收缴使用管理。完善制度，出台最新管理办法，做好党费使用公示；抓好异地党建工作。

加强东莞党务干部的培训和交流，通过建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等形式做好其他异地建设

项目的党建工作。 

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学习研讨，明确责任要求。所党委集体学习《中科院院属单位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的责任清单》并制定研究所责任清单，明确责任。 

推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中科院最新党风廉政建设文件精神并

制定本所实施细则，层层签订个性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实施新任中层干部廉政谈话制度；

组织学习《中科院纪检工作暂行办法》，纪委书记聚焦主责主业。 

注重警示宣传。所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为全所讲廉政党课；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结

合“学法用法”系列活动，强化法制宣传氛围。 

认真落实中央巡视整改任务。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科研配套综合楼问题、“以圈阅、

邮件、微信等征求意见代替会议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等问题，所党委高度重视，深入了解情

况，召开党委会专题讨论，责任到人、到单位。 

五、弘扬科学家精神 

传承高能文化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认真开展中科院年度人物和年度团队学习活动；

组织“诵读科学经典 弘扬科学精神”主题活动，开展主题征文比赛；党委书记做“弘扬科

学家精神”专题报告；开办弘扬科学家精神大讲堂；启动高能所所志编制工作；做深做实“科

学家讲特色党课”活动；管好用好“报国初心、高能情怀”中科院党员教育基地和“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加强典型选树，挖掘先进事迹。注重系统总结我所各大科学工程建设中的先进事迹。配

合参加中科院“一所一人一事”主题活动。陈和生院士获得中科院 2019 年度先锋人物。 

注重科学文化传播，努力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新闻宣传工作年均接待社会媒体采访、拍

摄百余次；所科技成果的主流新闻传播体系曝光率逐年提升；积极发挥新媒体的快传播作用，

通过微博、微信、B 站等新媒体平台传播高能“好声音”。打造高端学术科普论坛。开办高

能论坛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坚持举办科技创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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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和研究所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六、群团工作 

领导工会、团委完成组织换届工作。支持群团组织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连续三年获得北

京分院“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获得 2019 年度北京分院“妇女工作先进单位”。 

党委通过召开座谈会、协助党派组织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以及加强侨务政策宣传

等多种方式支持团结联系统战对象，共同致力于研究所的改革创新发展。 

高度重视离退休工作，定期召开老同志座谈会。鼓励离退休党组织结合实际开展党建工

作；搭建平台，发挥老同志“余热”。 

七、未来规划 

围绕一个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坚持一项制度：继续坚持“三重一大”制度，党建引领科技创新 

提升一种能力：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继续提升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和水

平。 

做好四种提高：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弘扬科学

家精神；继续做好工青妇、离退休、统战工作。 

 

（撰稿人：宋冉冉  审稿人：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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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平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

渠道，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科学传播工作内聚人心、外树形象。高能所充分利用所

内丰富的科研资源，通过开展新闻宣传、网络宣传、科学普及、科技出版等工作向社会公众

传播粒子物理、加速器物理与技术、同步辐射技术及应用等学科领域的知识。 

新闻宣传是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2020 年，高能所接待社会媒体记者采访及协调

拍摄，发挥主流社会媒体优势，原创报道高能所科技成果、信息动态 223 次，其中 61% （138

次）为中央媒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报道，央视报道 29 次。中国散裂中子源达到 100 千瓦

设计指标、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成果获国际期刊专辑发布、首台国产加速器硼

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研制成功、我国慧眼卫星发现距离黑洞最近的高速喷流、国家高能物

理科学数据中心大湾区分中心成立、GECAM 卫星发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退役等重要科研

成果、重大工程进展受到媒体的集中报道与持续关注。《人物》深度报道《悬崖上的物理学

家》《对话王贻芳：听一堵墙在说什么》引发强烈社会反响。2020 年境内新闻宣传工作在全

院排名第 9 名。 

配合重大科研进展开展境外宣传工作，包括慧眼卫星成果发布、大亚湾实验退役等，通

过 Eurekalert 平台及时发布我所重要成果，Phys.org， Scientific America 等十多家媒体、Urdu 

Point 通讯社对我所科研成果进行报道。借助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以

及院领英账户，多媒介传播我所科研成果。配合中宣部十四五规划解读，我所两名外籍（全

院共四名）就国际科技合作接受 China Daily 采访。组织所国际宣传片拍摄，预计 2021 年 5

月成片发布。以粒子对撞为灵感，以各个重要年份为元素，设计制作高能所明信片，为与高

能所合作的国际研究所及国际专家送去新年祝福。 

网络宣传是提升科学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高能所依托院、所两级中英文网站、微博、

微信、B 站、头条、抖音等网络宣传媒介开展科学传播工作。所微博、微信、B 站、头条、

抖音、人民号等新媒体粉丝总数超 43 万。2020 年，所中文网站浏览量超 3400 万，向中科

院与北京分院报送稿件 120 余篇。微信组织原创科普作品、国外科普作品翻译 53 篇，B 站

组织 38 篇。新媒体支持所内公众科学日、高能论坛等重大活动直播及传播。英文网站作为

境外宣传的重要平台，本年度稳步运行。本年度网页的日均浏览量达到 5346，为历年第一。

2019 年，英文网站主站共发布新闻类稿件 31 篇，推送院英文主站 36 篇。在全院研究所排

名，页面浏览量排名第四，文件点击数排名第五。2020 年网络宣传工作在全院排名第 26 名。 

高端学术科普论坛进一步扩大我所社会影响力。为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有

效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组织高端学术科普论坛：高能论坛，并通过人民日报、央视频等主

流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北青报、腾讯新闻等社会媒体平台以及中科院、北京分院、高能所的

自媒体平台实行矩阵式传播。已邀请丘成桐、潘建伟做客论坛，第一期直播获 50 万余人关

注，第二期直播获 75 万余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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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重要活动提升公众对高能物理研究的认可度。承担中国科协中国科技峰会系列活动

项目，组织青年科学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主题沙龙，向上级报送“科技工作者建议”《推

动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建议》。承担北京市科协北京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层科普行动项目，组织《碰撞中的粒子世界》、《“幽灵粒子”探索之旅》、《中国“慧眼”

探索极端宇宙、《你了解“散裂中子源”吗?》4 部青少年科普视频制作与传播，完成获公众

广泛关注。 

为献礼建所 50 周年组织所志编写工作，成立所志编撰工作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编

辑委员会，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等近百人参与。预计 2023 年 1 月出版完成。 

政务信息是对上宣传的重要途径，2020 年度报送政务信息稿件 16 篇。2020 年政务信息

工作在全院排名第 25 名。规范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编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信息公开工作 2019 年年度报告》。发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舆情应对工作管理细

则》处理舆情问题 1 次，向中科院上报 1 次。 

科学普及是科学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高能所科普能力建设与工作绩效在

全院同类单位中列第 37 名。2020 年 5 月北京本部举行了第十六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以网络

直播形式呈现，各平台总浏览量逾 30 万；东莞分部举办了第三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以网络

直播形式呈现，各平台总浏览量逾 30 万，促进了研究所社会形象的提升。2020 年 8 月，中

国散裂中子源沙盘、慧眼卫星模型、BEPCII 展品参展全国科技周，刘鹤副总理视察中国散

裂中子源展台。2020 年 10 月底中国散裂中子源沙盘参展浦江创新论坛展示活动。2020 年

11-12 月“光电倍增管”参加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巡展（北京、广西） 

2020 年度，高能所出版三种期刊均高质量按期完成年度出版计划并取得系列进展。CPC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顺利完成编委换届，外籍编委、作者和审稿人占比持续增加；JCR

期刊影响因子达到 2.463，位于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学科 Q2 区；推出六篇封面文章，发表多

篇合作组文章，顺利出版了“BESIII 专刊”；进一步缩短发表周期，与 IOP 出版社合作实现

了接收文章的单篇出版与即时发表；再次获得“2020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奖和

“2020 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二等奖。RDTM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外籍编委

占比达到约 35%；邀请来自国内各大高校及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组建了青年工作委员会；

获得国内刊号，被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Scopus 和 ESCI 数据库收录；获得中科院

科学传播局新刊创办支持项目以及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计划 D 类资助，影响力进

一步扩大。《现代物理知识》进一步加强内容建设，增设物理奥赛新栏目，吸引青少年读者；

拓宽了宣传和销售途径，举办“现代物理知识讲座”，由中国知网进行网络直播，中科院高

能所 B 站同步直播。参与组织校园宇宙线联盟活动，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成立大会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联盟理事和理事会领导机构，确定了联盟章程，组织联

盟成员参加国际宇宙日活动。 

 

 

（撰稿人：王晨芳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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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及馆藏书刊统计 

 

一． 2020 年度期刊出版情况 

1. Chinese Physics C                           公开发行，出版 12期。 

2. 《现代物理知识》（中文，双月刊）              公开发行，出版 6期。 

3.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公开发行，出版 4期。 

二． 2020 年度馆藏资源统计 

馆藏资源类型 数量（种/冊） 

中文书（纸质） ~38900/50981 

外文书（纸质） ~21270/28422 

中文期刊（纸版） ~767/12298 

外文期刊（纸版） ~1060/46355 

资料（含学位论文） ~2218 

报纸 ~21 

外文书（电子） >310000 

外文数据库（APS、AIP、Springer、Elsevier 等） ~21 

中文数据库（万方、CNKI 和 VIP） ~3 

系统平台（Alma、primo、超星发现和 ORCID） ~3+1 

 

 

（撰稿人/审稿人：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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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月 

1 月 3 日 

中新社北京 1 月 3 日电，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

的平方公里阵列(KM2A)，已完成 1/2 规模探测器建设并投

入科学运行。 

1 月 15 日 

中新网北京 1 月 15 日电，王建民研究员领导的科研团队发

展出一种全新的几何测距方法，成功测量编号为 3C 273 类

星体的宇宙学距离。这种几何方法具有传统工具不可比拟

的优势，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哈勃常数危机”提供了新途径。 

  

2 月 
 

2 月 18 日 

中新网北京 2 月 18 日电，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数据获取稳定，科学观测进

入发现期。 

  

3 月  

3 月 2 日 

“超级显微镜”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打靶束流功率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半达到 100 千瓦(kW)的设

计指标，开始 100 千瓦稳定供束运行。 

3 月 18 日 

 

中新网北京 3 月 18 日电，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于

广东东莞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2020年度首

轮用户实验已全面展开。 

  

4 月 

4 月 14 日 

中新网北京 4 月 14 日电，中国第一台、也是世界上亮度最

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 

第一个难关——防微振换填基础重要关键技术攻克。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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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 

中新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高能所及科研同行与企业联合研

制、用于大科学装置的核心探测器件——20 吋微通道板型

光电倍增管，已实现大批量生产，这对中国未来前沿科学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7 月 

7 月 1 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开始钢结构施工，首根横跨梁

吊装成功。 

7 月 6 日 

中新社北京 7 月 6 日电，北京谱仪 III（BESIII）)探测器在

最新一轮运行取数中，首次在 Y(4660)共振能区采集到世界

上最大的高质量数据样本，为奇特强子态和粲重子研究奠

定了基础。 

  

8 月 

8 月 13 日 

我国首台自主研发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实验装置研制成功，该装置的成功研制，为我国医用 BNCT

治疗装置整机国产化和产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将为我国

肿瘤治疗带来技术性革新。 

9 月 

9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Nature Astronomy》（自

然·天文学）在线发表了我国慧眼（HXMT）卫星的最新

观测成果——在高于 200 千电子伏特的能段，发现黑洞双

星系统的低频准周期振荡（QPO），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能量最高的低频 QPO 现象。 

  

11 月 

11 月 10 日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在中国散裂中子源（东莞）揭

牌，大湾区分中心正式成立。 

 

12 月 

12 月 2 日 
中科院高能所承担建设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综合实验

楼和用户服务楼项目在怀柔奠基，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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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 项目）最后一个缪子探测

器与 4008 个电磁粒子探测器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已建成

世界上高能伽马探测灵敏度最高的观测站。 

12 月 10 日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简称 GECAM）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12 月 12 日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完成目标，正式退役。 

 

 （撰稿人：王勇涛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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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务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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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与华侨大学举行合作会谈 

 

1 月 2 日，中科院高能所与福建省华侨大学在北京举行合作会谈。华侨大学校长、党委

副书记徐西鹏，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等相关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谈。 会上，王贻芳对

徐西鹏校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华侨大学对高能所科研项目的支持表示感谢。 徐西鹏

则详细介绍了华侨大学的建校历史、办学理念、学科实力和国际合作情况。双方表示，希望

以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为依托，在人才交流、项目合作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会谈后，高能所与华侨大学签订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战略合作协议，并希望利用双方

优势，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 

 

高能所与泉州市数字云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行合作
会谈 

 

1 月 2 日，中科院高能所与福建省泉州市数字云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行合作会

谈。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泉州市数字云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茗芳、环形正负电

子对撞机（CEPC）机构委员会副主席高杰等领导及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王贻芳对公司董事长吴茗芳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公司对 CEPC 项目的支持

表示感谢。王贻芳表示，社会工业界云计算资源和数据技术经验的积累和发展会为高能所科

研提供更先进、更安全、更高效的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技术，因此他希望双方能以此为契机

而加强合作。吴茗芳则介绍了云谷公司的业务范畴和技术实力，并表示会以“云谷能力”来

支持 CEPC 研究工作。  

会后，双方签订了捐赠意向协议，协议中明确：泉州数字云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将

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每年无偿提供至少价值 10 万元的计算资源，用以支持“CEPC 仓库规

划及过程虚拟仿真项目”；此外，泉州数字云谷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还将向 CEPC 促进基

金捐赠 10 万元人民币。  

随后，吴茗芳一行参观了高能所计算中心，了解了高能所在计算平台、网络环境等方面

的情况，计算中心副主任齐法制的陪同参观。  

 

东莞分部举行“全国青年文明号”揭牌仪式 

 

1 月 7 日，广东省东莞市 6 个青年集体开展了 2017-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中

揭牌仪式。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加速器技术部作为获奖集体之一，在东莞分部举行了揭牌

仪式，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东莞团市委书记沈志攀出席仪式并揭牌，东莞

分部党总支副书记刘磊主持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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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伟在讲话中表示，在中国散裂中子源长达十余年的建设过程中，广大青年同志们用

自己科技报国的初心，响应祖国的召唤，积极承担科技强国的使命，以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科

研水平服务工程建设与运行，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科技创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也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陈延伟号召青年团队继续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沈志攀表示，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是共青团服务党政中心、服务青年成长、提升青年职

业道德水平的重要载体。各级青年文明号集体要增强使命担当意识、强化示范带动作用、提

高创新创效能力、彰显文明引领优势，进一步汇聚青年人拼搏有为、昂扬向上的奋斗力量，

充分发挥青年文明号的模范带头作用。  

本次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的集体是在 2017—2018 年度创建周期中，经过综合考察、

逐级推报、择优评选、社会公示等评选出来的表现突出的集体。未来，东莞分部将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作用，让青年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

的光彩。 

 

高能所陈和生院士荣获 2019 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1 月 9 日，“弘扬科学家精神 做新时代追梦人”——2019 年中国科学院年度人物和年度

团队发布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礼堂举行，高能所陈和生院士荣获“中科院年度先锋人物”称

号并在发布会上做主题演讲。  

陈和生是高能所科学家和党员的杰出代表，他致力于我国的大科学工程建设，先后主持

建设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回答发布会上主持人提问时

他说:“几十年来，我始终不忘初心，不管在科研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管有什么样

的长途奔波或者个人身体上的压力和困难，我始终觉得为了发展我们国家的科技事业特别是

为了推动我们国家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基于大科学装置的研究，我应该竭尽自己的一切力

量。我想这也是我自己的初心，我一定会一直为她奋斗！”  

为进一步弘扬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对党忠诚、爱国奉献的崇高精神，根据所党委统一部署，

所内各党支部通过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职工通过视频收看了年度人物和年度团队发

布会，引导支部党员对标典型，见贤思齐。  

 

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新一行到高能所调研 

 

1 月 11 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新一行调研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所长

王贻芳，党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罗小安，副所长卢方军等陪同调研。  

李新一行首先调研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同步辐射装置情况，了解了高能所科研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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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李新对高能所近些年所取得的一列成绩表示赞赏，对高能所在原始科技创

新、基础科学领域的坚实探索给予肯定，表示区政府各单位将配合高能所做好各方面科研基

础保障工作。  

王贻芳对石景山区政府长期给予高能所的各方面支持表示感谢，他希望未来双方能够深

化交流协作，推动资源共享。  

 

高能所召开新一届领导班子宣布会议 

 

1 月 21 日，中科院高能所召开新一届领导班子宣布会议。北京分院分党组书记马扬出

席会议，高能所新老领导班子、院士、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

员会委员、职代会常委、中层领导人员、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及科研管理骨干等 200 余

人参加了会议。东莞分部设立视频分会场。   

马扬宣读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高能所领导班子的任免决定：王贻芳任所长，魏龙

任党委书记，罗小安任纪委书记，陈延伟、卢方军、曹俊、董宇辉任副所长；免去潘卫民党

委书记职务，免去魏龙纪委书记职务，免去罗小安、秦庆、陈刚副所长职务。  

随后，马扬反馈了高能所上一届所领导班子任期考核、民主测评的相关情况，充分肯定

了他们的工作和贡献，并向离任的潘卫民、秦庆、陈刚颁发了荣誉证书；此外，他希望高能

所新任领导班子在王贻芳的带领下加强人才引进和后备干部培养，推动研究所的各项工作迈

向新的台阶。 

潘卫民代表离任领导讲话。他说到，自己在党委领导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深感

有幸在自己的壮年时期站在了研究所改革发展浪潮的潮头，以充沛的精力为全所广大职工服

务、为研究所蓬勃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无怨无悔并收益良多，感谢全所党员及广大职工

的多年来的深情厚爱和大力支持，感谢上级各级党组织的充分信任和悉心指导。他还说，今

天是一个新起点，要在新的“老”岗位上，做好科研本职工作，为高能所的发展取得新的佳

绩、再上新的台阶贡献一份力量。 

魏龙作为新任党委书记发言，他对潘卫民为高能所党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予以感谢；

并表示今后将围绕实现“四个率先”目标和研究所“一三五”战略规划， 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不辜负广大职工的厚爱和支持。 

最后，王贻芳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发表讲话。他感谢广大职工的信任和支持，并表示在

高能所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新一届领导班子将承担起承上启下的重大责任，且认真贯彻院

“率先行动”工作部署，做好研究所各方面工作，加强中层干部、后备干部的培养选拔，为

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更多机会，谋划好高能所的未来发展，以带领全所职工共同完成新的目

标任务。 

大会后，马扬向新老班子成员反馈了换届考核、测评结果，并与三位新提拔所领导进行

了集体任前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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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高能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能所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初步启动防控措施，

后根据国卫办和中科院相关通知精神，于 1 月 27 日紧急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了以

所长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组，并下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疫情小组成员按照防控工作的具体安排，以及根据各自所在部门的工作实

际，实施了较为有效、强力、严格的举措，取得了全所动员、快速反应的主动作为局面。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在保证大科学装置运行、建设不断线的前提下，各部门紧急

行动，涌现出不少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  

所党委加强引导 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用  

2 月 5 日，所党委制定发挥“两个作用”联络值守机制方案，建立所党委、党支部（总

支）两级值守机制，明确各级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的任务要求；向全所各级党组织、全体

党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当先锋做表率；要求各党支部通过在线主题党日的

方式，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

通知》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院党组的有关文件；此外，所党委还建立了权威信息发布

渠道，依托支部书记微信群，及时更新官方权威防护常识和注意事项，并在园区设立病毒防

控知识宣传栏。  

努力做好园区及留所、复工职工的防控管理  

自 1 月 28 日起，高能所同石景山区老山街道高能所社区实行联防联控机制，对高能所

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为避免交叉感染，所食堂暂时关闭仅提供盒饭。所物业从除夕开始，

每天对园区公共区域按时消杀三次。此外，行政处还在全所范围内增设 18 处废弃口罩专用

垃圾桶，并为园区电梯增设“纸抽按键”。2 月 3 日起，所主要办公楼进入人员需按要求做

体温监测与登记。  

针对住宿职工及学生，行政处房产办发布并落实了《单身住宿职工及博士后回所观察期

住宿调整方案》，以避免返所住宿人员观察期的交叉感染。2 月 5 日，所内专家招待所通过

咨询辖区旅游、卫生和公安等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安排了招待所全部客房作为返京单身职工

和博士生的居家观察场所，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按照《通知》要求，高能所各部门由专人负责统计职工、学生每天的新冠疫情时期情况

表（内容包括返京信息和身体状况），并第一时间上报和反馈。  

各部门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  

比如自疫情爆发后，东莞分部立即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带领行政办

和相关管理人员取消春节休假，迅速制定如建立返莞人员集中隔离留观区域、加班完成物资

采购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与此同时，分部党总支还成立了疫情防控先锋队，制定《东莞分部

疫情防控先锋队工作方案》。先锋队成立以来，他们积极主动做好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

对隔离观察人员提供“一对一”帮扶。再如，为保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稳定运行， 在

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加速器和实验物理中心紧急调集在京人员留守，这些同志主动放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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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顶替未能到岗同事，为对撞机的模式校正和亮度优化等维稳工作提供了保障。  

受疫情影响，连日来，所内视频会议增加了 60%，且达到现有 vidyo 系统能力的上限。

针对这一实情，计算中心紧急开通了桌面视频会议系统，升级了所会议室预定系统，实现预

定会议的逐级审批功能。此外，他们还通过所微信公众号向全所人员介绍视频会议、个人云

存储、在线办公等系统的使用方法。  

再比如，春节疫情蔓延期，教育处及时按照上级部门及所内相关要求，制定研究生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且于 1 月 22 日整理出所有在学学生的生源地信息，于 1 月 25 日按照“一人

一册”要求完成在所 500 多名研究生的摸排整理工作。为保证全所能够及时购买防疫物资，

资产财务处积极组织安排加班加点汇款。实验物理中心、理论物理室、多学科中心、核技术

应用研究中心等科研部门则依靠室务会行政主管领导→行政秘书主管→科研行政组组长（副

组长）→研究生导师等责任链条，通过网络课题组会、电话会议、职工周报等方式积极开展

各项科研工作，并完成防疫任务。  

疫情防控和复工是一道考验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必答题 

高能所各个责任部门在这一艰巨时期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科研，全力以赴，迸发出了共

同“战疫”的磅礴力量。截止目前，所管理机关已基本到岗复工，科研人员运用远程办公、

视频会议等做法，基本实现了在疫情防控中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的任务。他们对全

所组织动员、力量调配、资源整合等给予了有效支撑和帮助。 

 

石景山区区委书记常卫一行到高能所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3 月 3 日，石景山区区委书记常卫、副书记田利跃及区委、区政府、老山街道有关部门负责

人到中科院高能所调研疫情防控工作，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魏龙、副所长卢方军及

相关部门人员陪同检查。  

常卫一行重点走访了高能所食堂、专家招待所、多学科大楼，具体了解了所内疫情防控措施、

办公区人员情况、复工返校情况等。常卫强调，在疫情期间，相关责任部门一定要全体动员，

全面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建立全单位、全区、全社会共同防控体系，

层层压实、联防联控。  

王贻芳表示，高能所在疫情期间认真落实政府要求的各项规定，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

制度；从“医、食、住、行、办、消”六个方面入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抗疫防控精神，切

实有序地开展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以确保抗疫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石景山区委办公室主任杜涛、园区管委会主任唐铭、区政府外办主任斯琴、老山街道党工委

书记王永明等陪同检查。  

 

文献信息部 INSPIRE团队组织参加 INSPIRE2020年度第一期
国际顾问委员会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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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高能物理学术信息平台 INSPIRE 国际合作组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 2020

年度第一期国际顾问委员会，本次会议适逢 INSPIRE 平台系统更新换代升级的关键之年，

会议旨在继续有效推动本年度陆续发布的 Inspire beta 系统各项新功能的改进与完善。来自

北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 INSPIRE 六家共建科研机构的管理层、技术开发与应用相关人

员约 15 人参会。 

在为时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中，与会人员围绕系统开发的主要更新情况、现行 INSPIRE 平

台系统更新换代方式及与 Beta 版的并行运营期、用户检索反馈意见、INSPIRE 合作组扩大

共建机构等四大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会上，INSPIRE 高能所团队汇报了近三个月以来的工作进展，重点介绍了团队在 Beta

版系列使用指南、用户培训及用户反馈三个方向上落地的具体进展。其中，系列指南目前已

推出《高能物理学术信息平台 INSPIRE 简介》与《关于 Beta 版 INSPIRE 你所应该知道的—

—通过作者查找文献的小窍门》两篇。高能所团队重视深化与中国高能物理用户建立密切有

效的沟通渠道，倾听中国用户的使用反馈，推进中国用户的需求得以落实，向国际合作组分

享了高能所团队与中国区高能物理用户的有效互动进展，得到顾问委员会的肯定和赞许。下

一次委员会会议预计将于夏季前后召开。 

相较现行 INSPIRE 版本，INSPIRE beta 基于更先进、更可靠的底层技术架构，其致力

于保留旧系统的所有优点并引入备受用户期待的一些新功能。目前，beta 已陆续发布了文献、

作者、工作和会议检索模块，且正在根据全球用户需求逐步进行系列系统功能改进和更新。

未来，INSPIRE 高能所团队将根据中国高能物理用户的实际需求，不断挖掘 INSPIRE 的隐

藏功能，并帮助中国用户充分建立有效信息间的关联，以更便捷的方式组织信息资源，解决

科研过程中与信息资源相关的难点与痛点，提高科研效率。 

Inspire 新旧系统切换预计在 2020 年上半年完成，用户可以参与 INSPIREbeta 网站首页

置顶的用户需求调查，或者发送建议至相关邮箱。 

 

高能所获北京分院 2019 年度“党建创新奖” 

 

2020 年 3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分党组印发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分党

组关于表彰 2019 年度“党建创新奖”和群团工作先进单位的通知》，表彰了在党建和群团工

作中富有创新性和特色做法的先进单位，其中高能所荣获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2019 年“党

建创新奖”称号和“妇女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两项荣誉。  

本次评奖活动经各单位自由申报、各协作片评选推荐、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全委会综合评

定、北京分院分党组审议决定。所党委以“支部创意”为主题推荐参选的行政管理处党支部

工作法由协作一片推荐参加北京分院“党建工作创新奖”终评。所妇委会由协作一片推荐参

加“妇女工作先进单位”终评。  

2020 年，高能所各级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业，凝聚力量，推进党群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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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部与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召开科普出版合
作讨论会 

 

4 月 2 日，中科院高能所文献信息部与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及《物理世界》

（Physics World）编辑部召开视频会议，就双方在科普期刊出版领域的合作交流进行了讨论。 

会上，文献信息部主任郑文莉首先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背景情况、高能所期刊的出版情况

以及此前与 IOPP 的合作情况，她希望在和 IOPP 多年学术出版合作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合作

领域，以使《现代物理知识》同 Physics World 进行深入交流合作，向着国际一流科普期刊

迈进。Physics World 主编 Matin Durrani 则介绍了目前 Physics World 与中国以及高能所的合

作情况、杂志内容的组织方式、编辑队伍以及工作模式等。媒体事业发展部主任 Edward Jost、

媒体部市场专员 Laura Gillham 和媒体部主任 Jo Allen 则分别介绍了 CERN COURIER 的出

版情况、与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合作模式，ESRF NEWS 的出版情况和与欧洲同步辐

射装置（ESRF）的合作模式，以及 IOPP 出版社和 Physics World 的授权与合作情况。最后，

《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主编张闯就《现代物理知识》杂志的情况以及与 IOPP 期刊开展的

合作做了阐述。 

此外，与会者还就科普杂志的稿源、作者、趣味性、通俗化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对优

质稿源获取、优秀专业编辑人才的招募等科普期刊面临的共通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就

版权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并表示将进一步联系促成更多的合作。 

IOPP 及 Physics World 对本次会议十分重视，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集团广告经理 Chris 

Thomas、出版人 Qiuwan Zhuang、亚太及合作伙伴关系副总监 Elaine Tham；高能所参会人

员包括：副所长卢方军，文献信息部副主任于健，《现代物理知识》副主编乔从丰和编辑赵

洪明。 

IOPP 是全球最大的物理学及相关学科的信息传播机构之一，帮助欧洲核子中心以及欧

洲同步辐射装置等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和装置出版了 CERN COURIER、ESRF NEWS 等享誉

全球的杂志。 

Physics World 杂志是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的著名物理科普杂志，1988 年创刊。内容包括

物理学家的人物传记、物理学新闻和分析、相关评论、求职信息、相关新书和多媒体的推介

等。 

《现代物理知识》杂志隶属于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由高能所主办，是我国物理

学科的一份中、高级科普性期刊，1976 年创刊。设有专栏专题、物理知识、物理前沿、科技

经纬、教学参考、中学园地、科学源流、科学书屋、科学正听等栏目。 

 

行政处组织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系列活动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为贯彻落实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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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科发办函字

〔2020〕33 号）要求，中科院高能所行政处安保办结合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广泛开展

教育活动，营造共筑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浓厚氛围。  

网上网下全方位宣传，活动形式多样。行政处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需

要，向各单位下发了《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

动的通知》，并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宣教活动。在所主页增设浮动窗口，宣传《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等法规，让全体职工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

法规；承办一期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所宣传栏；在办公楼电子屏幕上设置第 5 个“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主题标语；在园区醒目位置张贴国家安全宣传海报等。  

结合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活动和“三会一课”，推动国家总体安全观入脑入心。行政

处与党政办、所团委联系沟通，在正在进行的 2020 年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活动第三周和第

四周学习内容中加入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习近平论科技创新》（2020）相关内容。

行政处党支部在本月“三会一课”中加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项学习，组织国家安全知识

在线答题，下发“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学习资料：《求是》2020 年第 5 期《习近平：全

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通过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行政处进一步

强化了广大职工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凝聚

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高能所图书馆和石景山区图书馆洽谈合作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读书日（2020 年 4 月 23 日）即将到来之际，4 月 15 日，北京市石景

山区图书馆馆长吴私，井倩菲、李亚红副馆长一行 5 人到中科院高能所图书馆洽谈合作。高

能所副所长卢方军、《现代物理知识》主编张闯、文献信息部主任郑文莉、副主任于健以及

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座谈。会议由郑文莉主持。  

卢方军致欢迎辞，对吴私馆长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卢方军介绍，高能所是我国从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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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其正在运行和建造多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科研人才、科学图书和科学

设施资源，利用好这些资源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传播活动是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社会责

任。高能所愿意和石景山区图书馆一起，借助地缘亲近的优势，充分利用双方的人才、设施

和渠道资源，大力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  

吴私介绍了石景山区图书馆在示范区品牌建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情况：

石景山区图书馆按照总分馆制承担着区内 1 个总馆、9 个分馆以及 60 个图书室的管理任务，

在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提高地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井倩菲、李亚红分别介绍了读书文化活动的组织以及馆藏资源建设、采编及流通配送

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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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闯与石景山区图书馆分享了《现代物理知识》期刊在中国高能物理分会和高能所的主

管领导下在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高方面的经验与思考，特别是期刊与科普协会、教育系统开

展科普的工作。他说，今年是实现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

2020）》要求的收官之年，以上活动极大地促进中小学的物理教育与科学教育，落实《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纲要》 。 

最后，郑文莉就高能所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发言。她说，作为专业型图书馆，高能所图书

馆承载了支撑科学研究稳健有序进行的重要功能；作为文化阵地，图书馆不仅需要传播科学

文化知识，而且要传承科学精神。希望双方能在馆藏资源共享、科普以及科学传播方面广泛

开展合作，结合双方特点交叉融合更好地为科学家以及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  

此外，双方还就如何发挥两馆在图书资源共享、交流平台和科普资源方面的互补优势，

充分开展合作交流的具体落实方案展开讨论，希望创新服务模式，探索“科研院所专业图书

馆 区公共图书馆”交叉融合的新型合作模式，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双方一致认为，可以借助石景山区图书馆的平台，将高能所的科普资源带入，向公众介

绍高能物理以及相关学科的前沿科学问题与技术；合作还可以开阔石景山区中学物理教师的

眼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加深石景山区公众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了解，扩大

图书馆的文化阵地影响。双方决定近期将就世界读书日的活动进行合作  

讨论会后，吴私一行参观了高能所图书馆。  

 

壮大”心”的力量 第三届世界读书日·书香高能讲堂举办 

 

4 月 23 日是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中科院高能所文献信息部组织开展了第三届世界读书

日-书香高能讲堂活动，特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所长陈雪峰研究员

通过中国科讯平台以在线直播的方式做题为《壮大“心”的力量》报告。本次讲堂由高能所、

石景山区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共同举办，在线观看达 600 余人次。  

报告由高能所副所长卢方军研究员主持。卢方军介绍了主讲人陈雪峰在心理学研究、学

科建设和社会应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她在这次抗疫中深入湖北一线，为疫区人民带

去心理调适与疏导的事迹。  

在报告中，陈雪峰从武汉抗疫心理援助、突发事件的心理应对、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三个方面向听众讲述了如何充分利用中科院心理所及心理学会的科学资源、社会资源，

如何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并解决相关的心理问题，如何共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共克时艰等。  

陈雪峰指出，在此次疫情防控以及其他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国家高度重视在心理层

面对群众进行疏导和安慰，深刻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保证人民美好生活方面所进行的不懈努

力，也表明我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不断提升。  

陈雪峰特别为这次世界读书日活动推荐了《群氓心理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

《理性生活指南》三本书，她希望听众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学习，能够不盲从、排干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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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多声音中感受到国家积极推动各项事业稳步、有序发展的初心，积极参与国家心理治理

服务体系的建设，凝心聚力，共建美好的生活。  

在互动环节，线上互动频繁，气氛热烈。听众通过平台远程领略到了心理学家的人格魅

力。  

卢方军做最后总结。他说，陈雪峰书记的援鄂抗疫经历不仅令人感动敬佩，更令人深受

启发。这次能在短时间里遏制住疫情的蔓延，根本的力量源泉是党和政府组织方方面面、上

上下下的团结协作，其中也包括心理工作者们的巨大努力。这是我国的优势所在，也是“四

个自信”的具体体现。卢方军还谈了三点感想与期望，一是借此契机，希望高能所的科研人

员在做好高能物理和技术研究的同时，也要拓宽视野，开放思维，开展具有特色的多学科交

叉前沿研究，与心理学科建立更深入广泛的合作，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二是在

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注重利用心理学方面的科学知识，让团队协作更加有力，

科研进程更加顺畅、顺心，培育的人才素质更加全面、心理更为健康；三是通过社会心理学

构建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微观路径，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思想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体系连

接起来，并通过个体的努力使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在社会上长盛不衰。  

作为高能物理学科与科学文化教育传播的重要阵地，文献信息部秉持防疫工作和阅读推

广“两手抓、两不误”的理念，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知识战“疫”，积极为所职工及学生组织了本次活动。本次

活动得到所党政办、计算中心、科研处、教育处及所团委的支持。  

 

高能所举办第十六届公众科学日云直播活动 

 

5 月 23 日上午，中科院高能所举办了以“云游高能所 探秘微世界”为主题的第十六届

公众科学日活动。本次活动与腾讯新闻、B 站等平台合作，采用在线直播方式，带领公众云

游高能所玉泉路园区多个实验室。各平台共获得 27 万点击量。   

直播活动由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办主任、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测器（GECAM）项目总师陈刚主持。活动前，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副所长董宇辉向观

看直播的网友介绍了高能所的历史、研究领域等基本情况，并对观众们表示欢迎。   

在持续两小时的云游活动中，主持人陈刚带领公众领略了多个实验室的工作和成果，三

十多位一线科研人员进行了讲解和演示。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云参观”环节，讲解员通过对沙盘模型的演示，向观众展现

了对撞机的全貌。之后，画面切换到对撞机的“大脑”中央控制室、对撞机的“眼睛”北京

谱仪控制室以及同步辐射大厅，科研人员全方位解读了科学家如何操作对撞机、并利用正负

电子对撞数据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如何利用对撞机的“副产品”同步辐射光进行多学科实验

研究。   

按照参观行程，云直播依次在超导厅、速调管、超导腔、精密磁测、硅探测器等实验室，

向线上观众展示了高温超导带材临界电流测试和超导磁悬浮小实验，以及包括高能所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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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第一支国产 P 波段速调管、几种高性能超导腔、多种精密磁铁、高性能硅探测器等精

密、高端、领先的实验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还与空间实验室科研工作者一同带领观众观看了“慧眼”的实时

运行情况，了解科学家如何与卫星“互动”；一起观看了“测量身边常见物品的辐射水平、

多种 CT 设备及对多种物品的扫描成像结果”的实验；一同与考古实验室工作者观看古陶瓷

真伪鉴定的演示实验。   

本次活动是高能所 2020 年公众科学月活动的一部分。从 5 月 29 日起的未来两个月，高

能所将在每周通过多渠道推出科学家科普视频。本次活动由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高

能物理分会协办。   

 

成都分院院长张雨东一行访问高能所 

 

5 月 31 日，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张雨东，成都分院分党组书记、

副院长王嘉图，成都分院科技合作处处长董微等到中科院高能所访问。高能所所长王贻芳、

党委书记魏龙、副所长卢方军及董宇辉、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首席科学家曹臻等

出席座谈会议。  

会上，王贻芳对张雨东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成都分院在 LHAASO 项目中给予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对成都分院与高能所双方克服困难、实现对 LHAASO 项目的共建管理表

示肯定。张雨东表示：将一如继往地对 LHAASO 项目、即将开建的“十三五”科教平台—

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技术研究平台项目、筹建中的宇宙线物理与探测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随后，曹臻报告了 LHAASO 工程的进展情况及目前取得的科研成果等，还就宇宙线物

理研究与探测技术研究平台项目、宇宙线物理与探测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的筹建进展做了

简要汇报。  

此外，双方还就项目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对 LHAASO 项目边建设、边运行模式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肯定，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后期项目落地、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方

面的交流合作，包括：深入开展用于先进光源建设的高精度光学制造、检测技术合作，开展

面向大科学设施海量数据处理的超算中心合作建设等，以推动四川当地科技、经济发展。  

访问期间，魏龙带领来访人员一行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控制室、科普

展厅等。 

 

高能所召开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筹备，6 月 3 日下午，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十次代表大

会召开。中科院北京分院分党组书记、京区事业单位党委书记马扬出席会议。来自全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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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支部（总支）的 138 名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特别邀请了高能所非中共党员所领导，

部分院士和老领导，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会议。部分研究室、支撑部门、管理部门的行政领

导或党支部书记列席会议。东莞分部设立视频分会场。  

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代表第九届党委班子作“新时代 新作为 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新要

求；守初心 担使命 提升党建质量 推进科技创新”的工作报告。报告从强化政治建设等七

个方面，对所党委的工作进行了系统回顾。魏龙结合研究所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对党

委未来五年工作提出了建议，他最后号召全所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新冠肺炎国际疫情

持续蔓延的特殊时期，要牢记“科研国家队”的使命和职责，围绕研究所改革发展的大局，

勇立潮头、奋楫向前，再立新功。  

随后，高能所纪委书记罗小安代表第八届纪委班子作“严明纪律 强化监督 为研究所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报告从坚持不懈加强理论学习、压实从严治党责任、加强制

度建设、创新宣传模式、以强化监督为重点，以内部审计为特色、做好信访接待与案件查处

和加强纪监审干部队伍建设等六方面总结了第八届纪委的工作，指出研究所纪委工作中的不

足，并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经过全体参会人员举手表决，大会一致通过了高能所《第九届党委工作报告》和《第八

届纪委工作报告》。  

高能所原副所长、九三学社社员陈刚代表民主党派致贺词后选举环节正式开始。经无记

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王生、王铮、王九庆、王贻芳、卢方军、陈延伟、罗小安、郭立军、常

哲、蒙巍、魏龙等 11 人（按姓氏笔画排名）当选为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十届

委员会委员。吕才典、宋黎明、陈宏刚、罗小安、金大鹏、徐殿斗、曹建社等 7 人（按姓氏

笔画排名）当选为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会议期间，所长王贻芳作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介绍暨半年来所里工作汇报》

报告。他介绍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高能所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对政府工作报

告中科技创新内容的作了重点说明，并对全所党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会议最后，马扬同志发表讲话。他对高能所党委圆满完成换届任务以及新一届党委、纪

委班子的当选表示祝贺，对上届党委、纪委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肯定，并提出三点希望和要

求：一是继续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尤其是注重学习党中央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界的最新要求；二是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提升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力；三是党政协同配合，合力促进研究所科技创新发展，把

研究所的科技创新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中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十次代表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并在庄严的《国际歌》

声中闭幕。 

 

高能所与合肥科烨公司、北京普达公司举行 CEPC 促进基金
捐赠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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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中科院高能所与合肥科烨电物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北京普达迪泰科技有限

公司在京举行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促进基金捐赠签字仪式。高能所所长王贻芳、

合肥科烨公司吴信莲董事长、北京普达公司范生宏董事长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签字仪式。  

会上，王贻芳对两家公司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公司给予 CEPC 项目的支持表示

感谢。王贻芳表示，科研项目的建设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参与和助力，期待未来能更有广泛的

合作交流。两家公司表示希望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优势，为祖国基础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

贡献。 

 

行政处组织防汛应急演练 

 

为切实做好高能所 2020 年防汛工作，打造专业防汛队伍，6 月 5 日，行政处组织信科

联物业进行防汛应急演练。  

防汛应急演练背景是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卷帘门前暴雨红色预警，且门前有障碍物并形

成了涡流。预警响起后，项目指挥中心立即将有关情况上报所防汛工作领导小组，防汛领导

小组下达命令启动防汛预案，防汛队伍迅速行动，在同步辐射装置入口处集合。急中有序，

分散队伍以小组形式展开如下行动：移动障碍物，在涡流外围以及低洼位置设置警戒并启动

抽水泵，并迅速开启下水井进行紧急排水；保洁组迅速到位，展开清理扫除积水工作；维修

组到现场全面排查。  

演练结束后，行政处防汛工作主管人员就本次防汛应急演练所出现的问题与待改进的方

面进行了点评和总结。本次演练检验了高能所防汛队伍在应对暴雨预警时的组织能力，提高

了防汛队伍的反应速度和协调配合能力。防汛演练与防汛“五落实”（责任制落实、预案落

实、队伍落实、物资落实、避险措施落实）有效结合，为保障高能所汛期安全奠定基础。  

6 月起，北京市进入汛期，为做好防汛工作，行政处将积极做好汛期各项准备及抢险工

作。截止目前，所屋面、下水等清扫工作已于 5 月中旬完成；防汛自查排查工作于 5 月底完

成；2020 年防汛应急预案已经进行修订；防汛物资补充采购完成并放置到位；园区重点防

汛部位已明确；防汛队伍按计划组建，汛期值班安排已经制定并严格执行。  

 

长春市委书记王凯一行访问高能所 

 

6 月 6 日，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王凯，长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路等一行

5 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机构委员会副主

席高杰、CEPC 项目办主任陈刚等出席座谈会。  

会上，王贻芳对王凯书记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长春市在 CEPC 项目选址前期

调研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王凯表示长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CEPC 项目落实工作，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备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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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委市政府已成立 CEPC 项目专班支持该项目各项前期工作。他指出长春丰厚的科教

文化资源、宜人凉爽的自然气候以及即将规划建设的科学城附带的生活配套资源都非常有利

于 CEPC 项目的长远发展。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争取项目早日落地。  

 

Chinese Physics C 期刊多措并举 稳步发展 

 

6 月 29 日，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2019 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正式发布，Chinese Physics C 最新的影响因子为 2.463，在 SCI 收录的全球核物理

领域的 19 种国际期刊里排名第 6，粒子物理领域的 29 种国际期刊里排名第 12；同时 Chinese 

Physics C 在中国科学院期刊分区中位于物理学大类和粒子物理与场小类一区；在爱思唯尔

（Elsevier）基于 Scopus 数据库最新发布的 2019 CiteScore 指标中，Chinese Physics C 的

CiteScore 达到 8.3，在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领域 69 种期刊中排名第 8。  

近一年来，Chinese Physics C 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中国物理学会

各主办单位的支持下，积极利用国际大型合作组优势，组约优质稿件，发表了包括 BESIII，

LHAASO，PandaX，LHCb，BelleII 等在内的合作组文章十余篇，并于 2020 年第 4 期出版

BESIII 专刊（Future Physics Programme of BESIII），这些高影响力的国际热点文章的发表为

期刊未来进一步稳固学术指标，提升影响力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外，Chinese Physics C 在出版“粒子物理数据表”（The Review of Particle Physics （2016））

和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重点期刊”带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下，吸引了大量优质

来稿，虽然目前正处于疫情防控阶段，来稿量却同比增加 50%。得益于高水平、国际化的编

委队伍和专业的审稿专家队伍，Chinese Physics C 严控审稿流程，加强审稿质量，力争稳扎

稳打进一步提升期刊学术水平。  

在提升出版服务方面，Chinese Physics C 在今年推出了封面文章和虚拟专刊等多种方式

扩大优秀文章宣传力度，吸引优秀来稿。并与 IOP 出版社推进单篇发表服务，实现文章快速

发表，提升引用。对于优秀的亮点文章，通过科睿唯安和清华大学的 AMiner 邮件服务在第

一时间推送给全球上千名本领域的科学家，极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可视度和引用率。  

Chinese Physics C 作为我国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领域的领军期刊，一直是展示粒子物理与

核物理及其相关领域最先进科研成果与进展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在新一届主编团队带领下，

Chinese Physics C 不断探索创新办刊经验，注重提升学术指标，加强出版服务，正在从各个

方面向着国际一流期刊不断稳步迈进。  

创办国际一流期刊任重而道远，学术质量的提升是期刊发展的根本，未来，Chinese 

Physics C 将坚持立足国内、面向国际，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前行。 

 

高能所党委组织庆祝建党 99 周年系列活动之弘扬科学精神
线上诵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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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庆祝建党 99 周年，6 月 30 日，中科院高能所组织了“诵读

科学经典 弘扬科学精神”主题征文线上诵读会。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罗小安和全所各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近 13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罗小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本次征文比赛的背景和评选方式。随后，来自全所 17

个党支部（总支）的 19 位诵读者依次诵读，共评选出了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 9 名。 魏龙在总结讲话中对诵读作品进行了点评，他说，每一个诵读作品都

饱含着服务科学事业的深厚情感和作为高能人的自豪感，他希望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诠释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真谛，做新时代追梦人。  

2020 年 4 月至 5 月，为配合北京分院“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高能所党委开展了读后感征文活动，各党支部提交了涉及不同领域科学家经典文章的三十余

篇，文章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表露着党员对广大科学家投身科技事业的深深敬意。为增强

活动效果，所党委选取优秀作品进行本次线上诵读分享，旨在引导广大党员进一步学习好、

传承好、发扬好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在弘扬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方面走在前、作表率。 

一等奖获得者行政管理处王湘鉴，二等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室龚畅、计算中心崔涛、东莞

分部张玮，三等奖获得者加速器中心陈锦晖、核技术应用中心李琳、党政联合办王晓月、财

务资产处彭生、实验物理中心吴科伟、多学科中心赵晓娟，优秀奖获得者多学科中心田野、

人力资源处梁光健、科研计划处刘红薇、大装置管理中心李全林、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杨

红宇、加速器中心何俊、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吴超勇、文献信息部于健、通用运行部张月雷。 

 

高能所举办第八届优秀大学生线上夏令营 

 

6 月 29 日至 7 月 9 日，中科院高能所 2020 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举办。受到疫情影响，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形式，并按学科分两期进行。最终共有来自全国 77 所高校的 197 名大学

生相聚云端，共同参加了别样的高能夏令营。  

本次夏令营活动通过在线会议及 B 站两种形式进行线上直播。活动包括开营仪式、专

题讲座、招生就业咨询以及优秀大学生选拔面试等环节，直播为营员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学

习交流平台，并在科研和学业规划上给予一定的指导与帮助。   

本次活动中，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等 20 多位所内各相关领域专家，为学生带来了精彩纷

呈的专题讲座，并回答了营员以及 B 站网友的提问。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所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任常哲在两期夏令营开营仪式上分别致辞，他们希望优秀大学生能加入到高能所的科研

队伍，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面试前，各研究中心的导师们和在读研究生们参与咨询交流活动，向营员介绍了中心的

基本情况、研究方向及成果、导师队伍、科研经费情况、学生培养、毕业去向等内容，并在

线答疑解惑。经过深入了解，同学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方向。   

活动结束后，高能所教育处为营员邮寄了结业证书和夏令营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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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党委组织召开庆祝建党 99 周年党员大会 

 

7 月 1 日下午，中科院高能所党委组织召开庆祝建党 99 周年党员大会。高能所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罗小安主持大会。大会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党委书记魏龙、副书

记罗小安和八位新党员同志在北京现场参会，东莞分部部分党员在分部现场参会，其他党员

通过视频参会。  

魏龙作建党 99 周年七一讲话。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他代表所党委向

全体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魏龙提到：一年来，所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所党委团结带领全所党员同志为高能所的科研工作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此刻，

我们纪念党的生日，要深切缅怀过去，牢记科研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做不畏艰险的追梦人。  

此外，魏龙还宣布了《中共中国科学院京区事业单位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的批复》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

组关于魏龙、罗小安同志任职的通知》。  

按照大会议程，罗小安宣读了高能所 2018-2019 年度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干部等获奖名

单。随后，新党员在加速器中心党总支书记岳军会的领誓下进行了入党宣誓。  

最后，大会在东莞分部举行了专题报告会，会议邀请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云

教授作了题为《坚定制度自信 发挥制度优势——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揭牌仪式在东莞分部举行 

 

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

建设团队“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7 月 3 日上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揭牌仪式在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举行，目的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精

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团

结带领广大青年不忘跟党初心、勇担青春使命。  

属地东莞市委副书记白涛、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潘剑勇，及高能

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等领导出席仪式并揭牌。 

仪式上，与会人员观看了 CSNS 建设团队青年风采展视频，东莞分部团总支书记赵崇光

分享了 CSNS 建设团队青春奋斗故事。  

陈延伟在致辞中表示，CSNS 建设团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科研和工程建设队伍，35 岁以

下人员占比高达 65%，可谓朝气蓬勃。在项目长达十余年的建设中，广大青年同志们用自己

科技报国的初心，响应祖国的召唤，积极承担科技强国的使命，继承了高能所老一辈科学家

的奉献精神，以扎实的专业技能服务工程建设，在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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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获得，将开启东莞分部青年工

作的新征程，分部全体科研人员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25 位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精神为

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爱国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担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世界科技强国的光荣使命，勇挑时代重担，勇做创新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再做贡献。 

陈延伟表示，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落户东莞以来，东莞分部在高能所的统一领导部署下，

积极加强与属地广东省和东莞市的联系，帮助职工融入当地生活，他代表高能所和 CSNS 建

设团队，对广东省和东莞市长期以来给与项目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柳贡慧一行访问高能所 

 

7 月 13 日，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柳贡慧一行 5 人到中科院高能所访问交流。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董宇辉等出席座谈会议。  

会上，王贻芳对柳贡慧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董宇辉详细介绍了高能所的历史背景、大

装置介绍、科研成果等。柳贡慧对北京工业大学的建校历史、办学理念、优势学科及办学目

标等也做了简要的介绍，并表示北工大作为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希望发挥自身优势，与高

能所加强科研合作与人才交流，打造合作新亮点，深入产学研合作，立足首都发展需求，投

身北京城市建设。  

王贻芳表示：大科学装置建设需依托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力量和人才优势；双方

在建设国家级技术应用平台过程中应优势互补，积极沟通；力求扩大装置用户规模及多样性，

鼓励重大科研成果产出，走大科学装置可持续发展道路。  

会后，柳贡慧一行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沙盘、同步辐射装置和核技术

应用中心。  

 

第六届“赵忠尧博士后”评选完成 

 

7 月中旬，第六届“赵忠尧博士后”评选顺利完成。本次评审采用函评方式评议，经中

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三大方向组织本领域专家评审，管理委员会认定，确定

李郁博等 19 人为第六届“赵忠尧博士后”。  

为加强人才培养，吸引国内外高水平博士后研究人员，“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

设立“赵忠尧研究奖金”（Chung-Yao Chao Fellowship），用于招收国际一流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入选者称为“赵忠尧博士后”（Chung-Yao Chao Fellow），除在其工作单位工资收入外，

两年博士后在站期内可一次性获得 5 万元人民币奖金收入。  

“赵忠尧博士后”自 2015 年首届评选以来，迄今为止已顺利举行六届。本年度由于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粒子物理前沿各研究单位招募国际国内高水平博士后工作受挫，“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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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博士后”管委会及时调整并多次放宽申报时间，尽可能放宽对优秀博士后的资助条件，提

高优秀博士后的收入水平，为粒子物理前沿研究吸纳高水平人才提供保障。  

“赵忠尧研究奖金”设立以来，“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各成员单位申请博士后

人员的总体水平逐年提高，已成功引进数十位外籍博士后，并留住了众多国内优秀博士后，

为建设人才队伍、建立优秀人才流动创新管理模式和评价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极大改善各

参与单位间人才评价的壁垒，为本领域优秀青年研究人员最终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用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了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的要求。  

 

高能所 2020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召开 

 

7 月 20 日至 21 日，中科院高能所召开 2020 年度战略发展研讨会，会议就关系到研究

所未来发展的重大关键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凝聚共识。高能所领导、院士、学术委员会、学

位委员会、各研究室（中心）骨干和青年骨干、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230 余人通过线下和线上

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共研讨了 17 个议题，内容涉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关键技术、粒子天体物理、

理论物理研究、应用研发及成果转化、科学计算平台等。与会人员听取了关于各个议题的报

告，就报告中的关键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全面讨论环节，对会议中形成的重点问题广泛发

表了意见建议。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做会议总结，他说：本次会议为研究所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想法，形

成了共识；下一步所里将根据学术委员会对本次会议的结论性意见推动落实，对已经达成一

致意见的重要规划项目应全力以赴地执行，对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项目，要继续推动广泛讨论，

必要时请学术委员会予以指导。 

王贻芳还提到：目前研究所正在执行的项目影响力较大，重大成果持续产出，这得益于

所内多方、多层次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对于影响未来发展的重大项目，应以重大成果为导

向，充分讨论，凝聚共识，谨慎决策，在遴选上继续保持高标准，在执行上实事求是，高效

组织管理，使产出与投入相匹配；项目完成后不仅要有重大成果产出，也要使研究所的科研

水平和技术能力得到提高，进而提升研究所国际地位。 

最后，他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高能所处于很好的历史机遇期，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人

要勇于提出创新性想法，抓住机遇，真抓实干，争取在不远的将来，使高能所在科研和技术

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战略发展研讨会是研究所把控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在本年度会议中，与会人员群

策群力，共同谋划未来，为所科研工作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高能所 2020 年度工作会议暨九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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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中科院高能所 2020 年度工作会议暨九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所领导班

子成员，陈森玉、张宗烨等院士，党委、纪委委员，学术、学位两委委员，各大科学工程负

责人，中层干部、各党支部（总支）书记，职工代表等 300 余人通过现场及线上形式参会。

本次会议北京本部设 3 个会场，东莞分部设视频分会场。  

下午 14 时，高能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罗小安宣布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根据会议议程，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向大会作题为《共克时艰，继往开来，建设国际一流

研究所》的工作报告。王贻芳首先介绍了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党政配合，所疫情防控工作组

实施了有效、强力、严格的措施，园区及住宅区未发生一例确诊和疑似病例。他说，防疫一

线人员牺牲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全所各部门通力合作，所职工积极配合，为节后迅速、有序、

安全复工、开始正常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疫情期间，高能所及时调整工作模式，科学合

理开展防控工作，做到防疫科研两不误，取得了诸多成绩。接下来王贻芳介绍了 2019 年以

来高能所围绕“一五七”规划取得的成果及 2020 年的工作重点。    

王贻芳强调，研究所未来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加强研究所各项

管理工作，保证自主项目有重要科学产出，并认真做好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建设和预研，以

使高能所在若干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此外，王贻芳还就研究所廉政建设做了专题报告。  

随后，党委书记魏龙向大会作了 2019 年至今的党建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梳理了所党

委 2019 年以来的重点工作如顺利完成党委纪委换届、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等，并从加强政治建设等七个方面系统汇报了党建日常工作。最后，魏龙同志号召全所党员、

干部勇担“科研国家队”的使命职责，勠力同心、奋发进取，为研究所的科技创新工作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按照会议议程，大会依次体听取了高能所副所长曹俊关于 2019 年度所科研经费及财务

的报告，魏龙就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的阐述，以及高能所副所长卢方军，高能所原工会

主席陈宏刚、副主席单保慈关于所园区管理、所职代会（工作）工作及 2019 年提案回复和

2020 年提案收集情况的汇报。  

7 月 30 日上午，工作会以及职代会代表分别进行了分组讨论。闭幕会上，领导班子与

各部门负责人依照程序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魏龙表彰了 2019 年获得重要奖项的集体和个

人。分组召集人就讨论情况，分别向大会作了汇报。  

最后，王贻芳作大会总结。他说，受疫情影响，所内领导班子、党委纪委、工会等换届

工作虽有延迟，至今已全部完成。他指出：高能所承担了诸多项目，大家不能松懈，要清楚

所里还面临着如经费缩减等各种困难；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各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防

范和梳理可能面临的风险，改变观念，帮助国内企业解决质量和技术难题，制定解决方案，

要确保各大项目能够按计划完成。此外，王贻芳还就代表关心的问题，如考核、待遇等进行

了回复，并表示会上代表提出的合理建议，所办公会会予以讨论并制定实施方案。  

高能所 2020 年度工作会议暨九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顺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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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组织召开工会第十届会员代表第一次会议 

 

7 月 29 日上午，中科院高能所组织召开工会第十届会员代表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

生新一届高能所工会委员会委员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党委书记魏龙、党委副书记罗

小安出席会议。来自全所（包括东莞分部）的 83 名工会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所第九届

工会副主席单保慈主持。东莞分部设立视频分会场。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  

大会伊始，魏龙宣读了中科院京区事业单位工会的贺信，贺信对高能所工会的工作给予

高度肯定，并对高能所党政领导、工会干部、职工会员长期以来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对即将

产生的新一届工会会员提出了要求。  

随后，第九届工会主席陈宏刚代表高能所第九届工会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

九届工会委员会在任五年间完成的一系列工作和取得的优异成绩。第九届工会委员会委员邢

军、第九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旌，分别作了财务工作报告以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

报告。上述报告经与会代表举手表决后通过。  

经再次清点人数确认投票人数达到有效人数后，选举正式开始。选举由总监票人苏萍主

持。经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马忠剑、王欢、王彦明、王湘鉴、王嘉鸥、冯向前、吕才典、

刘利军、李继红、杨迎、陈玛丽、罗小安、金大鹏、单保慈、魏书军等 15 人（按姓氏笔画

排名）当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经无记名投票和等额选举，

张旌、张霞、董琳琅等 3 人（按姓氏笔画排名）当选高能所工会第十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上述选举结果将上报上级工会组织批准。  

按照会议议程，本次大会还召开了高能所第九届职工代表第一次会议。职代会副主席单

保慈主持会议，职代会主席陈宏刚作工作报告，职代会副主席苏萍担任总监票人。根据大会

选举办法，经无记名投票和等额选举，工会第十届委员会 15 名委员全部当选为高能所职工

代表大会第九届常委。  

最后，魏龙发表讲话。他首先代表高能所党政班子对高能所工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

高能所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对上届工会委员会、职代会常委及职工代

表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肯定和感谢，并对新一届工会、职代会的工作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政治性、群众性、先进性；二是履职尽责，把对高

能所的热爱充分体现在工作当中，为中科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目标任务的实现和我

所“一三五”规划的实施凝心聚力。  

 

东莞分部获评“广东省辐射安全与防护示范单位” 

 

8 月 18 日，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组织召开了二届四次理事（监事）会，审议通过了第

四批“示范单位”名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获得“广东省辐射安全与防护

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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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由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组织的 “广东省辐射安全与防护示范单位”评选，经材料

审核、行业专家及主管部门现场检查，征求广东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媒体公示及理事

会审议后确定并公布。东莞分部的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得到了行业主管部门和专家的高度评

价，获评“广东省辐射安全与防护示范单位”称号，并作为“广东省辐射安全与防护示范单

位”代表在颁奖大会上汇报了辐射安全管理经验。  

“广东省辐射安全与防护示范单位”荣誉是主管部门和行业专家对东莞分部辐射安全管

理与防护工作的肯定，也将激励东莞分部技术安全部门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辐射安全管理水

平，保障人员和环境安全。 

 

2020 年 LHAASO 合作组第一次会议暨工程建设研讨会在天府
新区召开 

 

8 月 18 日至 22 日，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2020 年第一次合作组会议暨工程

建设研讨会在成都天府新区召开。此次会议由中科院高能所和中科院成都分院主办，天府宇

宙线研究中心承办，共有来自中科院以及国内高校共 24 家单位约 180 名科研人员与青年学

生通过现场及远程参会。高能所副所长卢方军、四川省发改委创新与高技术处处长黄志、天

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新经济局局长张虚怀出席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上，黄志致欢迎辞，他对 LHAASO 工程目前取得的进展与成果表示祝贺。卢方

军对出席会议的工程建设人员、各合作单位的科研人员表示欢迎，对四川省政府和天府新区

对 LHAASO 工程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提出要继续加强统筹协调，确保 LHAASO 工

程按期建成。LHAASO 项目首席科学家、工程经理曹臻研究员总体介绍了 LHAASO 目前的

工程建设和科学运行进展。他说，2020 年以来，在面临新冠疫情和财政资金缩减的双重压

力下，LHAASO 工程经理部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多方筹措资金，合理调整工程进度计划，

把工程建设进度风险降到最低。LHAASO 工程采用“边建设，边运行”的模式，在建设期间

取得了重要科学结果。随后，各分总体、系统负责人及 LHAASO 合作组成员对探测器建设

运行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并围绕各探测器的运行情况和数据分析工作开展了深入交流，

并部署了下一步工程建设安排。  

按照议程，本次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第二次 LHAASO 合作组理事会（Institutional Board，

简称 IB 会议）工作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 LHAASO 的科学研究”中期自查会、

“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技术研发平台项目工作会。IB 工作会上主

要修订了合作组章程、听取了各成员单位年度工作汇报、完善合作组组织结构等重要事宜，

并审议通过了与国际上三个大型粒子天体物理实验的合作协议。  

会议期间，LHAASO 合作组专家河北师范大学崔树旺教授受邀走进校园，在天府石室

中学举办了“从微观粒子到宏观宇宙——探索物理世界奥秘永无止境”科普专场活动，受到

了广大师生、家长的喜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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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高能物理计算暑期学校举办 

 

8 月 24 日至 25 日，第一届高能物理计算暑期学校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举办。  

第一届高能物理计算暑期学校（IHEP School of Computing）由中科院高能所计算中心主

办，课程内容由高能物理计算环境、高能物理数据处理技术两个板块组成，包括 11 个课程

报告及实际上机练习。课程内容涉及高能物理计算、数据存储管理、网络和信息化介绍、网

络安全知识、软件框架、软件开发工具、高能物理分析软件、机器学习、GPU 计算、计算平

台等。课程期间，学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最后，本次活动还举行了结业考试，通过率

达 95%以上。  

为期两天的紧张学习和练习，学员们获益匪浅，并希望明年能开设更多更好的课程，帮

助学员提升高能物理计算技术，以便更好地开展高能物理科学研究。  

本次计算暑期学校共有 408 人报名参加，分别来自中科院高能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 60 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包括从事高能物理研

究的学生、工程师及青年科学家等。  

 

北京分院协作一片赴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建设基地调研 

 

为加强异地党建工作，按照中科院北京分院协作一片党建工作模块工作计划， 8 月 27

日，协作一片各单位赴高能所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建设基地（LHAASO）进行调研交流。北

京分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国，行政处处长杨利斌，科技合作处处长初玉等出席活动。 

与会人员首先参观了 LHAASO 建设现场，实地了解了项目施工进展情况。按照活动安

排，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主持召开了调研座谈会。会上，LHAASO 项目副经理何会海介绍

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目的、建成后将解决怎样的物理学问题，以及

目前我国在宇宙线探测领域的一些突出成绩等。随后，高能所天体中心第一党支部副书记冯

少辉做题为《党组织和党员在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的报告，他图文并茂

地介绍了党组织和党员在 LHAASO 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展现了科研人员在艰苦条件下

迎难而上努力拼搏的奉献精神。 

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就如何提高艰苦地区科研台站工作人员的生活质量，如何在大科

学装置中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吴建国以及协作一片片长单位信

工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吕连清分别发表讲话。 

吴建国肯定了高能所党员和党组织在异地高海拔大装置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高度

评价了本次调研活动，认为通过这次活动，党务干部可以实地感受高原大科学工程建设的艰

苦环境以及党员、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况，对于做好本单位的党建工作有重要意义。他表态

北京分院将继续深入一线，为在野外台站艰苦奋斗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此外他还就 LHAASO 项目后续建设和运行中如何协调好与驻地政府和群众的关系等问题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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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一片各单位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办主任、党务主管等共 25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中科院广州分院机关党委、纪委一行到中国散裂中子源交流 

 

9 月 1 日，中科院广州分院机关党委、纪委一行赴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开展“纪

律教育学习月” 活动，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延伟，东莞分部副主任、党总支书

记金大鹏接待了广州分院党委、纪委一行。  

广州分院党委、纪委一行首先观看了 CSNS 宣传片，在沙盘前听取了陈延伟关于 CSNS

工程概况、原理、应用及进展的介绍；随后，在金大鹏的陪同下，一行人员参观了直线加速

器、环形加速器和 BNCT 实验装置，他们对 CSNS 工程建设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广州分院党委、纪委一行在中科院高能所“报国初心·高能情怀”党员主题教育基地重

温了入党誓词，观看了党员教育宣传片，对党员教育基地工作给予悉心指导。  

“报国初心·高能情怀”教育基地自揭牌以来共接待了院内外 31 批 1100 余人次参观学

习，在属地产生了广泛、良好的影响，基地将继续在继承光荣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强化

科技强国使命等方面发挥教育引领作用。  

 

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叶壮调研考察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9 月 14 日，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叶壮等一行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调研考

察。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明騄、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一级调研员王源、省发改

委创新与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程思杰、稻城县县长樊玉良等陪同调研。  

叶壮一行首先来到海子山工程现场，LHAASO 电磁粒子探测器分总体主任盛祥东研究

员介绍了 LHAASO 目前的建设进展以及预期取得的成果。随后，考察人员分别参观了水切

伦科夫探测器阵列 3#水池以及大气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相关分总体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建

设情况以及工程中采用的创新技术。  

调研过程中，叶壮多方面询问宇宙线观测的技术细节，对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丰富的科

学研究内容和发现潜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叶壮对现场科研建设人员身处高原缺氧环境下工

作的奉献精神表达了赞许，也期望 LHAASO 按期建成，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调研期间，叶壮还考察了测控基地的配套建设情况，在测控基地会议室观看了 LHAASO

宣传视频并与科研人员进行座谈交流，项目组在站成员参加了座谈。叶壮详细询问了测控基

地的配套建设以及 LHAASO 建设中遇到的困难，表示要积极支持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

吸引更多的科研技术人才到稻城交流学习。他提出，在发挥科学工程加强科学产出的同时，

还应借助 LHAASO 等科学设施这样的稀缺资源，打造出“最美天文城”的品牌特色，发展

天文旅游产业，为稻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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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科技峰会系列活动：基础研究与国际合作主题青
年科学家沙龙落幕 

 

9 月 17 日至 18 日，2020 年中国科技峰会系列活动-青年科学家沙龙活动在中科院高能

所举办。该活动由中国科协主办，高能所、果壳共同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赵政国院士、

高能所王贻芳院士分别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致辞。  

本次沙龙活动分三场，共邀请了国内外科研单位、高校和企业的 25 位青年科学家，他

们通过“学术演讲+开放讨论+互动问答”等形式进行线上、线下交流。70 多位参会代表参

加了沙龙。  

沙龙主题涵盖“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基础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依托大科学装置的青年

科学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国际合作与科技促进”。通过分享科研院所、高校、专业机

构、领军企业在培养青年科学家参与基础研究及创新方面的典型案例，帮助具有发展潜力的

青年科学家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桥梁，促进具有较强科研领军

才能和协同创新能力的青年科学家领衔跨界交流、拓展视野，满足创新、创业、创造的需求。  

沙龙的第一场主题为“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基础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与会人员通过分

享自身研究经验的案例、国内外突出研究成果的归纳、对电影情节的生动引用等方式，表明

任何基础研究成果都是产品技术的“基石”，即使短期内看不到明显效果，但当突发事件来

临时，科研工作者只需要去复刻之前基础研究的成功经验，便可快速研制出可靠的药物及治

疗手段。  

沙龙的第二场主题为“依托大科学装置的青年科学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其重点围

绕基础研究特别是大科学装置如何推动科学研究及科技创新、过程中如何让青年人才脱颖而

出、在目前复杂国际环境中有效推动国际合作以及依托于大科学装置如何获得稳定支持等内

容展开，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角度积极探讨大科学装置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国际科

技交流与合作、人才成长等的现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探讨该领域未来国

际合作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与会人员认为：基础研究所需的大科学装置往往需要将技术推向

极致从而产生技术突破，因此大科学装置除了是基础研究的手段同时也是技术创新和解决卡

脖子问题的重要平台，应加强对大科学装置和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应完善大科学装置

大团队中的科技工作者的成果与贡献的科学评价，让青年科学家快速成长和脱颖而出；对于

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既要重视以我为主的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合作，也要重视对参加国外大

型国际合作的支持，促进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并打破目前的国际环境僵局。  

沙龙的第三场主题为“交流与沟通——国际合作与科技促进”，与会人员认为：在现代

科学研究中，国际合作和交流是碰撞思想，产生创新思路的极佳途径，而其中的青年科学家

作为学术界的新鲜血液是最有可能做出优秀成果的群体，关键是以自身为主，把科研工作做

扎实，同时要主动出击与相关老师交流沟通，一定要有包容开放的心态，才能得到最好的结

果。  

此外，活动还邀请了来自英国、意大利、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外籍专家通过线上的方式参

与了发言与讨论，他们针对大科学装置项目的国际合作，以及青年科学家如何在国际交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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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发挥作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对推进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了解彼此

的科研目标、进展、理念，为高质量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更多思路，为发起、参与和达成国

际科技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  

 

北京谱仪Ⅲ国际合作组 2020 年秋季物理软件研讨会召开 

 

9 月 19 日至 22 日，北京谱仪Ⅲ（BESⅢ）国际合作组 2020 年秋季物理软件研讨会线

上会议召开。来自中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波兰、俄罗斯、美国、瑞典、泰国、韩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近 160 名合作者参加了会议。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在为期 4 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听取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Ⅲ（BEPCⅢ）工程计划、

CGEM 内室升级的软硬件工作进展、BESⅢ计算和软件环境、新方法在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数据质量和来自各物理研究组的物理分析报告。此外，会议还报告了一批新的实验结果，这

些结果表明 BESIII 当前仍然处于物理成果高峰时期。  

会议根据物理课题设置五个分会场，各物理组在各分会场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讨论。关于

征集到的新的数据处理方法、部分公共系统误差处理方法、文章发表后资料收集等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各物理组及相关负责人后续将针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研讨，并在取得一致意见后

向合作组提交建议。会议期间，主办方还举行了合作组执行委员会会议。  

BESⅢ冬季国际合作组会议将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利用云会议系统举行。  

 

大气物理所到高能所交流座谈 

 

9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党委书记陆日宇一行 7 人来所进行交流座谈，高能所副

所长董宇辉、研究室及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参加了交流座谈会，会议由大装置管理中心苏萍

主持。  

首先，董宇辉致欢迎辞，他代表高能所对大气所来访人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今后两

所在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能够互相学习。随后，苏萍做了有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行管

理和用户管理的报告。董宇辉则从高能所的历史背景、大科学工程建设历程、科研成果及所

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大气所来访人员针对大装置运行维护人员队伍配备、用户管理、运行经费来源及管理，

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和管理、研究所相关产业化、财务、资产、采购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及交流

学习，双方就大科学装置运行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的讨论。据悉，目前大气所有即将投入运行

的在建大科学装置。  

多学科中心、大装置管理中心、科研计划处、财务资产处、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等部

门的相关人员参加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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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在稻城测控基地
举行 

 

为增强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在站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对逃生、火灾

初期扑救工作的组织能力和处理能力。9 月 20 日，LHAASO 工程办在测控基地组织举办了

消防安全培训讲座及演练，20 余名在站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稻城县消防大队教导员赵子

鹏及消防站站长贺顺毅应邀到场进行讲解。  

本次消防培训包括地方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人员疏散逃生消防知识、消防灭火器

材分类与使用知识等内容，同时在现场举行了消防灭火技能实操演习。通过消防知识培训，

使在站人员了解了本单位以及各系统的消防职责、学习了常见消防标志标识及安全逃生方法

等基础知识。同时，通过实际消防演习，进一步提升了消灭初期火灾的能力。此次培训和演

练活动，为在站人员掌握消防安全基础知识、提升消防安全技能、增强安全意识打下了良好

基础。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地处高原，建设任务相当艰巨，建设中的安全问题是全体科研人员、

工程人员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观测站建设工程必须安全进行，杜绝各种事故的发生，尤

其是要将安全与工程质量放在同等位置上，防止事故发生，全员共同努力，筑起一个牢固的

安全屏障，顺利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高能所党委组织召开青年骨干座谈会 

 

9 月 27 日，中科院高能所党委召开本年度青年骨干座谈会。所长王贻芳，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罗小安与来自全所各部门的青年骨干共 26 人进行了座谈。  

会议由罗小安主持。与会人员依次结合自身情况和会前征集到的部门意见，对人才考评

机制、科研管理、园区建设和员工职业发展及未来规划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王贻芳和

罗小安认真倾听，适时解答。  

罗小安指出此次座谈会效果很好，会上讨论的问题多是涉及青年人的职业发展和研究所

的科研工作，部分与会代表在会前还进行提前了解了所在部门青年人的意见并进行了整理汇

总。同时他也提出所内各部门间应继续加强相互沟通，在相互学习中提高工作能力。  

王贻芳做总结发言。他以青年人的职业发展为切入点，提出无论是科研、管理还是支撑

部门，都应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科研学术水平和管理

水平，这样才能在日常工作中更好地为高能所大的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同时对于青年人，他

提出应努力提高自身站位，转换工作思维，努力提升个人格局，以更好的做好工作，更快的

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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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获中国天文学会第四届黄润乾天体物理基础研究奖 

 

10 月 12 日，中国天文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开幕式上，中科院

高能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王建民研究员获颁中国天文学会第四届“黄润乾天体物理基础研究

奖”（以下简称黄润乾奖），中国科学院周又元院士与李惕碚院士为其颁奖。颁奖仪式后，王

建民做了“反响映射观测：从黑洞质量到宇宙学距离测量”的大会邀请报告。 

王建民及其团队长期从事超大质量黑洞和类星体研究，在多个领域获得了具有广泛国际

影响的重要进展。早在 20 多年前，基于类星体超高金属丰度，他与合作者预言了在类星体

吸积盘上发生的恒星演化、双致密天体形成与引力波，为解释近期 LIGO 在类星体中探测到

双黑洞并合形成 150 个太阳质量黑洞的 GW190521 引力波事件提供了思路；他建立了超大

质量黑洞自转的宇宙学演化方程，发现自转随宇宙学演化而下降，意味着小并合或者长期演

化的随机吸积主导了黑洞质量增长的近期演化；从 2012 年开始，他率领团队利用丽江 2.4

米望远镜开展了超爱丁顿吸积活动星系核和类星体光谱监测，发现这类源严重偏离经典的

R-L 关系，并建立了新的标度关系，检验了超爱丁顿吸积黑洞辐射具有饱和光度，为利用超

大质量黑洞系统测量宇宙学距离奠定了观测基础；他建立了利用反响映射和光学干涉判选大

质量双黑洞的物理判据，以及可靠测量其轨道参数的方法，为检验纳赫兹引力波物理性质提

供了必要的光学观测基础；最近，利用他们基于反响映射方法获得的类星体宽线区物理尺度

和世界最大光学望远镜干涉阵列对这一区域角直径测量的结果，他率领其团组率先实现了类

星体距离的几何测量，为精确测量宇宙学膨胀历史提供了新方法。 

“黄润乾天体物理基础研究奖”是中国天文学会遵照我国已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黄润乾

院士的遗愿，用他捐赠的“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奖金设立的，旨在表彰立足国内取

得优异成绩的天体物理学家。自 2015 年设立至今，黄润乾奖已评选四届，共计 6 人获得此

项荣誉。 

 

高能所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4 日，中科院高能所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在京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以高能所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设立研发机构为契机，推动国产高端医

用设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大学办学水平，促进科教融合，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化重大工程。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常务副书记韩金祥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王贻芳表示，高能所长期以来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转移转化，在医用物理设备研发

方面有长期的技术积累，他希望在山东省的支持下、借助济南中科核技术研究院建设的良好

时机，且通过双方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紧密结合，推动影像诊断、物理治疗、辐射安全

等领域的成果推广应用。  

韩金祥介绍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在放射医学、肿瘤治疗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学术积累，他

说，该校（院）临床医疗资源丰富，在放射肿瘤学、放射物理学、放射医学领域处于国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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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水平。他表示，双方可探索多种合作渠道，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方式

进行全面合作，开展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医疗器械研发，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

突破性成果。  

依托合作协议，双方还深入探讨了临床诊断、放射治疗、放射性药物研究等方面的合作

意向，后续将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推进实质性合作。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黄晓薇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10 月 15 日，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率队来到中国散裂中

子源调研，高能所副所长陈延伟，东莞分部加速器技术部副主任、“全国五一巾帼标兵”齐

欣，东莞分部中子科学部副主任、“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殷雯参加调研活动。  

陈延伟在沙盘前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概况、原理，以及装置在建设过程中通过攻坚

克难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描述了未来的发展蓝图。他提到，高能所东莞分部女性工作人员占

比约 23%，她们在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晓薇表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成将以原始性创新助推

科技创新和发展。黄晓薇还表示，妇联组织将继续做好联系服务引领工作，关心关爱女科技

工作者的成长与发展，并勉励女科学家继续在科技战线上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中国散裂中子源荣获 2020 年度中科
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评比一等奖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科学院 2020 年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年会在安徽省合肥市

召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因其在完成运行任务、取

得科学成果、经费执行等方面表现优异，在此次会议的运行评比中均荣获一等奖，获得了基

本运行经费 15%的奖励，其中 BEPCII 在 2018-2020 年连续三年蝉联运行奖第一名。  

评议年度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稳定运行，圆满完成高能物理实验取数计划和同步辐

射开放运行任务。第三代北京谱仪（BESIII）和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取得多项重要科

学成果，具体包括：自主研制国内首个超导扭摆磁铁投入 BSRF 在线使用并开展多项用户实

验，填补了国内空白；BSRF 开放运行效率达到了国际同步辐射光源装置最优水平。此外，

BEPCII还成功完成加速器升能改造升级，本轮运行对撞能量最高达到了 2.35GeV，且 BEPCII

高能物理运行全年度采用恒流对撞方式，积分亮度提升 30%。  

评议年度内，中国散裂中子源圆满完成开放运行任务，装置运行稳定可靠高效，打靶束

流功率于 2020 年 2 月达到 100kW 的设计指标，开始 100kW 稳定运行，达到设计指标时间

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半，并围绕“四个面向”取得多项重要科学成果，在诸多科技前沿研究领

域和解决国家若干重大战略需求（包括许多瓶颈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CSNS 还在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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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能源、合金、高分子、信息材料等领域，与芯片和半导体器件相关企业开展材料研发、

单粒子效应检测、残余应力测试。目前注册用户已超 1500 人，共完成 349 项课题。  

此外，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也参加了本次运行年会，该装置的原定科学目标目前已

经全部实现，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正式退役。装置相关运行人员在完成撤场后将全部投入到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建设中来。  

本次评比工作得到了高能所科研部门、大装置管理中心、科研计划处及财务资产处的通

力协作和配合。  

 

王向东一行调研高能所人防工作 

 

10 月 29 日，中央国家机关人防办副主任王向东率队对中科院高能所人防工程管理工作

进行调研。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参加接待。 

调研组首先对高能多学科研究试验平台人防工程进行了现场实地核查，后又对 3 号厅、

22 号楼、10 号楼等早期人防工程进行实地调查。在现场核查后，双方针对“关于变更人防

工程平时使用用途”、“关于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状态”、“关于早期人防工程退出战备序列”、

“关于人防工程审批、质监和地下空间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等方面进行座谈，征询意

见建议。 

王向东对高能所人防工作给予了肯定。他指出，人防工程战时为护民之盾，平时也要肩

负起服务人民的使命。他鼓励高能所做好平战转换，充分利用人防空间，更好的为科研工作

者提供服务。 

本次调研会由行政处处长梁键主持，院人防办秦晓明，高能所行政处副处长王湘鉴及人

防工作相关负责人员参加。中央国家机关人防办工程管理处曾凡宇陪同调研。 

 

第六届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顾问委员会年会召开 

 

10 月 29 日至 30 日，第六届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国际顾问委员会（IAC）年

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Zoom 云会议同步召开。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项目总

体组及相关系统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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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经理高能所娄辛丑研究员首先介绍了项目总体进展情况；高

能所高杰研究员、徐庆金研究员、Joao Guimaraes da Costa 研究员分别介绍了 CEPC 加速器、

高温超导磁铁、CEPC 探测器的设计和研究以及 CEPC 物理和软件的进展情况。随后，专家

组与 CEPC 项目管理、加速器和实验三个方向的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分组进行了调研和交流。  

此外，国际顾问委员会专家还与 CEPC 团队进行了广泛讨论，他们肯定了 CEPC 过去一

年在加速器关键部件和多种超导磁铁技术研发、硅探测器进展、软件国际化发展以及 C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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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联盟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项目研发过程中的技术议题给出了建设性的指导。同

时，与会专家还对技术设计阶段的发展规划和方向给出了建议。  

来自美国、瑞士、意大利、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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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曦调研中国散裂中子源 

 

11 月 4 日，广东省副省长王曦一行来到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对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进行调研，CSNS 工程总指挥陈和生院士、高能所副所长陈延伟参加调研。  

王曦首先在沙盘前听取陈和生院士对 CSNS 概况、原理和应用的介绍，并询问了 CSNS

二期升级计划和谱仪建设情况。王曦详细了解了 CSNS 用户群体的构成、地域分布、科研单

位和企业用户的比例，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用户的数量。王曦强调，应该积极发挥出大科学装

置的集聚作用，汇聚高水平人才，产出更多一流的科研成果。  

随后，王曦一行参观了 CSNS 直线加速器、快循环同步加速器和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

置，详细了解设备构成和研制过程，并对 CSNS 的成功建设表示赞赏。  

陪同调研的还有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龚

国平、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涂高坤。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大湾区分中心揭牌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的不断增加，与高能物理核物理相关的科学数据服务业务

越来越多。为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11 月 10 日，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在中国散裂中

子源揭牌，正式成立大湾区分中心，为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及科学研究提供直接的服务。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主任陈刚表示，“一方面，大湾区数据分中心将加强能力建

设，完善科学数据体系，提升服务能力，为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将开展

与大湾区的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企业的技术合作，开展大数据管理、数据挖掘与应用、数据

安全、计算技术等研究，促进数据科学技术和技术转化、助力大湾区的经济发展。”  

陈刚介绍，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拥有十几 PB 存储空间、数万 CPU 核计算能力、

万兆国际网络链路和完善的信息化支撑系统，可提供资源整合、数据共享、数据资源和索引

等服务，能有效支撑高能物理科研数据管理和共享需求。  

“在中国散裂中子源已完成的四轮运行中，三台谱仪共完成超 300 多项用户课题，国家

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全面支撑了散裂中子源科学研究项目的数据服务，为材料科学、化学

化工、资源环境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陈延伟表示，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合作谱仪，并向国家申请二期工程建设，未来还将建设南方光源，数据

中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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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装置在立项、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都把科学数据系统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粤港

澳大湾区有多个已建成和在建的大科学装置，包括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内的这些大科学装置都

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同时需要高性能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处理服务。为更好地服务大湾区相关

领域大科学装置，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建立了大湾区分中心，以

推动和实现科学数据服务的本地化。  

据悉，2019 年 6 月，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

的名单，名单共包括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位列其中，成为

名副其实的“国家队”。该中心面向包括中国散裂中子源、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欧洲大型强

子对撞机等在内的国内外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需求，为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以及跨学

科交叉应用提供开放共享服务。 

 

潘建伟做客“高能论坛” 讲述从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到量子信
息科技 

 

11 月 13 日，由中科院高能所举办的“高能论坛”迎来了量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潘建伟。论坛上，潘建伟作了题为《从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到量子信息科技》的报告，报告

由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主持。  

潘建伟在报告中谈到了两次量子革命的发生背景及其影响，以及量子力学、量子信息等

基本原理、概念和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  

他介绍道，上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量子力学阐

明了微观世界的物理原理，已经成为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生命等学科在内的整个现代自

然科学的支柱。随着量子力学的建立而催生的第一次量子革命，推动了信息、能源、材料和

生命等领域的空前发展，催生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

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  

围绕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潘建伟阐述了第二次量子革命兴起的

重大意义。量子通信克服了经典加密技术内在的安全隐患，提供了原理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

方式；量子计算具有强大的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为人工智能、密码分析、气象预报、石油

勘探、基因分析、药物设计等所需的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量子精密测量可以大

幅度提升导航、医学检测和引力波探测等的准确性和精度。  

潘建伟系统地介绍了量子信息技术的物理实现，特别是多年来学术界对构建广域量子通

信网络的努力，以及量子计算的发挥现状和趋势。他希望在未来 5 至 10 年，可以构建完整

的天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体系，将量子通信技术在国防、政务、金融和能源等领域

加以广泛应用；能够利用量子模拟揭示新材料设计、新能源开发等重大问题的机制，具备基

本功能的通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探索对密码分析、大数据分析等的应用等。  

在提问环节，潘建伟与现场及线上观众做了精彩的互动，气氛热烈。  

本次论坛通过线下、线上同步直播的模式向数十万公众进行了科学传播，多家平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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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播。论坛获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青年报、腾讯新闻等媒体支持。  

报告人简介：潘建伟院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检验等方面的研究。

作为国际上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是该领域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

利用量子光学手段，他在量子调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关于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多光子纠缠操纵的系统性创新工作使得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成为近年来

物理学发展最迅速的方向之一。其研究成果曾多次入选英国《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重大科

学事件、美国《科学》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技进展”、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

学重大进展”、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以及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年

度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高能论坛”由高能所主办，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高

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市石景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协办。  

 

高能所组织参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
会视频会议 

 

11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高

能所设立北京、东莞两个视频分会场，所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

书记代表，中层以上干部、科研骨干代表等 50 余人参会。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白春礼系统归纳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并将如期实现的奋斗历

程。他围绕“十四五”时期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特征、规划《建议》核心要义、2035 年远景目

标和“十四五”发展目标的战略考量、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等方面进行深

入讲解，并对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发表总结讲话，他对中科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对党委、党支部、党员分别提出了学习要求。  

 

《现代物理知识》主编张闯作“从显微镜到望远镜——国家
大科学装置巡礼”报告 

11 月 20 日晚，《现代物理知识》杂志主编张闯研究员为国科大怀柔校区的师生带来了

一场题为“从显微镜到望远镜——国家大科学装置巡礼”的精彩报告，本次活动由《现代物

理知识》编辑部、中国知网、国科大物理学院共同举办。中国知网进行网络直播，中科院高

能所 B 站同步直播。  

《现代物理知识》副主编乔从丰主持报告会。张闯的报告分三个部分：显微镜和望远镜、

大科学装置巡礼、大装置和中国梦，其中“大科学装置巡礼”又分别在基本粒子、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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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分子、地球、天文五个层次介绍了我国现有大科学装置及其实验计划。最后，张闯用习

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结束语：“我相信，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

心、有意志、有能力登上科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应有贡献！”  

在提问环节，张闯对现场同学和网上观众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本场报告持续到晚上 9 点。线上 1000 余人观看了直播，西南交通大学英才班的同学对

报告进行了集中学习。 

本次活动是《现代物理知识》期刊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活动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9 月 11 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要加强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结合《现

代物理知识》出版内容，主办方力求借助中国知网和国科大物理学院面向基础教育事业的平

台，面向大中学物理老师和学生进行现代前沿物理知识的科普教育，弘扬科学家精神。 

 

第十一次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粒子加速器分会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在惠州召开 

 

11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粒子加速器分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在广东省惠州市召开。来自全国 38 个科研院所及粒子加速器相关企业

的 170 多位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促进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繁荣发展，为建设

科技强国而奋发进取”。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总结粒子加速器分会过去四年的工作；进行加

速器分会理事会换届选举；讨论未来四年加速器分会的工作；报告和交流我国加速器领域过

去四年所取得的成就。   

11 月 23 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开幕式由粒子加速器分会第十届副理事长潘卫民研究

员主持，副理事长赵振堂院士致开幕辞；赵红卫院士代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进能源

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及惠州离子科学研究中心致辞讲话。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詹文龙院

士代表中国核学会致辞讲话，副理事长唐传祥教授宣读了中国物理学会的贺信，惠州市副市

长、市委秘书长党组成员余金富也代表惠州市致辞讲话。  

粒子加速器分会夏佳文理事长代表粒子加速器分会第十届理事会做了题为《做好加速器

分会工作，再创加速器事业辉煌》的工作报告，他从加速器分会参加上级学会组织的活动、

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科学普及和技术咨询、“希望杯”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分会基层党

建工作等全面介绍了分会四年来开展的相关工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四年里，我国的粒子

加速器在建设、运行和设计、立项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四年来，粒子加速器分会在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核学会的领导下，围绕加速器装置的建

设和加速器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服务和科普活动，努力营造务

实、交流、协作、创新的氛围，鼓励广大会员投身到科技创新之中，积极推动我国加速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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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大会上，苏萍秘书长做了财务工作报告，刘克新副理事

长做了关于第十一届理事会委员候选人产生过程的报告    

大会对分会各会员单位推荐的第十一届理事会候选人进行了无记名投票选举，投票选举

产生了第十一届理事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共 72 名，来自全国 38 个单位，其中有科研院

所 56 人，企业单位 14 人，医院单位 2 人，两院院士 4 人。  

刘克新副理事长在大会上宣布了第十一届理事会投票选举结果。投票选举后，会议代表

分四个小组对理事长工作报告、学会未来发展规划及学术交流活动计划等进行了讨论，各小

组还讨论了各专业组组长、副组长拟推荐人选等。各小组召集人在大会上进行了五分钟的报

告交流，充分肯定了学会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大会通过了粒

子加速器分会第十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下午开始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交流会。大会特邀了 21 位院士专家及学者作了专题

学术报告，还邀请了代表大会前一天评选出的第十四届“希望杯”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的两

位青年学者做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内容包括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裂变能、

同步辐射光源、自由电子激光、Z 箍缩聚变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散裂中子源

等装置的建设、运行情况及其发展以及大型环形对撞机的进展。会议同时还报告了小型科研

加速器、工业加速器、医用加速器、激光加速器、加速器技术及加速器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情

况。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两位院士做了惠州核科学研究中心介绍、中国加速器光源的现状与展

望大会报告。  

过去的四年，我国的粒子加速器继续向国际前沿挺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重要进展。大

型加速器建设、运行和设计与立项等方面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实现了新的跨越。但是，加速

器工作者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加速器事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特别是还有一些加速

器“卡脖子”技术需要自主研发，总体上还缺乏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方面的重大原始创

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和开创性的研究和技术发展还比较少，加速器技术在面向国民经济发

展、国家战略需求和人民健康等方面的应用还比较薄弱，还需加速器工作者不断努力。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体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会议，对四年来的工作

进行了总结和对今后如何更好地开展好学会工作提出了要求。在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粒子加速器分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理事长：夏佳文，副理

事长：潘卫民、刘克新、唐传祥，冷用斌，秘书长：苏萍。会议任命了副秘书长、各专业组

组长和加速器技术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第十一届理事会表示，在今后的四年里，

学会要继续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发挥加速器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继续开展好学

术活动，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建设；大力普及粒子加速器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促

进社会和谐；继续开展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促进技术创新；继续办好“希望杯”青年优秀

论文评选活动，促进人才培养；加强与地方科协和学会的联系，促进院（所、校）地合作；

加强加速器分会自身建设，加强制度化、网络化建设，促进学术道德建设和学风建设；维护

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意见和呼声。  

在 11 月 24 日下午的大会闭幕式上，进行了第十四届“希望杯”青年优秀论文评选结果

的颁奖仪式，学会院士及理事长等向获奖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夏佳文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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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言，他再次强调了加速器科学装置在国家意义和社会作用中的贡献，及派生出的核科学

技术广泛应用于国防、工农业、人民健康等作用的重要性及成果，并对大会报告进行了简单

回顾。  

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夏佳文院士、副理事长潘卫民、刘克新、唐传祥、冷用斌在大会上

亮相并分别讲话，表示加速器分会工作任重道远，将继续努力，团结一心，共同办好粒子加

速器工作者之家。  

学会第十届副理事长的赵振堂院士在会上讲话，他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加速器分会的

工作，对新一届的理事会提出了希望。何多慧院士、陈森玉院士及赵红卫院士分别做了讲话，

指出我国的加速器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

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为我国诸多学科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

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会议最后，第十一届副理事长唐传祥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他表示这次大会检

阅了我国粒子加速器的丰硕成果，展望了未来加速器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也展示了加速器

分会年轻人的学术风采。唐传祥副理事长宣读了理事长工作分工、职责等，表示将按照上级

学会的要求，加强规范化建设，健全会员的入会和会费制度，增强会员意识，切实做好会员

服务，使加速器分会真正成为加速器工作者之家。本次大会对于推进加速器分会工作，团结

和动员广大加速器工作者为发展我国的粒子加速器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将产生重要

的作用。  

至此，粒子加速器分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曁学术交流会圆满完成了预定议程。   

 

第三届“慧眼”卫星用户大会在高能所召开 

 

11 月 23 日至 25 日，中科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和“慧眼”科学数据中心主办的

第三届“慧眼”卫星用户大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  

中科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宋黎明研究员首先致辞，他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热

烈的欢迎，希望参会同志通过此次用户大会，掌握最新版本的数据处理流程及软件使用方法，

积极参与“慧眼”卫星的科学研究。随后，“慧眼”科学数据中心的专家们介绍了“慧眼”

的科学研究、在轨运行、标定和本底、数据产品和用户软件等内容，并在接下来的两天半时

间内开展用户培训，帮助参会用户安装、配置 HXMTSOFTV2.04 软件及伽玛暴数据分析软

件 beta1.3，演示能谱、时变及伽玛暴数据分析流程，并进行了详细指导和答疑。  

本次大会报告丰富、全面，用户培训卓有成效，促进了“慧眼”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内学

者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慧眼”的科学产出。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天文馆、广西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国家授时中心、

国家天文台、河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湘潭大

学、新疆天文台、云南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全国 23 家高校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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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和学生出席会议，此外还有数十人在线参会。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主任李国祥一行到高能所
调研 

 

11 月 25 日，山东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党工委书记、主任李国祥率队到中科院高

能所调研座谈。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党委书记魏龙等出席座谈会。  

王贻芳对李国祥一行表示欢迎，他希望与济南市、先行区加大合作力度，拓宽合作领域。  

魏龙表示：高能所济南研究部暨济南中科核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自成立以来，

得到了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研究院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研究院在先行区管委会的支持下，逐步将前沿技术研究、核心技

术攻关与工程化开发、产业合作及成果转化融合一体。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魏存峰汇报了研究院产业化合作及项目、

工程化项目进展情况，以及研究院管理机制体制、人员队伍、条件建设等建设情况。  

最后，李国祥表示，先行区管委会将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抓紧梳理和研究，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管理与服务体制机制，同时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条件保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

强沟通交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加快实现产业化在先行区落地。 

 

北京谱仪Ⅲ国际合作组 2020 年冬季会议召开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北京谱仪Ⅲ（BESⅢ）国际合作组 2020 年冬季会议召开线上

会议。来自中科院高能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合作单位，以及

来自意大利、德国、英国、芬兰、俄罗斯、美国、瑞典、塞浦路斯、土耳其、印度、韩国等

国外合作单位共约 170 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合作组发言人苑长征研究员主

持。   

本次合作组会议为期 5 天，会议设置了主会场及五个分会场。会议对 BEPCII 的运行状

态和 BESⅢ探测器性能及取数状态、探测器升级、软件和科学计算进展等进行了讨论，对τ

-粲能区（质心系能量在 2-4.9 GeV）强子谱、粲偶素物理、粲物理、相关 QCD 研究、新物

理寻找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以取得更多的物理成果，继续保持我国在奇特强子态、粲粒

子精确测量等领域的领先优势。  

此外，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合作组发言人（Spokes Person）和机构委员会主席（IB 

Chair），调整了部分其他管理职位。高能所李海波研究员当选新一任合作组发言人，山东大

学黄性涛教授当选新一任机构委员会主席。   

本次会议决定 BESⅢ国际合作组 2021 年春季物理软件研讨会于 3 月 16 日至 19 日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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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0 年第十期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举办 

 

11 月 30 日，由中科院高能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三所共同承办的中

国科学院大学第十期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结束。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董纪昌、总学监马石

庄、培养与学位部部长王多君，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副主任王

九庆、物理所研究员吴光恒、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

湃，以及高能所、理化所、国家纳米中心三所培养单位的 173 名研究生导师和教育管理干部

参加了此次培训。本次培训由常哲、王九庆分别主持，东莞分部设分会场。  

魏龙在开班仪式中致辞。他首先感谢国科大长期以来对研究所研究生教育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并对理化所和纳米中心同仁表示欢迎。他认为在新的教育形势以及国家第五轮学科评

估开展的背景下，召开开始培训班有重要意义，希望通过培训，让导师们能对新时期研究生

培养能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肩上有责。  

在培训会上，董纪昌以中国科学院大学校情介绍为题，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世今

生、使命文化、学科布局等相关情况。他指出，科学家精神的传承建设，以培养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两弹一星”精神为大学文化建设传承与创新的历史根基和精神

脉络，以科教融合的“大校园”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建设的空间载体，建立具有内在活力的文

化建设机制，形成以爱国为内核，以创新为特征，以自信为底色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  

王多君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解读为专题，将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学科建设评估、学位

审核和学位论文质量管理等的方面向参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以真实的

案例全面地展示了研究生学位管理和学位论文抽检等方面的要求和常见问题，同时强调质量

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  

随后，吴光恒结合自身的科研背景和指导研究生的经历，从实验室的组建到研究生的入

组与培养、再到研究生的科研产出，全面分享了作为研究生导师的经验与感悟。吴光恒呼吁

导师们不仅要关注研究生科研成果，也要关注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与管理研究生

方面，吴光恒研究员以入组、规矩、座位、过坎、开题、文献阅读、数据分析、科研实验、

写文章等关键词展开，穿插真实案例，介绍了自己的做法和成效。吴光恒报告轻松幽默，风

趣诙谐，网络语言运用自如，引起了与会导师们的共鸣。  

马石庄在题为《师者仁，德为先》的报告中用鲜活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科研机构

中的师生关系、育人为先德育为重、强化导师教师角色等内容，进一步强调了研究生导师的

重要性，鼓励导师们通过高尚的人格引导学生、文明的言行感染学生、敬业的精神激励学生、

渊博的学识带教学生，最终引领研究生成长成才。彭湃的报告聚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具

体内容涉及研究生教育最新政策、新时代对研究生导师提出的要求、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角色

以及精心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指出导师的角色是研究生“求学、求职、求友”过程的激发者、

引路者、训练者和支持者，做反思型的导师会有充实感，做好导师会有良性循环。 高文斌

研究员做了《研究生心理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的专题培训报告。他从心理学角度讲解了研究

生的心理特征，并运用大量结合研究所工作实际的案例，介绍了如何建立有效沟通、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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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冲突的处理方式等问题。案例生动贴近实际，让听众充分了解和掌握了研究生的心理特征。 

此外，教育处李苏敏还介绍了研究生培养及学位申请各个环节的流程、时间节点及注意事项。  

最后，参训导师围绕如何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各抒己见，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在讨论中，众多好的经验做法交相碰撞，达到了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的目的，也形成了许

多共识，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与建议，各单位将对这些建议进一步研究和吸收，形成政策并

付诸实施，以利于工作更好地开展。  

本次培训为导师们提供了学习与经验交流的平台，报告内容既有宏观政策的宣贯解读，

也有同行做法的感悟分享，参会人员普遍反映，培训接地气，收获大。此次培训班也必将对

增强导师责任意识、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而支撑研究所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楼项目在怀柔开工启动 

 

12 月 2 日，中科院高能所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配套综合实验楼和用户服务楼（光

源配套楼）项目开工启动会在怀柔科学城北部核心区召开。参加启动会的嘉宾和项目单位人

员有中科院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怀柔区区委书记戴彬彬，中科院科创中心副主任姜晓

明，怀柔区区委副书记、区长于庆丰，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恩全，北京市科委副主任许心

超，怀柔科学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伍建民，高能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罗小安，

高能所副所长陈延伟，HEPS 工程总指挥潘卫民，高能所副所长、HEPS 工程常务副总指挥

董宇辉以及中科院兄弟院所、北京市、怀柔区相关部门领导。  

高能所副所长、HEPS 工程常务副总指挥董宇辉主持启动会。中科院院士、高能所所长

王贻芳致辞，他感谢中科院、北京市、怀柔区各级部门对 HEPS 及其配套楼项目前期立项和

设计过程中，尤其在今年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代表参

建各方单位保证，将严格把控项目质量，尽最大的努力，按进度、不超预算地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早日为高能光源的建设、运行提供保障。  

怀柔科学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伍建民，北京科委副主任许心超，中科院科创中

心副主任姜晓明致辞，他们祝贺光源配套楼项目顺利开工，预祝项目建设圆满顺利推进。  

11 时 15 分，王贻芳宣布“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综合实验楼和用户服务楼项目建设正

式启动”，中科院、北京市、怀柔区、高能所、项目组代表为项目培土奠基，标志着项目正

式进入施工建设阶段。  

光源配套楼项目，作为中科院和北京市共建的第二批交叉研究平台项目之一，主要为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设、运行及其用户人员建设专用的综合实验楼和

用户服务楼。项目由高能所承担建设，位于怀柔科学城起步区 HEPS 装置西侧，与 HEPS 主

体建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显微世界”主题方案。  

光源配套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总投资估算约 2 亿元人民币，建设周期两

年。项目建成后，将面向 HEPS 及其用户，提供样品制备、学术交流等功能，为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的建设和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93 

 

 

高能所举行第六届“学法用法”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知识
竞赛活动 

 

12 月 4 日，第六届“学法用法”活动线下知识竞赛在高能所报告厅举行。结合增强职

工法制意识和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需要，本次比赛主要内容为《民法典》和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来自全所各党支部（总支）的 15 支代表队经过必答题“争分夺秒”，抢答题“眼疾手快”、

简答题“通力协作”及风险题“谁与争锋”等四个环节的角逐，最终，加速器中心荣获第一

名，多学科中心、天体中心荣获第二名，计算中心、行政处、财资处荣获第三名。本届比赛

氛围热烈，既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水平。  

活动的最后，党委书记魏龙作总结致辞并为获奖队伍进行颁奖。他指出，高能所“学法

用法”活动已经举办六届，在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质等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本次比

赛内容既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典》，也有紧贴中央部署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他希望活动参与人员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带动身边人加强法律知识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

习。 

除现场竞赛外，“学法用法”活动还组织了线上知识竞答活动，全所近 100 名职工、学

生参与其中，本次活动还为线上答题的优秀奖进行了颁奖。  

“学法用法”活动由所党委主办，所团委承办，本年度“学法用法”活动由理论室团支

部具体组织。  

 

王贻芳讲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主题党课 

 

12 月 7 日，中科院高能所所长、党委委员王贻芳以深入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主

题讲授党课，高能所多学科中心党总支、理论室党支部、财务资产处党支部、人教党支部等

多个党支部（总支）及高能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参加党课学习。  

会上，王贻芳首先回顾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介绍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基本情

况。随后他重点介绍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建议》内容进行了详细梳理，

特别是对与高能所发展密切相关的“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章节进

行了细致地讲解。  

最后，王贻芳将“十四五”规划与高能所未来工作相结合，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高水

平完成在研项目，取得一批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二是做好大科学装置运行、建设和预研，

提升创新能力和平台支撑能力；三是开展前瞻性科学与技术研究布局；四是落实国家相关政

策措施，提高管理水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他强调，要认真研究落实全会精神，将高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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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展规划与国家需求相结合，这样才能将高能所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科学中心。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举行退役仪式 

 

12 月 12 日，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以下简称“大亚湾实验”）装置退役仪式在实

验站现场举行。至此，这个自 2003 年开始，经过 4 年酝酿、4 年建设和 9 年运行取数的中

微子实验装置，实现了原定科学目标，完成了科学使命，正式退役。各经费支持单位代表、

同行专家、合作组成员代表共同见证了我国第一代中微子实验装置的退役，国际合作组成员

通过网络会议参加了退役仪式。  

大亚湾实验由中科院高能所主持，是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中

方承担全部实验室建设和一半的探测器研制，美方承担约一半的探测器研制，俄罗斯、捷克，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对实验建设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退役仪式上，大亚湾实验负责人、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简要回顾了大亚湾实验的 17

年历程，他提到：大亚湾实验受到各经费支持单位及时、有力的支持，实验团队与相关企业

攻坚克难，共同完成了实验站的建设，尤其是中广核集团对大亚湾实验的建设和科学研究进

行了全方位大力支持。大亚湾实验美方发言人陆锦标教授总结了实验取得的多个重要科学成

果。  

在王贻芳按下停止运行的按钮后，实验大厅的水池外罩被打开，展现出沉浸在碧蓝色高

纯水中的 4 个中微子探测器。停机退役的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大亚湾实验的科学家进行了

实时解说，使最前沿的大科学装置近距离呈现在大众面前。大亚湾实验中方发言人曹俊研究

员主持退役仪式。  

退役仪式结束后，按计划进行设备拆卸撤场工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之后，实验场地

将正式移交给中微子实验所在的中广核集团，由中广核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利用。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物质粒子，从宇宙诞生的大爆炸起就充斥在整个宇

宙空间。太阳、地球、超新星、宇宙线、核反应堆，甚至人体都在不停地产生中微子，每秒

钟都有亿万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无法察觉，它几乎不与任何东西发生反应，甚至可

以轻松穿过整个地球。十几年前，通过对太阳中微子和大气中微子的研究，科学家发现，中

微子有一个神奇的特性，能够在飞行中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即“中微子振荡”，这两

位中微子实验的科学家被授予 201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共有 6 个反应堆，总功率位居世界前列，每秒钟产生的中微子多达

35 万亿亿个，同时附近有山，适合建地下实验室探测中微子。2003 年，科学家们利用这一

得天独厚的条件提出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方案，首次提出了多模块探测器的方法，设

计了 3 个实验站和 8 个中微子探测器。该方案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与赞同，美国能源部

支持十多个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参加大亚湾实验。  

2006 年 2 月，大亚湾国际合作组宣布成立，共有 7 个国家和地区，41 个科研机构的 200

多名科研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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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0 月，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破土动工，开始隧道、实验厅以及探测器的建造。  

2011 年 12 月，为了赢得国际竞争，项目组决定采用建成的 6 个探测器提前运行，很快

获得了实验结果。2012 年 3 月 8 日，大亚湾实验国际合作组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

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为 0.092，误差为 0.017，无振荡的可能性仅为千

万分之一。这一重大发现对于研究物质本原和宇宙起源，理解宇宙中反物质消失之谜具有重

要意义，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引发了强烈反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卡罗·鲁比亚

（Carlo Rubbia）等国际知名专家第一时间表示祝贺。该实验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201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获得了 2016 年度“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和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

奖。  

此后，大亚湾实验继续高质量运行，获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已将中微子振荡振幅的测量

精度从 2012 年的 20%提高到了 3.4%，预期最终精度将好于 3%。这是自然界的基本参数，

其精确测量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在未来几十年，该精度不会被其他实验超越。  

大亚湾实验也精确测量了反应堆中微子能谱，发现与理论模型相比，存在两处明显反常，

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大亚湾实验给出了低质量区惰性中微子最好的限制，基本排除

了之前两个美国实验给出的这个假想新粒子的存在空间。  

大亚湾实验使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该实验发现的中微子振荡振幅

比预期要大得多，为未来中微子研究指明了方向。新一代的大型中微子实验装置因此得以开

始建设，包括中国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美国的“沙丘”实验（DUNE）和日本的顶级神冈实

验（HyperK）。江门中微子实验预期 2022 年完成建设，在不远的将来，它将揭开中微子质量

顺序的谜底，并在中微子振荡参数的精确测量、天体中微子、地球中微子、新物理寻找方面

取得国际领先的科学成果。  

 

枣庄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宏伟一行访问高能所 

 

12 月 16 日，山东省枣庄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宏伟一行十余人访问中科院高能所，

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副所长卢方军等出席座谈会。  

魏龙对张宏伟一行表示欢迎。他表示：2019 年高能所硅基探测器技术项目落地枣庄市

山亭区，进行工程化研发，获得了枣庄市山亭区的大力支持；目前，场地、资金配备等顺利

到位，此项目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高能所也希望此项目能给枣庄市在科技创新

发展上作出应有贡献。随后，魏龙向来访人员做高能所所情介绍。  

张宏伟对高能所在大科学工程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评价，她表示：枣庄市必须锚

定高质量发展不放松，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在新的发展要求下，枣

庄市迫切需要和中科院科研院所合作，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欢迎高能所未来有更多的成果落

地枣庄，枣庄市也会努力打造良好的环境，承接更多工程化、产业化项目，实现创新驱动新

突破。  

随后，在卢方军的陪同下，张宏伟一行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沙盘和中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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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与故宫博物院签订战略框架协议 

 

12 月 24 日，中科院高能所与故宫博物院战略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战略框

架协议由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与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共同签署，陈和生院士、纪委书记魏龙

及科研计划处、计算中心、核技术应用中心、多学科中心相关负责人员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订仪式前，王旭东一行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计算中心、核技

术应用 CT 平台，并受邀在高能所创新论坛作了题为“敦煌与故宫——文化的力量”的精彩

报告。报告中，王旭东以在敦煌 20 多年对文物保护和传承的心得，和现场观众分享了敦煌

文化、故宫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以及对它们多年的保护、研究和传承。本场报告得到了广大

职工学生的强烈反响，现场座无虚席，气氛活跃。  

未来，高能所和故宫博物院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互访制度，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针

对具体合作事项签订合作协议，细化合作内容，通过多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

进和提升双方在文化遗产科学认知与保护研究等领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

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近年来，在文物保护研究领域，故

宫博物院在保留和使用传统工艺保护修复文物的同时，以创新的理念引入了计算机断层扫描

技术、同步辐射技术、质谱技术等多项现代科学技术，使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修复实现了

跨越式的发展。  

高能所作为从事高能物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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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可利用所在领域的优势，就文化遗产科学认知、文物保护基础研

究、文物保护装备研发、文物资源信息存贮、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成果推广等领域与故宫

博物院开展战略性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文化遗产科学认知与保护研究等领域的发展，更好

的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高能所党委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12月 25日下午，

中科院高能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主持会议，高能所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罗小安作专题报告，副所长卢方军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在东莞设立分会场，同时开设网

络视频会场。  

会上，魏龙传达了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中科院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对认真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提出要求：进一步严明纪律，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和法纪观念，各党支部将警示教育会议

精神传达至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  

随后，罗小安传达了以下案例与相关问题：中科院直属机关纪委通报的 2018 年以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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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中科院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中科院条财局通报的经费使用典型问题、中科院国

家合作局通报的出国（境）典型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问责典型案例。罗小安要求

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以案为鉴，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各相关职能部门以通报问题举一

反三，即知即改，切实履行管理责任。  

元旦、春节临近，罗小安同时对全所党员做节日廉洁提醒，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防发生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公款购买赠送礼品、收受礼品礼金

消费卡、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公款旅游、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活动

借机敛财等问题，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高能所党委组织举办新时代北斗精神专题报告会 

 

12 月 25 日下午，中科院高能所党委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大讲堂，本次报告会邀请北斗

三号卫星总设计师、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林宝军研究员作“北斗问天”——弘

扬新时代北斗精神报告会，高能所党委书记魏龙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罗小安，

副所长卢方军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在东莞设立分会场，同时开设网络视频会场，现场及网络

参会人员共 400 余人。  

林宝军首先简单介绍了自己成为中国航天人、北斗人的故事，他通过自己的实际经历同

与会人员分享了中国航天和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历史。随后，他着重介绍了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对中国经济、社会、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冲破了国内外的重重阻力、克服了一

大批技术困难之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于成功组网运行，打破在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的时候我国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的局面。  

林宝军在报告中提到：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研制过程中，我国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不断

探索，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他们从未气馁，始终秉持科技报国的初心、不忘科技强国的使

命，最终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目前，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多项技术指标

上已经赶超美国 GPS 全球定位系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报告的最后，林宝军强调：“新时代的科研人员要勇于担当，要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

的事，不能因为美国没做过我们就不敢做。中国就是要赶超美国，做到世界第一！”  

魏龙在总结中指出：“我们要大力弘扬新时代北斗精神——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

一心、追求卓越。全所的科研工作者应该真正做到勇担当、敢创新、谋超越，只有这样，才

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走在前列，才能真正成为符合党和国家期望、人民群众需要的战略科技

力量。” 

 

高能所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会 

 

12月 29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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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 28 日全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培训班的授课报告内容，紧密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展开集中研讨。会议由

所党委书记魏龙主持，所领导、全所处级领导干部等 30 余人参加会议。  

研讨会紧密围绕研究所各项工作，突出“三结合”的主题开展了深入学习交流，一是如

何把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推动实施研究所科研任务，特别是推动异地工程建

设进展相结合；二是如何把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整改内容相结合；三是如何把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科学谋划研究所

“十四五”规划相结合。大会畅谈聆听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辅导报告及有关专家作的解读

报告的学习体会，畅谈工作感悟，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融入工作，

同时以问题为导向，推动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魏龙在《LHAASO 稻城临时党支部、GECAM 临时党支部党建工作及 LHAASO 工程进

展汇报》、《济南研究部》的报告中，全面介绍了高能所异地党支部建设的情况与相关科研项

目进展及所取得的成果，展示了 LHAASO 稻城临时党支部的“海子山精神”、GECAM 临时

党支部抒发壮志雄心的文化作品，介绍了济南研究部党建工作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核

技术应用成果转化的进展情况。  

随后，党政办副主任王欢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问题清单落实情况》的报告，

她在报告中介绍了各部门已完成的整改情况及需要继续落实整改的问题。  

中层领导们踊跃发言，他们结合本职工作畅谈学习体会与工作计划，认为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也

是今后 5 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宏伟的新蓝图、新征程也鼓舞和激

励着我们科研工作者克服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  

此外，结合高能所管理和科研工作，与合同志交流了在疫情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各职

能部门如何主动求变，变危机为机遇的工作经验，介绍了未来的工作规划，同时对高能所人

才发展、园区建设、科研管理、异地建设发展等方面工作建言献策。    

会议最后，所领导与分管部门之间分别进行了谈心，有针对性的沟通、解决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取得了促学习、促工作的良好效果。 

 

高能所第十九届所长奖学金颁奖典礼暨 2020 年新年联欢会
举办 

 

12 月 30 日，中科院高能所第十九届所长奖学金颁奖典礼暨 2020 年新年联欢晚会举行。

所党委书记潘卫民，纪委书记魏龙，所长助理曹俊、卢方军，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常哲应

邀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教育处主办，所研究生会承办。  

颁奖典礼由常哲主持。典礼上，他向到场领导和同学表示欢迎和感谢，对获得奖学金的

同学表示衷心祝贺，并希望同学们能再接再厉，新的一年在学习、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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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潘卫民和魏龙分别宣读了所长优秀奖学金和所长表彰奖学金获奖名单。  

颁奖环节结束后，2020 年新年联欢晚会正式开始。晚会现场，节目表演精彩纷呈：舞蹈

表演节奏激昂充满活力，歌曲旋律优美而悠扬，相声构思精巧、妙语连珠。国科大舞蹈协会

的特邀表演，更是将现场掀起了高潮。而穿插在晚会节目中的游戏环节和抽奖环节，也让现

场惊喜不断，气氛热烈。最后晚会在全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圆满结束。  

本次联欢展现了高能所研究生出众的才艺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寄托着师生对于

2020 年的期许和祝愿。新的一年，全所师生将带着希冀，为科研未来的辉煌共同奋斗。 

 

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举办第七届“青年拔
尖人才奖”和“青年优秀人才奖” 

 

为加强中心人才队伍建设，优化资源配置， 2020 年 9 月至 12 月，中国科学院粒子物

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组织青年骨干评审暨第七届“青年拨尖人才”和“青年优秀人才”评选。  

本年度共有 8 个共建单位的 105 名青年骨干参加评审。初评由各方向自行组织专家评

议，共选拔出 43 位“青年优秀人才”。其中 19 位“青年优秀人才”参加 了“青年拔尖人才”

评审，最终由卓越中心管委会及相关专家评审选拔 6 位“青年拔尖人才”。12 月 5 日，在中

科院高能所经过一天的专家组评审认定，曹国富等 6 人被评为“青年拨尖人才”，白莎等 37

人被评为“青年优秀人才”。   

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一直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发展，固定每年拨付大量经费激励优

秀的青年科研人员。“青年拔尖人才奖”和“青年优秀人才奖”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往届

评选出的多位拔尖人才表现突出，已在本领域承担重要任务，是国内粒子物理前沿研究生力

军。  

在未来工作中，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将继续改善各参与单位间人才评价壁垒，不

断改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考评创新管理模式和评价体制，为本领域优秀青年骨干最终

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稳定青年骨干科研队伍，为科研人员创造安心科研、潜心创新的良好条

件，建立粒子物理研究的人才梯队，用实际行动践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责的使命。   

第七届“青年拨尖人才”6 人，包括曹国富、葛韶锋、张岑、周小蓉、李数、卢云鹏；

“青年优秀人才”37 人，包括白莎、郭聪、郭玉萍、韩瑞雄、季筱璐、靳松、李大章、李一

鸣、梁志均、路浩奇、罗涛、罗武鸣、马豪、孟才、孟月、宁飞鹏、祁辉荣、钱森、钱文斌、

钱小辉、秦中华、沈仲弢、孙勇杰、唐健、陶军全 、王逗、王科、吴佳俊、徐达、徐东莲、

徐吉磊、严亮、张云龙、 赵洁、周祖圣、朱凯、朱应顺。 

 

高能所工会工作荣获中科院工会多项奖项 

 

近日，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印发了《关于表彰中国科学院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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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优秀工会之友的决定》，中科院高能所东莞研究

部工会荣获“模范职工小家”、原工会主席陈宏刚荣获“优秀工会工作者”、原工会副主席苏

萍荣获“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职工群众

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的重要指示，长期以来，东莞研究部（原东莞分部）工会在

所党委、所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工会作为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维护

职工权益、思想教育、服务保障、创新文化建设等工作，其根据自身条件，组织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在各项评比中成绩优异。东莞研究部（原东莞分部）工会在工作中配合党支部传

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先进事迹，弘扬科研人员在长期大科学工程建设中的奋力拼

搏、攻坚克难的精神，激发职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科技报国的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

动上。 

此次获评“模范职工小家”、“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既是对东莞研

究部工会、优秀个人工作的肯定和鞭策，也是对全所职工的激励和鼓舞。所各级工会组织将

继续真诚服务职工，增强各级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为研究所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高能所获 2019 年中国科学院京区人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
进单位 

 

中科院北京分院印发的《中国科学院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9 年京区人防工作目

标管理考核结果的通知》表彰了中国科学院京区人防工作的先进单位并公布了达标单位。其

中，高能所获 2019 年中国科学院京区人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  

本次考核经各单位申报、各协作片评选推荐、中科院人防办审议决定。高能所由协作一

片推荐参加京区人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终评。  

2020 年，高能所人防工作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

民防空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为原则，夯实平战结合，坚持同高能所科研

发展相融合，以为推进人防工作科学发展作出新贡献。  

 

高能所在 2020 年全国博士后工作综合评估中取得佳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 2020 年度博士后工作综合

评估结果的通报》，中科院高能所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两个科研流动站首次同时被评为优

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院 34 个），高能所人力资源处董晓燕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管理

工作者”（全院 12 人）。  

全国博士后工作综合评估每五年开展一次，其主要对设站单位科研流动站的基础制度建

设、招收选拔、培养使用、成果产出等指标进行评估。本次全国共有 2993 个博士后科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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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站参评，434 个流动站被评为优秀等级。  

高能所是 1985 年全国首批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之一，陈和生院士是我国首位

博士后。目前，高能所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总招收博士后 681 人，在站

博士后 115 人（截止 2020 年 12 月）。历经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博士后已成为高能所青年科

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科研骨干作用，为高能所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提供有力人才

保障。 

 

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共同颁授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表彰青年中的优秀典型和模范代表，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中，35 岁以下的青年人超过 70%。青年科研人员传承了老一辈科

学家实事求是、踏实严谨、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得到快速成长。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成功建设，离不开青年科研人员的努力，他们挑起了工程任务的大梁，刻

苦钻研，攻坚克难，投入了满腔的智慧和才干，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实现了工程

建设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飞跃。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章的获得，是对散裂中子源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广大

青年职工未来工作的敦促。未来，东莞分部青年科研人员们将继续埋头苦干，不辜负国家为

他们提供的广阔舞台，做好装置的高效稳定运行，为国家科技发展谱写青春之歌。 

 

中国散裂中子源一期工程荣获“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 

 

“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选结果揭晓，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

施工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设计单位、中科院高能所作为建设单位的中国散裂中

子源一期工程荣获该奖项。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北京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授

予其荣誉证书。詹天佑奖是经科技部核准，建设部认定，旨在弘扬科技创新精神。 

中国散裂中子源一期工程在国内首次建设，建造技术难度高、风险大、零经验。面对数

十个国内未有先例的施工技术难题，项目人员攻坚克难，编制出 80 余个重难点专项施工方

案并通过国内权威专家评审，满足了项目地基沉降控制、防辐射、设备安装精度等方面的超

高标准要求，在设计及施工中研发应用了多项创新技术，解决了诸多国内无参考经验的技术

难题。中国散裂中子源一期工程是所有参建人员和管理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此殊荣的获得，

为工程建设的圆满完工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统稿人：王勇涛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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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级工作会议及相关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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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继往开来  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所 

——2020 年高能所工作会报告 

王贻芳 

 

一、 新冠疫情防控及期间工作情况介绍 

在所疫情防控工作组的领导下，行政处组织物业从初二开始，做好东大门安全保卫工作，

每天对公共区域消杀 3 次，多方采购口罩（近 3 万个）、酒精、消毒液、耳温枪等，按要求

进行测温与登记，统计、安排、协调单身职工、学生及博士后回所住宿以及 14 天观察期，

避免交叉感染，为复工提供有力保障。 

12 月底武汉 CDC发布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2020 年 1月 20日预警升级； 1月 23日， 

武汉封城。25日，高能所启动初步防控措施。27日，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组。28日，高能所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春节假期延长 3天，2月 3日高能所职工

陆续返回工作岗位。新发地疫情开始，恢复到二级防控，两次组织职工、学生及家属核酸

检测（共 245人），督促物业、食堂和施工人员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有关部门共出台疫情相关的各类管理办法、通知规定 29项 ( 涉及物业、食堂、医务室

就诊、医疗报销、班车、会议组织、集体宿舍、国内外返京人员、滞留湖北人员返京、研究

生返校、组织核酸检测等 )平均每日组织上报调查问卷 2800余份。创新工作方法，为减少

人员接触和聚集提前布局一卡通，引进人脸识别和体温监测系统 

全所各部门通力合作，党政配合、实施了有效、强力、严格的措施，园区及住宅区未发

生一例确诊和疑似病例。防疫一线人员无私奉献，牺牲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全所职工积极配

合，为节后迅速、有序、安全复工、开始正常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月，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向好，而国外疫情严重。高能所尽微薄之力，向国外合作单位

（合作者）邮寄口罩 ( INFN、CERN、BESIII、Daya Bay、JUNO、CEPCIAC、HERD、德国马普

地外所、德国 Teubingen大学、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研究院、意大利 Media Lario公司、瑞

士日内瓦大学、西班牙国家空间科学研究所等)，大大加强了合作关系和友谊。 

及时调整工作模式，科学合理开展防控工作，做到防疫科研两不误。CSNS 达到工程设

计指标。2月 3日启动加速器的调试和运行，2月底实现 100kW束流打靶功率；BEPCII稳定

运行，BESIII 完成数据采集任务；加速器和实验物理中心重新调配人员，确保运行和数据

采集正常进行；江门中微子实验春节及节后基建施工有序开展；项目副经理与百名施工人员

坚守现场，优化方案，完成计划施工任务；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1/2 阵列稳定运行，开始

进入科学发现期；通过多种方式确保数据获取持续稳定，完成首批数据的重建及分析，对高

能 g-射线的累计灵敏度已超越 AS-g 和美国 HAWC 实验；HEPS完成计划施工任务，工期未受

疫情影响；3月初成为怀柔最早复工的基建项目；HXMT 等多个空间项目进展顺利，获得多项

重要成果；BSRF、PAPS、AliCPT-1、南方光源平台等项目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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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 年及今年以来工作完成情况 

1. 承担国家、院重大科技任务情况。 

建成/运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

测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国散裂中子源、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HXMT)、ADS

强流质子加速器注入器 I。 

建设中：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及相关设施（HEPS-TF，PAPS，HEPS）、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阿里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视

器卫星(GECAM)。 

预研/规划：中国空间站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探

测卫星（eXTP）、中国散裂中子源 II期、南方光源、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I）。 

2. 高能所“一三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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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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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BEPCII 运行性能显著提升 

加速器性能不断提高，2019 年为投入运行以来最优运行年度，在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综合运行评比中蝉联一等奖。2020年 1月， BEPCII 高能物理运行采用恒流对撞方式，

积分亮度提升 30%。BEPCII 最高对撞能量扩展至 2.35GeV。自研制的国内首个超导扭摆磁铁

投入 BSRF在线使用，填补了国内空白。BSRF 开放运行效率达到了国际同步辐射光源装置最

优水平。BSRF实验站运行效率 99.27%，共享率 96.98%。2019年支持 515个课题，发表文章

596篇。1区文章 235篇，Nature1篇，Nature子刊 26篇，Science子刊 2篇、Cell子刊 4

篇。 

4. 五项突破：粲能区物理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2019年其他重要成果:发现新的 D介子纯轻衰变，发现新的半轻衰变并用于检验轻子普

适性等，精确测量重子形状因子。 

2019年 BESIII获得高质量物理成果 61篇（其中 PRL12篇），为历年新高。 

首次在 J/Ψ衰变中观测到Λ的横向极化以最高灵敏度测量重子衰变中的 CP破坏。 

2020年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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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 Zc(3900)主要来自于 Y(4220)衰变。完成了国际上最精确的中性 D 介子

- 强相差测量，精确检验 CKM矩阵的幺正性。 

发现 X(3872)的新衰变模式。 

完成 BESIII物理白皮书国际评审并正式发表：主要结论 BESIII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物

理成果，BESIII未来物理依然非常重要，加速器亮度升级非常必要，BESIII（BEPCII） 

还需要高质量运行 10 年，以彻底发掘其物理潜力。完成 2019年度运行取数， 取数 : 

41亿（共达 100亿），XYZ数据 4.13-4.44 GeV:  3.8 fb-1。完成 2020年度运行取数，

XYZ数据 4.61-4.70 GeV:  3.7 fb-1。 

5. 五项突破：中微子研究继续保持国际领先 

大亚湾实验稳定运行，取数效率 98%，其中高质量物理数据为 94%，获全院大科学装置

运行评比三等奖。首次分解出了铀 235和钚 239的中微子能谱，为江门和其他反应堆中微子

实验提供了更精确的能谱数据。和 MINOS，MINOS+，Bugey-3 实验联合，进一步排除了惰性

中微子存在的空间，PRL编辑推荐论文，即将发表。 

江门实验开展各个物理方向的灵敏度研究，完成了使用 8B 太阳中微子（νe）测量θ

12-Δm221的灵敏度研究（投稿 CPC， arXiv: 2006.11760 ）。 

发表台山中微子实验概念设计报告，将提供世界上最精确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 arXiv:2005.08745)。 

6. 理论物理研究取得多项成果 

共发表学术论文 130余篇，其中包括：Physical Review Letters、Physics Report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一流专业期刊论文 3篇。 

代表性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依托 LHC及未来的高能对撞机，计算了希格斯玻色子在重

离子碰撞过程中的产生与衰变率；在标准模型有效场论的框架内，针对 LHC实验，系统地发

展了关于 top夸克物理的 Monte Carlo整体拟合分析技术，论文引用率已超过 50次；在中

微子质量与费米子味结构方面，取得重要研究进展，发表专题综述论文。 

年度亮点： 

2019 年 2 篇论文入选 IOP 高被引中国作者奖。2020 年搭建了国内最具影响的 webinar

平台，使高能所成为云学术交流中心。 

7. 五项突破”: 散裂中子源装置高效运行，性能不断优化 

2019 年，加速器打靶功率提升至 80kW，圆满完成年度开放运行任务，获全院大科学装

置运行评比三等奖。2020 年 2 月，打靶束流功率达到 100kW。2020 年 7 月，通过中科院组

织的设计指标工艺测试。全面开展合作谱仪建设。 

装置运行稳定可靠高效，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取得了多项成果。注册用户超过

1000人，共完成 200多项课题。已在 Science、Nature Comm.，JACS、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发表文章 30多篇。目前课题申请通过率仅 33%，远远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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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裂中子源在验收后仅用一年半全面达到设计指标，在国际同类装置中所用的时间最短，

装置运行效率超过 90%，达到国际同类装置的先进水平。 

8. “五项突破”: 硬 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取得多项成果 

成功进行 X射线脉冲星导航在轨实验，定位精度达到国际最高水平，进一步验证了航天

器利用脉冲星自主导航的可行性，为未来在深空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发布了一批针对黑洞、中子星 X射线双星高精度、高频度定点观测的系列科学成果，开

启了研究黑洞和中子星系统的新窗口。 

2020年，以专辑形式发布了部分技术和科学结果，共有 21篇。包括 X射线暴、准周期

震荡（QPO）、黑洞自转测量等， 将成为“慧眼”卫星未来观测及数据分析的主要参考文献。 

9. “五项突破”: 纳米药物研究 

肿瘤诊疗新方法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该项成果完成了铜团簇人工金属酶高效稳定催化活性的机制剖析，精准构建人工金属酶

用于持续切割肿瘤细胞 DNA 及实时动态监测抗肿瘤治疗效果 (Sci. Adv.， 2020； 

6:eabb1421) IF高于 10文章＞20篇。 

10. “七项培育”: 粒子物理前沿研究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设计研究全面展开，物理研究和探测器设计、加速器技术设计(TDR）、

土建工程设计等工作全面推进；国际合作不断深入，召开系列研讨会； 

1 月 21-24 日 IAS Program on High Energy Physics， Conference ， 

HKUST 

4 月 15-17 日 CEPC workshop EU Edition，Oxford U.， UK 

9 月 16-18 日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EPC，  Chicago U.， USA 

11 月 18-20 日 The 2019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EPC， IHEP 

11 月 21-22 日 The 5th CEPC IAC meeting， IHEP 

产业促进会成员达到 70家（新增 2家），积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关键设备研制取得重

要进展，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铁基超导、高性能 1.3 GHz超导腔研

发、650 兆赫兹（MHz）双单元（2-cell）、高梯度加速结构、国产速调管等。以未来科学大

奖奖金作为种子的产业促进基金，已有 3家企业签署了捐赠协议。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19年 1月 15日，欧洲发布了 100公里的未来环形对撞机（FCC）

方案，与他们原来的设想相比有较大改变，与我们的“CEPC+SppC”计划十分相似。 

第一步 90 亿欧元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 2040 年运行，第二步 150 亿欧元超导质子加速

器 2050年运行。2020年 6月 19日，《欧洲粒子物理 2020战略》发布，与 CEPC 设想高度一

致。建设一个正负电子对撞机作为“希格斯工厂”，未来再建设高能质子-质子对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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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进展顺利，江门中微子实验地面建筑和地下实验大厅上层基本完成，

正在开挖水池。探测器各关键部件开始批量生产。20 英寸光电倍增管量子探测效率稳定提

高并完成部分光电倍增管的防水封装。25600只 3 英寸光电倍增管完成全部生产。液体闪烁

体及其纯化设备已部分开始生产，液闪地面建筑及相关管路开始现场施工。读出电子学等已

开始生产。安装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技术方案基本确定。 

11. 产业促进会成员达到 70 家（新增 2家） 

伽马暴偏振探测仪（POLAR）产出重要成果。POLAR 首批给出 5 个伽马暴的高精度偏振

分析结果，是国际上最大的高精度伽马暴偏振测量样本 Nature Astronomy， 3， 258-

264(2019)。《自然·天文学》刊登了国际伽马暴偏振测量专家、日本学者 Daisuke Yonetoku

的评论文章“向揭示相对论火球进军”，指出：POLAR 为更加深入地理解相对论火球模型中

的物理现象迈出了第一步！ 

国际上首次发现脉冲星自转变化导致星风云增亮，国际上首次发现脉冲星自转变化导致

星风云增亮，为研究脉冲星自转减速机制、脉冲星磁场结构以及脉冲星风云的基本物理性质

提供了重要的观测依据。Nature Astronomy (2019)。 

12. “七项培育”: 粒子天体物理和粒子宇宙学的研究 

提出并成功应用丈量宇宙几何的新方法，利用光干涉+反响映射观测成功测量了类星体

3C 273的距离和哈勃常数，为解决“哈勃常数危机”提供了几何方法；Nature Astronomy 

2020， 4， 157。 

欧南台 GRAVITY 团队与我方团队接洽合作事宜并已达成 MoU，GRAVITY 团队欧南台 4 台

8米级望远镜 VLT阵列。审稿人高度评价：a very timely， very welcome description of 

an exciting， obvious next approach in order to improve both black hole mass and 

(cosmological) distance measurements！ 

西藏 ASγ实验发现迄今最高能量的宇宙伽玛射线： 

来自蟹状星云方向，能量高达 450TeV，比此前国际上正式发表的最高能量（75TeV）高

出 5倍以上。标志着超高能伽玛射线天文观测进入到 100 TeV以上的观测能段。对研究宇宙

线起源与加速机制有重要意义。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外媒 26 家，内媒共 39 家）

《Science》和《Physics World》头版头条报道。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启动科学观测并投入运行，2016 年 8月在稻城开工，2019 年 4月

26日启动 1/4科学观测。2019 年 12月 24日完成 1/2探测器建设，并投入科学运行，甚高

能伽马天文观测的探测有效面积达到了 45000 平方米，覆盖了从 600GeV 到 1PeV 宽广的能

区，达到了对北天球前所未有巡天扫描灵敏度。2020 年 4 月，水切伦科夫探测阵列基建工

作全部完成，整体工程计划于 2021 年全部建成。2019 年 4 月 26 日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成

立。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站建设进展顺利，基础建设基本完成。望远镜部件基本完成设

计，核心器件样机已完成测试；部分完成加工并已开展集成测试。基本完成数据处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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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搭建。争取在 2020年~2021年观测季开始试运行。 

“探索极端宇宙”国际大科学计划进展顺利： 

增强型 X 射线时变与偏振（eXTP）重大背景型号卫星工程项目批复立项，eXTP 空间天

文台正式进入方案研制阶段，总经费 4.35 亿，2019-2022 年：完成科学目标深化研究、有

效载荷及卫星方案设计、结构热控/电性星研制。开展了任务需求分析、有效载荷（含国际

合作）与卫星平台的方案和接口协调。 

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HERD）写入 2019年 3月《中意联合公报》。完成适配扩展舱和

实验舱 I 的总体方案初步论证。完成空间站运营期 HERD 实施方案报告。正在进行载荷关键

技术攻关和载荷配置方案优化。 

GECAM 今年计划升空，2019 年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视器（GECAM）卫星完成

初样研制。目标：获得宽能段伽马射线暴等天体爆发的大样本，发现新类型的爆发和多信使

高能对应体。 

爱因斯坦探针（EP）卫星，方案工作推进顺利，完成了 FXT聚焦镜由单镜转变为双聚焦

镜的论证，有效面积由 100 cm2提升至 600 cm2的目标值，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快速机动

后随望远镜。 

13. “七项培育”: 先进加速物理与技术研究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开工建设，2019 年 1 月 31 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HEPS-

TF）通过国家验收。2019年 6月 29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正式破土动工，设计亮

度世界最高。2020 年 7 月，首根屋面梁吊装完成，工程进入钢结构主体施工阶段。光源各

系统的设备研制正在按计划进行，设备招标已开始。调整了光源建设的领导班子，各项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 

PAPS平台建设进展顺利，基建基本完成，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加速器相关四个系统，

均取得重大进展。射频超导系统：多台国际顶级射频超导研发设备取得成功，部分设备发挥

重要作用，助力射频超导研发。精密磁铁系统：核心设备研制完毕，待洁净间建设完毕现场

安装。低温系统：主体设备基本研制完毕，进入现场实施。束流测试系统：主体设备研制完

毕，基建条件具备即可进行设备安装和系统集成。 

南方光源准备工作全面展开，2019年 9月 25日，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项目正式动工，

总投资约 5.87亿元，建设周期为 2年，预计 2021 年完工。共建设 1栋综合实验室、四个测

试大厅（光学测试厅、超导高频厅、高精度测量厅、低温厅）。 

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关键技术预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上报广东省发改委。物理设

计和研究、关键技术选择基本完成，预研已开始，为未来南方光源的工程建设打下基础。 

多项技术研发获新进展；成功自主研制多个国内首台设备，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性能达

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铁基超导线圈在高场（24T）下的试验验证，1.3 GHz 单 cell 超导

腔最高 45.6MV/m、平均 43MV/m的高加速梯度，超过 SHINE设计指标，高性能 1.3 GHz超导

腔整腔按时批量达标，唯一交付 SHINE，650MHz 1-cell，大晶粒超导腔。超导 3W1 扭摆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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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500kV光阴极直流高压电子枪实验平台，650MHz速调管样管，电抛光设备机械翻转平台，

国产 2998MHz速调管。 

14. “七项培育”: 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研究 

重视研究成果积累，发表文章增长 1倍，保证了各大科学装置的需求（BESIII，中微子，

散裂中子源，LHAASO，光源，CEPC，国际合作任务等）。20吋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通过科

技成果鉴定。8*8 多阳极高速 2吋 MCP-PMT正在研制中。获得第六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

技创新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半导体像素探测器和读出 ASIC 的研究取得进展，推动了用于光源的像素探测器的实施

和产品化，基本解决了 3D-TSV 先进封装的关键技术问题，显著减少探测死区，开始量产。

初步完成了基于 TSV工艺的 HEPS-BPIX样机关键技术研发，解决了模块噪声、刻度、冷却等

一系列问题，推动样机的用户使用。芯片测试、传感器与模块设计、前端电子学设计、模块

制作与测试、测试系统研制。 

15. “七项培育”: X射线光学技术研究 

自主研制的长程面形仪（LTP）、X 光功率辐射计量标准、X 射线单色器、高能折射聚焦

透镜、像素阵列探测器，小像素、积分型、复合功能等新型探测器均取得重要进展。 

16. “七项培育”: 射线技术应用研究 

推动射线技术在医学、国家安全、工业、环境等领域广泛应用。乳腺专用能谱 CT 技术

研究取得进展，已完成原理样机研制。国内首台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 研制成功。研制成

功燃料无源富集度检测系统，国际上检测速度最快的无源检测设备，彻底解决该领域的“卡

脖子问题”。完成手持、无人机载辐射探测终端，并实现了探测终端与 GIS 信息的融合。新

技术部署、新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并有所突破，基于 MCP-PMT的探测器技术研究，快中子散

射成像技术研究，基于 3D 闪烁体探测器的康普顿成像技术，编码孔径推扫散射成像技术，

便携式能谱仪，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17. “七项培育”: 核能放射化学及相关材料的前沿研究 

在功能锕系配合物柔性晶体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利用半刚性有机分子设计合成了一

种具有多重刺激响应性能的锕系柔性金属有机材料（MOM）晶体，该研究为未来新型多功能

柔性 MOM的设计合成与应用提供了参考，成果在国际化学期刊Angew. Chem. Int. Ed.上发表。 

放射性核素分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超分子协同作用实现 NpO2+/TcO4-捕获和晶格固

定，为继续开发基于放射性阴离子去除的新型智能软材料提供了重要研究思路，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的社会应用转移转化，济南分部建设。济南中科核技术研究院， 济

南市地方事业法人单位，我所设立的分支机构——济南分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院长由高能所选派。集前沿技术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开发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的核

技术及应用研发平台，定位于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转化的

通道，为核技术产业发展持续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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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占地面积 4.32 万平米，建筑面积 2.2万平米，包括一个办公楼和四个实验大厅，

由先行区出资建设（包括装修）经费支持：3000万 X5年。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 完成首台加速器恢复和调试验证，目前已启动第二台 BNCT

的研制（临床用），HE 安全监测：通道式成像系统，生产交付：10 台套。 

安装地点：贵港海关、霞山海关，满洲里海关（十八里办），天保海关，勐腊海关，大

榭海关，黄岛海关等。 

硅基探测器技术转化：与山东枣庄山亭区签署“联合研发平台”合作协议。 

辐照工艺：电子束辐照处理医疗废弃物，与企业签署了技术专利转让合同，（现金+股权）

枣庄市山亭区同意投入 800 万现金和约 2100 平米实验、办公场地。 

18. 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战略 

加大对国际大型实验的支持，加大对 ATLAS、CMS、LHCb 实验的投入，并承担了先进

探测器升级任务，在物理分析及重大发现中作出重要贡献。积极参加 LBNF， GlueX，

BELLEII，EXO/nEXO，COMET 等实验。 

加强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继续开展与 DOE、KEK、INFN、IN2P3 和 CERN 年度会谈，

稳步推进与欧洲核子中心 (CERN) 的合作，提升合作层级成立中国-CERN 联合实验室，与

CERN 签订合作备忘录，签署《关于中国和 CERN 建立和发展粒子物理专项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签署《中国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合作机构联盟章程》。 

打造国际化科学中心，积极组织和参加国际会议，鼓励青年人包括学生参加。积极牵头

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工程：CEPC、HERD、eXTP等。积极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吸引来

华。 

全面提升研究所国际化水平。发挥国际合作指导委员会作用，推进协调国际合作，与各

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 23 个。积极申报中科院国际人才计划、科技部外专局引才引智基地

等，累计获得经费 1410.5万。加强外事、外宣的管理水平，组建国际化人才管理队伍。 

19. 科技论文情况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统计：高被引论文：到 2020 年 1 月至 2 月间为止进入全

球论文影响力排名前 1%的论文。热点论文：是在过去两年内发表，并且在 2020 年 1 月至 2

月间受到引用的次数达到某一学术领域中最优秀的 0.1% 之列。 

2020 年 7 月中国内地机构物理 ESI 前 1%排名： 

全球共 743 个机构进入物理 ESI 前 1%，中国内地 46 个机构进入，包括 7 个科研机构

和 39 所高校（新增 1 所），高能所按总引用数在中国内地研究所中位列第一，按篇均引用数

在中国内地机构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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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加强对科技成果保护 

促进软实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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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高能所申请专利 66 项（其中中国发明专利 6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获得

专利授权 104 项（包括中国发明专利 6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6 项，外观设计 1 项）；获得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4 项。共有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 8 人。知识产权方面总计支出费用 87 万元。 

 

数据包括：中国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国家标准、软件著作权，货币单位：万元），

经费支出包括申请阶段费用、专利年费、专利奖励费、知识产权服务费。 

21. 获奖情况 

王贻芳荣获 2019 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陈和生荣获 2019 中科院年度先锋人物，

孙建超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赵强荣获“吴有训物理奖”。“用于核废料嬗变处理

的首台 325MHz 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装置的研究”项目荣获 2019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超导质子加速器 2K 超流氦大型低温恒温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 2018 年度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集体获得 2019 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

科技成就奖。“伽马暴偏振探测仪”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奖。 

三、 研究所管理介绍 

1. 所领导班子建设 

所领导班子完成换届，2019 年 6 月 14 日 领导班子任期考核，考核结果为：优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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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2020 年 1 月 21 日 新一届领导班子履职。2020 年 4 月经过认真研讨、制定完成新一

届领导班子任期目标。 

加强制度建设，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定期召开所务会（2019 年

13 次，2020 年至今 16 次）、党委会（2019 年 7 次，2020 年至今 13 次）。制定《高能所党委

议事规则》《高能所“三重一大”事项议事规则》，严格贯彻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规

范议事程序。 

强化理论学习，所领导带头讲党课，提升运用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坚持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2019 年至今已召开 6 次；确定主讲人制度，坚持问题导向，会后结

合研究所问题进行研讨，提升学习效果。 

加强作风建设，开好所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努力解决职工群众关心的问题。会

前认真开展谈心谈话，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会上通报上年度整改情况并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会后切实做好整改落实工作，并及时进行情况通报，就职工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反馈。 

2.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研究所民主化管理 

加强管理部门执行力，推动民主氛围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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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参与研究所管理，采用多种手段加强职代

会与管理层的互动，如帮助职工解决子女入学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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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工作任务分工：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等由大装置管理中心调整至财资处；知

识产权工作由科研计划处调至技经处。 

根据研究所工作重点，成立 CEPC 办公室，离退办变更为正处级建制，监审办更名为纪

监审办。合并、调整了常设工作委员会/小组及成员，新成立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知识产

权、成果转化与公司管理工作委员会、资产专项处理管理小组等。 

加强科研机构建：根据学科划分，研究室间将行政组进行调整（超导组、CMS、中微子

组），成立济南分部（济南中科技术研究院）。 

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进行了研究所规章制度清理，编制《高能所制度汇编（2020 年 5 月

版）》2019 年至今共颁布各类规章制度 29 个。积极落实科教融合工作。组办好国科大核科

学与技术学院、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与相关高校紧密科教结合，办好英才班、暑期实践等

吸引优秀生源。 

3. 重视战略部署，完善科技智库建设 

强化学术委员会在战略部署、学术管理方面的作用，2020 年 6 月，成立新一届学术委

员会。持续改进战略研讨会的组织研讨方式，力求切实有效，确保畅所欲言。 

2019 年，遴选 13 个重大议题，经汇报讨论形成 10 条重点工作建议。 

2020 年，聚焦我所大科学装置建设、升级等及相关学科未来发展规划，向所办公会提

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议，对高能所发展战略规划、重大科研部署、本领域科技发展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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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需求等提出咨询意见与建议；对人才评选、科研项目申请、立项等提出评议意见。 

BEPCII 维改项目技术方案可行性评审，南方光源咨询研讨会。函评基础前沿科学研究

计划“从 0 到 1”原始创新项目，评审院科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 

4. 科研平台建设 

推动重点实验室建设： 

国家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高

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新增）。 

省部级：大科学装置理论物理研究中心 （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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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新增）、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增）、北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中心。 

所级：X 射线光学与技术实验室、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射频超导与低温研究中心(粒

子天体、加速器两个实验室 5 年评估：粒子天体重点实验室：A 类；加速器实验室：B 类)。 

优化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建设：发布《高能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管理办法》，2019 年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结果良好，获得奖励 80 万元。 

财政部修购专项：2019 年获批 2 项，4542 万元、申报 2020 年项目，获批 4 项，3370 万

元。完善研究所测试中心建设：运行机制持续完善，发布: 《测试中心测试费管理办法》及

《测试中心测试费支出管理细则》。 

5. 持续完善质量、保密体系建设 

加强质量管理，具备 GB/T19001-2016、GJB9001C-2017 质量管理体系资质，2019 年顺

利通过了新时代认证中心对我所的扩大范围审核，获取新证书，提高了科研项目申请时在同

行竞争中的优势；质量体系工作方法及成果覆盖我所各研究室。 

加强保密体系建设，完成高能所第三轮 B/M 资格认定工作，获得 B/M 资格证书。建立

B/M 与开放平衡机制，既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又便利信息资源合理利用。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为科研人员提供成果转化相关知识产权培训；入所新职工培训；开

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 

6. 完善技术支撑系统建设 

计算信息：保障大科学工程建设，保障科研获得良好支撑。加强信息技术和科学软件研

发与应用，发布一系列新的信息化应用系统。完善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获批国家高能

物理科学数据中心（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数据中心）。制定了未来发展规划，不仅仅是支撑

部门，也是研究部门。 

文献信息：加强资源建设，知识服务，助力研究所成果产出和系统收集，提升科学家和

成果的影响力。CPC、RDTM 办刊质量和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物理 C 获得 2019 年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最新的影响因子为 2.463。重视期刊科学传播以及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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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设。 

通用运行：通过合理分配任务，保障和完成了多个大装置的设施运行维护、改进安装等

任务，继续推进社会化改革。 

所工厂/高能锐新：经营状况向好，所获项目快速增长，研制项目涉及磁铁、特种磁铁、

超导腔、耦合器及加速管等，部分已取得重要进展，部分处于技术攻坚阶段。积极探讨未来

发展新战略。 

7. 人才队伍情况 

截止 2019 年底，在编人员 1416 人，科技人员 1093 人、科技支撑人员 176 人、管理人

员 147 人， 博士后 102 人(外籍 26 人），项目聘用 128 人， 返聘 71 人，在学研究生 665 人，

其中博士生 396 人(外籍 9 人)，硕士生 269 人(外籍 1 人)。 

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严格按照程序做好中层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的选拔，2019

年至今，新提拔中层干部（包括业务中层）19 人，平均年龄 43 岁。确定拟聘中层干部 4 人，

尚在程序中 5 人。完成试用期满考核 7 人，完成中层干部换届民主测评及推荐所重点关注干

部。积极申报人才项目，取得六项突破。 

8. 推进工资制改革，提高薪酬待遇 

实施岗位绩效工资制，努力提高职工收入，经过大量核算和调研，完善并规范“3+1”

薪酬方案。基本工资：岗位工资 + 薪级工资。基本津补贴：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 + 改革性

补贴。绩效工资：基本绩效工资 + 奖励性绩效工资。特殊人才津贴：用于高端人才、关键

技术人才的引进和稳定。调整绩效津贴核定标准，2019 年 7 月起实施。2019 年人均年收入

比 2018 年增加 8.3%。2020 年 7 月，颁发实施《高能所岗位绩效工资分配管理办法》。 

落实我院高层次人才绩效总量单列相关部署，梳理全所高层次人才现状，组织进行遴选。

实施特别研究助理制度，博士后纳入管理，提高薪酬待遇。 

9. 加强经费、财务和资产管理 

重视项目和经费全过程管理：密切跟踪项目申请，基金、人才等项目获得高通过率（京

区第一），批准项目经费总额创历年新高，人才项目获 2 位杰青、3 位优青，为历年最优。

清理关闭课题 788 项，盘活课题结余资金 1298 万元。 

持续完善科研管理办法，修订、颁布经费相关规章制度 8 项，《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管理

办法》《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法》《自有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等。 

做好经费支出统筹规划，加强预算执行管理，2019 年度预算执行考核全院第一。政府

会计制度改革平稳过渡，完成衔接和转换工作。 

迁移 14 年财务账务数据，完成新一代 ARP 财务切换和上线。创新优化财务、资产管理

工作方式，优化工作流程，建立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撤销材料库房，腾退房屋 4 间，约 258

平方米。建设完善财务电子档案，尝试机器人操作提高效率。 

规范招投标及采购管理工作，成立采购办公室，规范和完善采购管理制度，颁布《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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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购管理办法》。编制工作流程图，编制合同范本/示例，组织培训。 

10. 基础设施和园区环境建设 

在建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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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NS 一期工程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CSNS 一期工程荣获“第十七届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奖”。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三公寓修缮项目 2019 年 10 月 26 日正式开工。 

食堂改造项目：正在争取 2022 年院修缮经费。 

玉泉路周转房装修改造：装修改造周转房 60 套，面积为 3135.76 平方米，高质量完成

项目验收。 

多学科大楼工程：2019 年北京市建筑长城杯金质奖，2017 年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质奖。

玉泉路园区维修改造项目按计划进行。 

11.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切实加强政治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注重思

想引领，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着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进一步推进创新文化建设，着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进一步推进创新文化建设，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学风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四、 2020 年工作重点 

自主项目要有重要科学产出：BESIII、慧眼、中微子等发表高质量物理成果，深挖 POLAR

数据，争取 LHAASO 早日取得物理成果。 

认真组织实施，做好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建设和预研：做好 CSNSII、BEPCIII 升级规划，

BEPCII、BSRF、CSNS 提高机器性能，高水平运行，做好在建大科学装置建设。 

HEPS：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的年度任务，各硬件系统进入批量生产、制造阶段。 

JUNO：高质量生产部件，开始现场安装工作。 

LHAASO：按计划完成基建、探测器的安装和调试，开展数据分析和物理分析工作。 

AliCPT：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和数据分析平台建设任务。 

GECAM：全力完成载荷及应用系统，顺利发射。 

SVOM、EP：按进度执行研制和试验任务、南方光源预研及研究测试平台项目的建设 

积极预研、推动立项。 

CEPC：推进 TDR 工作、关键技术预研和软件开发。 

eXTP 和 HERD：工程化研究和数据软件开发，推进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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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党建和廉政建设：深入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做好高能所党委、纪委换届，

工会（职代会）、团委、妇委会换届工作，深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促进基层党

建和业务相融合，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着重做好学风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 

2. 完善研究所战略和发展规划：执行新一届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认真研讨研究所未来

发展的关键问题，完成换届后中层干部调整，夯实各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规划，总结“十三五”

成果”，组织高能所“十四五”规划。 

3. 推进人才战略，激发队伍创新活力，深化改革，落实人才政策。 

4. 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建设济南分部，深

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制度建设和改革，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5. 做好科研管理和财务制度建设，规范和优化管理方式，拓展经费申请渠道，实现科研

项目全过程智能管理，完善经费管理制度，落实“放管服”相关政策，优化科研报销综合服

务。 

6. 全力保障大科学装置建设任务，积极努力将新冠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动工程

建设，规范工程管理，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辐射防护安全管理、通用保障等工作。 

7. 进一步完善研究所制度建设，继续推动信息化水平，提高管理效率。 

8. 推动国际合作战略和联合实验室建设，继续加强实验室和平台建设，发展核心竞争

力。 

9. 规范管理方式，倡导创新文化和团队文化，建设现代研究所。 

10. 积极改善职工和学生待遇，提供良好生活环境。 

我们的愿景：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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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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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中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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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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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主体责任 

多措并举齐发力，共促党建创新 

魏龙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中科院建院 70周年，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实在在聚焦研究所中心任务，努力提升党建质量，现就

2019年以来的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19年至今工作完成情况 

(一) 2019 年所党委 46 项重点工作计划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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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 1-7 月，23 项重点工作计划全部完成 

 

（三）工作重点 

1. 发挥“两个作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 

所层面：应急部署，党政统筹推进。高能所于 2020年 1月 25日初步启动防控措施，1

月 27 日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所疫情防控日常工作组，所长王贻芳任组长，魏龙等

任副组长，定期传达和落实全所疫情防控工作。 

所党委制定高能所发挥“两个作用”联络值守机制方案，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值守

安排以及任务分工。向全所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当先

锋做表率。组织党员、群众自愿捐款支援疫情防控工作，截止到目前，已经收到全所 1619

人名党员、群众的捐款二十四余万元。所党委召开慰问尚留湖北党员视频会，号召尚留湖北

党员下沉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孙舒晨、肖邓杰、任山君等党员纷纷响应号召。 

各党支部和群团组织：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各党支部主动作为，结合本单位疫情防控

工作需求和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开展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控

一线亮身份、见行动、作贡献，用实际行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群团组织：各司其职、形成

合力。 

2. 顺利完成党委纪委换届 

九届党委和八届纪委于 2014 年 8月成立，任期届满，经请示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同意，

我所于 2020 年 5月份启动了换届选举工作。所党委指导各党支部严格按照组织程序选举产

生党员代表。同时，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 

各支部（总支）严格按照“两上两下”的组织程序，开展候选人的酝酿提名工作，所党

委对酝酿提名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推荐结果体现党员意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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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委班子“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目标。因疫情原因，此次换届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各支部（总支）克服困难，严格按时间节点要求有序完成了各项工作。 

2020 年 6 月 3 日，我所召开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党委委员和第九届

纪委委员。新一届党委、纪委委员产生后，在院党组、北京分院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工作交

接，为我所党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3. 把牢六个重点，抓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从不同层面深入开展学习教育，领导班子带头示范，开设所级党员领导高级研讨班，带

头读原著悟原理；组织中层干部集中警示教育学习与严格自学要求相结合；通过“党章党规”

知识竞赛等在全体党员中营造良好氛围。 

聚焦痛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七位所领导就人才、大装置建设中存在的关键设

备国产化等问题展开调研，并对调研成果的应用做出规划和部署。 

深挖思想根源、深刻检视反思。深入开展“对标要求、强化责任”活动，召开“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做到问题找实，反思深刻。2019年 8月 14日，所级领导班子“对

标要求、强化责任”学习中央法规和国家、中科院科技创新战略部署。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所班子共列出 10项问题清单，23项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

改时限，立查立改的 10项内容已经完成，13项长期计划继续跟踪落实中。 

认真开展民主生活会，会前认真检视问题、谈心谈话，会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后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并及时向党员、群众代表通报情况。 

督促检查，建立整改落实追踪机制，及时根据整改情况修订专项整治方案和突出问题整

改方面，完善问题情况，保证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四）日常工作 

1. 坚持问题导向，提升运用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坚持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2019 年至今已召开 8 次。一是实施主讲人制度，

建立带头学和自学相结合方式；二是确定问题导向，结合学习和研究所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的研讨，提升学习效果。 

2．健全和完善党内议事机制，以制度执行推动决策部署落实 

制定了《高能所党委会议议事规则》、《高能所“三重一大”议事规则》；加强党委会讨

论“三重一大”问题的力度，2019年至今共召开 19次党委会，讨论“三重一大”问题 17项；

严格贯彻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3.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继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层干部选聘的程序，做好职能处室领导的选拔任用等

工作；切实抓好干部梯队建设。2019年至今选聘业务中层 15人，管理中层 4人，平均年龄

43 岁，另有程序中 9 人；完成对 7 位中层干部任用期满考核工作；对中层干部进行廉政警

示教育培训；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抓好 人才计划、 计划等各类人才计划的组织实施。 

4. 发挥党委委员作用，增强履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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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委委员联系基层党支部工作制度。党委委员对所联系的支部（总支）组织发展工

作负有责任；对所联系的支部（总支）落实“三会一课”情况要进行指导督查；党委委员带

头讲党课。 

5. 做好顶层部署，通过系列措施推进年轻干部理论学习 

通过开展在线集中学习、各学习小组自学、明确导师导学制度等多种举措加强年轻干部

理论学习，树牢思想根基；各党支部也在积极探索，充分发挥本支部青年理论小组的领学作

用，将青年干部理论学习工作做深做实。 

6.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所党委注重把开展“两学一做”内容融入中心组学习和各党支部学习等日常党建工作。

2019年至今完成 17项重要学习。 

 

7.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认真贯彻上级要求，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建立对各支部的考核机制。 

8.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落实协作一片片长单位职责 

严格按照北京分院基层工作协作片管理办法，发扬兄弟单位资源优势，落实片长职责任

务，督促完成 30余项任务，做到提升科研管理，服务科研创新。 

9. 深入实施基层党支部“组织力双提升计划 

成立宣讲团，“化整为零”深入一线党支部进行宣讲，实现理论水平和党务知识的双提

升；2019年至今宣讲 20余次。 

10. 对标对表，加强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开展全所党支部的自评自查，规范和督促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的落实；制

定《高能所党的组织负责人任职谈话实施办法》，推动我所党组织负责人更好履职尽责；明

确换届工作要求，指导 16 个支部做好换届或补选工作；行政处党支部被推荐为中央和国家

机关标准化规范化示范党支部（全院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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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范流程，做好骨干入党工作 

制定党委委员对口联系党外科技骨干制度，建立“一对一”对口联系名单。梳理重点难

点，强化对各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培训交流；3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纳入发展党员流程；

发展党员 19人，副高级以上 4人。 

12. 持续加强异地党建 

将东莞异地党建工作，纳入到所党委的整体工作中统筹考虑，赴东莞实地考察，结合实

际开展专题调研。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党员教育等方面加强对东莞党务干部的培训和

交流。 

13. 做好党务公开 

严格落实党务公开制度，建立党务公开事项清单，在年初党委纪委工作研讨会上作党费

收缴、使用情况反馈说明。 

14. 指导基层支部挖掘整理工作经验，形成有效的工作法 

部分基层支部工作法在重要媒体发表。高能所异地党建工作经验介绍，在中科院《情况

通报》上发布，获得白院长批示。行政处党支部 “一三三一”工作法——共产党新闻网发

布。东莞分部异地党建工作模式——共产党员网发布。计算中心党支部“特色学习法”——

人民网发布。计算中心党支部在分院 “提升组织力、协力促率先”基层党支部优秀工作经

验交流会上作主题交流（4个优秀支部作交流）。研究所里的“螺丝钉”——记中科院高能物

理所计算中心党支部一文在《中国科学报》第 1版要闻发布。天体中心“一三一”工作模式

弘扬科学家精神——《科苑党建》发布。 

15. 庆祝新中国成立、中科院建院 70周年系列活动 

举办“牢记报国初心、永葆高能情怀”主题文化广场，800余人参加；制作“我和我的

祖国”快闪视频；召开国庆主题座谈会；举办“党章党规”专题知识竞赛；组织“我与祖国

共奋进”主题团日活动等；积极响应院和分院系列活动。 

16. 加强典型选树，挖掘科技创新背后的先进事迹 

配合参加中科院“一所一人一事”先进事迹征集活动；陈和生院士获得中科院 2019 年

度先锋人物（全院 2 个）。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引导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

榜样，创先争优。 

17. 建立两个基地，讲好高能故事 

建立中科院“报国初心、高能情怀”党员主题教育基地，结合揭牌契机，在全所开展学

习教育，截止目前，共接待 30批次，1000多人次参观； 

2019年 9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被中宣部命名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截止目前，共接待社会各界 82批，2000多人次参观。 

18. 做深做实“科学家讲特色党课”活动 

所党委注重发挥老一辈的榜样作用，适时举办科学家讲特色党课活动；各党支部注重发

挥科研带头人的引领作用，结合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党日活动，举办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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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工作程序 

制定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委工作规则（试行）》《高能物理研究所内部审计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等 5个规章制度，推动有关关部门完善制度。 

20. 加强警示教育及科研诚信宣传教育 

纪委书记在新职工入所培训会上作了题为《增强科研诚信意识，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科研诚信报告。开展十余次多层次的廉政宣讲。 

21. 深化内部审计工作 

完成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内部审计等各类审计，针对内审的重点领域和问题进行

了反馈并提出整改建议。完成内部审计质量交叉评估工作，获得一致好评。 

此外，加强人、财、物关键岗位和大科学工程重点项目招标、干部选拔任用等重点领域

的监督。依规依纪开展信访工作。 

22．加强媒体宣传力度 

一是扩大我所党建工作影响力和知名度。本年度我所党宣工作全院排名 12，北京分院

第 2名。二是指导做好科学传播工作，高能所科学传播工作全院排名 13。 

23. 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2019年至今共举办所创新论坛 21次，共计 1700多人次参加。丰富人文创新论坛内容，

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国际友人阳和平等作报告。 

24. 增强研究所的凝聚力 

赴异地慰问大科学工程人员；每年除夕慰问全所各岗位值班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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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工会、职代会换届工作 

29 日上午 第十届工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职代会第一次会议。29 日上午 第十届工会

委员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职代会常委第一次会议 

26. 工青妇工作 

重点指导工青妇组织在强化“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要求下，结合自身特点开展活

动，助力研究所的科技创新工作。 

27. 统战工作 

加强与民主党派的沟通、合作和交流；为参政议政、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与支持；加

强侨务政策宣传，维护归侨、侨眷权益。 

28. 离退休工作 

关心关爱老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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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9 以来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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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高能所荣获北京分院“党建创新奖”。高能所荣获 2019年度中科院“一人一

所一事”先进事迹征集评选活动“优秀组织单位”荣誉称号。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荣获

中科院“年度团队”提名团队（2019.1）。加速器党总支荣获中科院“先进基层党组织”荣

誉称号。陈和生院士荣获 2019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工会工作：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科院近年来唯一获奖单位，齐欣研究员荣获 2019

年“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中科院“科学的春天”40周年系列活动优秀组织奖。 

青年工作：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荣获 2019 年“广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第二十四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高能所计算中心\东莞分部加速器技术部 2 个集体

荣获 2017-2018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高能所团委获得 2018、2019 年度中科

院北京分院“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管理机关团支部分别获得 2018 年度中科院、北京

分院“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计算中心团支部分别获得 2019 年度中科院、北京分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 

妇委会工作：高能所荣获北京分院“妇女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六） 2020 年党建工作要点 

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计划列表 

 

一个总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成果，遵循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引领科技创新。 

二个坚持和完善：一是坚持和完善党内议事规则、重大事项决策和报告制度。二是坚持

和完善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四个加强：三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学风建设。五是党建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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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加强对统战、群团和离退休工作的领导。六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结束：2019 年以来在全所党员的共同努力下，我所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一系列成绩。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新挑战，全体高能人应以 “科研国家队”的使命担当，聚焦聚力，奋发求为，以“团结 

唯实 创新 奉献”的高能精神开拓进取，开创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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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魏龙 

 

2019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业座谈会上强调，“要完善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机制，走出一条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路子”，对

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出了新指示新要求，指明了方向。 

一、制度建设 

规范管理，制度先行。规范化管理是各项工作正常有效开展的基础，是健康有序发展的

有力保障。规范化管理同时也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降低运作风险的重要管理手段。 

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颁布（2019年11月4日）：《高能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高能所产品研制和技术服务管理条例》 

目的：完善制度，加快推进我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重要内容: 

1、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概念和条例管理范围 

2、调整部分审批权限 

3、调整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的分配方案 

4、调整股权分配比例 

5、调整项目收益分配原则 

6、明确权责利与处罚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 

公司管理：管理办法颁布（2020年3月5日）《高能所全资及控股企业管理办法（试行）》、

《高能所参股企业管理办法（试行）》。 

范围：高能所全资、控股、参股企业。重点内容：组织分工与监管方式、派出人员（法

人、董事、监事、总经理）的产生和职责、考核制度等。 

知识产权管理：待颁布（征求意见中）《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高能所知识产权

管理实施细则》。 

重点内容：《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1、明确知识产权管理归口单位（技经处）以及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与公司管理工作委

员会的职责； 

2、融合《高能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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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高能所专利登记制度； 

4、出台最新的专利奖励办法（根据院机关最新办法）。 

《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实施细则》： 

1、细化知识产权申请流程； 

2、专利价值的评估标准、流程。 

二、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 应用加速器 

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荣获“广东省硼中子俘获治疗肿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自主研制国内首台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试验样机，2019年12月18日加速器与中子靶联调，

获得中子束流。利用散裂中子源束流开展动物试验，成功抑制、杀死癌细胞。已制定临床BNCT

设备方案，确定临床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已签署临床合作协议，初步完成楼房规划设计。

清理前期各方投入，利用“珠江人才计划”项目资金稳步推进。 

电子束辐照处理医疗废弃物，业务调研：四川、河南、江苏、浙江、湖北。主动挖掘沉

睡的专利技术（2012）。吸取经验，在合作伙伴选择上更为慎重。选取了国企全资子公司（嘉

泽兴业），在环保领域有更深厚的背景和相关经验，并且有上级公司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

灵活的合作方式：现金（50万）+股权（290万）。2020年5月，四川中科高能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注册资本1000万。高能所占股29%，积极筹备申请医疗废物处理许可证。 

核医学成像设备，应用推广公立医院：天津肿瘤医院已经中标，并发货。独立影像中心：

一台待安装。临床规范：启动了PEM行业标准制定工作，预计年底发布，启动了PEM临床诊断

规范制定工作。乳腺专用低剂量多能CT技术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专项）。 

表 乳腺多能 CT与传统积分式乳腺专用 CT分辨率对比 

成像系统 

最小分辨（mm） 

传统积分式 

乳腺专用 CT 

计数式 

乳腺专用多能 CT 

微钙化点 0.230 0.130 

肿块 4.76 3.18 

纤维 0.28 0.180 

 

完成原理样机研制，技术指标达到/超过项目要求，通过项目绩效自评价验收、财务验

收工作。乳腺专用低剂量多能CT技术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专项），传统积分式

CT技术。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CT-院装备。 

精密检测设备：X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仪器专项），完成所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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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任务，12月10日中期检查。 

环境监测设备：推进环境安全监测成果转化，推动产品广泛应用。生产交付：10台套。

安装地点：贵港海关、霞山海关，满洲里海关（十八里办），天保海关，勐腊海关，大榭海

关，黄岛海关等。 

硅基探测器技术：前期调研推广：青岛、成都、石家庄、株洲、枣庄。2019年9月5日，

签署相关协议：高能所－枣庄，合作框架协议；高能所－枣庄山亭区，“联合研发平台”合

作协议。枣庄市山亭区投入现金和约2100平米实验、办公场地，占股60%。2019年11月，高

能瑞泰（山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公司注册资金1333万。高能所占股40%。助推发展：

办公与实验面积约2000m2，其中千级洁净实验室（约400平米），普通电学实验室（约500平

米）。获批枣庄市工程实验室，获批枣庄市新型研发机构。 

抗肿瘤纳米药物：2019年1月16日，向中科普惠发出合同解除通知函。2019年1月25日，

补充协议，约定3月8日不履行自动解除。2019年3月11日，合同解除通知函。2019年4月18日，

石家庄药业集团来所做项目调研。2019年5月15日，与西安国利防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2019年8月，协商修订国利防务提供的“技术转让协议”。2019年11月28日，肇庆市高新区和

投资商来所做项目尽职调研。2020年6月10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和肇庆市高新区来所调研，

目前合作方正在争取更多经费。 

2. 院地合作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以国家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基础，新形势下，高能所

聚力科技创新，探索院地合作新模式，进一步促进科技资源与区域发展结合。 

聚力科技创新，探索院地合作新模式 

济南中科技术研究院 的性质为济南市地方事业法人单位，同时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举办设立的二级机构——济南分部，以“两个机构、一套班子”的方式运行；理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由高能所选派。 

一个集前沿技术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开发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的辐射技术及应

用研发平台。定位于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转化的通道，为

辐射技术产业发展持续提供技术保障。 

济南分部建设，项目由济南先行区投资建设，总投资约8亿元，年计划投资约4亿元，占

地面积约61亩，总建筑面积约8.7万平方米。包括：科研楼、核医学实验大厅、X射线实验大

厅、中试实验大厅。 

2019年10月，高能所与济南先行区签署合作协议。2019年12月，完成事业单位法人注册

登记。2020年4月，完成第一届理事会召开市重点项目，省市领导现场视察指导。 

基建开始、首笔1000万科研经费到位。临时办公场地开始启用，启动人才招聘，部分人

员已经到岗。遴选的首批技术成果在济南开始实施成果转化，辐射成像电子学。已形成18种

板卡，正在进行标准化、模块化和产品化开发。新一代便携式射线成像相机升级 (环境安全、

医学应用等）轻便便携（<3.6KG）；360度全立体的成像视角；智能元素识别；车载辐射环境

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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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经营与管理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度经营状况，完成规模项目36项，产值3317.5

万元，经营盈余560万元 

 

4. 专家招待所 

2019年经营平稳，接待量与经营收入，与往年基本持平。客房共接待所内外客人17557

人次；会议53次，客房出租率达到77%，比去年的76%略有上升。餐厅接待所内大中型会议用

餐62次（圆满完成多次所里重要接待）；会议自助餐4012人次；工作盒饭13297份；提供会议

茶歇服务5426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 

2019年年初所务会决定将专招二号楼收回，作为学生宿舍。专招积极做好腾退工作（终

止合同，清退住户），于4月1日正式上交高能所。2020年，疫情期间，专招接待回所隔离人

员，截止到5月2日共接待36人，隔离时间7-15天不等，共计用房527间。 

专招餐厅2020年4月20起为所内职工提供盒饭，截止到7月20日共向职工供应11408份，

工作日日均200份。 

5. 幼儿园 

幼儿园始终保持收支平衡，没有为所里增加经济负担，顺利完成招生任务，抓好保教工

作质量，确保财政补贴到位，2019年获得市财政补贴 328万元。2019年完成成本返还（人员

工资、水电费；不含社保支出），比2017-2018年返还增长近60%。 

按往年惯例，在完成全额返还成本基础上，2019年年底所内职工保育费优惠157.78万元

（不含所职工不到年龄幼儿入园，未获政府补贴计25.5万元），造成实际收入减少。幼儿卫

生保健达到北京市一级一类标准要求，顺利通过石景山区年度级类复验工作。 

由于疫情影响，开园日期不能确定，上半年除1月份以外，没有保育费收入。为确保开

园人员不流失，教职工全部到岗，现由生均补贴维持教师基础工资。 

三、结束语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既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我们要

找准着力点，通过打破科技创新供需之间的“藩篱”，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新活力，强

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化服务，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而更好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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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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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管好园区  助力科学研究 

——在 2020 年度高能所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卢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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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寓修缮项目 

经过各专业多次审图、复核清单等工作，目前项目已开工建设：2019年 6 月 14日完成

设计招标；2019 年 9 月 9 日完成施工图审查并取得审查意见；2019 年 9 月 10 日完成施工

招标；2019年 9月 26 日通过竞争性磋商确定监理单位；2019年 10月 17日取得《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2019年 10月 26日正式开工，改造面积 15600平米；施工期间保障周边中科

大、小学的用电，已完成待处置资产的移交；受疫情影响，预计 2020年 9月底完工。 

2. 玉泉路周转房装修改造 

用足政策，用足资金；装修改造周转房 60套，面积为 3135.76平方米；项目经费总投

资 420 万元，项目实际执行费用为 389.50万元；北京分院组织专家从建安、档案、财务三

个方面验收。玉泉路周转房项目高质量完成项目验收，为人才提供良好居住环境。 

3. 玉泉路园区维修改造项目总投资约 400万元 

4.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 

2019年 6月 29日，HEPS项目开工启动会；截止目前，整体工程完成 26%；完成土方工

程总量的 80%，约 21万立方米；完成室外管沟结构施工；正在进行外环实验楼、实验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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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加速器隧道、增强器隧道及高频厅 2#综合动力站、3#技术安全楼等结构施工。 

5.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楼项目 

2019年 3月   完成配套楼项目控规的批复； 

2019年 6月   完成勘察、设计单位的招标工作； 

2019年 12月   项目可研批复，总面积 2.8万平米，经费 2.054亿元； 

2020年 1月   组织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 

2020年 4月   完成施工图审核； 

2020年 5月   完成施工、监理单位资格预审； 

2020年 6月   完成初步设计编制，目前正组织上报市主管部门。 

计划开工时间：2020 年第三季度 

6. 先进光源平台 

基建完成内容：小市政管道、园区道路、园林绿化施工、基建交接检查（撰写检查报告）、

完成消防、规划、防雷及最终竣工验收备案。平台基建竣工验收备案完成时间：2020年 3月

27日。 

基建配合工艺系统完成的工作：低温系统氮气、氦气罐吊装；加速器高频、束流系统屏

蔽室施工（含专家论证）；磁铁系统恒温间施工；天车的安装及验收；X射线各系统风管开洞

（该工作仍在进行中）。 

7. 江门中微子实验站配套基建工程 

地下实验大厅顶拱石方洞挖及支护全部完成； 

交通支洞开挖全部完成； 

水池第 1层开挖完成（共 11层）； 

交通排水廊道、交通支洞等； 

地下附属洞室开挖支护基本完成； 

地上工程：完成办公楼，1、2、3#宿舍楼等 4 个地面建筑单体的初步验收，基本具备现

场办公条件。 

8. 新建项目 

BNCT项目基建完成，2019年 3月移交主体。南方光源平台 2019年 9月 25日动工。工

程材料中子衍射谱仪 2020 年 6月 6 正式动工。这是散裂建成后园区内第一个正式报建的基

建项目。自 2019 年 3 月项目启动，完成了地质勘察、图纸设计、规划报建、公开招标、重

大项目提前介入、质安监审查及施工许可办理。 

2019年底完成翠珑湾宿舍装修项目，共 76套，近 3000平方米，2020年初已入住，系

统性解决学生住宿问题，缓解了园区实验用户住宿压力。 

9. 升级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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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解决园区屋面漏水问题，对靶站、A1、C1、C2、C4五栋单体，共计 12000平米的

屋面防水进行了修缮施工，效果显著。完成冷冻站供水备用管铺设，解决爆管对装置稳定运

行的影响，对原临建检测、加固、改造，解决分部无库房的问题，A1 大堂室外加建钢构门

廊，A1至 A4增设连廊。 

10.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基建：稻城基地交付使用、WCDA基本建完、KM2A-1/4完成一半。 

KM2A：建成一半，12月投入观测，10月份 1/4 投入观测。 

WCDA：5/8建成，即将投入观测运行，其中 1/4于 4月投入运行，测得首张天图。 

工艺供配电系统：完成。 

工艺供配水系统：完成 90%。 

二、基本建设玉泉路园区 

1、水电暖运行维护与检修 

报修工作、全年报修维修 1495 次（2018 年保修 4484 次）。从回访情况看，总体满意。 

2、交通 

确保政协、人大、院士大会、所内各部门会议用车；使用好 3辆新车，全年安全行驶 47

万公里。 

3、综合管理 

食堂管理：发挥伙委会作用，开展检查，强调食品安全，监管从采购到成品，等各个环

节；行政处每月对食堂进行定期不定期抽查工作，开展培训；推出周菜谱，丰富品种，荤素

搭配，推出 4 元特价菜；做好食品安全的宣传，及时接受处理全所职工、学生反映的问题，

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在行政处网页下增设伙食委员会专栏，信息公开。调查方式：线上问卷

（疫情原因，网站、微信扫码）收回有效问卷 587份。满意度调查结果（2020年）对行政处

和伙委会的满意度：85.18%。 

物业管理：调查方式：线上问卷（网站、微信扫码），收回有效问卷 318 份。满意度调

查结果（2020年）。将利用石景山区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区）的契机，与街道协作，加速推

进家属区的物业化改革。 

物业满意度调查调查方式：线上问卷（网站、微信扫码）、线下问卷，新增二维码收回

有效问卷 381份，总体服务满意度在 90%以上。 

职工对停车管理的总体满意度占比为 92.86%，同比提高 7个百分点。 

三、3H工程 

（1）Housing，周转房入住情况：139套，入住（含预留）122套，入住率 88.8%（空置

主要为一居室），玉泉路成套 76套入住率 88%。中关村保福寺 48套，入住率 94%。中关村北

二条 15 套入住率 67%。与人资处良好沟通，了解引进人才周转房需求，优先保证“百人”、

“千人”等人才入住。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136 

 

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 26 楼、27楼电梯（4 部）进行更新改造。完成何家坟拆迁

居民户 35套安置售房工作，办理房屋产权证并发放。截止到 2019年底，何家坟拆迁安置售

房产权证办理完结，解决 30多年历史遗留问题。 

（2）Health，为全所人员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等，常用药品 200种左右； 

组织开展全所体检，共计约 2000 余人次，开展健康教育；搭建新的医药费报销系统，收费

推行非现金方式；完成全市启动的 4+7综合改革、医耗联动改革。 

年度 接诊（人次） 咨询（人次） 处方量（张） 体检人数（人次） 

2019 10868 720 20283 1847（北京） 

全所医药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显著降低，通过进一步调研，特别是与离退休老同志及相关

人员多次座谈，积极听取意见，结合我所实际，依据有关文件精神，2018年 12 月制定新办

法。主要的目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最优保障。 

《高能所公费医疗管理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优化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个

人负担比例调整为在职职工的 50%，对于个人支付较多医药费的人员，所里另外还给予了部

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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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育部和北京市的招生政策越来越严；2019年，28名学生进入玉泉小学，

过程非常艰辛，直到开学前最后一天才落实。“小升初”——中关村中学，跨学区控制非常

严格；2019年，没有本所职工子女跨学区进入中关村中学学习。 

所里协调教委、院 3H办、国科大、中科大等；工会做了大量工作。2020年是合作协议

的最后一年，解决了 42名职工子女入玉泉小学就读的问题，但续签合作协议的难度很大。 

四、后勤保障 

落实安全责任，保障全所安全。召开全所安全工作会议；落实安全措施，保障全所在国

家重大活动时期稳定；通过所网，以浮窗等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建立良好的治安交通秩序，为科研护航。在国家重大活动前夕，制定应对预案，清理闲

杂人员 119 人次，如 70 周年大庆、两会期间、一带一路会议；全面整顿园区停车秩序，规

范停放。清理乱停乱车辆 102起，非所内登记的过夜车辆 58起；加强园区内施工场所检查，

共检查 10次，施工前安全教育 7次，签定施工安全责任书。 

筑牢消防屏障，为科研工程提供安全保障。升级改造 BEPCII 烟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及时维保 BEPCII 极早期空气采样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开展全所建筑消防设施的电消检，检

测、报废及更新 3230具灭火器；参与高能光源和先进光源平台消防工作。 

核与辐射安全，支撑科研工程（1）高能光源环评获批——辐射安全是 HEPS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2）组织开展 3 个射线装置项目环保验收：2019年 2月 450kV X射线工业 CT调

试机房改造项目竣工环保验收；2019 年 4 月完成工业辐照加速器调试机房改造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2019年 5月完成 DCTB项目竣工环保验收。（3）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管理为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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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验物理和天体等办理放射源转让审批 3项，进口审批 5项，豁免 2项、备案 7项、清

洁解控 1项。共转入Ⅴ类密封源 12枚；转让氟-18、锝-99等非密封放射性同位素数十批次。 

抓安全培训，做演练、保障人员安全。对新入所的职工学生等进行消防、辐射、特种设

备、治安的教育培训和实操演练；对多学科大楼消防值班人员进行安全培训；11月 19日开

展了全所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操演练；对 98 人进行环保、职业卫生的培训；完成全所 702

人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规范危化品和特种设备，保障科研环境安全。制订《高能所易制爆化学品管理规定》，

申报登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 6 次、办理审批备案 13 次，接受检查 5 次；规范实验室的

废液收集，今年依规处置废液 9356公斤(含空瓶）；完成了 24台特种设备的维护保养、定期

检验工作。 

查隐患，保安全。组织了全所范围内的安全大检查 4次，放射源和射线装置专项检查 28

次，专项检查 19 次（消防、防汛、宿舍、治安）；迎接国家和北京市相关各级部门检查 43

次；开展非法人单元检查（散裂 1次、大亚湾 1次、江门 1次、中山 1次）；   通过组织检

查，积极推动全所的安全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全年未发生事故，助力科研工程建设。 

五、疫情防控 

1、第一阶段 

医：指导消毒、隔离观察注意事项等，4月初门诊预约开诊； 

食：提供盒饭，严格食材来源，食堂全部人员核酸检测为阴性； 

住：统计、安排、协调住宿职工、学生及博士后回所住宿以及 14 天观察期，避免交叉

感染； 

行：与街道联防联控，凭证测温出入，严控快递、外卖等；  

消：安排物业每天消毒 2 次，及时清运垃圾，设置废弃口罩回收桶，所有用过的口罩、

防护服在卫生所指导下消毒后集中处理，防止二次污染； 

购：想尽办法多渠道抢购口罩近 3万个，以及测温枪，消毒液和酒精等，疫情期间基本

能应对。 

2、第二阶段（从 6月 11日开始） 

恢复到二级防控； 

克服困难，6月 16日和 6月 19日分别组织职工、学生及家属核酸检测，共 245人； 

7 月 20日降为三级防控。 

石景山区各级领导，卫生防疫部门、居委会、信科联物业公司，高能所行政处、各部门

和研究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全所职工、离退休人员、学生和客座访问人员高度配合。 

六、存在的问题： 

食堂为 1958 年木结构房，结构、消防安全隐患很大，需要大维修；准备优先申请院维

修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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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供水、电、暖管网老化日趋严重，既增加维修量，又消耗能源； 

国管局老旧小区改造迟迟未有音讯，园区各楼群逐渐出现的设施、结构等问题也日益严

重； 

高能光源正在建设、PAPS开始运行，怀柔后勤保障条件未知，工作量和经费负担大； 

三公寓改造完成后，九号楼和 20号公寓的改造开始在策划，存在未知项目； 

职工子女（跨区）入学困难越来越大； 

医疗费常年超支； 

园区数量增加：玉泉路、怀柔、东莞、江门、稻城、成都、济南；建设、维护、运行和

安全的需求和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渐增加。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139 

 

 

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2020 年高能所职代会提案、合理化建议工作汇报 

单保慈 

2019 年职代会审议并立案处理职工代表提案 25 件，涉及到的 7 个受理单位和 3 个组

织。答复率达到了 100%。合理化建议 31 件，涉及到的 6 个单位和 2 个组织都给予了回答。 

1#《国内采购、合同申请流程简化 》 

3#《强化和畅通退库国有资产再利用》 

4#《针对参与异地建设的职工，实行更灵活的人事关系管理办法》 

5#《 建议把各部门担任党群工作纳入个人年中考核一部分 》 

7#《关于微软操作系统及相关办公软件的升级》 

8#《所主页通讯系统查询更新 》 

10#《九号楼住宿环境、安全整改，以及一些相关管理的建议 》 

11#《多学科大楼及周边环境多项改进要求》 

13#《实现一卡通服务 》 

17#《医务室开通电子收费或刷卡收费 》 

19#《三公寓装修期间-单身职工、学生、客座人员的宿舍安置》 

22#《提高研究生待遇 》 

已落实： 

9#《简化职工、学生入所、离所手续，效仿政府机关的一站式服务大厅 》 

18#《继续加强厕所私密性及设备更新》 

24#《取消对于考核后 1/5人员的惩罚》 

25#《确保高能所职工子女上玉泉小学，解决后顾之忧 》 

2#《建议统一的财务报销系统 》 

6#《增加非科研流量问题 》 

12#《再次提出解决高层居民用水问题 》 

14#《伙委会加强对食堂的监督管理、开饭建议反馈窗口、定期公开检查结果》 

15#《整治 28楼北侧高台上的马路仓库》 

16#《物资楼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电梯维修刻不容缓》 

20#《体检增加妇科的两癌筛查、HPV接种疫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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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体检增加幽门螺旋杆菌、甲状腺 B超、骨密度检查》 

23#《加强园区停车管理》 

一、2020职工提案、建议收集情况 

1. 提案 

科研、行政管理方面（7 条，28%）尽快建立电子化图纸档案，保护珍贵图纸原件。加强

学术活动和讲座的管理。医药费报销政策是否可以改革，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安全生产

措施，关于所测试中心建设，所主页通讯录查询功能数据更新，开通专利局网站电子证书。 

后勤管理、服务方面（11条，44%）：对撞区试验厅上下水严重老化，建议统一大修完善

多学科大楼设施，重新分配多学科大楼地下车位，园区内合理划分停车位及建立智能立体停

车位，增加电动充电桩（两个单位提出），如何解决职工子女入学问题，关于废弃实验耗材

存放地点，急救知识培训，天体楼安全改造，周转房资格问题。 

其他方面（7条，28%）更新和完善工会规章制度并宣贯执行，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部分职工（所内居住）物业费发放，改善园区内圆柏树的花粉过敏情况，园区内引入连锁便

利店，高能所园区设置一些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提高职工探亲车费报销额度，提高职工

饭补。 

2. 合理化建议 

科研和行政管理方面（8条，19%）报销短信中增加具体报销类别明细项，关于推荐免试

博士生的建议，13 号厅会议室改善硬件条件的建议，适当简化发票验真/开发发票验真 ARP

的建议，关于领导班子考核表增设选项的建议，建议在所内大部分会议室建设、提供网上会

议必要条件，政采事项的投诉和沟通，报销网上审批时限限定。 

后勤管理、服务方面（25条，60%）工作区圆柏换成其他种类的绿化植物，减少园区过

敏原，足球场建设，减免管理费用和房屋使用费用，进一步开放专招的网络，宿舍楼电梯服

务，多学科大楼问题优化，多学科大楼周边安全。多学科大楼楼下安装快递柜 

卫生间加装热水 3 件，职工食堂方面 2件，关于改善报告厅办公环境和基础建设的建

议，加强物资楼门禁管理的建议，发卡充值，每年疏通住宅楼污水管道和下水管道，多学科

大楼周围电动车辆管理。单身职工长期租住单间周转房，9号楼翻修问题，博士后公寓加装

空调，增加充电桩，院内设立测速装置，天体楼门前设置自行车架。其他方面（9条，21%）

多学科大楼增设自动贩售机，提高餐补 2 件，提高交通补助，合理解决职工子女幼升小问

题，职工体检增加甲状腺超声检查，幼儿园小孩上儿童医疗保险，居住在所内职工发放物业

补贴。 

职代会常委会审议：7 月 24 日召开职代会常委会议，逐一审查提案和建议。经审查，

意见如下：2 条提案内容不足以构成提案，建议改为合理化建议提出；6 条提案，4 条合理

化建议予以撤销；内容相同的进行合并；会后，就撤销和改动分别与提出单位沟通反馈。经

审查：共计 16件提案， 29件合理化建议符合要求。提请职代会审议并立案处理。 

改为建议的提案：加强学术活动和讲座的管理，具体内容为在多学科大楼增设电子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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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多学科大楼地下车位。 

撤销的提案 

【如何解决职工子女入学问题】提案建议石景山区在高能所附近建一所规模较大的 9年

或 12年制学校。此内容超出了立案范围，不是高能所能够解决的。 

【急救知识培训】提案建议新职工培训中增加“初级急救”的必学科目。所里每年都组

织职工参加此类急救知识培训。 

【高能所园区购置一些自动体外除颤仪（AED）】提案建议所工会统筹考虑，购置几台除

颤器，以备不时之需。所工会已于 2019 年底购买了 2 台除颤仪。由于疫情没有安装及开展

培训。 

【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安全生产措施】提案提出了五点建议。高发保字【2004】234

号文件、高发安字【2012】194号等安全保卫文件中有明确规定。 

【建议提高职工探亲车费报销额度】 我们是政策执行单位，在新的报销比例没有出台

前，只能执行现有政策标准。 

【部分职工发放物业费的提案】除了 28 楼外，高能所小区内其他住宅楼住户不缴纳物

业费，因此也就不存在发放物业费。 

【关于 13号厅会议室改善硬件条件】建议撤回，由课题组自己解决。 

【建议在所内大部分会议室建设、提供网上会议必要条件】 

【所领导班子考核表增设选项的建议】表格是院里设计的。 

【给所内职工发放物业补贴】撤销理由同上述提案撤销理由。 

合并的提案和合理化建议 

计算中心提出的提案《园区内圆柏树花粉过敏情况改善》和多学科中心提出的建议《圆

柏树换成其他种类的绿化植物》、天体中心提出的建议《减少园区过敏原》，3件提案内容大

致相同，合并为 1件提案立案。 

计算中心提出的提案和天体中心提出的建议《园区内安装电动车充电桩》，2 件提案内

容大致相同，合并为 1 件提案立案。 

核技术中心、天体中心和实验物理中心提出的 3 条建议《多学科大楼周围车辆管理》

《多学科大楼问题优化》《安全问题》，建议内容涉及到多学科大楼内外部环境，合并为 1个

建议处理。 

核技术中心、工厂提出的建议《职工食堂改进》，2 条建议内容大致相同，合并为 1 个

建议处理。 

科研处提出的《主楼卫生间装热水宝》、大装置中心提出的《主楼自来水出水调整为自

动感应的温水》、文献信息部提出的《饮水机增加温水出口及卫生间水龙头增加温水设施》，

3条建议内容大致相同，合并为 1个建议处理。 

计算中心、大装置中心、核技术提出的建议《提高职工的饭补》，3 条建议内容大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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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并为 1个建议处理。 

多学科中心、大装置中心提出的建议《提高交通补助》，2条建议内容大致相同，合并为

1个建议处理。 

在卫生间增加热水装置、提高饭补和交通补助，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去年职代会提案组

对提出的提案《提高交通补贴》和《提高餐补》予以撤销，并向提出提案单位反馈了所里的

思路：提高待遇统一体现在绩效里。今年基层单位提上来的理由是绩效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餐补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职工福利，希望所里再给予考虑。 

下一步工作考虑 

坚持和完善职代会提案的督办答复落实机制，有针对性的开展提案工作培训，继续开展

提案回复落实情况满意度调查。 

目标：不断提高提案质量，并以此为抓手，充分发挥职代会维护职工权益，参与研究所

民主管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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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获奖情况 

1. 高能所荣获 2019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 伽马暴偏振探测仪”荣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奖 

3.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建设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4. 计算中心、东莞分部加速器技术部荣获，2017- 2018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

号 

5. “用于核废料嬗变处理的首台 325MHz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装置的研究”项目荣获 2019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潘卫民、闫芳、王建力等 

6. “超导质子加速器 2K 超流氦大型低温恒温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 2018 年度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主要完成人：葛锐、韩瑞雄、李少鹏等 

7. 北京谱仪端盖飞行时间探测器升级改造的 MRPC 技术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主要完成人：衡月昆、代洪亮等（单位排名第二） 

8. 中国散裂中子源一期工程荣获“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散裂中子源一

期工程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9. 多学科大楼工程荣获 2019年，北京市建筑长城杯金质奖，中国物理 C获得 2019中国，

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 

10. 加速器中心党总支荣获中科院“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高能所荣获北京分院 2019

年度“党建创新奖” ，高能所荣获 2019年度“一所一人一事”先进事迹征集评选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 

11. 2018－2019 年度高能所创新文化建设先进集体：LHAASO 通用技术部团队，东莞分部机

关，应用中心成像工程组，计算中心信息化建设团队，加速器中心 CEPC 速调管研制团

队。 

12. 中国散裂中子源建设团队荣获 2019年，“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计算中心团支部荣获中

科院 2019年度，“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高能所团委荣获北京分院 2019年度，

“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13. 高能所获 2019年中国科学院京区人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院科协高能所分

会获 2019年度学术沙龙工作优秀奖，高能所荣获北京分院“妇女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个人获奖情况 

1. 王贻芳院士荣获 2019 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 

2. 陈和生院士荣获 2019 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3. 孙建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 

4. 齐欣荣获 2019年“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赵强 荣获“吴有训物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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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殷雯 荣获中科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冯少辉 荣获北京分院“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原党委书记潘卫民 荣获北京分院，“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6. 东莞市“百名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名单：陈延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东莞分部党总支书记、主任 

7. 2018-2019年度高能所优秀共产党员：王勇涛、冯少辉、刘术林、李全林、李丽、张玉

亮、罗声香、岳军会、周亚、周顺、郭静 

8. 2018－2019年度高能所优秀党务干部：王湘鉴、史戎坚、刘磊、苏萍、宋黎明 

9. 2018－2019 年度高能所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帅磊、邢天虹、李明、李继红、李新

乔、宋冉冉、陈福三、苑梦尧、梁键 

10. 《陈和生：大国重器背后的筑梦者》荣获国家档案局、国家发改委微视频征集活动二等

奖；王欢 荣获 2019 年度“一所一人一事”先进事迹征集评选活动“先进个人”；民盟

盟员叶铭汉、卢红、白云翔 被民盟北京市委授予“优秀盟员”称号 

11. 王湘鉴荣获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分院，“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吴科伟荣获中科院

及北京分院，2019年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荚晶荣获北京分院 2019年度“优

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12. 张恺、康晓琳论文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李楠、韩朔、李正恒、朱特、张其安

荣获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周勇、张济鹏、吴志岗、周冠群荣获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

奖学金 

13. 朱自安、房双世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王宝义、陈莹荣获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杨红宇被评为 2018—2019学年度石景山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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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高能所纪检监察审计工作述职报告 

罗小安 

2020 年高能所纪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院党组、

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和纪委的工作部署，在高能所党委领导下，积极推进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科研环境。现将高能所 2020 年纪检工作

汇报如下。 

一、带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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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情况 

所纪委认真学习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在实践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和行动指南。2020 年纪委书记参

加所中心组学习 4 次，党委会学习 18次，深入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习总书记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白春礼院长在夏季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内容，在第二

次中心组会上，领学主讲了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在学习过程中，结合工作实际，

与党委委员、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定力，切实负担起

全面从严治党的监督责任。 

组织纪检干部有针对性地学习。全年历次纪委会分别学习了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

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中科院党组关于巡视工作的一系列文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提高纪委委员政治觉悟，以充分发挥纪委、纪委委员的党内监督作用，强化责任意识。 

二、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情况 

1.做好政治监督工作。纪委书记在所党委会、所务会对研究所重大问题讨论中充分发表

意见，在所内三重一大问题中发表意见约 20 次，充分发挥纪委监督作用。廉政教育纳入党

委中心组学习内容，在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安排纪监审工作专题，学习了《中国科学院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基建领域风险的指导

意见》、《关于科研活动原始记录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等文件。 

2.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主动发挥作用。2020 年度高能所完成所纪委、所内中

层领导换届工作。纪委书记与全所各部门中层领导进行任前廉政谈话，涉及全所 20 个部门

共计 63人次。推动研究所修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

起草个性化党风廉政建设（廉政建设）责任书，补充细化了各级领导人员的廉政建设相关责

任，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全面落实“一岗双责”。组

织全所各部门逐级签订责任书：党委书记与所长和副所长、党委书记与各支部书记、所长和

副所长与主管部门领导共签订 40 余份；个别部门针对重要关键风险岗位与岗位主管人员、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总指挥与各个部和系统负责人共签订 101 份，所有责任书报所纪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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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部群众在工作调动、先进评选等文件中出具廉政鉴定意见 80余份。 

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巡视整改、院党组巡视整改工作情

况 

1.抓好中央巡视整改问题落实，配合做好专项检查工作 

2020 年，中科院深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及整改要求，院直属机关党委、条件保障

与财务局、监督与审计局等部门在全院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工作。我所分别开展了“四风”

问题专项整治、公务车辆管理、以虚假事项套取科研经费等三项针对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的专项整改检查工作。在所党委、纪委领导下，由所纪监审办牵头，制定专项整改检查方案，

成立工作小组，由各部门负责人参与，对照专项整治检查内容认真开展全面的自查自纠，对

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及时纠正，确保整改检查工作做实做细，落到实处。对整改检查工作

中发现的易发常发问题，完善长效机制，规范制度和工作流程，在全所范围形成知敬畏、明

底线、守纪律的廉洁氛围。 

2.对关键风险领域开展审计监督 

根据《中国科学院 2020年内部审计工作要点》的工作要求，完成两个课题负责人的 16

个课题的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退回款项 3.5万

元；结合所内工作安排，完成了对高能所工会的换届审计，对本届工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管理建议，为下届工会管理工作提供有效帮助；对所全资公司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和实验工厂 2013-2019 年经营情况的审计，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摸底，为所内决策提供

依据；对所内零星基建项目进行结算审核，共核减工程结算款 200多万元，达到控制投资规

模防范基建风险的目的。本年度完成了审计问题整改防范工作，根据院条财局列出的全院历

年审计问题清单，我所对类似问题逐一研讨，举一反三，明确相关责任部门对有存在类似问

题的部门落实整改；完成我所届终审计的整改工作，对届终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分类整理，组

织协调相关部门认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推动管理流程规范化、制度化。 

四、做好日常监督，开展经常性纪律性教育工作 

纪委坚持落实在重要时间节点廉政提醒制度，在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

时间节点前向所务会成员、所党委委员、所纪委委员、所支部（总支）书记、所支部（总支）

纪检委员和干部职工发送廉政提醒；发挥党支部纪检委员在疫情防控工作、党委纪委换届等

重点工作中的监督作用，在所内人员招聘、重大项目招标、干部选拔等工作中全程做好监票

工作；通过微信平台、购置书籍等方式发放廉政教育学习资料，不断扩大廉政教育的覆盖面，

营造科研廉政工作环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 

所内开展了纪委书记带头讲党课、开展廉政教育培训工作。纪委书记、纪委委员、纪监

审干部积极前往各部门、支部廉政宣讲；全年分批分次到研究所各异地研究中心做现场廉政

教育；针对大科学工程开展面向关键岗位人员、课题负责人的专题廉政教育；利用中科院系

统违纪违法案例为全所党员干部做警示教育；本年度开展各类培训约 20 余次，覆盖面超过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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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运用“四种形态”，按要求开展执纪审查工作 

所纪委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依规依纪开展问题线

索的处置工作，在信访件处理过程中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现存在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或轻微违纪问题，由纪委书记及时约谈提醒、批评教育，对重要问题及时移交驻

院纪检组。 

2020年所纪委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电话等方式的举报共计 13件，除 1件正在处理外，

其余均已办结。根据驻院纪检组转交的“纪律检查建议书”，我所于 3-5 月开展了考勤工作

专项整治工作，编写考勤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报告，上报驻院纪检组。 

纪委专人负责管理问题线索编号登记、建立管理台账，按月、按季度向上级纪委报送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线索核查情况。通过问题线索核查发现了涉及部门管理和具体人

员问题，进行了一对一的反馈，推动部门管理工作规范化。 

六、制度建设情况 

1.党风廉政建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

国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结合我所实际，修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各部门年度工作计划，纳入领导班

子任期目标，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科技创新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部门出

现廉政问题，年终考核扣分，相应地减少绩效。 

2.研究所作为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需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和

常态化管理，强化责任传导，确保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各项要求落实到位。纪委督

促出台《高能所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实施办法》并出具原始数据自查报告，加强对科研原始数

据管理、论文署名等方面的监督，进一步推动科研诚信工作规范化。 

3.通过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各项巡视整改工作，推动相关部门出台《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三重一大”议事规则》、《高能所科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细则》、《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层领导人员选拔聘用和管理实施细则》、《高能所科技成果转化兼职创新及

创业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管理规章，促进全所内控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 

七、干部队伍建设  

落实“三转”要求，纪委书记聚焦监督执纪主责主业，不分管、协管人事、财务、基建、

采购工作，分管、协管工作中不涉及人、财、物等事项，主要精力放在纪检工作上。 

高能所纪检工作机构为纪监审办公室，配备专职纪检、审计干部共 3 人，合理分工。

2020年成立了“内部审计工作小组”，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协作配合，为做好内审工作提供

基础保障。 

纪检、审计人员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如中科院审计核心团队培训、北京分院纪检核

心团队培训、北京分院纪检审计培训等；同时积极参加监审局、北京分院和其他兄弟单位的

纪检审计检查工作，以干代训，不断提高纪检审计人员业务素质。通过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

业务培训、参加各类检查审计等工作，提升了纪检干部的能力水平，建立了一支高素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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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 

八、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和下年度工作设想 

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加强思想理论学习中的系统性和学习深度，进一

步强化思想淬炼和政治历练；适应新时代新任务要求，强化专业训练，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努力提高监督调查处置水平；勇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钻研新政策新制度，精准把握处理问

题的尺度和方式方法；加强与各类科研人员交流沟通，强化提醒，关口前移，把监督职责落

实在科研管理活动中，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 

新的一年，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努力提升理论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监督履职能力；协助党委做好对高

能所的政治巡视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研究所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好院政治巡

视整改工作，正视问题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解决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加

强纪委自身建设，夯实纪检审计工作基础，有效发挥纪检委员和审计小组的作用。 

最后，感谢驻院纪检组、京区事业单位党委、纪委对我所工作的指导，感谢各位同事的

辛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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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之年，青年好担当 
高能所团委 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一年，是全民抗“疫”的一年。

2020年见证了无人街道的春节，2020年见证了最美逆行者——白衣天使，2020 年也见证了

平凡之人的家国大爱。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其中，对于青年人在抗“疫”中的表现，习总

书记指出，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

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正是对青年在抗“疫”中发挥作用的高度评价，更是对

青年群体担当家国大任的殷切希望。在这一年里，高能所团委在高能所党委的领导下，工作

开展与抗“疫”息息相关，正是在抗“疫”之年，也展现了青年的乐担当，勇担当，好担当。

9 月 22 日，召开高能所十六次团代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第十六届团委委员，继续开

展高能所青年团组织工作，发挥团委在群团工作中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共青团工作的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在抗“疫”关头，发挥青年优势。 

一、 不断完善组织建设，增强团组织凝聚力 

明确年度工作计划、梳理年度工作总结。高能所团委坚持年度工作计划制度，年初制定

并下发工作计划，确立工作计划“团委委员负责+团支部承办”制，明确各项预算、活动举

办时间、责任人等信息，保障团组织工作的有效开展。2020年度，由于疫情原因，团委年初

工作计划未能悉数执行。 

增强组织建设，团组织齐心协力。2020 年，正式成立东莞分部团总支以及下属三个团

支部，并拟考虑济南分部成立团支部等事宜。充分发挥高能所本部、东莞分部及济南分部青

年人的力量，并增强青年人的主人翁意识、归属感和青年责任感。在抗“疫”之年，东莞分

部在属地疫情防控政策允许范围内，也根据自身特点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发挥了分部组

织优势。 

线上交流，强化团队建设。组织团学工作研讨会，议程主要内容包括：所团委上年度工

作总结、所团委本年度工作计划部署、组织工作培训、宣传工作培训、优秀团支部经验分享、

交流研讨。进一步加强团学工作联系，在党委领导下，推动团学工作的健康发展。从团组织

角度，关心研究生会的工作诉求，关注研究生的心理活动健康。 

二、响应新形势新号召，品牌活动发扬传承 

开展品牌活动，发挥团组织向心力。团组织是青年人的组织，是落实上级团组织部署，

下沉到青年团体，根植于青年内心的组织。高能所在长期的团组织工作中，凝练出了一系列

具有高能所特色、形式丰富的品牌活动，受到了广泛好评。2020年初，在疫情爆发前夕，高

能所团委组织开展了 2020 年新春团拜会，为全所职工献上了新春的暖心祝福。并在雪花飞

扬之时，组织义务扫雪，保障所内道路安全。各项品牌活动的开展，充分发挥了青年人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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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彰显了青年责任感。 

开展第六届“学法用法”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线上答题和线下

竞赛的灵活方式促进全体职工、学生对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增强高能所职工与学

生群体的法律意识。活动得到了广泛参与。 

开展“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理论学习活动。为继续深入学习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工作，高能所团委 2020 年 4 月继续组织研究所 30 个青年理论学习小

组开展“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理论学习周活动，通过“集体学习+学习成效打卡积分”

的方式开展为期 4周学习活动，助力研究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发挥领学作用。 

抗“疫”人人有责，青年好担当。在抗“疫”过程中，高能所青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帮助职工解决受疫情影响而带来的工作、生活不便。自觉承担疫情防控的物资采买搬运等工

作，在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刻帮助解决物资和人力的困境。留在家中的青年人也相应号召，

积极行动，参与到当地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中，受到群众好评。 

三、新生力量蓬勃启航，百年党建共筑风华 

开展高能所“我们一起过大年”专题活动，彰显新气象。告别不平凡的 2020年，迎来

不一样的 2021。正直新春佳节之际，青年人响应防疫政策号召，就地过年。由所党委主办、

所工会和所团委承办的“我们一起过大年”活动为留所职工奉上了一场别样的除夕大餐。猜

灯谜、写心愿、领福袋，对过去一年挥手一别，对未来一年充满希冀，新年新气象。使就地

过年职工、学生过一个安心年，舒心年，浓浓年味过年。 

2021建党百年，喜迎华诞。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在抗疫的关键之年，

新一届所团委成员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发挥团委工作的基层组织性，为党的百年生日送祝

福。 

四、树立正确群团意识，发挥基层建设作用 

2019年 8月，团的十八大提出“共青团改革再出发”、“全面从严治团”的总号召。2020

年 1 月召开的共青团十八届二中全会对加强团的基层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贺军科同志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要“激发自我奋斗精神，大抓团的基层建设” 。面对共青团工作的新形势、

新要求，一是树立“有为才有位”的工作观念，找准与研究所中心任务互相促进的切入点。

作为研究院所的团组织，要紧密围绕研究所科技创新工作实际，聚焦促进和保障研究所中心

任务开拓性的开创工作范围，只有将青年工作融入研究所科技创新工作的大局，团的工作才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二是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团支部是“全面

从严治团”工作的关键一环，要传承“三个一”模式等行之有效的基层团组织建设经验，通

过团支部考核等激发团组织活动；指导基层团支部及时换届并与所在党支部沟通选优配强团

支部书记；要树立“全所一盘棋”的理念，继续做好异地团组织建设工作，加强对东莞分部

团总支工作的指导，推动实现北京、东莞、济南三地青年工作的有效互动。三是坚持品牌工

作的同时，不断创新工作模式。继续扩大品牌活动的影响力，同时根据新时代对青年工作的

新要求，不断创新品牌活动的组织方式并结合需求开创新的品牌活动，持续扩大团组织的影

响力，提高青年活动的生命力。四是贴近青年，依靠青年。团委工作要牢记为青年服务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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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宗旨，深入青年了解青年诉求，在青年群体和研究所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团组织真正

成为全所青年的“娘家人”、“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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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高能所妇女工作总结 

 

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妇女十二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提升妇女组织

的“三性”，结合高能所实际情况，充分团结、服务女职工，在研究所各项工作中发挥“半

边天” 的作用。 

一、规范组织建设，提供保障 

（一）举行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完成妇女委员会换届  

根据上级妇工委的要求，所妇委会组织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妇委

会委员，全所各妇女小组按照要求组织召开妇女会议，选举产生 104名妇女代表，并推荐了

所妇委会委员候选人。 

京区事业单位妇工委及所党委批准，2021 年 2 月 4 日，中科院高能所举行第一次妇女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妇委会，全所 94名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 

经过无记名投票，王欢、方秀华、邢天虹、孙越、苑辉、温雪梅、赵丽娜、晋文媛、董

琳琅（按姓氏笔画排名）当选为新一届妇委会委员。 

 

序号 姓名 分工 

1 王欢 主任 

2 温雪梅 副主任分管文艺体育 

3 孙越 副主任 分管组织 生活 宣传 

4 方秀华 副主任 东莞分部总体工作 

5 邢天虹 宣传委员 

6 苑辉 生活委员 

7 赵丽娜 组织委员 

8 晋文媛 体育委员 

9 董琳琅 文艺委员 

 

所妇委会坚持妇女工作集体讨论制度 

召开时间 主要内容 

2020 年 2 月 讨论三八节活动 

2020 年 3 月 三八节活动优秀作品评选 

2020 年 10 月 讨论妇委会换届工作 

2021 年 1 月 讨论妇委会换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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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妇委会换届为契机，很多单位的妇女小组组长进行了换届。我所现在的联络员队伍

普遍比较年轻，有活力、有热情，是我们做好妇女工作的重要支撑。 

 

 

 

 

 

 

 

 

 

 

 

做好异地妇女组织建设工作：指导东莞研究部妇女开展好工作，两地联动，匹配额度，

共同组织开展“三八”活动。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黄晓薇分别与 2018年、2020年到

中国散裂中子源 CSNS参观访问。 

（二）聚焦巾帼建功，加强学习 

2020 年 3 月 2 日，所妇委会启动为期四天的“最美巾帼奋斗者”在线答题活动。答题

内容既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击疫情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妇工委的“巾帼”抗疫需求，

也包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健康知识。活动受到全所女性欢迎，吸引近 400 人参加。 

疫情期间，女职工们坚守工作岗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能所广大女性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她们或是放弃休假忙碌在研究所抗击疫情第一线，

或是主动顶替装置运行值班，或是采购分发防疫物资，或是主动参加社会公益，彰显了疫情

“联防联控”中的巾帼力量。 

集体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科院 2020 年度人物的先进事迹。2021 年 2 月 4 日，

所妇委会组织全所女职工代表集体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所妇委会主任王欢主讲，她介

绍了全会的基本情况，结合具体事例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了全会的主要精神和《建议》主要内

容。 

为接续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树立优良作风学风，中科

院在“一所一人一事”先进事迹征集评选基础上，评选出了 2020 年中国科学院年度人物和

年度团队。 

所妇委会组织妇女代表集体观看两位获得中科院年度感动人物称号的女性的事迹，引导

全所女职工对标身边先进，始终恪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定位，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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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抗击疫情线上故事会，积极参加院妇委会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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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所共有女职工、学生 20人次为新疆地区的小朋友编织爱心

制品 49件。 

成立排球协会，并定期组织活动，为丰富了女职工的业余体育生活，增强大家的健身积

极性，高能所妇委会发起组织成立了排球协会。2020 年，排球协会克服疫情影响，积极组织

训练，获得北京分院气排球比赛第二名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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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这些职工克服困难，投身工作，献身科研。办理安康保险，为出险女职工办理理赔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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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能、支撑部门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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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实验物理中心工作总结 

 

一、 前言：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各项事业都受到了波及，实验物理中心

克服重重困难，在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圆满完成了 2020年年初制定的各类工作计划。 

实验物理中心坚持党政配合，制定并完成好廉政工作计划。根据中心发展规划要求，2020

年 4月完成了中心领导班子换届，并顺利铺开各项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方面，任命了 7名青

年骨干担任行政组组长、副组长，推荐培养 1位青年骨干获得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另有 5人获得国家或院级引进人才项目资助。 

在科研方面， 北京谱仪 III 实验在疫情期间依然保持稳定运行，按照白皮书计划布置

并执行各项研究任务；中微子物理方面，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完成全部取数任务并开始撤场，

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生产顺利，即将全面开展现场工作。探测器和电子学等硬件研究得到

进一步发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探测器升级按计

划进行，国际合作取得多项重要成果。高能量前沿物理研究特别是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预研

项目顺利推进。 

二、 工作完成情况 

1. 科研工作进展 

1.1 陶粲能区物理研究取得创新成果 

在 2020年疫情期间，BEPCII克服困难，超额完成数据获取计划。北京谱仪Ⅲ（BESⅢ）

粒子物理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共发表高质量论文 39 篇（其中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9篇），这些成果对于理解夸克禁闭和强物质的质量起源有重要科学意义。BESⅢ物

理白皮书通过国际评审后，于 2020年 4月作为专刊发表在 Chinese Physics C 杂志，引用

率已近 100次。这些丰富的物理研究计划提出了对 BEPCⅡ亮度和能量升级的明确要求。 

1.2 中微子物理研究与实验项目建设齐头并进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光荣退役，江门中微子实验稳步建设 

2020 年度，大亚湾实验极大地提高了对惰性中微子存在区间的排除能力。至此，原定

科学目标已全部实现，科学使命已完成，于 2020年 12月 12日正式退役并启动撤场工作。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配套基建工程完成全部地下爆破施工，探测器部件的批量生产及测试

正常推进，探测器安装的准备工作有序开展。 

1.3 高能量前沿工作成果 

1.3.1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 

CEPC 项目组在组织实施方面进一步优化，继续推进探测器预研优化和物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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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部两项预研项目支持下，建造完成子探测器样机并进行了实验测试；加强了加速器探

测器接口（MDI）研究设计；CEPC物理研究团队《Precision Higgs Physics at CEPC》 文

章获得中国物理学会“2020年度最有影响论文奖”；高能所科研人员受中国物理学会粒子物

理分会以及赵政国院士委托组织筹备中国高能量加速器粒子物理规划。 

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积极应对国际疫情趋势，成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和

参与了香港 IAS HEP program、美国 CEPC国际研讨会、2020年 CEPC 国际研讨会、第六届

CEPC 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等多项重要的国际会议；CEPC 团队积极为欧洲粒子物理战略研讨

提供 CEPC提案，促成了欧洲粒子物理战略报告及 Physics Briefing Book的完成；CEPC团

队向美国粒子物理战略讨论提交了 35 份 LOI，在物理研究方面组织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定

期展开讨论并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提升了 CEPC 项目在国际粒子物理领域的认可度和影响

力。 

1.3.2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实验国际合作 

高能所 ATLAS 团队在希格斯性质的精确测量、双希格斯过程寻找和超对称粒子寻找等

可能的新物理及标准模型精确测量的研究中发挥主导或主要作用，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主

导完成了光子鉴别和刻度、fake tau 测量等多项探测器性能研究工作。多名科研技术人员

分别担任了 SUSY EW组、HWW组等物理组以及 fake tau 组和 E gamma 刻度组等软件组召集

人的重要职位。 

ATLAS硅径迹探测器升级（ITk）方面，解决了抗辐照 ASIC芯片进口问题，组装了 LS/SS

模块，积极准备生产点审核及预生产工作；ATLAS高颗粒度时间探测器（HGTD）项目获 CERN

批准立项，高能所在项目中起主导作用，多项预研工作与项目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多名科研

技术人员担任 HGTD 项目经理、资源管理与风险管理、触发与数据获取、探测器模块等组召

集人的管理职位。 

1.3.3 辐射防护 

高能所辐射防护团队在所里各工程项目（HEPS/PAPS/CEPC/BEPCII）中承担了相关的科

研和设计研制任务。完成了 HEPS人身安全联锁系统的方案设计和评审，完成了 HEPS束流垃

圾桶的设计制造方案和评审，根据工程进度开展了磁铁等部件的辐照剂量评估和屏蔽优化工

作。HEPS剂量监测系统的研制采取了样机设计外协加工的方式，目前正在进行首批 20套探

测器的生产。完成了 PAPS 项目屏蔽室的加工和验收，完成了辐射剂量监测系统探测器的研

制。正在推进 CEPC 项目同步辐射屏蔽结构、垃圾桶的优化工作，以及基于积分型放大电路

的中子探测器研制工作。上述各项工作内容定期在工程例会上进行汇报，部分结果已形成技

术文档。 

1.4 先进核探测技术及电子学的研究 

依托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根据大科学工程及学科发展的需求，开展先进

核探测技术及电子学的相关研究。 

1.4.1 先进核探测技术 

在核探测技术方面研究新实验方法和技术，开展气体探测器、闪烁探测器和半导体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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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的研究。大面积 M-THGEM 及井型 W-MTHGEM 试制完成 500mm×500mm 样品。JUNO-TAO 低

温液闪研制完成，解决了普通液闪在低温下变浑浊的技术难题。面向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

验提出以量子点为载体将某些元素掺入液闪的创新方案，为利用 JUNO 探测器进行无中微子

双贝塔衰变（0νββ）实验做技术准备。微通道板探测器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研

制出超二代微光像增强器，信噪比基本达到国外同行的水平，其成像质量得到较大改善，与

国际同行相当。完成用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全部 15000 支 20吋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MCP-

PMT）生产和测试工作。自主研制的高气压
3
He 探测器成功安装在散裂中子源多功能反射谱

仪线站上，投入使用。GECAM 载荷完成全部 GRD探测器正样研制及标定工作，2020年 12 月

10 日在西昌成功发射。克服卫星的电源故障，载荷的各项指标在轨测试正常，已转入在轨

运行阶段，实现了多个 gamma 爆的探测、定位和数据下传。SiPM 读出的核心技术已申报发

明专利。硅像素探测器开展了基于 TSV 工艺的 1.4M 像素样机的整机研发工作，完成了首批

探测器模块的试制和性能测试。针对复合功能像素、多阈值多能窗像素读出芯片的设计也进

一步开展，分别完成了全功能芯片测试验证和工程批流片及裸片测试工作，即将开展探测器

模块的设计及测试工作。 

1.4.2 前端电子学 

结合探测器的研究，开展相关电子学的研究工作。包括江门中微子电子学、LHAASO KM2A

电子学、北方光源同步辐射硅像素电子学、CEPC 电子学预研、EXO 电子学、ATLAS HGTD 电

子学等。JUNO 水下电子学部分、触发和时钟系统完成全部设计并通过合作组评审，准备开

始批量生产。LHAASO KM2A电子学的电磁粒子探测器（ED）电子学、缪子探测器（MD）电子

学完成批量生产和测试，共包括 5242个 ED电子学和 1188个 MD电子学；已完成四分之三探

测器阵列的电子学安装、调试并开始稳定科学运行。CEPC顶点探测器 CMOS图像传感器及读

出芯片研发，已完成 TaichuPix 第一版的设计并提交流片。32 通道能谱型半导体探测器读

出芯片完成芯片全部版图并送交流片。 

大容量数据获取与处理系统 

为满足各类实验的需求，以不断发展的电子学、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支撑，开展大容量

高速数据获取与处理系统的研究。JUNO 数据获取系统完成系统最终设计评审，明确了实验

对系统的完整需求和最终的软硬件系统设计。LHAASO 完成第二批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

安装及调试，完成 3/4 探测器的集成，通过专家组鉴定。 

2．发表论文情况 

2020年，据实验物理中心内部不完全统计，BESⅢ合作组、大亚湾合作组、江门中微子

实验合作组等主要实验发表文章及会议报告共计 259 篇，这包括 SCI 文章 131 篇，另发表

EI文章 2篇，会议报告和其他期刊发表 126篇。 

2.1 发表专利情况 

2020年度由实验物理中心人员牵头发表的专利为 22项，较上一年度增长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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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发明专利号 专利类别 

1 
一种基于分布式同步授时技术的

SFP传输系统 
2019111991941 发明专利 

2 
一种消除电荷共享装置及像素探

测系统 
202010142848.3 发明专利 

3 一种积分电容负电荷补偿电路 202010433767.9 发明专利 

4 一种积分电容负电荷补偿电路 202020857863.1 实用新型 

5 
一种全信息读出的像素探测器单

元电路 
201811052579.0 发明专利 

6 
一种密封容器的拼接侧壁结构及

具有拼接侧壁结构的密封容器 
2019109294022 发明专利 

7 杠杆倍增装置及持载实验装置 2019208790980 实用新型 

8 应变测量装置 2019206882827 实用新型 

9 打拿极光电倍增管的防水封装 ZL201910508024.0 发明专利  

10 
一种基于微通道板结构的光电倍

增管的防水封装 
ZL201910507491.1 发明专利  

11 
一种高功率波长可调的极紫外光

源的产生装置及方法 
HI20CN7088G2 发明专利 

12 一种高灵敏度热中子探测器 HI20CN7127G2 发明专利 

13 
一种基于闪烁体的粒子探测装置

及系统 
ZL201902095827.6 实用新型 

14 
一种二次电子发射性能参数测试

装置 
ZL202020028723.3 实用新型 

15 
一种测量介质材料二次电子发射

系数的方法 
ZL201910405418.3 发明专利 

16 一种透光率测试装置 202020626220.6 实用新型 

17 中子探测器及中子探测方法 ZL201711106734.8 发明创造 

18 一种塑料闪烁体及其制备方法 ZL201910151672.5 发明专利 

19 
一种基于微通道板结构的光电倍

增管的防水封装 
ZL201910507491.1 发明专利 

20 
一种基于微通道板结构的光电倍

增管的防水封装 
ZL201920884159.2 实用新型 

21 
小尺寸光电倍增管的防水封装及

制备方法 
ZL201910507467.8 发明专利 

22 打拿级光电倍增管的防水封装 ZL20190509024.0 发明专利 

 

3．实验室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 

 3.1学科规划与建设全力执行高能所一五七布局 

实验物理中心有如下具体工作成果：首先，13 个科研行政组按照专业划分并与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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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矩阵式管理。第二，中微子物理方面招募并入职了 3位引进人才，高能量物理方向招募

并入职了 1位引进人才。第三，实验物理中心由学术小组牵头着手制定了《探测器与电子学

发展规划》。第四，召开室务务虚会议及行政组务虚会议，做好学科发展规划。第五，推动

高能量方向研究与北京谱仪Ⅲ实验研究的人才、技术共享工作。第六，推动紧凑型缪子螺线

管探测器实验组（CMS）的探测器研制工作转移至探测器组，加强项目组的矩阵管理。第七，

协调做好辐射防护方向探测器研制对外转移工作。 

3.2实验室建设 

2020 年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实验物理中心主要有如下成果：完成了低本底实验室洁净

间改造、第二个硅半导体探测器洁净间建设和液氩探测器实验室建设工作，并已投入使用。 

4．争取项目及经费情况 

截止至 2020年 11 月，实验物理中心共争取到经费逾 3.66亿元。经费来源方面，基金

委面上项目新增 5 个，目前实验物理中心面上项目共计 61个，科研活动保持活跃。新增基

金委重点项目 1个，优青项目 1个，青年项目 3个，国际合作项目 4个。此外，实验物理中

心还争取到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其他项目的博士后专项款项目。获得来自中

科院的经费支持，包括中科院先导、中科院引进人才、中科院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装备研制、

中科院引进人才、中科院青促会、中科院专项其他任务等经费等。此外，在 2020 年度，实

验物理中心新增院内其他委托经费 315.12 万，涵盖企业委托、地方政府基金等，较上年度

大幅增长。 

三、人才培养、创新文化建设与研究室管理 

1. 队伍结构与人才培养 

伴随着实验物理中心承担的科研项目逐年增加，职工人数变动小，博士后队伍日趋稳定，

科研队伍整体结构基本合理。2020年 4-8月间，由所内其他部门调入 25人，由中心调出 10

人。人员调整后，更加符合学科发展，利于科研工作开展。 

截止至 2020年 11 月，实验物理中心共有在编职工 178人，平均年龄为 43 岁。另有博

士后 40 人，本所博士、硕士研究生共 147人，联合培养研究生 88人，返聘 21 人，流动临

时用工人员 15人，共计 489人。 

截至 2020 年，实验物理中心有中科院院士 1人，万人计划 1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 3人，新增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百千万工程专家 2人，千人计划长期项目人

员 2人，千人计划青年项目新增 1人合计 7人，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新增 5人合计 19人，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新增 1人合计 2人，中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项目 3人，引进杰出技术人才项目 1人，关键技术人才项目 1人，高能所引进优秀人才

8人，卓越青年科学家 1人，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16人。 

2. 学术活动 

实验物理中心定期组织内部学术活动讲座，截止至 2020年 11月共组织了 19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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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1.5场内部学术讲座，内容覆盖对撞机上的高能量前沿、重味和强子物理进展、中微子

实验、探测器和加速器技术、粒子物理理论和高能物理相关软件等。本年度特别新增了科技

成果转化类讲座 3场，涵盖考古、核技术应用等领域。 

3. 研究室建设与管理 

2020 年 4 月实验物理中心中层领导换届，同时成立新一届室务会，仍由正、副主任、

党总支书记、学术小组组长共七人组成，办公室主管列席室务会。实验物理中心室务会坚持

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实行中心各管理小组、委员会向室务会负责制的管理原则。 

2020年度，实验物理中心召开室务会平均每月召开 1次，全年共召开 14次会议，会议

涉及中心发展战略、人事、廉政、党群等各类工作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涉及实未来发

展规划、建设、项目申请、培育方向、国际合作、评估等指导意见的决议 15 项，涉及人事

方面决定决议 23项，关于廉政建设、党群工作决议 1项。组织贯彻和执行我所的重大部署、

决定和其他任务。适时向中心全体人员通报人事任命、人才引进、研究工作进展等重要事项。 

4. 制度建设 

2020 年，实验物理中心在行政组科研规划建设、领导负责制、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在推动行政组科研规划建设方面，实验物理中心通过基金申报前进行各行政组基金摸底，

所创新评审项目增加行政组组长审批评价环节等，建立并深化科研行政组经费申请内部预统

筹优化制度。 

在室务会领导负责制方面，中心室务会通过四项重要举措加强建立室务会成员与科研行

政组对口负责制。13 个科研行政组分别向室务会专题汇报；召开 5 次行政组、课题组专项

务虚会或讨论会；分管主任负责指导行政组落实科研规划。 

在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方面，注重在组长任命前广泛认真听取职工意见，2020年任命了 5

个行政组 7位青年骨干担任行政组正、副组长。 

5. 创新文化活动 

实验物理中心与党、工、青、妇紧密配合，引领全体人员健康向上价值观，顺利完成各

项工作。通过组织实验物理中心联欢茶话会增强中心团队凝聚力，通过组织四川彝族自治县

马边中学师生来访，组织实验物理中心全体成员参加“高能物理奖学金”捐款，专项资助马

边中学贫困学生，引导实验物理中心全体人员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此外，实验物理中心

顺利完成秋游活动组织工作，包括职工、博士后、研究生等数百人。实验物理中心一直关心

中心退休职工、有困难职工，历年坚持新春慰问，尽力为职工排忧解困。 

四、小结 

实验物理中心在上一年度克服疫情影响，取得了一定成绩，高水平完成上一年度科研计

划任务，在人员队伍、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研究室建设和内部管理方面

表现出色，制度建设成绩斐然，执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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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年度，实验物理中心将继续深度调研目前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

方案，做好 2021年工作计划，完成好各项科研任务。 

 

 

(撰稿人：邢天虹  审稿人：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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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加速器中心工作总结 

 

一、 加速器中心简介 

加速器中心目前由 12 个学科专业组（行政组）和秘书组构成，中心设立室务会和学术

小组。截至 2020 年底，中心拥有正式职工 253 人，在读研究生及博士后 101 人，外聘、返

聘及客座人员 13 人，人员总数超过 300 人，其中“杰青”、和“BR 计划”等 8 人，外籍客座研

究员 2 人，“中科院国际人才计划”聘用合作研究人员 2 人。中心研究系列人员约占 48%，工

程系列人员约占 43%，管理支撑人员约占 9%，博士学位占主导地位。 

二、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II）完成运行任务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克服了值班与故障 Oncall 等困难，BEPCII 没有停机。不仅

完成了本年度既定的高能物理与同步辐射的科学任务，而且运行时间、效率、成果达到往年

水平。在 10 月进行的院大科学装置设施运行评议会上，BEPCII 以最高得分在全院 19 个运

行设施排名中蝉联第一。高能物理运行采用恒流对撞方式，积分亮度提升 30%，最高对撞能

量扩展至 2.37GeV。经过运行团队精心准备和调试，在 2.3GeV 对撞能量峰值亮度达到

4.321032cm-2s-1，束束作用参数 0.029，显著超越了 BEPCII 在该能量点运行的历史最好水

平（峰值亮度 3.141032cm-2s-1；束束作用参数 0.023）。  

暑期检修期间 BEPCII 主要围绕 2020/2021 的运行年度任务进行安排，主要是针对

2.45GeV 恒流对撞的运行和 1.84GeV 910mA 大流强的运行。包括：高频腔低电平系统升级、

正电子环和负电子环新横向反馈装置的安装、负电子环备用流强测量装置 DCCT 的安装、

输运线挡块系统的改造、高频腔低温系统的改造、储存环光子吸收器的清洗、直线加速器地

线改造、低超导磁铁强度的加速器物理方案的设计。 

大科学装置维修改造项目“BEPCII积分亮度和积分流强的提高”课题于 12 月 1日按期完

成了科学院组织的验收工作。“BEPCII 低温系统维修改造”项目和“储存环升能”项目也按计

划顺利开展。 

2020 年加速器装置联合年会（暨 BEPC 第二十五届年会、CSNS 第三届年会）于 9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京和东莞召开。来自东莞分部、加速器中心、实验物理中心、多学科中心

以及国内其它实验室共 26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2.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 

2020年 HEPS加速器设备样机研制和批量招标采购工作全面展开，加速器增强器磁铁、

高频、直线功率源、微波等设备批量样机到货调试。增强器磁铁开始批量生产，低温制冷机

完成招标。国内首次成功研制弧形腔、内水冷的 S 波段加速管，完成微波测试。 

束测控制部（原公共技术部）主要为加速器、光束线站、基建及通用设施系统提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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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服务，2020 年度束控部重点梳理各系统 CPM 计划，主抓关键设备研制。组织完成各系

统任务书检查、修订和签字；完成 HEPS 直线加速器真空控制、直线加速器机器保护、定时

系统等多个设计方案评审。 

3.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 

基建部分全部完成，并于 2020 年 6 月交付使用，各系统进入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本

着边建设边调试运行的原则，部分系统建设过程中已经对科研成果的产出做出重要贡献。射

频超导系统高真空退火工艺，对于 1.3GHz 9cell 超导腔取得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打破美国

封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超导高频系统的洁净间建设，内窥镜、预调谐等核心设备均取得重

要进展，部分投入正常使用。低温系统制冷机完成验收测试，垂直和水平测试低温恒温器完

成安装，低温分配与传输系统正在建设当中。束流源测试系统主体设备基本研制完毕，进行

边安装边调试，高压直流电子枪，功率源等核心设备安装完毕，650MHz 超导模组完成各单

项技术的攻关，准备进行系统集成。精密磁铁系统率先完成洁净间的建设工作，准直和磁场

测量关键设备基本研制完毕，完全具备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相关设备提供测试条件。整个

PAPS 项目（含工艺设备）预计于 2021 年 6 月竣工。 

4. 未来高能对撞机（CEPC/SppC）TDR 阶段取得了显著的工作进展 

完成了 CEPC 速调管首支样管加工和第一阶段测试。输出功率分别达到连续波 490kW

和脉冲 800kW，微波转换效率达到 62%的国际先进水平，1dB 带宽大于 1.0MHz，增益大于

43dB。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支 P 波大功率连续波速调管，也是推进 CPEC 关键技术突破

不可或缺的一步，并为下一步发展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效率速调管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高能所加速器中心牵头的 HL-LHC CCT 超导磁体项目组完成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

型强子对撞机亮度升级项目的斜螺线管型双孔径超导磁体全尺寸样机的研制，在顺利通过

4K 环境下磁场强度、磁场质量，以及数次 3.5 小时运行稳定性等性能测试后，由天津港发

往 CERN。样机各项参数在低温测试中均达到了设计指标，验证了立足国内的技术及工艺路

线的可行性。 

CEPC 对撞环 650MHz 2-cell 超导腔和增强器 1.3GHz 9-cell 超导腔性能均达到并超过了

CEPC 设计指标，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 1.3 GHz 9-cell 超导腔的中温退火工艺和小批量

（六只）超导腔的试制。12 月 17 日，组织召开了“1.3 GHz 9-cell 高品质因数（Q 值）超导

腔创新研发及小批量试制”成果鉴定会。这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在射频超导方面的技术垄断，

使我国高性能 9-cell 超导腔技术跨入世界前列，也为我国建设国际领先的高重频自由电子激

光装置和未来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提供了新的工艺方案。 

三、 院重点实验室建设 

2020 年度，院重点实验室完成了室务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换届以及 2020-2024 五

年发展规划的制定。 

重点实验室继续部署和择优支持自主和开放课题：2020 年度结题自主部署课题 6 项，

开放课题 1 项；新部署课题 6 项。截至 2020 年底，实验室支持的在研子课题有自主部署课

题 14 项，开放课题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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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争取及经费情况、文章及专利 

1. 项目争取及经费情况：2020 年共计到位经费 29604.02 万元。 

2. 发表期刊文章 75 篇，其中 SCI/EI 收录 38 篇。 

3. 各种专利授权 23 项（发明 10 项，实用新型 13 项）。 

五、 人才培养、引进、研究生管理及科教融合、研究室管理 

新引进 BR 计划 A 岗 1 人、C 岗 2 人。 

1. 研究生管理及科教融合 

a) 研究生管理小组定期研讨，组织中心研究生每年两次考核。 

b) 2020 年度“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收集到 7 个拟支持项目，最终

立项 3 项。 

c) 夏令营期间安排网上讲解、招生咨询。 

d) 国科大开设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对撞机及其原理简介》、《质子加速器基础》、《加速

器物理》、《粒子加速器技术（上、下）》，以及面向研究生的《前沿讲座》。 

2. 参加国科大工作 

a) “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系统填报（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核技术及应用）。 

b) 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核科学与技术。 

c) 物理学院教学工作。 

d) 核技术学院教学工作。 

e)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辅导工作培训。 

3. 研究室管理 

行政管理与规章制度:2020 年 4 月成立加速器中心新一届室务会，完成中心学术小组和

研究生领导小组换届，新成立超导磁体组，完成部分行政组长调整；定期召开室务会，要求

各组定期组会，实行月工作报告制度；办公室、实验室有安全规章制度并实施定期检查，积

极参加安全培训，规范操作程序，增强安全意识；办公费实行总量控制等。 

六、 2021 年加速器中心主要工作任务 

a) 完成 2020/2021 运行年度的 BEPCII 高能物理取数和同步辐射供光运行任务，完成院

大装置维修改造项目年度任务（“BEPCII 低温系统维修改造”项目和“储存环升能”项

目）。 

b) 研究 BEPCII 运行瓶颈并实施技术攻关，解决 900mA 高流强不能稳定存储和

11033cm-2s-1 对撞亮度不能稳定保持的两个突出问题。 

c) 积极深化 BEPC3 设计方案，开展关键技术研究。 

d) 按时圆满完成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验收（PAPS）。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167 

 

e)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将进行首个加速器设备安装，设备批量全面按计划展开，

进入研发和制造高峰，保证进度。  

f) 继续开展 CEPC-SPPC 加速器预研，寻找新的创新点。加强国际合作，加速吸纳国外

先进设计理念，加强亮点宣传。 

g) DCTB 加速器达到预期指标。 

h) 继续开展加速物理及关键技术的 R&D，特别是新加速原理及“卡脖子”技术（如阴栅

组件实现突破）。 

i) 快速开展 1.3GHz 超导腔模组的研发，目标牵引。 

j) 进一步做好人才、学术、项目、院重点实验室相关工作。 

 

 

（统稿人：侯雪颖   审稿人：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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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工作总结 

 

1 前言 

2020 年，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在所里的关心、领导和支持下，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并取得

重要进展。本年度，中心继续完善管理体系，设置了 13 个行政组，并逐步健全相关规章制

度；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遵循既定发展策略，依托全方位、多波段、多信使的观测和探测

研究平台，在保证完成重大项目任务的同时，产出了一批高影响的科学成果。此外，中心党

总支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氛围；并在团支部的配

合下，积极促进青年人才的健康成长。 

2 正文  

2.1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中心各项目圆满完成 2020 年各项任务。 

表 2.1. 中心各项目完成 2020 年各项任务情况 

 

（1）气球组： 

参与并完成先导专项（鸿鹄）相关任务及一系列气球试验、检查、评审、方案研究等；

参与多地进行的 14 次高空科学气球科学探测、技术试验飞行，超压气球在限定区域内首次

实现连续飞行时间超过 3 天。 

（2）慧眼卫星： 

第三轮观测提案征集到 34 个观测提案，经科学和技术评估批准了 298 个观测目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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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布 4 个批次数据，包含 1550 次观测；新增 1.5L 和 2L 数据产品；发布用户软件 V2.03

版本和 V2.04 版本；开展了三次不同规模的用户培训，慧眼科学用户达到~300 人，成为国

内外空间天文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平台。 

慧眼团队 2020 年发表并投稿文章共 47 篇，在研准备投稿约 47 篇；Nature Astronomy

两篇发表、接收，Nature Communication 一篇接收，JHEAP 慧眼专刊 21 篇文章刊发，中国

科学慧眼仪器介绍专辑 4 篇文章刊发。 

慧眼卫星相关奖励如下： 

（a）“HXMT 科学数据处理与服务平台”入选 2020 年科学院十大信息化优秀案例； 

（b）2020 年中科院亮点成果：“慧眼”直接测量到迄今宇宙最强磁场； 

（c）2020 年度十大天文科技进展：慧眼卫星发现黑洞双星系统最高能量的准周期振荡。 

（3）POLAR/POLAR-2： 

继续深挖 POLAR 数据，获得目前为止国际上最大样本的伽马暴高精度偏振探测结果；

同时，在伽马暴定位、Crab 脉冲星偏振分析以及地球伽马射线闪（TGF）候选体搜索等方面

也开展了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中欧合作 POLAR-2 项目的研制工作按计划取得进展，优化了探测器设计、确认了平台

接口、开展了各类验证试验，完成了 3 套偏振探测单体的装配和初步测试。 

（4）GECAM： 

GECAM 克服疫情期间的诸多困难，完成正样产品的研制、测试、标定等工作，完成 14

套软件的开发与部署，并成功发射后运行了卫星的在轨测试。 

（5）SVOM/GRM： 

完成了 GRM 正样产品加工与调试、探测器单机验收级环境试验、电控箱软件测试等工

作；发表文章 1 篇，获得专利 1 项。 

（6）EP/FXT： 

完成了 FXT 的初样设计评审和鉴定件的投产工作，正在进行初样阶段的测试试验；此

外，FXT 团队还取得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7）eXTP： 

（a）国内载荷 SFA、PFA 科学指标与标定需求评审，技术要求、接口数据单会签，分

系统和关键部件设计优化、方案设计报告编写/评审； 

（b）组织国外载荷 LAD、WFM 与卫星平台接口、进度协调，完成模拟观测计划； 

（c）关键技术验证：完成工程样机设计和主要部件投产，GPD 残余调制问题研究，高

压电源、在轨标定偏振源、大面积遮光膜等关键部件样件研制； 

（d）基础条件建设：高能所 X 射线标定设施中多靶源、转台、大面积 CMOS 相机等装

置和专用测试设备的研制，哈尔滨聚焦镜生产专用洁净间、设备建造。 

（8）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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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RD 安装在实验舱 I 的大系统初步方案； 

（b）优化完成载荷配置方案，保证宇宙线科学目标； 

（c）开展量能器、反符合探测器等详细方案设计，完成部分工程化验证； 

（d）基本完成在轨触发模拟；开展 HERD 软件框架建设。 

（e）与西光所、夜视、建材院联合开展大动态范围像增强器研制。 

（9）AMS-02： 

在AMS合作组多篇文章中做出独立分析结果，是AMS实验四组一致的分析结果之一。 

（10）DAMPE/STK： 

DAMPE 超期服役两年，中心主导的 STK 在轨连续不间断工作 5 年，性能稳定，正常

工作通道数仍保持在>99.7%（总通道数 73728）；预期将继续服役≥2 年。 

（11）阿里： 

实验工程研制任务进展：望远镜基座完成在站安装；望远镜控制系统基本建成；望远镜

接收机研制稳步推进；站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实验数据处理及分析进展：数据模拟/分析软件详细设计方案评审完成；数据模拟系统、

快视系统初级版本开发完成；开展了分组盲测试分析；数据传输软件开发完成，正在所内开

展测试，完成后将在站部署。 

（12）LHAASO： 

（a）ED：共组装 2080 台 ED，累计总量超 4000 多台，达到全部需求量的 80%；实现

3/4 ED 阵列的安装与运行任务；基本实现 1/2 ED 阵列稳定运行和正常采数；开展 ED 标定

与实验数据质量监测工作，保证了 LHAASO 在探测天体源方向信息的准确性，并保证了能

量重建的准确性。 

（b）MD：已完成全部 1088 个保温及水袋的安装、1077 个光敏探头的安装工作。其中

1/2 MD 阵列已取数 300 多天，探测器性能稳定，数据质量良好，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产

出；3/4 规模共 910 个探测器已经投入运行，运行状态稳定。 

（c）WCDA：一号和二号水池探测器阵列进入了稳定的取数阶段；并完成了三号水池

探测器的探测器安装建设任务；对 20 寸 PMT 进行了性能优化，加装了磁屏蔽罩。 

（d）WFCTA：第二阵列 8 台望远镜投入运行，第二台氮分激光器、第二台云天仪和一

台 YAG 激光器投入运行。 

（e）ENDA：16 台热中子探测器组成的 cluster 在羊八井持续运行；16 台组成的 cluster

搬到 LHAASO 运行（ENDA-16）；32 台继续在河北师范大学实验室运行、测试。 

（f）LHAASO 已建成阵列的物理分析全面展开，并取得多项观测成果。 

（12）ASγ： 

（a）银河系内潜在的 PeV 质子加速器的发现：2021 年 3 月在线发表于《自然·天文》。 

（b）银河系圆盘中普遍存在超过 PeV 质子加速的证据：2021 年 4 月发表于《物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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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快报》。 

（13）AGN： 

AGN 团队发表《天体物理学报》（APJ）、《皇家天文学会月刊》（MNRAS）、A&A 等国

际著名期刊论文 10 多篇；“首次实现类星体几何距离测量”入选“中科院 2020 年第 1 季度

科技创新亮点成果”。 

2.2 成果产出及项目争取情况 

2020 年，中心承担项目、课题、各级子课题等共 143 项，总经费约 26027.36 万元；经

费组成见表 2.2 及图 2.1，近五年经费对比见表 2.2 和图 2.2。 

表 2.2. 中心 2016-2020 年科研经费到位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科技部项目 3808.92 2827.76 2145.27 1362.23 1389.06 

基金委项目 2359.08 880.29 2120.89 2408.59 2166.96 

国家其他 750.00 10617.00 5169.90 8140.50 5301.90 

院先导 795.62 2613.88 9533.40 3499.80 13992.09 

院其他 1470.00 2812.92 1196.00 5216.89 2745.26 

高能所 150.88 423.02 251.00 1317.69 214.92 

其他 4768.56 264.87 182.72 430.64 217.17 

合计 14103.06 20439.74 20599.18 22376.34 26027.36 

 

图 2.1. 中心 2020 年到位科研经费组成情况 

 

图 2.2. 中心 2016-2020 年科研经费到位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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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心共发表各类论文 207 篇，包括 SCI 收录论文 147 篇，EI 收录论文 57 篇；

其中，SCI 和 EI 同时收录论文 49 篇，1 区论文 62 篇（占总论文数的比例为 30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中心在保证完成重大项目的同时，积极扩大科学成果的产出，特别是近两年来

“慧眼”卫星（见图 2.3）等自主项目和实验的高影响科学成果大幅增加！  

 

图 2.3. 2018-2020 年“慧眼”卫星亮点科学成果大幅增加！ 

2.3 部门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情况 

（1）部门建设：实验室完成第五届学术委员会（2020-2024）换届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蔡荣根院士担任学委会主任；中科院前沿局协同中国科学报组织“重点实验室巡礼”系列报

道专栏整版刊发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新闻报道；中心实施矩阵化管理，设立行政组；开

展院重点实验室重组工作，目前实验室完全符合院里对重点实验室的要求。 

（2）1、5、7 规划实施情况： 

五项突破：慧眼科学成果大幅增加。 

七个培育：粒子天体物理学科的相关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3）学科建设：打造软硬实力兼备的学科平台。 

软实力：粒子天体物理理论研究、实验基础和完善的人才队伍。 

硬实力：全方位、多波段、多信使观测平台和技术研发支撑平台。 

2.4 队伍结构与人才培养 

2020 年，中心现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68 人，队伍结构合理，其中博、硕士研究生占比

超 94%，职工平均年龄 39 岁，40 岁以下研究员、青年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等骨干力量占比达

38%。2020 年，两位青年骨干（陈松战、杜璞）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此外，王建民研究

员获中国天文学会黄润乾奖。 

2.5 学术活动 

2020 年，中心召开北京天文学会学术年会暨粒子天体物理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已延续

16 届），为北京地区的研究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锻炼和交流平台，且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高

校的研究生参加。 

各项目组召开国际研讨会、国际合作组会、项目组会、培训会及暑期学校、评审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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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届 GECAM 研讨会，2020 年 LHAASO 合作组第一次会议，“超大质量黑洞的反响映

射观测及理论研究”启动会，第三届“慧眼”卫星用户大会，慧眼卫星联合基金交流会等。 

承办各类学术会议：如第十届高海拔空气簇射探测国际研讨会——高能所在 2010 年发

起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一年举办一次。首届会议在中国召开，此后的会议为国内外轮流举办。 

2.6 党支部、工会、共青团与青年、妇女工作情况 

中心党支部按照中央部署和上级党委的要求切实做好各种学习活动，按照支部工作要求

积极配合天体中心的各项工作，配合所纪委和审计部门做好廉政和监督；根据天体中心工作

的特点，积极探索支部工作形式，指导临时支部工作，指导团支部组织天文基础科普；开展

精神传承系列活动—邀请老科学家讲党课，坚持每年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展合作单位支部交

流等。2020 年，中心邀请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林宝军同志讲党课，成立 GECAM 发射场

试验队临时党支部，开展“党员如何在新的行政组下发挥作用”组织生活会、“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专题组织生活会，总支书记宋黎明给全体党员做廉政报告，组织大装置

中心和科技处交流讨论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 

中心工会代表职工向所职代会提出提案和合理化建议；配合所里完成 2020 年职代会及

工会换届；疫情期间，配合所工会工作，积极多次免费发放口罩并组织职工采购口罩；积极

组织会员参加所工会的各项活动，并根据中心特点，组织健步走等特色活动。 

团支部积极做好党总支助手，组织团员大会完成换届选举，积极带动青年人开展有意义

的活动，提高青年学术水平和身体素质，丰富业余生活，并完成所团委安排的各项任务。 

中心妇女工作：组织中心女职工积极参加所举办“最美巾帼奋斗者”在线答题活动；完

成 2020 年女职工安康保险续保；组织召开中心女职工妇女大会，选出妇女代表 8 人配合所

妇委会完成相关工作。 

 

3 小结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在 2020 年取得了重要进展，也面临着新的局面。2021 年中心将加

强高质量人才引进、理论队伍建设，并进一步凝练现有的科学主题，工作重心也将继续向

运行、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转变，力争产出更多重大和突破性的科学成果，以期引领国际

粒子天体物理领域的发展。 

 

 

（撰稿人：尹倩青  审稿人：刘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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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理论物理室工作总结 

 

一、概述 

理论物理室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粒子物理学、中高能核物理学、粒子宇宙学与天体物理学，

旨在探索和揭示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相互作用、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等自然奥秘。目前的具

体研究课题主要包括：电弱统一理论、超出标准模型的 TeV新物理、粒子宇宙学、中微子物

理、重味物理（即粲夸克、底夸克与顶夸克物理）、轻强子物理、微扰场论自动化计算、格

点 QCD、引力与广义相对论等。主要研究课题与国内外大型对撞机等实验设施上开展的研究

项目密切相关，近期重点承担了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

验、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等国内大科学装置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2020 年理论物

理室在各个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稳步推进，在国际国内专业期刊共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其

中在物理学界国际综述期刊《物理学报告》中发表 1篇综述文章，在《物理评论快报》中发

表 3 篇高质量论文。依托在理论物理室的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理论物理研究中心(TPCSF)

正式结束运营。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CFHEP)正常运转，支持相关学术活动，但由于疫情

影响没有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理论物理室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

教学任务，做好科教融合，加强国科大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粒子物理教研室建设，其中吕才

典研究员讲授的《原子物理学》被评为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继续支持《中国物理 C》的

编辑工作，并提供 18篇优秀稿源。王建雄研究员获得中国物理学会 2020王淦昌物理奖。刘

涛副研究员入选青年千人计划。 

二、基金课题 

理论物理室 2020年在研课题约 35个，新获批国家基金委项目 7项，凌意研究员获得重

点项目支持 300万元，全室获得面上项目支持共 378 万元，合计 678万元。 

三、学术活动 

由于疫情原因，理论物理室今年只有很少的国际出访任务，也未主办线下学术会议。但

创新性地打造了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云平台，邀请了学术报告 20 余次。在参加的国际和国内

会议上共作学术报告约 44个，邀请国内院校及研究所来访 14人次。保持了理论室在国际和

国内学术界的活跃度。多名成员担任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编委或重要学术组织的职务，在

业内形成了显著的影响力。 

四、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 

理论物理室近年来连续引进优秀年轻人，人才队伍结构逐步合理化，学科布局完善。

目前在TeV高能量前沿研究方向布局基本完成，计划未来5-10年在模型构造和超对称物理研

究方向完善TeV物理人才布局。同时配合目前运行的大科学装置研究，拟引进纯核物理研究

优秀人才。理论物理室现有13名研究员、8名副研究员，其中3名特聘研究员，秘书2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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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分布均匀，梯队建设合理。2020年博士后进站3名（拟招聘的2名外籍博士后均因疫情原

因未能入站），在站12名（外籍2名），博士后比例和贡献均较低，招聘优秀博士后依然面

临较大困难。在读研究生58名（国际留学生3名），今年6名学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五、科教融合 

科教融合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粒子物理理论教研室由理论物理室

21人及国科大本部 9人组成。理论物理室承担国科大本科生（11门专业课）和研究生（7门

专业课）的教学、招生及科普任务。教研室为国科大本科生组织数次前沿科学讲座，这对学

生培养研究兴趣及高能所招生非常重要。 

六、研究室建设 

理论物理室在安全工作方面全年无安全事故，疫情期间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全室人员

进行严格管理做好防疫工作。维护更换会议室设备，逐步改善提高办公条件。在文化建设方

面，理论物理室党支部发挥组织、凝聚、宣传和服务群众的堡垒作用，更新楼下宣传，做好

理论室文化宣传，发挥理论室的科普优势。在研究生培养制度方面不断细化，网络费用严格

管理，学术活动签到考勤，保障和促进研究生的科研氛围。强调课题组长的经费审核。完善

资产管理制度，制定详细的资产转移细则，完成了 2020年度的资产清查工作。 

七、党工团建设 

理论物理室党支部按照中央部署和上级党委的要求切实做好各种学习活动。顺利完成工

会换届工作。工会和团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相互配合支持，积极组织各项活动，丰富职工

和研究生的文体活动，活跃研究室的科研氛围，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新发展潘济陈、吴泉

锋 2名入党积极分子。 

八、小结 

理论物理室 2020 年各方面运行正常，科研和学术活动采取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模式，依

然保持活跃气氛，成果稳定。2021 年将迎接新的挑战，做好 CCAST 的交接工作，积极组织

开展学术活动。提高博士后比例，增加博士后和研究生贡献，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撰稿人：陈丽  审稿人：吕才典）  

Astrophysics and cosmology  

(4) 

Perturbative QCD  

(5) 

Neutrino physics  

(2) 

Lattice (nonperturbative) QCD  

(3) 

Higgs and TeV physics  

(4) 

Hadron and nuclear physic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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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多学科研究中心工作总结 

 

一、 前言 

2020 年，席卷全球的疫情给各行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多学科研究中心在所领导的

关怀和各项政策的扶持下，中心领导和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圆满

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计划，在大科学工程建设（HEPS，PAPS）、BSRF运行维护以及自主研

究项目中，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和研究成果。在研究室管理和制度建设中，大胆改革创新，

党政统筹，服务大局，注重青年骨干培养，人才队伍结构稳定，国际合作日益加深，国内外

学术地位日渐提升。 

二、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HEPS 线站高水平建设问题改进情况 

首期 14条用户线站分成两批建设: 第一批线站于 2020年 12月设计完成，预计于 2024

年 1月进行带光调试，其中弯铁束线计划于 2023年 11月开始调试；第二批线站预计于 2021

年 4月工程设计完成，2025年 1月带光调试完成。 

针对 HEPS 特点采用的设计方案：根据不同的需求，采取个性化的设计方案，以光学设

计为例，为降低热负载，BE线站采取了束线红移设计；为实现大样品成像研究需求，提出了

新型 wiggler设计（Mango）；针对高通量的粉光多层膜单色器需求，发展了新的多层膜数值

模拟。 

开展关键光学元件及实验系统样机研制，包括自主研制了高能 X 射线 Kinoform 透镜 ，

与德国伍伯塔尔大学合作近固定出高切槽晶体 ，发展了切槽晶体磁抛光工艺、球面及椭球

面弯晶工艺 ，优化了单色器核心组件等关键元件。 

解决现有人员数量不足及新人需要培训的情况：在招聘过程中，各系统负责人，分总体

负责人，总师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招聘场合（校园/人才/展会）物色候选人，并详细解释工

作条件及未来发展空间；开展光学、光机等方向的培训以及各实验站培训，使新入职人员快

速了解工作性质，掌握技能，一专多能。 

发挥管理人员的潜力：在明确工作分工的基础上，关键任务成立了 task force，来自

多个系统的人员合作。  

国际合作环境恶化，交流经费不足：因疫情使得线上会议成为常态，交流经费短缺无意

中得到缓解；与欧洲（德国、瑞士、英国等）与日本的合作还在正常开展；积极参加 ESRF-

EBS、Petra IV网络会议，会议资料在会后一起交流学习，效果很好。  

2、本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2.1 HEPS 工程进展情况：本年度建设按计划平稳开展，用户线站分批建设，第一批线

站工程已完成设计，部件开始研制、采购，第二批线站光学设计开展，关键技术和样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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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及检验。 

2.1.1 光学设计优化：为尽可能的提高束线稳定性，经过多次讨论，将 BA系统中原来

的双晶单色器替换为切槽型单色器（channel-cut 单色器），将原来的 K-B聚焦系统替换为

复合折射透镜（CRLs）。最新的光学布局进一步减少了光学元件的数量，提升了稳定性的同

时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 

2.1.2 前段区光学细化方案：依据 HEPS束线需求，结合隧道内的环境约束，参考国际

高能光源前端区设计经验，确定 HEPS 前端区设备布局及位置。根据储存环给出的边界条件

（引出张角、电子轨道偏差阈值等），设计、计算各部件光学孔径并进行几何光学追迹校验；

根据 HEPS辐射防护设计标准，开展前端区辐射防护设计并进行轫致辐射几何光学追迹校验；

根据插入件参数计算热负载，从而对关键部件的吸收体进行热分析，校核强度与寿命；根据

储存环的真空度要求，开展前端区真空设计，合理布置真空获取、监测设备，并进行真空计

算。 

2.1.3  HEPS束线棚屋及工艺设计：设计了 HEPS 一期束线棚屋总体，以及辐射防护门、

迷宫等重要结构设计，完成所有棚屋内的工艺设备布局，包含水、气、液氮、排风的管道以

及配电桥架布局，重点完善棚屋控温系统设计。 

2.1.4 完成通用镜箱设计（出工程图）：HEPS工程一期有几十台重大关键光机设备——

镜箱，由于光学功能不同致结构上各有差异，如白光镜、谐波镜、偏转镜、压弯镜、中长/

纳米 KB镜、Transfocator等；为了工程推进，提炼出其共性技术即主体镜箱即通用镜箱部

分，克服多维度调节和高稳定性要求的技术挑战，完成了 5 自由度（DOF）高稳镜箱机械设

计；如若图所示，其设计固有频率>80Hz，优于国际各光源装置投入使用的同类设备。 

2.1.5 精密调姿机械设计与工艺验证：自主研制精密调姿机构，采用大尺寸柔性铰链设

计及加工工艺，完成了样机测试，在 42kg载荷情况，结果可达到 0.7urad 台阶分辨。将广

泛应用于 HEPS光源高精度反射镜箱系统的工程建造。 

2.1.6 谐波镜超高真空调节机构设计与实现：完成了基于碟簧预紧的 3 点支撑调节谐

波镜机械设计、样机加工，相比传统设计极大改善了稳定性和装调复杂性。下一步进行超高

真空在线实验验证，将为 HEPS谐波镜机械设计的最终定型奠定技术基础。 

2.1.7 单色器研发：根据 HEPS的需求，完成了垂直衍射、快速扫描、水平衍射三种类

型的单色器设计，并完成了四晶单色器设计，其中快速扫描、水平衍射、四晶属于国内首次

自主研发。通过对涉及的各类关键问题研究分析，进行针对性设计，提升了各类单色器的稳

定性、光学面形等关键指标，有利于提升未来光束线的整体性能。此外，自主研发可以提升

HEPS以后的运行维护效率，建设人才队伍，积累关键技术。 

2.1.8 关键单色器研发：完成了 HEPS BE线站的关键设备-垂直衍射单色器设计，完成

了关键的晶体组件和冷却结构设计分析工作，验证了装夹结构和面形的可行性，关键部件分

析表明固有频率较高，可以取得较高的稳定性结果，整机将在 21 年开展加工采购。完成了

四晶单色器的整体设计，解决了关键的转角同步性、晶体夹持和冷却等技术问题，通过了评

审，目前正在进行加工和采购工作。关键设备的研发设计解决了各类潜在的技术问题，为未

来 HEPS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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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白光镜冷却结构方案：该方案既能满足热变形需求、结构简单，又解决了装夹和

振动问题，无前置白光镜下，单色器体吸收计算复杂但相比于面吸收面型结果更精准 ，SSRF

四晶单色器优化冷却结构方案结构简单且无斜率漂移问题。 

2.1.10 GRID XBPM 原理验证样机：XBPM（X-rayBeamPositionMonitor）是前端区监测

同步光位置的重要设备。由于其距离光源远，能获得更好的电子轨道角度变化信息，是光源

反馈控制系统的重要一环。传统用于前端区的刀片式 XBPM在插入件 gap变化时的响应是非

线性的，不便用于反馈系统。APS提出使用荧光结合小孔成像的方式可消除 gap 变化以及弯

铁对 XBPM 的影响。利用这一原理的 GridXBPM 原理验证样机在 BSRF-3W1 束线进行了组装、

调试及实验。实验成功取得预期的结果，证实了其可行性，同时也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新的工程样机正在设计中，其专用电子学装置正在测试。 

2.1.11 B8 X射线吸收谱学线站：完成前期设计指标，现有设计结果为：能量范围 4.5-

45KeV，能量分辨率 1.410-4   Si (111) 、410-5   Si (311) ，光子通量 8.2×1013 

@10keV (非聚焦模式)、9.8×1012 @10keV (聚焦模式) ，光斑尺寸 0.14m×0.22m (聚焦

模式) 。 

2.1.12  BA生物大分子微晶衍射线站：为尽可能的提高束线稳定性，经过多次讨论，

将 BA系统中原来的双晶单色器替换为切槽型单色器（channel-cut 单色器），将原来的 K-B

聚焦系统替换为复合折射透镜（CRLs）。最新的光学布局进一步减少了光学元件的数量，提

升了稳定性的同时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 

2.1.13  BB粉光小角散射线站：最终的性能指标均到达了设计指标的要求。目前光通

量为 5.3 × 14phs/s ，光谱带宽 E/E为 0.75 % 。 

2.1.14  BD 通用环境谱学线站：BD是一条以弯铁作为光源的无窗光束线。为了达到稳

定、可靠和高效的建设目标，满足众多研究领域的大量用户对吸收谱的常规测试需求，该线

站将采用准直-单色-聚焦的光学布局，辅以高次谐波抑制系统，提供 2.1~10keV 能区纯净的

单色 X射线。针对需求，我们提出了光束线的光学布局，并完成内部评审。 

2.1.15  BE X射线显微成像线站：通过光学设计优化，BE系统的设计采用插入件红移

照明和所有光学元件垂直反射的束线设计方案。该方案充分利用了 HEPS 低发射度的特点，

很好地从光源方面满足了波带片成像环形照明的需求，同时实现了插入件辐射的最大化利

用，提高了实际可用光通量。 

2.2 PAPS 工程进展情况：整体按计划开展，相关设备已开始进场、调试，设备研制最

晚 3月完成，5月完成全部系统验收，关键光学元件研制已达到使用需求，像素阵列探测器、

谱学探测器工程样机达到线站需要的设计指标  

2.2.1 X射线分平台工作进展：已完成各种进口设备的采购，完成了诸如纳米透镜镀膜

机、长程面形仪及表面成型系统等复杂自研系统的加工，其它复杂自研系统（扫描拼接干涉

仪测量系统，光栅波前检测系统）均在加工制备中。 

2.2.2光学技术进展：折射透镜已经满足高能光源需求，进一步提高水平，并向国外光

源推广；弯晶系统， 完成四轮弯晶制备工艺研究，能量分辨率已达 1.8eV，初步满足高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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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需求；多层膜透镜，掌握设计、计算与分析方法，制备首个梯度多层膜元件；复杂晶体，

面向 CCM单色器需求，开发磁力抛光设备，解决槽内晶体面形的加工需求。 

2.2.3 探测器技术进展：解决了像素探测器工程化关键技术，完成了四款新型探测器的

关键技术研发，年底得到原理样机。 

2.2.4 光学检测实验室、镀膜实验室、镜体加工室等的恒温洁净间建设已进入调试阶

段。 

2.3 BSRF 运行概况：2020年 7月间，专用光模式接待用户 399人次，11 月至 12月期

间，接待 801人次，BSRF实验站运行效率 98.1%，共享率 97.2%。共发表文章 723篇，其中

1区文章 383篇，Nature正刊 1篇，子刊 37篇，Science子刊 3篇，Cell子刊 4篇；基于

BSRF 实验平台的用户成果入选了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果，郑黎荣、董俊才入选 2020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2.4 自主研究亮点： 

2.4.1 发展同步辐射单颗粒化学分析方法-定量表征雾霾单颗粒铁化学：针对大气污染

物中微米级别雾霾颗粒物分析难题，基于同步辐射，建立了单颗粒化学的系统分析方法。利

用 Nano-XRF 表征单颗粒多元素的化学组成及含量，分析多种元素分布的相关性；利用 μ-

XANES 原位研究单颗粒水平中铁元素的化学形态，确定其化学组成。同时，利用 nanoCT 实

现单颗粒内铁元素的空间分布三维成像，获得铁从表面到内部不同层面的分布情况。总之，

在雾霾单颗粒水平，化学组成与化学形态的定量信息，三维空间分布的定量信息，为大气污

染物健康效应研究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该工作发表在 Anal. Chem. 2020， 92 (1)， 975-

982。 

2.4.2 基于纳米结构建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高效检测方法：我们首次发现由铁

簇和 1，3，5-苯三甲酸（TMA）合成的 MIL-100（Fe）材料对 VOCs分子具有吸附拉曼增强效

应，可以分别实现对甲苯（芳香类 VOC）和丙酮（酮类 VOC）到 2.5 ppm 和 20 ppm 的检测

限，其性能显著优于传统气体传感器。引入“热点”后，拉曼增强效应使 MIL-100（Fe）对

甲苯的检测限降到 0.48 ppb，刷新了常规气体传感器的检测极限。MOF结构的可精准调控特

性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强化和提升其对不同 VOCs 传感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最后，我们利用

该检测平台对肺癌呼出标记物 4-乙基苯甲醛、丙酮和异丙醇进行了分析检测，通过延长吸

附时间的方法大大增加了 MIL-100(Fe)材料对以上三种肺癌呼出标记物检测的灵敏度，说明

MIL-100(Fe)检测平台在肺癌早期诊断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在应用。该工作发表在 Angew. Chem. 

Inter. Ed. 2020， 59， 2-11。 

2.4.3锕系有机配位笼的构筑：核能化学组首次利用多酚类大环配体构筑了一种新型锕

系-有机配位笼，该配位笼通过配位自组装获得，结构单元中包含 24个金属中心和 6个大环

配体，直径在 2个纳米左右。研究小组还发现，在将大环配体的侧链延长至 9个碳时，依然

可以形成相应的带有长侧链基团的纳米笼结构，而且其组装过程可以从常见的亲水溶剂扩展

到憎水溶剂体系，例如氯仿。这一结果可以被质谱、小角散射等众多实验结果所证实。该工

作发表在 J.Am.Chem.Soc， 2020， 142， 16538-16545。 

2.4.4 锕系弹性晶体材料 ：在锕系功能材料方面，核能化学组利用“V”字形柔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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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锕系离子进行配位组装，制备了一类具有三重螺旋链结构单元的晶体材料。由于晶体内三

重螺旋链独特的晶格堆积方式，该晶体材料表现出较好的弹性弯曲性质。这种弹性行为在有

机晶体材料中并不多见，分子机制分析表明该其弹性性质与螺旋链单元的可伸缩性密切相

关。同时，这种特殊的晶格堆积还赋予该晶体材料额外的热致跳跃性质，即：在加热到一定

温度时，这种晶体会开始自发运动，从样品台上高高跃起。该工作发表在 Angew. Chem. Int. 

Ed. 2020， 59， 16061–16068。 

2.4.5 自由基 MOF 材料光催化固氮：最近，多学科中心石伟群研究员团队报道了两例基

于紫精配体的自由基 MOFs材料 Gd-IHEP-7和 Gd-IHEP-8。此 MOFs材料均表现出优异的光催

化固氮活性，氨生成速率分别为 128和 220 µmol h-1 g-1，其中 Gd-IHEP-8固氮效率与文

献同类材料相比提高了 17 倍。同时，研究人员首次系统阐释了 MOFs材料高效固氮的机理。

分析表明，Gd-IHEP-7 为基于二维层状结构的多孔框架，在空气中加热后，Gd-IHEP-7 会发

生二维层状结构向三维孔道结构的转变，进而生成 Gd-IHEP-8。两个 MOFs 材料中紫精配体

均以稳定的单自由基形式存在，正是这种稳定的长寿命自由基以及相应的自由基-自由基相

互作用，使得 MOFs 材料在 200-2500nm 范围内显示宽光谱吸收，从而实现可见光催化固氮。

与 Gd-IHEP-7相比，在 N2还原过程中 Gd-IHEP-8形成的中间体与金属离子周围的氧原子之

间会形成更致密的氢键网络，可有效降低体系的自由能，使得 Gd-IHEP-8表现出更高的光催

化固氮效率。本工作为 MOFs 材料的新型固氮光催化剂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

并指明了方向。相关研究成果日前以“Solar-Driven Nitrogen Fixation Catalyzed by 

Stable Radical-Containing MOFs: Improved Efficiency Induced by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为题发表在国际著名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上。 

2.4.6 合成 BCDs 用于脑胶质瘤的 BNCT ：2021 年 3 月 1 日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公开发表了关于 BNCT的工作。纳米药物课题组设计并制备了新型含硼碳点(BCDs)

用于硼中子捕获疗法(BNCT)。BCDs 具有优异的水溶性和优异的光学性能，可同于体内外示

踪。使用来自巨噬细胞的外泌体(Exos)包裹 BCDs后可获得约 100 nm 的 BCD-Exos。荧光成

像显示，BCD-Exos 能够内化并分布在 U-87-MG 胶质瘤细胞的细胞核周围。在 U-87-MG 胶质

瘤小鼠模型给药 4 h后，BCD-Exos也能穿过血脑屏障，并在肿瘤组织中有明显的积累。BCD-

Exos在小鼠模型的 T/N 从 BPA 的 2.03±0.08增加到 5.28±0.29。以 500mg /kg 10B剂量

鼠尾静脉给药后，进行中子辐射剂量为 8.40±0.12 Gy的 BNCT，BCD-Exos对小鼠脑胶质瘤

模型有显著的 BNCT疗效，实验结束时生存率为 100%。  

3. 发表论文情况 

2020年，多学科中心共发表论文 466篇，占全所论文总量的 32.9%，文章数量、质量和

影响力持续上升；授权专利占全所总量的 21%。 

4. 学科规划： 

继续完成多学科中心“十四五”的规划，HEPS是未来的重心，欲将 HEPS建成世界上亮

度最高的光源，同时，保障 BSRF 继续高效开放运行，保持北方地区同步辐射中心的地位 ；

完成 PAPS建设，开展前沿技术与关键装备的研发；将最先进的同步辐射关键技术应用在 H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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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硬件），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的高通量、实时实验控制、计算和分析（软件）；依托大科

学装置为基础，做出有特色的研究，指引未来技术的发展。 

5. 争取项目与经费情况： 

2020年新增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3项，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 2项，人才

项目（合作团队、青促会、博后）4项，横向协作项目 7项，合作基金项目 2项，仪器研制

类项目 3项，所创新项目 2项，2020年到位经费总计 7983.12万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39%。 

6. 改革与创新： 

6.1 HEPS工程建设模式 ：在工作分解（WBS）的框架下，就一些关键、难度大的技术/

设备/部件，成立 task force，组织束线光学、精密光学机械、通用机械、控制等专业人员

及团队，一起攻关。  

6.2 对青年骨干的培养 ：研究生的招生名额适当对参加光源的青年骨干倾斜；在完成

工程任务的同时，培养“传帮带”的能力；培养一专多能，避免因专业知识过窄，导致未来

缺乏全局观。  

6.3 经费申请能力的培育 ：配合科研处，针对每一年没有成功的申请，组织有经验的

人进行分析和帮助。  

三、人才培养及研究室管理与创新文化建设 

1. 队伍结构与人才培养 

多学科中心正式职工 187人，项目聘用 4人，其中，正高级职称占职工总数 19%，副高

级职称占 47%，45 岁以下职工占总数的 78%。HEPS-TF 项目结束后，锻炼了参与项目的年轻

人，这些人已经成为 HEPS 项目的骨干，然而带来了副高职称向正高职称升级的压力，随着

HEPS工程的开展，大批的新进人员使得 45岁以下的年轻人成为主力。年轻人的培养是今后

的重要工作，老同志的传帮带和实际工程项目的培训必不可少。  

2. 学术活动 

过去的一年，组织国内学术会议 2次，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3次，口头报告 5次，国内会

议邀请报告 23 次，口头报告 25 次，邀请国内专家、合作者来访报告 20 余次，国际专家线

上报告 20余次。 

3. 发挥党组织的先锋堡垒作用 

中心党总支书记列席办公会，参与决策，主动承担相关工作，包括统筹研究生管理小组

工作，研究生政治辅导及考核和评审工作；针对中心研究生名额分配问题，提出适当向承担

重要工程任务的青年骨干倾斜的建议；根据工程的开展，调整职工考核办法的制度和评分标

准。 

4. 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职工培训 

根据形势和任务，独立自主举办各类学习活动，包括“线上科普 共同战疫”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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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举办 15 期，26 位导师同学线上直播，涵盖 20 余个课题组，多个研究领域，近千人次参

加；针对 HEPS 项目的新入职人员，党总支邀请李明研究员开展了同步辐射光源知识系列讲

座，目前进行了四期讲座，此项活动将继续开展，并将内容录像上网，供大家参考、学习。 

5. 党政配合，服务大局： 

党建与科研工作有效融合，为了保证 HEPS工程的顺利展开，党总支在 4月 24号特别召

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并邀请中心领导参加，各位同志在会上畅所欲言，并将意见和建议归

纳总结提交室务会；纪检小组开展活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反腐

倡廉部署要求，坚持关口前移、严格执纪，让“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成为常态，多学

科中心党组书记和行政领导联合组成的纪检小组，旨在为中心的蓬勃发展和大科学工程建设

保驾护航；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学习《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 

四、小结 

2020 年，多学科中心在所领导和所学术委员会专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在兄弟单位

的精诚合作和无私帮助中，HEPS 线站建设了进入工程实施阶段，期待一批性能居于世界前

列的线站为我国的国家需求、工业创新转型和基础研究提供先进的实验平台，PAPS 进入了

设备进场调试阶段，将会为 HEPS的设备装配、调试、关键技术研发提供支持，BSRF平台持

续获得丰硕的科学产出，各个重点发展方向和同步辐射的紧密合作取得系列的研究成果，影

响力不断提升，我们有信心完成 HEPS的建设和运行，并能利用 HEPS获得重要的前沿科学研

究成果，期望 2021年更上一层楼。 

 

 

（撰稿人：刘潇潇  审稿人：张智勇、董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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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计算中心工作总结 
 

1. 本年度任务总体完成情况 

2020 年所有工作全部按计划完成，在保证高效运行基础上，开展规划、制度建设及关

键技术研发工作，并取得了较好进展。 

2020 年度科学数据与计算平台及基础设施能力不断提升，稳定、高效地为实验和学科

研究服务；信息化工作稳定推进，特别是在研究所/分部一体化管理、科研协作中发挥重要

作用；计算中心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定位、规划和方向，按计划推进研发工作并取得了较大进

展；研究室学术活动、创新文化建设、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营造了团结、主动、积极向上的

环境和氛围。 

2. 建设与运行情况 

2.1 数据与计算平台总体情况 

数据与计算平台保持稳定运行。2020年计算平台提供 CPU机时总计 1.35亿小时，较去

年增加 27%； CPU 作业 8000 万， 较去年增加 1 倍；GPU 机时 65 万小时，较去年增加 1.5

倍；GPU作业 25万个，较去年增加 1.5倍。存储空间达到 32PB，比 2019年增加 20%，目前

存储空间使用率达到 65%；文件数量约 9 亿，比 2019 年增加 34%；数据访问量 357PB，比

2019年增加约 36%。支持的实验用户有 BES、LHAASO、DYB、HXMT、CEPC等。 

2.2 机房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为满足实验的需求，计算中心在 2020 年实施了机房短期改造计划，对机房机柜、房间

制冷、行间制冷进行了改造升级。采用最新风冷技术降温，具有成本低、易于维护的优点，

2020 年 11 月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为满足实验的建设需求，计算中心机房（北京）增加

1250KVA变压器，总电力容量约为 3050KVA。新增高密机柜电力及制冷能力，每个机柜约 30KW，

可提供约 16PB存储及 4万 CPU核的计算能力。改造后计算中心机房总计能提供 6万 CPU核

计算能力、约 50PB存储能力以及 680张 GPU卡计算能力，足以支撑 5年内实验计算与存储

需求。 

为加强运维质量，对各系统监控进行了升级。优化了敏捷型监控管理系统，实现作业状

态、文件系统实时监视、数据展示及统计分析，分站点展示系统实时运行概况。 

优化系统停机维护流程。将暑期维护停机时间从 7天减至 2天，实现实验特殊需求的个

性化方案和实验设备分级交叉维护方案。在机房改造期间将大量设备迁移，且每个实验停机

时间<1天，较好地保证了用户的使用。 

2.3 网格站点 

网格站点保持高水平运行，完成网格组件更换及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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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网格计算增加 576个 CPU核、280TB存储空间，用于 BELLE Ⅱ T2 站点。磁盘存

储扩容完成，其中 Lustre 实验数据及用户数据容量为 27PB，EOS容量为 18PB，DPM 容量为

1.6PB。磁带库持续扩大规模，新增 2 个磁带库、2robots、25 个 LTO4 驱动器、15 个 LTO7

驱动器，约 21PB存储空间。 

HTCondor 实现了多调试器模式，支持作业量数十万，并提供了天文物理的实时计算。

软件版本升级至 8.8.9。网格升级至 HTCondor-CE版本。 

Slurm 版本升级至 19.05.6，支持细粒度 GPU卡资源分配和调度以及单卡多任务 MPS 功

能。 

Lustre从 2.10.6 升级至 2.12.5版本。 

EOS 使用 QuarkDB 作为元数据管理，可实现服务快速启动（秒级启动），可管理文件数

量大幅增加，可用性大大提高。 

DIRAC版本升级完成，加入山大站点，完成 JUNO 的 Muon Production数据产生与存储。 

网格存储系统（DPM）完成升级，满足网格数据传输及安全认证的新需求，且扩大了 CMS

存储空间，使得可靠性大幅提高。现网格站点总计算能力达到 34000 HepSpec06，服务于

LHCb、CMS、ATLAS以及 BELLE II T2，实现了多实验、大规模的网格计算，但存在计算资源

与物理研究人员数量严重不匹配的问题。 

2020 年 LHCb 的资源规模位居第四（18 个站点），运行可靠性排名第一，ATLAS 和 CMS

的网格 IT 设备老旧严重（运行 10年以上），运行可靠性在 200 个网格站点中全年排名保持

前 10%。 

2.4 网络总体情况 

2020 年，完成网络设备扩容，网络总体服务能力得到提升。2020 年计算中心总计交换

机数量 220 台，公共服务器 285 台，有线终端接入数 2781，无线终端接入 8489。国内总出

口带宽达到 40Gb/s，国际带宽 10Gb/s。 

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对公共服务的硬、软件进行升级。2020 年总计公共服务器共 285

台，其中物理机 85 台，虚拟机 200 台；总存储空间 121TB；公共服务系统数量达到 36 个，

通过 Helpdesk平台处理用户问题 4566件。 

使用高速网络通讯使国内外数据交换能力取得较大提升。2020 年从高能所出口的流量

峰值为 18.02Gbps，与 2019年同比增长 81%；输入高能所的流量峰值为 11.75Gbps，与去年

同比增长 78%；进出高能所数据交换总量为 14.63PB，比去年上升 193%。计算中心持续优化

高能所本部和异地站点一体化的网络运行模式，统一规划、建设、运行、构建跨地域一体化

网络环境，并统一安全策略，实现用户多园区无感知漫游。同时，建成 4×100G 科学数据与

计算平台网络环境。 

2.5 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情况 

2020 年，计算中心的网络安全检测及防护能力得到提升。2020 年累计检测被攻击数超

600万次，累计安全应急处理 156项，累计封锁黑域名 40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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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了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制定并发布了《高能所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办法》（高发科

字[2020]95号），制定了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安全基线配置指南、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积

极开展安全意识教育与宣传。 

2.完善了安全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网络安全技术体系平台。推进“国家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 2.0”工作，开发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和服务平台、安全综合防御体系及系统。 

开展网络安全自查和整改工作，取得较好效果。加大投入（1名职工、4名学生），网络

安全运行和研发工作例会，落实具体工作，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和全生命周期跟踪机制。2020

年累计主动发现和处理网络安全事件 150余件。提升了网络安全技能。参加公安部、中科院

组织的网络安全竞赛，并取得良好成绩。在第一届网络安全运维大师赛中获得北京赛区第 1 

名，总决赛优秀奖。 

2.6 公共信息服务 

公共信息服务方面，2020 年对相关软件进行了升级、系统架构进行了优化，系统性能

提升，资源扩充，确保满足用户需求。 

视频会议：新增 ZOOM 和院视频会议 CASLINK。2020年，共支持 ZOOM视频会议 270场，

总时长 67440 分钟，预约用户 98 人，满足大型、国际会议需求；CASLINK 会议面向全院，

完成会议 12352场，总时长 1626869分钟，用户 33797 人，为全院大型国内会议为做出了巨

大贡献；Vidyo会议软件（适用于周期性小型会议）用户数在 2020年达到 2323 人，公共会

议室 3549个。 

正版化软件平台：提供更多的授权软件资源服务如 OS、Office、Adobe Acrobat、Xmanager，

规划和探索学科软件统一服务模式。 

IHEPBOX平台：用户大幅增加，总计用户人数达到 2000以上，空间利用达到 94T（总共

145T）。 

Helpdesk平台：2020年度总计超过 4000个单据，最小响应时间为 0.003hr（10 sec），

最小处理时间为 0.013hr（47sec）。 

Mail系统硬件升级：性能及容量都得到了提升。 

2.7 所级信息化 

2020 年所级信息化系统整体运行稳定，业务覆盖范围增加，办理效率进一步提升。同

时，持续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信息化系统，面向所内提供服务。实现了“一个 portal 平台、

一个移动端 APP” 下融合的业务应用系统集群。其中，移动 APP 安装使用总人数达到 1046

人，日均使用人数约为 120人。 

物资采购系统年度单据数 4091 条，总金额超过 14亿，平均审批时间 7.92 天（同比下

降 24%）；大装置及分支机构报销系统年度单据总数 3424条，总金额超过 5亿，平均审批时

间 8.43天（同比下降 13%）。 

实现对高能所及各分支机构财务管理的一体化。将高能所本部、东莞分部、天府中心、

亚丁中心、济南分部、南方光源的报销工作纳入大装置及分支机构报销系统中，未来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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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分部一体化管理。 

表 1 财务管理数据统计表 

系统名称 高能所本部 东莞分部 济南分部 天府中心 亚丁中心 南方光源 

大装置及

分支机构

报销系统 

HEPS：917条 

报销金额：2.5亿+ 

LHAASO：925 条 

报销金额：1.7亿+ 

1247 条单

据 

报销金额：

9千万+ 

32条单据 

报 销 金

额：17万+ 

9条单据 

报 销 金

额：8万+ 

15条单据 

金额： 

5万+ 

88条单据 

金额： 

450万+ 

物资采购

系统 

总：3580条 

采购金额：8 亿+ 

1074 条单

据 

采购金额：

3亿+ 

7条单据 

采购金额

100 万+ 

1条单据 

采购金额

100万+ 

3条单据 

采购金额 6

万+ 

108条单据 

采购金额：

7000万+ 

3. 研究与开发情况 

3.1 实时计算与高通量计算 

如何实现在有限的经费下，既要满足任务的实时性又要保证资源利用率最大化？计算中

心采用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异构计算资源，分类提供最契合的计算架构和服务。实

时计算目标是：满足空间项目（如 GECAM地面数据处理）要求数据处理在 2小时内完成。采

用 HTC+兼容单核、多核作业（如 GECAM暴发事件搜索等），高吞吐、高效率（平均调度延迟

约 3~4秒，最低调度延迟<1秒），实现快速资源调度。 

高通量计算需要满足规模扩展和调度效率的综合需求：并发运行作业数范围 2 万-> 4

万，作业容量在万级-> 数十万级之间，实现计算规模横向扩展。 

3.2 调度系统开发与优化 

作业调度系统基于运行大数据的策略优化机制进行。根据应用需求和作业特点，推荐和

实施个性化调度策略，包括站点级别和实验级别。 

细粒度作业类型（test， short， default， mid， long）， 作业根据不同需求选择

不同运行队列，加速资源分配效率。 

dHTC 调度系统的研发。计算中心长期与威斯康星大学团队保持合作，2020 年度开始，

进行定期的月度会议并开始提供技术和代码贡献，具体涉及 Tokens、作业进程管理、作业

提交等。 

3.3 核心及边缘存储技术 

采用三种科学数据处理模式，面向高能物理、空间天文、射线类科学等，满足分布式计

算、集群计算、云存储、长期保存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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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拥抱开源，实现点上突破。充分理解和掌握先进开源技术框架， 避免重复造轮

子。开展了 Luster、EOS、EOSCTA、磁带等关键技术研发，均取得重要进展。同时开展智能

存储、可计算存储、数据压缩等大数据处理前沿技术研究。 

存储核心站点：大型数据中心（北京、东莞、怀柔）。提供持久化存储能力，并结合实

验的 I/O模式，量身定制软硬件配置和性能优化策略。根据实验需求进行分治或统一。 

存储边缘站点：分布在国内各高校的合作组单位、公有云等机会资源。不再维护持久化

存储，运维人力降低，系统健壮性提高。部署远程 IO、数据联盟、磁盘 Cache 等数据湖技

术，降低广域网访问延时、加速热点数据访问，提高数据访问效率。 

3.4 研究与开发—商业云（阿里云）融合评估 

结合计算中心的资源共享机制、需求，我们对计算中心和阿里云进行对比后，发现自建

是最优选择，商业云只能作为一定规模之后的突发峰值需求补充。具体核算是按计算中心

2020年提供的 CPU机时和存储资源，对在阿里云和计算中心本地计算的费用进行评估。2020

年计算中心的 CPU机时 146，607，916CPU小时（1.4 亿 CPU小时），存储资源 30PB。评估后

得出的结论是：阿里云的费用是计算中心的 15.2 倍。因此我们得出初步结论：存储只能依

赖于自建，计算和计算模式有关，持续性的计算任务可以自建，非持续性任务各实验间共享。 

3.5 高能物理 ARM 生态建设（华为合作） 

HS06基准评估：ARM单核性能较差，整机性能较高。是 Intel E5-2620@2.0G 的 7.26倍，

Intel Gold 6230@2.1G的 2.02倍。 

LHAASO 重建评估：基于姚志国老师编写的 WCDA 重建。ARM 上单核运行比 6230@2.1G的

慢 40%，但整机性能是 6230@2.1G的 2.72倍，评估结果与 HS06的结果吻合。 

MPI应用评估：采用 Gromacs和 LAMPS模拟软件进行。Gromacs MPI 计算 ARM是 Intel

（14核）的 3.8倍，LAMPS MPI计算 ARM是 Intel(R) 的 137%。 

格点 QCD软件 Chroma：在 ARM平台上计算效率是 Intel平台的 2倍。 

ARM具有低功耗、众核架构、国产化等优势，生态快速发展，未来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3.6 软件框架与研制 

研发科学数据管理框架与科学数据处理软件框架。目标是隔离计算系统和学科软件，集

成标准的通用功能模块，同时，提高学科应用间互操作性。服务对象包括 HEPS、LHAASO、空

间项目。  

3.6.1 数据管理框架及 BSRF测试床应用 

漫散射站测试床（对接商业控制软件）：测试床整体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提供了千

兆网络环境，线站本地存储 NAS (30T)、中心存储 Lustre存储(80T)，实现元数据提取（控

制系统、传输系统、院提案系统）和元数据 catalogue。同时，实现数据传输（本地存储->

中心存储），提供基于 web 简单的数据服务，实现数据查看、检索、下载功能。测试床稳定

运行于生产环境，存储数据量 330GB、产生元数据 179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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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1 高数据通量线站测试床（对接自研控制软件）：明确了控制软件与数据管理、计算

系统、软件框架等系统之间的关系与接口，设计研发数据管理系统与自研控制系统 Manba的

接口，实现了软件框架与计算系统之间通信流程和接口功能验证。 

3.6.2 数据处理框架及测试床应用 

软件框架测试床已经用于 3W1以及 B7 线站数据处理，实现与计算平台对接、与学科软

件/算法集成以及与数据管理软件系统对接。 

3.7 运行大数据平台 

建设基于流处理技术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平台支持海量异构文本数据实时获取、快速处

理、深度关联分析以及实时分析。大数据平台服务于计算系统运维和优化，实现自动调整运

维策略，保障集群服务质量。覆盖多站点（IHEP/稻城/CSNS/高研院/北大/山大/科大/兰大）；

覆盖多维度（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动环等种类的 300多监控指标）；覆盖异构设备（X86服

务器/GPU服务器/ARM服务器/动环传感器/交换机）；综合监控可视化；具有高可用，高可靠，

容器化，横向可扩展特性。平台技术未来可应用于大装置智能运维和优化。 

3.8 分布式站点运维质量评价体系 

调研国际国内数据与计算中心站点运维质量评价标准，制定高能物理站点运维质量评价

指标。制定运行环境/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传输/机房环境 5类评价维度下的 30 多种具

体评价指标。结合指标评估矩阵，设计完成了站点可用性可靠性计算标准。未来可能应用于

包括 JUNO分布式计算国际合作中的服务质量评估。 

3.9 公共信息系统 

Indico建设运维：2020年 4月，加入 CERN Indico 开发团队，承担汉化及 Bug fix 任

务。2020年 9月 14日，中文版 Indico在 CERN Indico2.3版本中发布，同时支持使用 CERN 

Indico，并持续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信息化系统，面向所内提供服务。 

表 2 所级信息化系统详情 

系统名称 内容 
发布时间及

状态 
使用情况 

大装置及分支机

构报销系统 

实现对高能所大科学工程项目及分支机构

线上的报销、借款审批及财务的综合管理 

2020年 7

月，运行中 

东莞、济南、

天府、亚丁已

使用 

移动 APP3.1 

新增集成了工程项目管理系统、课题绩效

管理系统、会议室预定系统及用印管理系

统，并完成对发布模式的自主化部署 

2020年 4

月，运行中 

安装使用人

数：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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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及实验支持情况 

4.1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 

2020 年启动了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各项任务，并取得一定成果。完成数据中心

门户网站建设，并与科技共享网、院科学数据中心网站实现互联互通，并建立综合监控系统，

实现了数据中心及分中心联合监控，并将监控指标量化展示。推进大湾区分中心成立，重点

服务于中国散裂中子源和南方光源等大科学装置，汇交实验数据、产业化数据、应用数据等，

促进数据科学技术和技术转化、助力大湾区经济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转化。 

4.2 空间项目 

参照大科学装置管理组织架构，建立空间项目与计算中心的纽带，得到空间项目指挥部

的支持和认可。梳理空间天文科学项目的特点及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存储、计

算、网络、软件、数据管理、信息化等。支持的卫星项目包括 X射线天文——HXMT、EP、eXTP；

空间粒子/伽马探测——GECAM、SVOM。 

定期开展用户交流会，制定项目协调团队及技术支持及运维团队，采用联系人全程参与

/跟踪卫星研制过程的方式服务，从 2020年 5月开始的第一次用户交流会以来，所有用户需

求均得到 100%解决。计算中心与天体中心对接总体协调人的方式提升了各项工作效率，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4.3 理论物理 

与理论室合作进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面向高能物理领域科学发现的高性能应用软

一卡通在线管

理系统 

实现对一卡通办理的线上管理，通过接

口方式与一卡通系统关联 

2020 年 6

月，运行中 

推送 3754 条

数据（包括退休

人员） 

用印管理系统 重构及优化了所章的审批模块，实现对

所章使用流程的线上管理，后续将扩展部

门章管理流程 

2020 年 9

月，运行中 

47条申请 

数字档案管理

系统 

实现对高能所档案电子化管理，包括档

案检索、档案查借阅申请、档案查借阅审

批、建档流程管理、并与移动 APP 对接 

2020 年 9

月 开 发 完

成，移交档

案室测试中 

-- 

科研信息及成

果汇交管理系统 

将实现对个人科研信息及团队科研信息

（包括科研成果信息）的线上统一管理 

2020年 11

月底开发完

成，内部测

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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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研制”工作。从无到有，研发了格点 QCD计算软件的申威版本，首次实现在中国的超

级计算机上的大规模高效运行；实现计算规模达到 852万核，相对于 5万核效率高达 58.1%；

实现从 CUDA到 HIP的转码和优化，在曙光 DCU（GPU）平台上实现 20736个 DCU 卡（相当于

132万核）；已经完成系统整体测试，专业评测机构给出了五星评价（最高级）。 

与华为合作，在华为鲲鹏 920处理器上完成 LQCD Chroma (multigrid) 编译和测试。

鲲鹏 CPU 芯片内部设计了高速互连，使得 Chroma 在计算时 CPU 利用率较高，是 Intel 的 2

倍。同时与理论室共同培养博士后，开展 LQCD在 ARM上向量化的开发（128 bit NEON）未

来将会逐步开发基于国产处理器的 LQCD软件框架。 

表 3 芯片测试数据对比 

型号 双精度浮点性能理论值 实测数据 CPU 利用率 

Intel 6248R 2.17 Tflops 39 Gflops 1.80% 

Kunpeng 920 1.18 Tflops 43 Gflops 3.65% 

4.4 东莞大科学智能计算中心 

全程参与东莞大科学智能计算中心设计与建设工作，完成了需求分析、可行性研究、概

念设计、架构设计、详细设计工作。东莞市资金支持，拥有独立资源池，利用 10G数据专线

连接 CSNS 数据中心，采用高能所统一管理和运行，并纳入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大湾区分

中心，中心预计在 2021年 6月正式提供使用。 

4.5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 

2020 年，完成了 HEPS 建设初期的一系列工作。完成了机房基础设施规划与设备调研，

启动了对网络结构、存储、科学计算、软件框架、安全、运维等方案的实施工作。完成科学

数据管理策略制定，搭建了 HEPS 线站测试床并完成漫散射站数据管理方案测试评审。将数

据分析平台接入统一认证系统，并完成用户服务系统的开发工作。 

4.6 其他信息化项目建设情况 

信息化数据综合服务：计算中心向其他业务部门推送数据，并协助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 

一卡通项目：承担一卡通专网建设及一卡通业务办理系统研发。 

学生公寓网络设计与建设：完成整体方案设计、建设，目前正在方案实施中，预计三公

寓网络 2021年底能提供使用。 

山东省高等研究院科学计算平台建设：参与平台规划与设计、建设指导、运行指导等工

作。 

科学院信息化十四五规划：骨干力量参加安全、科学数据、科学计算、人工智能等工作

组，将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与计算、大装置安全、人工智能在高能物理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纳入

到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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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室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 

实验室建设：分布式计算、云计算、计算调度、存储新技术、网络新技术、网络安全、

web应用 7个技术研究小组工作开展积极有序。服务与科研相结合，平台、服务、研发一体

化，并计划签署新技术探索联合实验室：高能所-华为技术探索实验室。 

学科方向：高性能计算、海量存储、云计算和大数据、网络及安全技术、数据库技术、

信息化技术、软件技术、科学数据管理、数据处理软件框架。 

6. 争取项目及经费情况 

截止至 2020年 11 月底，计算中心到位科研经费 2700 余万元。来源包含国家高能物理

科学数据中心、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专项等，并在 2020 年获批 2项

自然科学基金。承担大工程建设经费约 1亿元，其中 JUNO>3000万、LHAASO 3600万、HEPS 

5000万。 

7. 改革与创新 

1.凝聚共识，讨论制定计算中心发展战略。中心多次召开战略研讨会，内部讨论，达成

共识。5 月份完成后，征求各学科和研究室意见，最终形成 5-10 年发展规划，有目标、有

计划、有安排、有落实。 

2.设立双层实验联系人制度，最大程度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室务会成员与部门对接，

实验联系人与具体项目对接。 

3.学科融合发展，形成技术、软件、人才的交叉学科平台。与 HEPS、GECAM、LHAASO等

项目联合开发科学数据管理软件框架。比如，与理论室联合培养博士后，从实验物理中心等

招聘员工（2个博士后）。 

4.成立数据与计算平台用户委员会。用户委员会于 2020年 5月 26日正式成立，制定了

《用户委员会章程》，协助制定发展规划、反映用户需求、协调用户与计算中心之间经常性

事务等。 

8. 人才培养、创新文化建设与研究室管理 

8.1 队伍结构 

截止至 2020 年 11 月底，计算中心共有职工 43 人，与 2019 年持平。正式在编人员 37

人（含东莞借调 1人）、项目聘用 1人、劳务派遣 4人、博后 1人。 

较去年人员变化：调离 6人（在编职工 4人、博后 2人）；招聘 6人（在编职工 4人、

博后 1人、劳务派遣 1 人） 

中心职工平均年龄 37.9岁，40岁以下人员占比 67%，队伍更加年轻化。 

整个中心人员队伍特点：中青化、硕士及以上人员占人员队伍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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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人才培养 

2020年毕业 4人（博士 2人、硕士 2人）；在学博士 5名、硕士 9名 （含 4名联培）、

在站博士后 1 名（同理论室联合培养）。依旧采用每季度对研究生进行定期考核，学术小组

给出意见，督促整改的管理方式。成立了研究生管理组：完善管理规范，实施教育处要求规

定。拓展联合培养渠道：新增三人成为郑州大学软件学院可招生导师。 

8.3 学术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160人次、口头报告 35个。其中，实

验合作组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 60 人次， 共做 20 个报告，涉及 BES III、LHAASO、HPES、

JUNO、CEPC、BelleII等。国际高能物理计算会议 80 人次，口头报告 10人次，涉及 HEPiX、

WLCG&HSF online worshop 等，其中存储技术、HEPS IT 架构相关报告得到极高评价。参加

国际计算技术合作会议 15人次，5个口头报告，涉及 HTCondorEOS DIRAC CLHCP 等 

发起光源类大装置信息技术会议，包括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上海自由电子激

光、大连光源、合肥光源等。 

成为 WLCG GDB成员，带领团队深入承担 WLCG各工作组任务。 

主办第一届高能物理计算暑期学校。学员来自 60 多个高校及研究所，400 多人在线参

加，满意度达 92%。 

发表论文 19篇（国际 11篇，国内 8篇，较去年增加 5篇）。 

8.4 研究室建设与管理 

中心室务会和行政小组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和任务的完成。室务会成员对内对外分工明确，

并在网上公示。重新组建学术小组、研究生教育小组，新任命 5名行政副组长。 

定期召开室务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党支部负责创新文化建设、工青妇工作和学生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完成考核办法修订。根据工作岗位性质和职称，细化考核标准，包括组长，高级/副高，

中级及以下，工程师等。首次采取“全员谈话”方式，告知排名与分项得分，分析差距，促

进提升 

严格执行考勤制度，规范出差、请假等流程。开展“科教融合”，在国科大“核学院”

继续开设研究生课程。 

8.5 创新文化和制度建设 

正确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倡导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疫情防控与科研创新

两条战线，全体职工守岗尽责，共同保障科学研究不掉线。 

加强学术环境建设，坚持举办 “青年科技园地”等学术活动，共举办 11期，总计 135

期。坚持 举办“新春联欢会”、“迎新会”、“羽毛球比赛”等品牌活动，鼓励青年志愿者上

门技术服务。看望离退休老同志，关心困难群众，慰问生育职工。设计门厅宣传栏、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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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栏、洽谈室等，提升员工办公和生活环境。 

制定和完善研究室制度建设并严格执行。重新修订了《计算中心职工考核办法》，增加

组内互评等环节。坚持室务会制度，完善因公出国管理、出国报告审查制度、机房值班制度、

研究生季度考核、会议报告审查制度、发表论文规定、客座及流动人员管理制度等等 

全面贯彻反腐倡廉等相关规定，重点岗位重点人员，不断提醒，开展警示教育。 

计算中心党支部是 2020年度四个优秀支部之一。 

9.存在问题 

人员招聘及引进有困难。合适的候选人不多（如：软件技术及开发人才），对优秀的人

选没有吸引力。 

国际合作需要开拓。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如开拓国际合作学科方向（如：同步辐射

IT技术） 

部分实验计算资源短缺。如网格资源（CMS、ATLAS）老化、不足。 

10.2021年工作重点 

按照“计算中心战略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有序推进和落实，提升数据和计算平台服

务能力，包括资源能力、服务能力、研发能力以及数据汇交能力的建设。 

按照实验进度推进计算中心承担的任务，包括各个实验的现场网络、计算、传输能力、

离线计算、数据服务能力，扩展资源，保障服务质量。 

 

 

（撰稿人：晋文媛   审稿人：齐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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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工作总结 

 

2020年度，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前沿技术研究和工程化开发并重，

全面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中心重视新技术的研究和部署，针对行业应用需求，重点开展新

一代探测技术研究和探测器研制工作，并通过与应用单位的深入合作，解决了领域内重大技

术难题，推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一、科研工作进展 

1、 辐射安全方向 

1） 完成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核安全监测前沿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各探测及成像终

端研制，将多个探测终端组网，进行多种信息一体化集成，可机动灵活、响应迅速、快速确

定区域性放射性污染分布范围、活度和核素种类等信息。研制了 CZT便携式核素识别仪，能

够对核素种类进行快速识别，并可进行联网使用，应用于应用场景。基于安卓平台，开发了

集数据采集、数据解析、道址标定、核素识别、分辨率分析、可视化、存储为一体的软件系

统，支持对多台设备同时进行采集处理分析。基于核素指纹图谱数据库的核素溯源技术研究，

研发核素自动净化装置，实现核素半自动化淋洗和净化，优化了样品制备方法，提高了回收

率，缩短了制样时间，满足核应急快速分析需求。 

2） 研制了可单人携带的小型快中子编码成像系统，解决了小像素中子成像探测器多次

散射事例甄别难题，实现了快中子伽玛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准确定位，可应用于特殊辐射环境

放射性物质的快速甄别成像定位。 

3） 用于核燃料芯块生产企业用核燃料富集度无源检测设备获得实际应用，解决了传统

有源检测中锎源进口问题，该系统已投产一年，期间零故障运行。2020年 11月通过中核集

团成果鉴定，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2、 精密检测方向 

1) 以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为主，2020 年度完成三台 X射线三维分层成像仪的研制，

可实现 1 分钟高分辨大视野快速扫描，技术成熟度达到用户要求，获第三届中国•济南新动

能国际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和东莞研究部合作建立了检测实验室进行应用示

范。 

2) 根据用户单位需求研制完成 450kV 超大视野工业 CT 系统，最大可对Φ1500mm × 

2000mm的超大工件进行三维扫描。 

3) 受上海光源委托开发，研制完成能量色散 X射线探测器，在同步辐射光源中对 X射

线吸收谱的快速连续收集，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已在上海光源吸收谱线站部署，用于光源二

期验收中。 

4) 加强与文物研究单位合作，推进精密检测技术在文物保护及发现方面的应用。与敦

煌研究院合作开展墓葬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开展馆藏脆弱铁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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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劣化机理、保护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开展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等。 

3、 3、医学影像方向 

1) 乳腺专用低剂量能谱 CT通过科技部验收，性能优于常规积分式乳腺专用 CT，获第

三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三等奖。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 采用光子计数型能谱

探测器，技术指标超过国外同类仪器水平，通过中科院装备研制项目验收，获得 2020 年度

中国体视学会一等奖。开展能谱 CT用碲化镉探测器研制，与 ASIC芯片实现倒装焊，完成阵

列探测器组装。 

2) 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展天然气水合物 PET 系统研制，旨在实现

内部结构及流体运移过程的动态成像，目前已完成系统设计。 

3) 在医学影像数据处理方面，初步建立了多模态 PET/MRI数据分析方法，并应用于慢

性脑缺血疾病术后评价的数据分析；完成了病毒干预恐惧记忆模型大鼠的 PET 成像数据分

析；开展了多中心脑结构 MRI成像数据校正方法研究。 

4) 在分子探针研究方面，开展了基于吡咯烷-2-硼酸结构 FAPI探针的研究，利用甘氨

酸（Glycine）连接吡咯烷-2-硼酸结构和苯甲酸，设计正电子核素
18
F标记的 FAP 抑制剂，

可用于纤维化及实体肿瘤的成像。利用[
18
F]SFB的方法，通过两步法制备了目标探针，衰变

校正后的放化总产率约为 27.6%。开展了正电子肝功能探针
64
Cu标记 GSA的研究，利用

64
Cu

与蛋白形成金属簇的特性，对 GSA进行直接标记，动态 PET结果显示肝脏中特异性摄取，与
99m
Tc-GSA相比，具有更快的体内清除速率。 

4、 4、加速器技术 

1) 开展辐照灭菌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开展墓葬

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研制一套智能化、移动式电子辐照装备，用于防止霉菌侵蚀损

害文物，目前已完成关键部件设计方案评审。 

2) 开展辐照加速器关键部件辐照加速管研制，目前已交付 2根辐照加速管，剩余 2根

调配后按照时间节点按时交付。 

二、对外开放服务情况 

中心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服务平台的建设，将自主研制的仪器设备纳入中科院北京物质科

学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和首都科技条件服务平台对外开放服务，2020 年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CT对外开放服务，建立了大鼠脑白质网络发育软件平台，优化了分子影像数据分析平台。 

利用小动物能谱显微 CT 对猎镰猛蚁的下颌骨进行高分辨率扫描，清晰呈现其牙齿的空

间其形态特征，并利用仿真软件对得到的三位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获得其内部显微结构、

表面形貌及应力分布。研究发现，猎镰猛蚁的下颌骨存在由背齿和腹齿构成的特殊非平行双

排结构，有效增强摩擦稳定性，从而提高捕食能力。该研究不仅加深了对蚂蚁捕食行为的了

解，并为多功能抓手机器人设计提供了启示。 

血渭一号墓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年代为 8世纪，是迄今青藏高原上发现的最完整

的高级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唐-吐蕃关系史、丝绸之路史等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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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墓主的具体身份难以确定，考古发现的印章可能记录了墓主的身份。但印章纹饰表面覆盖

了较厚的锈蚀层，用化学方法清理很可能会破坏文物本体。利用中心研制的 450kV 工业 CT

对文物进行了断层成像，成功提取出印章的纹饰信息，为专家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依据，

印章的发现进一步确定了都兰墓的性质。 

三、科研成果产出情况 

2020年共发表文章 48篇，其中 SCI收录 21篇。申请发明专利 14项，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标准制定方面，2020 年参与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乳腺正电子发射

断层成像装置 性能和试验方法》制定工作，参与国内 PEM 临床诊断指南制定。参与核行业

标准《核法证学应用技术规范》修订。参与起草硅酸钇镥闪烁晶体阵列、铈掺杂硅酸钇镥闪

烁晶体、铈掺杂铝镓酸钆闪烁晶体相关团体标准 3项。 

四、研究室建设与管理 

为顺利推进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调整定位，进一步加强基础、共性、核心技术研究，中

心工作主要聚焦在射线成像相关探测器、电子学和软件算法前沿技术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射线成像方法研究、核心部件研发和高端专用科学仪器研发，将工程化和产业化职责逐

渐转移到济南研究部，与济南研究部形成互补和紧密衔接。 

中心现有固定人员 59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10人，副高级职称 34人，进站博士后 6人。

2020 年进行了课题组调整，现有 9 个行政课题组，均由青年骨干担任课题组长。实验室建

设方面，2020 年完成核成像、核探测实验室功能区改造，完成核探测实验室中子管环评使

用资质许可；完成辐射成像系统测试平台搭建；完成电子学实验室功能完善和设备购置。对

外合作交流方面，积极组织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重视与应用单位交流合作，加大所内

部门之间的合作，进行优势技术互补。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意向开展临

床诊断、放射治疗、放射性药物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与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意向开展辐射环境监测领域等方面的合作。与国核铀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开展核药及相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五、济南研究部建设 

济南研究部定位于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旨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转化的通道，

为核技术产业发展持续提供技术保障。2020 年作为开局之年，济南研究部在疫情期间克服

重重困难，于四月初开工建设。与此同时，机构设置及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工程化人才队伍

建设初具规模，与实验大厅建设同步开展了实验设备和材料采购。 

2020 年度重点工程化开发方向为电子学板卡工程化、新一代便携式伽玛成像仪开发、

车载辐射环境监测平台及算法工程化开发。为实现电子学板卡在芯片级的全国产化，解决板

卡在特殊应用场景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加紧核电子学板卡国产化替代，目前完成了器

件国产化调研，针对主要芯片如 FPGA、高速模数转换芯片进行了性能评估，正在逐步推进

国产化替代方案。开展了全新一代便携式编码相机研制，完成首版组装及工程样机联合调试。

车载辐射环境监测平台完成招投标和车辆初步改装。算法研究及软件工程化团队已到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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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能够根据需求进行设备配套软件工程化开发。 

六、小结 

2020年中心各项工作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资源到位、监督有力，有效保障了重点项目

和科研任务的顺利推进。2021 年度中心将继续保证重点研发计划、装备研制等工程项目按

期完成，济南研究部基建完成并交付使用，首批技术成果在济南成功实施成果转化。 

 

 

（撰稿人：郭静  审稿人：魏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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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党政联合办公室工作总结 

 

2020年，党政联合办的各项工作有序、顺利开展，取得良好成效，具体如下： 

一、党务工作 

2020 年，党政办根据上级党委工作部署，组织完成高能所党委纪委、工会（职代会）、

团委换届工作，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协助党委积极引导全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

分发挥“两个作用”，并按时完成所党委要求的各项工作计划。 

（一）顺利完成高能所党委纪委、工会（职代会）、团委换届工作 

经北京分院批示，我所党委纪委于 5月启动换届选举工作。党政办指导各党支部严格按

照组织程序选举产生党员代表，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组织指导各支部（总支）

严格按照“两上两下”的组织程序，开展候选人的酝酿提名工作。对酝酿提名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因疫情原因，且本次换届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党政办在严格

遵循各项选举制度的前提下，合理统筹，按时提醒并指导各支部（总支）按照规定程序和要

求有序完成了各项工作。6月 3日，协助党委组织完成了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 

2020年 7月底、9 月初，党政办分别组织完成了工会（职代会）、所团委换届工作。 

（二）党委讨论“三重一大”事项并出台相关规章制度 

2020年所党委讨论“三重一大”事项 31项并出台相关规章制度 8项，包括《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三重一大”议事规则》、《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通知》、《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的责任清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办法（试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创建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实施方案》和《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 

（三）建立党支部工作月度提醒制度 

落实“三会一课”，建立主题党日活动提醒督导机制。坚持每月提醒机制，制作学习课

件（全年制作 14件），确定每月主题活动，供各党支部参考，提升学习实效。 

（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政办协助所党委向全所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发出公开信，制

作专题网页，开展园区专题宣传，组织召开滞留湖北党员慰问座谈视频会，寄发口罩和慰问

信，号召滞留湖北党员从事志愿服务，发动党员和群众踊跃捐款共计 242691.51 元。全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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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疫情防控、科技创新工作中积极当先锋、作表率。 

（五）落实所党委工作计划 

1、2020年所党委设立重点工作计划 43项，其中 42项由党政办落实或牵头落实。党政

办坚持工作计划提醒，对各项计划进行动态跟踪。 

2、抓好基层组织建设。2020 年我所 2 个总支、6 个支部按程序换届，6 个支部补选，

新设党支部 2个并配好配齐班子成员。组织发展对象培训班 20人次，接收预备党员 11 人，

完成预备党员转正 12 人，完成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123 人。2020 年度收缴党费 1523269.08

元，上交上级党委党费 533308.52元。 

此外，党政办与人力资源处共同完成近 30 名中层干部人选及试用期满中层干部的考察

工作。 

3、做好党员教育宣传工作。组织落实完成党中央、院党组部署的各项学习任务，并结

合研究所情况开展宣传工作，挖掘科技创新背后的先进事迹，通过宣传报道、拍摄视频、“推

优荐先”等多种方式选树典型，高能所荣获“2020年度中国科学院党建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4、做好两个基地管理工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本年度共接待社会各界人士 13 批次，

220 多人次参观。对博展馆内院士风采与历届领导班子内容进行更新，添加了邓小平同志、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展板，在博展馆外墙安装了艺术字，制定了参观指南。党员主题教育基

地本年度共接待 17批次，489人次参观。 

党务获奖情况： 

加速器中心党总支荣获中科院“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高能所荣获 2020年度“一

所一人一事”先进事迹征集评选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奖；《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有效途径研

究—以高能物理研究所为例》、《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关于发挥

中科院党员教育基地作用提高党员教育质量的研究（以中科院“报国初心·高能情怀”党员

主题教育基地运行经验为例）》均获得北京分院党建政研会 2020 年度优秀课题二等奖；《智

叟与山—高能所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团队》和《科学寻梦—从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到江门

中微子实验》均获得中科院北京分院“率先行动故事汇”微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率先团队”

奖。 

二、政务工作 

(一)文书工作 

1.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做好申请盖章文件、材料的逐级审批、核查，为科研、工程、基

建等项目申请、预算、建议书、中期总结、验收等加盖所章，并及时将用印申请表留存备查。 

2.为职工外出联系工作、购买材料、电话安装及移机、参观等开具各种证明和介绍信。 

3.公文办理环节中，力求做到传递及时、准确，注重与各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做好催办

工作。本年度共接收、处理中科院及院外文件 846余份及处理各种通知、函件、资料、简报

等；发文 162份，及时上报、上网；会议纪要 23期；重要事项通知 191期。做好涉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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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接收、登记和传阅，并按时清退，做到不泄密，不丢失。处理 ARP中外事工作的提请

领导审批、合作计划、专家引进等得加盖公章。 

恢复所务会议决定事项执行、反馈制度，收集、统计上半年需落实的事项 32 条，涉及

七个部门的工作。 

（二)文书档案工作 

做好文件处理并及时收集汇总、移交工作。年度归档的案卷 72盒，其中永久 12盒、长

期 34盒、短期 26盒，完成了信息录入，归档文件资料 1400余份。 

（三）全所重要会议的组织工作 

全年共组织召开所务会议 23 次，共发出 191 个重要决定事项通知，及时向执行单位传

达会议决议。加强沟通协调，为落实会议决定创造条件。组织的其他重要会议还有年度工作

会议暨职代会、高能所部门年度计划汇报会、院士座谈会、新春团拜会等。 

（四）制度建设 

推动全所规章制度清理方面，参照院发《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

管理条例》，对全所各部门对现行规章、制度进行深度梳理（2019.10-2020.04），对以上规

章条例、现行制度、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或不一致的，及时进行修订、宣布失效或予以废止 。

编撰发布《高能所制度汇编（2020年 5月版）》，收录规章制度 192个，595页。 

推动全所规章制度建设方面，新发规章制度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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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层面：制订发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三重一大”议事规则》、《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责任清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费收缴、使用和管

理的办法（试行）》、《中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高能物理研究所舆情应对工作管理细则》等。 

（五）秘书工作 

起草、通稿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文件，完成所领导部分报告的起草，编辑印发所行政版年

报、通讯录；完成区年鉴、院年鉴材料的编写和上报；做好院士和所领导的服务性、行政性

工作；做好全所性重要会议及重要来访的接待工作。 

三、宣传工作 

（一）积极组织协调社会媒体宣传 

发挥主流社会媒体优势，社会媒体原创报道所成果、进展 223次，其中 138 次（61%）

为中央媒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报道，央视报道 29次。 

配合所重大活动组织重点宣传，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退役仪式约半小时直播获 174.2 万

人次关注。中央及地方媒体原创报道 23 篇，其中央视新闻报道 2 次。中科院之声科普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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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95.5万人次关注。科研圈文章获 2.2万人次关注。 

（二）多平台联动推进网络宣传工作 

所网站年浏览量超过 3400 万，访问者超 256 万，微博、微信、B 站粉丝总数超 36 万。 

推动网站建设与规范运行。配合研究所重要活动开展制作所网站大专题 2 个：纪念谢家

麟先生百年诞辰、第 16届公众科学日；组织所内、所外网站改版。 

加强新媒体内容建设。微信组建小编团队，鼓励研究生参与新媒体建设，原创作品数量

明显提升，年度原创稿件 53 篇，月度常读用户数稳步提升，并与科普大 V 公众号合作，推

进科研成果科普化。B站成立拍摄团队、设计动漫形象及文创；支持所内公众科学日、高能

论坛等重大活动直播，并与兄弟院所合作直播；开通 6个月后粉丝超 10万。 

（三）稳步推进政务信息工作 

年度报送政务信息稿件 16篇。 

（四）规范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 

编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信息公开工作 2019年年度报告》。 

（五）监测重点网站热点事件的舆情信息，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与主要负责人

沟通 

发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舆情应对工作管理细则》处理舆情问题 1次，向中科

院上报《舆情报告》1 次。 

（六）组织高端学术科普论坛：高能论坛 

为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有效推动学术交流与合作，组织高端学术科普论坛：

高能论坛，并通过人民日报、央视频等网络平台实行矩阵式全媒体传播。已邀请丘成桐、潘

建伟做客论坛，第一期直播获 50 万+人关注，第二期直播获 75 万+人关注。为推广高能论

坛，新开设高能所央视频号、头条号、抖音号、百家号等平台，专人运营，继续扩大我所在

全媒体时代影响力。 

（七）献礼建所 50周年组织所志编写工作 

成立所志编撰工作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等近百人

参与。预计 2023年 1月完成出版。 

（八）重要活动组织 

为推动落实 CEPC项目办有关“CEPC和高能物理宣传规划”， 通过分众传播，逐步提高

公众对 CEPC 项目和高能物理研究的认可度，与实验物理中心、东莞分部、理论物理室、科

研计划处、大装置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申报并执行项目 2项。中国科协中国科技峰会系列活

动项目，获 18万经费支持：组织青年科学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主题沙龙。向上级报送“科

技工作者建议”《推动基于大科学装置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建议》。北京市科协北京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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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明实践基层科普行动项目，获 15 万经费支持：大国重器系列青少年科普视频制作与

传播。 

四、档案工作 

2020年，档案室积极开展建档工作，借助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 

（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重大建设项目的建档管理工作 

继续推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工程（JUNO）、北京同步辐射光源装置（HEPS）、空间二期等项

目的同步跟踪建档；为了有效落实 2021 年度要面临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工程（LHAASO）、

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PAPS）的档案专项验收，积极与中科院档案馆、北京市

档案馆、稻城县档案馆等档案主管部门沟通，同时加强与工程项目管理部门、科研技术等人

员的沟通与协调，有计划地开展正式验收前各项工作的组织部署。 

（二）有序开展其他各类科研、基建项目的同步建档跟踪管理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科研、管理人员后期归档的负担，2020 年度，档案室一直保持对

先导项目/课题/子课题、财政部修购专项、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装备研制、工程维改、

基金项目及各类零星基建工程的全过程同步跟踪建档管理，预立卷约 2000 余卷。同时，为

所有项目的审计检查、资产入库、财务核销等工作提供归档文件的核验与预立卷管理。 

（三）适时制订、修订重大项目的建档管理办法并积极开展业务培训 

档案室与工程办、财务资产处、行政处、课题组精诚合作、密切配合，建章立制、梳理

流程，规范管理，推动建档工作的顺利开展，针对性地制定、修订、完善了 HEPS、LHAASO、

JUNO等项目的《档案管理实施细则》，拟订了不同项目、课题的建档分类方案，规范了建档、

整理、移交流程。全年开展各级业务培训 10余次，培训人员逾 1000人次。 

（四）数字档案室建设按计划推进，二期进馆工作因疫情原因延后 

在计算中心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完成了数字档案室必备字段、可选字段的梳理，

Version 3.0版已完成，正在逐步进行大科学工程、基建、科研、文书及采购文件预立卷等

信息的导入。 

二期进馆的全部梳理、鉴定、再整理、再著录工作全部完成，因新冠疫情原因，院里对

二期进馆工作进行整体调整，我所进馆档案案卷的现场验收与数字化工作尚待上级通知。 

（五）在紧张的建档工作之外积极配合完成所志信息的查阅服务 

自所里启动所志编写工作后，档案室在重大建设项目紧张的全过程同步跟踪建档之外，

用时 2个月，对所有在库案卷实现目录数字化并上传至 IHEPBox，为大家提供查阅便利；至

2020年 12月，仅所志撰写所需的档案案卷查阅服务就达 3000余卷。 

五、纪监审工作 

（一）带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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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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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情况 

所纪委认真学习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在实践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和行动指南。组织纪监审干部有针

对性地学习，内容包括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中科院党

组关于巡视工作的一系列文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提高政治觉悟，强化责任意识。 

（二）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情况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主动发挥作用。纪委书记与全所各部门中层领导进行任前

廉政谈话共计 63 人次。推动研究所修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实施细则》，起草个性化党风廉政建设（廉政建设）责任书，补充细化了各级领导人员的廉

政建设相关责任，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全面落实“一

岗双责”。组织全所各部门逐级签订责任书 40余份；个别部门针对重要关键风险岗位与岗位

主管人员、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总指挥与各个部和系统负责人共签订 101份。为干部群众在工

作调动、先进评选等文件中出具廉政鉴定意见 80余份。 

（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巡视整改、院党组巡视整改工作情况 

抓好中央巡视整改问题落实，配合做好专项检查工作我所分别开展了“四风”问题专项

整治、公务车辆管理、以虚假事项套取科研经费等三项针对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专项整

改检查工作。对整改检查工作中发现的易发常发问题，完善长效机制，规范制度和工作流程，

在全所范围形成知敬畏、明底线、守纪律的廉洁氛围。 

对关键风险领域开展审计监督。完成两个课题负责人的 16 个课题的科研经济业务真实

性合法性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退回款项 3.5万元；结合所内工作安排，完

成了对高能所工会的换届审计，对本届工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管理建议，为下届工会管

理工作提供有效帮助；对所全资公司高能锐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实验工厂 2013-2019 年

经营情况的审计，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摸底，为所内决策提供依据；对所内零星基建项

目进行结算审核，共核减工程结算款 200 多万元，达到控制投资规模防范基建风险的目的。 

（四）做好日常监督，开展经常性纪律性教育工作 

坚持落实在重要时间节点廉政提醒制度，在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

节点前发送廉政提醒；发挥党支部纪检委员在疫情防控工作、党委纪委换届等重点工作中的

监督作用，在所内人员招聘、重大项目招标、干部选拔等工作中全程做好监票工作；通过微

信平台、购置书籍等方式发放廉政教育学习资料，不断扩大廉政教育的覆盖面。 

纪委书记带头讲党课、开展廉政教育培训工作。纪委书记、纪委委员、纪监审干部积极

前往各部门、支部廉政宣讲；全年分批分次到研究所各异地研究中心做现场廉政教育；针对

大科学工程开展面向关键岗位人员、课题负责人的专题廉政教育；利用中科院系统违纪违法

案例为全所党员干部做警示教育；本年度开展各类培训约 20 余次，覆盖面超过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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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运用“四种形态”，按要求开展执纪审查工作 

2020年所纪委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电话等方式的举报共计 13件，除 1件正在处理外，

其余均已办结。根据驻院纪检组转交的“纪律检查建议书”，我所于 3-5 月开展了考勤工作

专项整治工作，编写考勤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报告，上报驻院纪监组。 

（六）制度建设情况 

修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督促出台《高能所

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实施办法》并出具原始数据自查报告。推动相关部门出台《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三重一大”议事规则》、《高能所科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细则》、《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层领导人员选拔聘用和管理实施细则》、《高能所科技成果转化兼职创新及

创业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管理规章，促进全所内控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 

（七）干部队伍建设 

落实“三转”要求，纪委书记聚焦监督执纪主责主业，不分管、协管人事、财务、基建、

采购工作，分管、协管工作中不涉及人财物等事项，主要精力放在纪检工作上。 

高能所纪检工作机构为纪监审办公室，配备专职纪检、审计干部共 3 人，合理分工。

2020年成立了“内部审计工作小组”，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协作配合，为做好内审工作提供

基础保障。纪检、审计人员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 

六、群团工作 

2020年，高能所工会、团委已经完成换届，妇委会换届工作于 2021年 2 月完成。 

（一）做好统战工作 

团结联系统战对象，共同致力于研究所的改革创新发展；为参政议政、组织活动提供必

要条件与支持；加强侨务政策宣传。 

（二）职代会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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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收集、整理职工

代表和合理化建议，最终确定了 15 条提案和 29 条合理化建议。召开了 10 次常委会。对于

党政办、人资处要求征集意见的四项管理办法进行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做到政策和制度

制定的源头参与。 

以人为本，多办实事，传递组织关爱。积极推动落实 3H 工程，解决 41 名职工子女入

学问题；开展野外台站慰问（江门中微子、大亚湾、东莞、西昌）工作；认真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从工会经费中设立“防控工作专项经费”用于基层工会购买防疫物资，设立了“防疫

专项慰问金”用于慰问防疫一线人员和保安、值班人员。在防疫物资最短缺的时刻，所工会

竭尽全力寻求物资购置渠道，分批次为职工购买口罩。为野外台站工作人员寄去慰问信和口

罩，传递组织的关怀和慰问；组织研究员体检，慰问困难职工（本人生病、家属生病等）。

组织开展心肺复苏及 AED急救知识培训；疫情期间，为基层工会购买了运动用品，助力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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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参加北京分院第三届气排球比赛，获得亚军。 

（三）青年团工作 

开展品牌活动，发挥团组织向心力；开展“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理论学习活动；

举办第六届“学法用法”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知识竞赛活动；组织线上交流团学工作研讨

会：组织“抗‘疫’人人有责、青年好担当”青年志愿活动；开展高能所“我们一起过大年”

专题活动，彰显新气象；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 

（四）妇委会工作 

加强先进典型学习，组织妇女代表集体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科院 2020 年度人

物的女性科学家的先进事迹；举办“最美巾帼奋斗者”在线答题抗疫专题活动，开展抗击疫

情线上故事会评选活动；开展多彩活动，服务女性。坚持多年参加院妇委会组织的“恒爱活

动”等；协助解决女职工实际困难；做好异地妇女组织建设工作。 

群团获奖情况： 

东莞研究部工会荣获中国科学院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CSNS团队荣获第 24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高能所团委荣获北京分院 2020 年“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计算中心团支部荣获中科院“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高能所获得 2019 年度北京分院

“妇女工作先进单位”。  

七、外事工作 

2020 年度，受全球新冠疫情病毒的影响，所有出访全部暂停，外宾来访需进行严格的

申请审批，外事工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一）护签机要工作 

受疫情影响，出访全部暂停，对于正在办理中的护照、签证材料，协助办理退回手续。

对于疫情期间长期在境外的职工、学生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上报，对外籍人员出入境信息进

行跟踪上报。协助各研究室对外籍人员来访准备申请材料，向院申请，共成功获取 18份《邀

请函》，9名外籍成功入境。 

完成出访系统中批件预算和事后公示在线审批共 360条，事后核销部分，做到线上与线

下同步进行，确保严格按照外事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根据要求，对参加线上会议的申请严

格遵守规定，进行所内审批、公示等环节。 

按月完成了 2020 年度长期出访 26 人的生活费打款事宜，累计完成 150 多人次生活费

的打款工作，涉及币种包括欧元、美元、英镑、瑞郎等外币，折合人民币 200 余万元。 

交换普通信件 4000余件，挂号信件 450余件、直送急件 32件，做到信件的安全及时准

确无误。从 2020 年开始，机要文件寄递证的年审由两年一审改为每年审验，按要求准备审

核材料，做好机要文件寄递证的年审工作。 

（二）外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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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020年获批的国际杰出学者 2项，国际访问学者 7项，国际博士后 7项的绩效申

报工作；完成 2021年三个批次共 16个获批项目的绩效申报工作。外事办负责中科院国际人

才交流计划 5类项目的申报、执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本年度分三次完成该计划申报

工作：第一批申报 12人，获批 8 人，获批经费 239.3 万元；第二批申报 5人，获批 3人，

获批经费 69.4万元；第三批申报 7人，获批 5人，获批经费 153.7万元。截止目前累计 2020

年度提交申请 PIFI项目专家 24人。 

完成 2019 年度结题核销和 2020年度部分中期核销，核销金额约为 402.92 万元。在全

院国际人才计划管理评比中，我所排名第一，荣获“中科院国际人才计划管理先进单位”光

荣称号。 

2020 年，向国家外专局申请的三个项目均获批：先进半导体探测器技术研究和开发，

获批 30万元；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获批 30万元；中国散裂中子源中子散射

谱仪规划和建设合作研究，获批 30万元。共计 90万元。 

由于 2020 全年度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外国人无法正常来华，故获批项目

无法正常执行。其中先进半导体探测器技术研究和开发项目接到中国科学院院国际合作局通

知，可核销我单位所聘用的外籍专家实际工薪的 80%，故该项目最终实际核销金额 49.1 万

元；中国散裂中子源中子散射谱仪规划和建设合作研究项目核销金额 2.2万元；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因疫情原因，没有执行。本年度顺利执行项目资金 51.4 万元，资助

2020年度外宾 2人次访问我所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本年度获批国家引智示范基地，共批复 50 万元。2020 年度获批 20 万元，因受到疫情

影响，无法展开执行。 

本年度顺利完成中科院国际伙伴计划中一个项目的结题评审工作，共核销项目资金 100

万元。2021 年度共申报 2 项对外合作重点项目，基于活动星系核光谱定位和反响映射联合

分析的宇宙学距离测量项目获批，获批金额 120万元。 

（三）国际会议与外事重要代表团接待 

因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线下来访、会议完全暂停。全年共完成 7个国内线

上会议的 ARP批件申报（实际举办 5个），签订合作备忘录 5份。 

（四）境外宣传 

英文网站作为境外宣传的重要平台，本年度稳步运行。本年度网页的日均浏览量达到

5346，为历年第一。2019 年，英文网站主站共发布新闻类稿件 31 篇，推送院英文主站 36

篇。在全院研究所排名，页面浏览量排名第四，文件点击数排名第五。 

配合全年的重大科研进展开展境外宣传工作，包括慧眼卫星成果发布、大亚湾实验退役

等，准备英文新闻通稿，在 Eurekalert平台发布，有 Phys.org， Scientific America等

十多家媒体、Urdu Point通讯社对我所科研成果进行报道。同时，借助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以及院领英账户，多媒介传播我所科研成果。配合中宣部十

四五规划解读，我所两名外籍（全院共四名）就国际科技合作接受 China Daily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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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积极筹备高能所国际宣传片拍摄事宜，精心挑选国际化拍摄团队，搜集视频素

材，组织协调人员在玉泉路园区、东莞园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江门中微子实验进行外景

和实验室拍摄，对 7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人物采访，预计 2021年 5月成片发布。 

以粒子对撞为灵感，以各个重要年份为元素，设计制作高能所明信片，在 12 月初邮寄

给与高能所有人员往来、项目合作的国际研究所及国际专家，送去新年祝福 

 

 

（撰稿人：宋冉冉、贾英华、王晨芳、王勇涛、杨明婕、李殷   审稿人：郭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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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人力资源处工作总结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人力资源处克服诸多困难、抓住引才机遇，顺利完

成中层干部换届、高层次人才引进、薪酬改革等重要工作任务，保障我所“一三五”战略规

划的顺利实施。 

截至 2020年 12月，高能所有在编职工 1489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333 人，正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 223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 16.73%；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634人，占比 47.56%。

全所在编人员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共 1177人，占比 79.05%。在站博士后 115人。 

高能所有院士 7人，“万人计划”8人，其中杰出人才 1人，领军人才 5人，青年拔尖

人才 2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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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9人，中国科学院“百

人计划”61 人；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74人，其中入选优秀会员 7人；中科院关

键技术人才 7人；中科院创新交叉团队 2组；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 1人；北京市战略科技人

才 1人；北京分院启明星人才 4人。 

一、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1.完成中层干部换届 

1）完成中层干部任期期满考核。1月在疫情严重、禁止聚集的情况下，春节假期期间即

请示分院，并与计算中心一起准备干部考核、推荐线上系统。2 月初在网上对 7 个研究室、

3个技术支撑部门、9个管理部门、东莞分部正副职 70人进行了任期期满考核，并进行了中

层领导、所重点关注干部、后备干部推荐。参与人员范围为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七

级及以上职员等，达到 735人。由党支部组织委员发放账号密码，纪检委员负责监督，保证

投票公正性。 

2）完成中层干部换届选聘。组织研究室、管理、支撑部门中层干部岗位竞聘会共 25场，

评委 303 人次，产生人选 37 人；组织对 37 名拟聘人选的民主谈话和测评，参加谈话人数

449人；规范任前谈话环节，谈话 36人。 

3）加强中层干部管理和培训。完成试用期满考核 3 人；9 月举办中层干部培训会，进

行国际合作局势、纪检法规报告、所内规章制度等方面培训，综合满意度达到 97%，达到良

好效果。 

2.规范领导人员廉洁从业 

1）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年度集中申报 39人；重点核查 10人；处理

问题 4人；随机抽查 4 人，结果均为“基本一致”；重点宣传、加强“八项家事”变化的即

时申报，干部申报意识增强，2人进行了申报。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09 

 

2）组织开展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表专项整治工作。复核 2019以来个人事项不一致问

题的处理 6人；改进工作 3项，明确研判小组成员、增加批评教育记录表、明确查阅个人事

项报告表审批程序。 

3）加强所局级领导兼职管理工作。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试点工作，研究提出高能所禁业范围，核实领导干部本人经商办企业情况，兼职审批上报 2

人；修订《高能所工作人员兼职管理规定》，重点明确了局级领导兼职管理相关流程。 

（二）做好人才的管理服务 

1.人才引进与服务 

在人才政策调整较大的背景下，配合研究部门，做好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在疫情期

间组织面试，安排隔离，联系办理回国事宜，协助入职，耐心解答人才及家属的咨询。“率

先行动”BR计划， A类入职 1人，B类 7人。 

2.人才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 

推荐入选人社部百千万领军人才 1人，万人青年拔尖人才 1人、院青年科学家奖 1 人、

院创新交叉团队 1组。入选院青促会优秀会员 2人，石景山景贤计划首批 24人自动入选，

申报入选 1人。接收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1人，推荐院海外评审专家 2人。 

3.东莞分部引才成效良好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 人。百人计划入选 2 人，候选人 3 人。1 人入选 2020 批次青年

创新促进会，2 人入选 2021 批次青年创新促进会。截至 2020 年 12 月东莞分部共有中科院

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13人。引进所级优秀人才 4名，目前共有所级优秀人才 17 名。2名博

士后入选广东省优秀青年人才国际培养计划，获资助 80 万；8 名职工成功申请新时代引进

创新人才综合补贴，共获 160 万；1名职工成功申请创新人才提升补贴，获 2万；另外积极

与当地政府沟通，促成本所职称享受广东省职称提升补贴，涉及 46人，共获 368 万元补贴。

33位博士后共获 430万资助。为 74名学生成功申请名校研究生资助，合计 150 万。 

（三）加强招聘调配工作 

1.圆满完成招聘任务 

1）扩大招聘宣传。疫情期间，开展线上宣传和面试，较好完成招聘任务。针对光源项

目人员需求急剧增加，积极响应，扩大宣传范围。参加重点院校招聘会 9 场，30 多场空中

招聘会；在院所网站、微媒发布招聘启事，对部分岗位进行针对性宣传。因疫情影响，招聘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共计 80 多个岗位、42 场面试、250 多人参加所级复试。疫情期间灵

活审批，协助学校、候选人收寄就业协议。严格入所审批流程，避免人事纠纷。面对咨询量

增加、社会应聘人员增多的复杂情况，及时反馈进展、落实意向。 

2）接收人员量质齐升。接收人员总数 59 人，其中 211 或 985 院校毕业的占 90%以上。

随着光源开工建设，加速器中心、多学科中心人员需求增加，接收占比 70%。 

2.东莞分部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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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分部开拓人才招聘新思路，充分发挥互联网及地方平台优势，以空中宣讲、“东莞

人才周”等方式面向海内外优秀人才开展人事人才政策宣讲与岗位推介工作，成效显著。截

至 2020年 12月，东莞分部共开展空中宣讲 3场次，并组织参加“东莞人才周”、重点高校

招才引智系列等活动，共揽收硕博简历达 500余份，约 80%为博士候选人，大多数候选人来

自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国科大、日本高能加速器组织、欧洲核子中心等国内外一流科研

院所和知名院校；全年组织集中面试 3场次，共邀约 70余名硕博候选人参加线上视频面试，

发出职工和博士后 OFFER共计 45份，录用人员数量、质量均有提升。 

3.调配工作 

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快速解决户口指标，留学回国人员派遣及落户 9 人；为解决职

工后顾之忧，积极办理夫妻两地分居 5人；协助所内人员内部调动 45人；调出 19人；积极

沟通，避免滞留，促进人员的良性流动。 

（四）实施岗位聘用工作 

1.重要改进 

预测了未来 5年我所岗位变化，结合院政策要求，适当调整了岗位设置；重点把关部门

初评、所级评审程序；改进投票系统，更利于评委查阅竞聘人信息。 

2.组织完成评聘工作 

组织完成专业技术岗位分级、中初级专业技术岗位跨级、职员岗位晋升、工人岗位晋升

所级评审共计 11场。344人报名，最终聘用 196人。 

（五）合同管理 

在编人员合同续签 221人，新签合同 88人，终止合同 24人；非在编人员（含三元、外

聘、返聘、劳务派遣、顾问）合同签订 232人；修订了新版合同，完善了其中关于违约金的

相关约定，将服务承诺书作为合同附件。累计办理合同相关事宜近千件。 

（六）考核工作 

1.职工年度考核 

组织全所职工年度考核。其中，管理人员统一考核共 119人参加，科研和支撑人员由各

部门自行组织，并将职工考核结果报人力资源处汇总。根据考核结果核定岗贴绩效，进行个

别人员的岗位调整、合同解除等。 

2.聘期考核 

组织高级专业技术聘期满 3年、6年人员的任职期满考核，共计 9人参加所级考核；组

织首期合同期满考核，对首期合同期满人员中有年度考核结果位于后 1/5 记录人员共 6 人

进行所级考核。 

3.部门考核 

组织完成年终部门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调整、核定部门及职工年终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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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薪酬福利管理 

1.实施岗位绩效工资制 

1）落实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出台《高能所岗位绩效工资管理办法》，8月起实施。

根据院批准的薪酬分配方案，结合所里薪酬政策现状及未来发展需要，调整薪资结构，重构

工资组成项目，建立岗位绩效工资制下的薪酬体系。 

2）按分配系数，调整了岗贴、绩效分配标准，适当向青年职工倾斜。调整了领导职务

津贴分配标准。 

3）保证工资发放。负责在编职工、三元人员、外聘人员、劳务派遣、返聘人员、博士

后的工资发放及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补贴核发。7 月全所统一调整变更月绩效标准，还有年

终绩效、薪级工资、双薪、课题奖励、特殊人才绩效、引进人才绩效等发放，工作量大、时

间节点紧，均已准确、按时兑现。 

2.保险管理 

1）做好中央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工作。2020年 1月起退休中人逐步按新老办法对比发放

退休待遇，并补发差额；全年央保为我所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11925 万元，发放职业年金

182万元。核对准备期数据，2020年 4 月起进行准备期清算补缴工作。核算上报 2020 年度

事业养老、职业年金保险基数。核算上报养老保险准备期及 2020 年经费测算及说明。2020

年 10月发放退休调待金额 345万元，并做好相关解释核对工作。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1

月，累计办理中央机关事业养老相关事宜 170件；我所缴纳的事业养老和职业年金，单位与

个人缴纳部分金额共计 10266万元。 

2）北京市社会保险。全年办理增减员、延退、信息变更、异地医疗、保险转移、保险

清算、生育津贴申领、生育津贴报销及补充医疗药费报销等累计 203件。2019年 7月至 2020

年 6月项目聘用、外聘人员、博士后保险单位支出金额共计 447.48万元。完成 2020年下半

年非在编人员保险课题分摊核算工作。与其它部门配合，2020 年 1 月起实现非在编人员保

险单位支出部分每月直接从课题划转。 

3.退休人员管理 

办理到龄退休 17人，延迟退休手续 25 人。 

4.福利工作 

做好职工福利管理工作，积极主动和院、地方政府等人事相关部门联系，了解最新的人

事、福利、保险政策并落实。办理丧葬抚恤金核算、网上审批等业务共计 30人 536万元。

定期调整遗属生活补助、地退人员补贴等发放 140 人次 25万元。做好节日慰问，发放困难

补助 68 人 31 万元。发放采暖补贴 2429人 614万。审核发放降温费、子女统筹、托儿补助

等。做好医疗照顾等申报管理工作，本年度新增 2人。 

5.统计工作 

作为年初的重点工作，统计人员基数大、类型多、统计指标复杂，任务重，包含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统计报表（人社部，26个子表）、院属单位职工津贴补贴情况统计表（10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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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区统计局）、编制 2021 年中央单位养老保险经费测算表、中央

财政资金工资、保险实际发放统计及预算工作、离退休正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补贴差额、高

层次人才绩效单列工作的一系列统计、测算。平时配合纪检监察部门、科研处、财务处、技

经处等部门工作，提供薪酬相关数据。 

（八）人事档案管理 

1.档案新建、审核及转出量逐渐增加 

2020年新职工建档及审核 57卷，材料分类整理入档 7138份，转出人事档案 40卷，档

案信息查询利用 295人次。 

2.推进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全覆盖工作 

10 月按院人事局部署推进专审工作，对全所 312 名重点审核人员（包括正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中层领导人员、2017年 7 月以后入职的在编人员）的“三龄两历一身份”、家庭成

员、社会关系等已完成审核，补充材料 102 份。2021 年 1 月即将开展协作片互查，我所是

互查小组组长单位。 

（九）加强涉密人员管理 

按照二级保密资格认定要求进行涉密人员管理，对拟进入涉密岗位的人员进行审查，进

行涉密人员的报备；建立因私出境管理台账，出境行前保密教育和出境情况回访；会同保密

办开展涉密人员培训；对离岗离职涉密人员实行脱密期管理。 

（十）职工继续教育与培训 

制定职工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并进行年度总结；督促部门实施培训项目，填报全所培

训项目执行情况表；进行职工继续教育学时统计、骨干人员学时统计；完成职工学历学位申

请程序及核准等。组织所级专项培训班 18个，共计 83个学时，1136人次参加。 

（十一）博士后管理 

截至 2020年 12月底，在站博士后 115人，其中外籍 25人。本年度办理进站 48人，出

站 26 人，延期 20 人，留所 5 人。以博士后流动站综合评估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

在博管会组织博士后流动站全面评估工作（五年一次，评优率 15%）中，我所物理学、核科

学与技术流动站首次 2 站同时评优。 

1.优化博士后管理环节 

完善相关流程管理，更新博士后网页，制作了外籍博士后管理文件机关程序的英文版。

随着 CCAST 划归我所管理，明年再增 1 个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现已在博管会完成变更手

续。 

2.积极申报人才项目、基金资助 

获得博士后特别资助、科学院特别助理项目、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国际交流与引进计

划、香江学者等项目资助或基金资助共计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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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博士后经费、年底基金效益报告 

2020 年总经费约 830 万元。执行院特别研究助理制度，核准特别研究助理的薪酬、特

殊人员类型、ARP境外执行外币薪酬等信息。 

4.规范东莞分部博士后、研究生与导师管理 

2020年东莞分部招收本所研究生 10人，联培生 34人，进站博士后 22人。“科创计划”

项目资助优秀本科生到散裂中子源进行为期 6-12 个月的创新实践活动，东莞分部共获 7个

项目立项。7月 20-24日，由于疫情防控的影响，分部联合本部举办线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

分部定向接收 10名营员参加，最终录用 3名推免生。遴选 2020年上岗导师，新上岗博导 2

人、硕导 18人。目前分部上岗导师总人数达到 94人（含已申请的 2021年上岗导师），其中

博导 18人。 

（十二）其他管理 

1.ARP数据维护与利用 

人力资源模块作为基础，全年对新进所人员、离职、退休、去世、内部调动、职务任免、

信息修改或补充等累计维护 223 人，近 6000个字段项。为各部门提供数据近 200次，用于

人员统计、核查信息等。 

2.考勤管理 

1）疫情期复工考勤统计。疫情期间做好考勤记录。复工后统计全所人员出勤情况。 

2）3-4月开展全所考勤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提供“考勤管理专项整治自查表”与考勤电

子记录。 

3.加强流动人员管理 

做好外聘、返聘、劳务派遣人员的管理。做好相关人员工资月结算与课题分摊。 

（十三）加强制度建设 

修订出台《高能所岗位绩效工资管理办法》、《高能所中层领导人员选拔聘用和管理实施

细则》、《高能所工作人员兼职管理规定》、《高能所项目聘用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十四）创新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 

1.加强队伍建设、班子建设 

全处 11人，均为党员，博士 3人，硕士 6人；分工明确，整体职业素质好，业务能力

强；在 A/B 角基础上，互帮互助，团队合作精神强。新增副处长一名，正副处长共同研究、

处理处内事务；党支部书记参加处务会，认真听取支部意见；处长兼任东莞分部人资办主任，

及时处理分部的有关工作。认真做好部门安全、考勤及公示，有专人负责。 

2.支持党支部及工青妇组织开展活动 

组织党员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观看中科院先

锋人物先进事迹。认真学习《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讲话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讲话精神；组织专题党课学习。成立青年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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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小组，获得理论竞赛二等奖。注重青年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关心他们的生活，支持共青

团与青年们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支持妇女小组的各项活动。 

3.规范经费使用 

严格遵守国家、拨款单位、我院、我所关于经费管理使用的规章制度，合理开支使用，

遵守审批流程，无违反经费管理制度的行为。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处长签订《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书》；并结合支部活动，加强反腐倡廉教育，邀请纪委副

书记作报告，严格遵守党规党纪。严格按照国家、院、所各级廉政工作的要求办事，遵守《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

以律己”。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干部选任、招聘调配、岗位评聘、人才项目等工作都坚持

公示，扩大群众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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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都在所公告栏、

所、处网站上公布公开。严格合同管理，维护职工和研究所的利益。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业技术人员晋升副高级受到政策比例限制，管理人员晋升遇“天花板”，不利于调

动职工积极性。 

2.如何实施科学考核，进行人才评价和人员绩效考核。 

3.异地建设带来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4.薪酬工作复杂敏感，处于改革时期，政策宣传不够，职工诉求较难满足。 

5.子女入学问题越来越成为人才引进的瓶颈，亟需 3H工程的支持。 

6.人事各模块工作在程序、环节、质量方面要求越来越严格，工作量增长与人员不足的

矛盾更加突出。 

三、2021年工作重点 

1.完成“十四五”人力资源规划的制定工作。 

2.做好巡视准备，查漏补缺，细化梳理重点工作。 

3.落实所级后备领导人员的选拔，以年轻干部为重点做好干部管理相关工作。 

4.配合研究部门，做好人才引进与服务工作。 

5.积极开展政策研究、专题调研，思考薪酬设计、激励、考核、晋升的关系，有效支撑

激励和稳定人才等工作。 

6.组织好招聘工作。 

 

(撰稿人：王月英  审稿人：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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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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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级职员 2

人、七级职员 1 人，具有硕士学历者 5 人，4 人具有理工科背景，满足教育处的专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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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承担

着所内招生、培养、学位、奖助、导师、科教融合与结合等方面的工作。工作内容形式多、

任务重，在所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并且

在吸引优秀本科生源、研究生奖助学金以及学位培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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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起，高能所先后与 11所高校签署了联合培养本科生的项目协议，组办了“钱三强

英才班”（山大为“王淦昌班”），与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签订了本科生实习

协议。高能所面向英才班设立了高能所英才奖学金，接待英才班学生进行暑期科研实践等。

为疫情防控需要，将部分高校的专家讲座以及优秀大学面试放在线上开展，2020 年 6 月 6

日，温良剑研究员在线上为中科大英才班学生介绍研究生选拔及培养；2020年 11月 18日，

张昊研究员在线上为东北大学英才班作对撞机相关报告。另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2020

年 11月 14日，东北大学英才班的 8 名学生来所内参观交流。之后将与吉林大学物理学院，

建立本科生科研实践基地，深入探索面向本科生更全面深入的科研训练方式。 

（二）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 

通过设立高能所英才奖和一系列针对英才班的活动，帮助各英才班学生了解中国代表性

的一批大科学装置，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激发同学们的兴趣，吸引有兴趣并且

接受过科研训练的优秀生源来所读研。2020年共有 87位英才班学生获得英才奖，英才奖得

奖学生的相关活动合并在夏令营活动中统一开展。在 20 年已确定的推免生中，英才班高校

学生数量高达 25.71%，同时还有多名英才班学生报考高能所。英才班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推

免生源，在暑期夏令营、九月推免面试以及最终的全国统考中，来自于合作高校的学生均占

有非常大的比例。 

（三）高能所大学生夏令营 

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 6月 29日至 7月 9日，高能所在线上成功举办了两期大学生夏

令营，共有来自全国 77 所高校的近 197名大学生参加了本次线上夏令营活动。2020年的夏

令营活动，包括开营仪式、专题讲座、招生咨询以及优秀大学生选拔面试等环节，为营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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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本次夏令营最终共有 181

人参加推免生意向面试，拟录取 147人，实际录取推免学生 48人，并有多名未获推免资格

的营员报考高能所，录取人数有一定增加。 

因开展方式变为线上，活动的组织思路上也相应进行了改变：1、相较于线下夏令营，

线上的互动性及实地参观环节相应减少，活动按照工科及化学组、物理学组分两期征集营员

开展，有效学习和了解所内相关科研和培养情况；2、线上活动不受住宿和场地限制，在申

请学生符合报名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多的吸收优秀学生入营；3、夏令营活动每年邀请所内

各领域专家作科普报告，今年邀请所内 24位专家线上作报告，并通过 B站直播的方式积极

推广，后期将所有讲座制作为视频课，在网上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4、延续制作高能所夏

令营标志性营服，与结业证书共同邮寄至各营员处。 

（四）科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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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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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科创

计划”导师指导学生的意愿和学生参与项目的意愿大幅增加，共有 54个学生/团队申请，最

终立项 31 项。但是国科大科创计划整体经费不足，拨付经费持续下降，通过对申请项目进

行了筛选及合并，以及鼓励经费充足的导师从自己的课题中补贴部分经费缺口这两种方式，

减少经费不足对立项的影响。与 2019 年相比，总经费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支持的项目数及

团队总人数的增幅均超过了 20%。2020年立项的科创计划及资助额度见表 2。 

表 1 2020年科创计划项目汇总 

序号 部门 
指导教

师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东莞分部 郭宏宇 
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在界面上的自组织行为对

颗粒分散性的依赖性研究 
杨士炜 郑州大学 

2 东莞分部 刘磊 高精度磁铁水冷振动分析研究 马广晨 吉林大学 

3 东莞分部 童欣 基于极化中子系统的均匀磁场研究 曾阳 
电子科技大

学 

4 东莞分部 王安鑫 石墨烯箔带截面测量应用研究 商锦源 吉林大学 

5 
多学科研究中

心 
谷战军 纳米放疗增敏剂可控合成及性能调控 许宜晴 

中国科学院

大学 

6 
多学科研究中

心 
李娟 

基于 PET与蛋白质组学技术对帕金森病的研

究 
时颖 

北京理工大

学 

7 
多学科研究中

心 
王黎明 

新型催化型纳米药物在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

应用及其机制 

欧阳逸

馨 

首都医科大

学 

8 
多学科研究中

心 
杨福桂 

基于锁相放大技术的高信噪比信号测量系统

研制 
孙超群 吉林大学 

9 
核技术应用中

心 
魏龙 射线成像装备研究 张泽鑫 兰州大学 

10 加速器中心 段哲 
基于单圈高阶传输映射的环形加速器长期性

能评估 
刘晓东 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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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速器中心 王娜 相邻真空元件束流尾场干涉效应研究 赵武广 
电子科技大

学 

12 加速器中心 张沛 基于磁控溅射技术制备铜镀铌超导腔的研究 杨冬锴 北京大学 

13 理论物理室 凌意 量子引力与引力/规范对偶的研究 杜佳 吉林大学 

14 理论物理室 刘朝峰 粲强子半轻和纯轻衰变的格点 QCD研究 方怡静 
华中师范大

学 

15 
粒子天体物理

中心 
李彦荣 

引力湍动（gravitoturbulence)吸积盘的物

理性质 
傅奕欣 山东大学 

16 
粒子天体物理

中心 
李祖豪 

AMS实验物理分析/宇宙线流强随时间变化规

律研究 
杜富鑫 武汉大学 

17 
粒子天体物理

中心 
孙建超 

中国空间站伽马暴偏振探测仪 POLAR-2性能

模拟 
黄一鸣 

华中师范大

学 

18 
粒子天体物理

中心 
王建民 

潮汐力矩作用于 decretion 盘的观测效应的

研究 
王一霖 

华中科技大

学 

19 实验物理中心 董燎原 
利用 GPU并行计算技术对粲介子的多体衰变

开展分波分析研究 
宋子荣 湖南大学 

20 实验物理中心 方亚泉 
ATLAS上通过矢量玻色子熔合（VBF）产生模

模式寻找高质量玻色子 
张丹熠 

中国科学院

大学 

21 实验物理中心 郭万磊 基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质子衰变研究 冯澳 
河北工业大

学 

22 实验物理中心 李玉峰 利用中微子振荡检验量子力学基本原理 陈纪元 武汉大学 

23 实验物理中心 李高嵩 
用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新型液闪研

究 
孔德鹤 东北大学 

24 实验物理中心 廖红波 
CMS实验上四顶夸克过程的底夸克鉴别效率

研究 
陈贞达 天津大学 

25 实验物理中心 陆卫国 硅径迹探测器读出芯片测试和性能研究 浑东承 
电子科技大

学 

26 实验物理中心 祁辉荣 

基于时间投影室 TPC的紫外 UV激光与气体相

互作用实验 

研究 

毛瀛玉 南开大学 

27 实验物理中心 史欣 
超高时间分辨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场分布的研

究 
林嘉宁 吉林大学 

28 实验物理中心 王亮亮 
机器学习技术在 CGEM探测器数字化软件中的

应用 
廖一朴 吉林大学 

29 实验物理中心 徐吉磊 
利用小光电倍增管研究宇宙线簇射产生的同

位素 
桂铭 

华中师范大

学 

30 实验物理中心 闫保军 基于原子层沉积技术的新型 THGEM探测器 张时宇 兰州大学 

31 实验物理中心 张华桥 
在 CMS实验上发展基于机器学习的物理研究

方案 
孙静安 复旦大学 

（五）国科大本科生活动 

申请国科大文化建设项目“学在果壳·高能物理前沿沙龙”，通过开展高能物理前沿相

关的各类活动，为本科生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活动由高能所教育处统一组织开展。主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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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目标为国科大及部分高校的优秀本科生，主要活动方式为专家报告以及线下参观。根据疫

情情况先后开展了 3次线上讲座、3 次线下讲座及参观，并且向国科大本科生开放了高能所

科创实践中心的部分区域，供学生来所内学习交流。 

（六）招生情况 

2020年，硕士生共招收 126人，其中学术型硕士 101人，全日制工程硕士 25人；博士

生招收共 107人，其中硕博连读生 80人，直博生 15人，统考录取 11人，留学生 1人。 

2020年各类型研究生招收情况分别见表 2、表 3。 

表 2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20年硕士生录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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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子

信

息 

机

械

工

程 

实验物理中

心 
 20      4 4 2 30 

天体物理中

心 
 18       4 0 22 

理论物理中

心 
9          9 

计算中心       2  2  4 

加速器中心  6      9 3 2 20 

多学科中心  2 6 2 4 4  1 1 4 24 

核技术应用

中心 
 2   2   2 2  8 

东莞分部  4      4  1 9 

合计 9 52 6 2 6 4 2 20 16  9 
12

6 

 

表 3  博士研究生录取统计表 

单位 

2020博士研究生录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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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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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物理中

心 
 24      8 32 

天体物理中

心 
 17      1 18 

理论室 9        9 

计算中心       2  2 

加速器中心  7      9 16 

多学科中心  1 8 2 5 2   18 

核技术应用

中心 
 5       5 

东莞中心  3 1     3 7 

合计 9 57 9 2 5 2 2 21 107 

注：录取人数中包含 1名外籍博士 

2020年硕士生按录取人数排名前 10所高校如下：南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山东大

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 

2020 年的硕士复试，以及博士的笔试和复试，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无法按照往年的

方式开展。为了顺利完成招生工作，将博士笔试地点改在东莞分部举行，同时将硕士和博士

的复试都改为线上开展。线上研究生复试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学生可能作弊、视频面试可能

效果不好、被淘汰的学生可能会申诉、面试过程可能会被泄露以及无法集中体检、集中心理

测验等。通过制定工作流程、明确工作重点、制定应急预案、提前培训及演练这些方式，保

证了线上复试公平公正的进行。 

（七）导师队伍建设 

2020年 6月 8日完成 2021年上岗导师遴选，共遴选导师 63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03

人，硕士生导师 433 人，博士生副导师聘任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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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位教师申请成功）。 

2020 年 11 月 30 日，牵头承办国科大第十期研究生导师培训班，高能所、理化所及纳

米中心共有 173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专家对校情、研究生培养、学位、师德师风、师

生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报告和讨论。 

（八） 研究生管理工作 

研究生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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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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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双一流”及第五轮学科评估数据上报 

2020年牵头完成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科整体评估材料上报，同时完成物理学、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三个学科材料的收集和上报。这四个学科每个都需要上传 40 余个数据表

格，并且各学科都整理出来了 15页左右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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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录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 

2019年底，由粒子天体中心、实验物理中心牵头，分别申请增设两个目录外二级学科：

粒子天体物理学及物理电子学。20 年秋季的所学位会上，已通过粒子天体物理学的申报需

求，将于 21年初国科大物理学科群学位会上审议。 

（3）国科大一级学科培养方案修订 

牵头完成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科文件修订，包括《研究生培养方案》以及《学位基本

要求》。 

2. 学籍管理 

2020-2021学年在学研究生共 700人，其中博士生 410人（外籍博士 9人），硕士生 290

人（外籍硕士 1人）。表 7给出了按年级、研究室及专业分布的统计情况。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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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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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2013级     1                   1 1 

2015级     8   2               10 10 

2016级     20   6       2   0 0 28 28 

2017级 2 2 38   10       2   2 2 50 54 

2018级 21 19 97   9       1   21 19 107 147 

2019级 19 100 99   4     1 3 1 19 101 107 227 

2020级 24 101 99   7 1     1   25 101 107 233 

总计 66 222 362 0 38 1 0 1 9 1 67 223 410 700 

b. 按研究室分类 

单位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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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实验物

理中心 
15 59 104   6 1     4   16 59 114 189 

加速器

中心 
10 35 41   7       1   10 35 49 94 

粒子天

体中心 
12 38 61   8       1   12 38 70 120 

理论物

理室 
  16 38           2 1   17 40 57 

多学科

中心 
14 40 65   3           14 40 68 122 

计算中

心 
6 3 5   2           6 3 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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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

应用中

心 

6 14 19   3     1     6 14 23 43 

东莞分

部 
3 17 29   9       1   3 17 39 59 

总计 66 222 362 0 38 1 0 1 9 1 67 223 410 700 

c. 按专业分类 

专业 

统分生 在职生 定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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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

士 

工程

硕士 

硕

士 

博

士 

理论物理   16 38           2 1   17 40 57 

粒子物理与原

子核物理 
  115 195   12     1 6     115 214 329 

凝聚态物理   16 31   2             16 33 49 

光学   4 8   2             4 10 14 

核技术及应用   47 57   20       1     47 78 125 

生物无机化学   8 14                 8 14 22 

无机化学   11 13                 11 13 24 

计算机应用技

术 
  5 6   2             5 8 13 

材料工程 1                   1     1 

电子与通信工

程 
17                   17     17 

计算机技术 13                   13     13 

机械工程 11                   11     11 

电子信息 16                   16     16 

机械 8         1         9     9 

总计 66 222 362 0 38 1 0 1 9 1 67 223 41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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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教师的新增及年度审核；开设集中教学

阶段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开设所级教务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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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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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办线上 2021 年元旦有奖问答活

动。 

国科大加大科教融合力度，院所融合共建和谐校园。高能所牵头承办国科大核科学与技

术学，承办物理学院近代物理系。2020年，在核学院和近物系共开设 56门课程，其中研究

生专业课 38门、前沿讲座 4 系列，本科生课程 14 门。截止到 2020年底，国科大共聘任高

能所岗位教师 101人（20年新增 15人），本科生学业导师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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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人参加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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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博士 106，硕士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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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人）、线上视频答辩（85 场）；9位博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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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奖评管理 

2020年研究生、教师的各种奖项汇总于表 8至表 11。 

表 8  研究生获奖情况 

序号 姓名 学位 研究室 导师姓名 奖项名称 

1 刘福雁 博士 多学科中心 王宝义、曹兴忠 院长优秀奖 

2 冉坤林 博士 实验物理中心 金山、黄燕萍 院长优秀奖 

3 张海琼 博士 粒子天体中心 陈和生、王志民 院长优秀奖 

4 张天昊 博士 核技术应用中心 单保慈  院长优秀奖 

5 王馨 博士 多学科中心 赵宇亮、赵峰 院长优秀奖 

6 周勇 博士 理论室 常哲 院长特别奖 

7 宋盛雨央 博士 粒子天体中心 王建民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8 梁秀佐 博士 核技术应用中心 魏龙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9 刘伟航 博士 东莞分部 王生、焦毅 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10 马宇飞 博士 加速器中心 曹建社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1 卢晓旭 博士 实验物理中心 朱科军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2 吴彬 博士 东莞分部 董海义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3 周勇 博士 理论室 常哲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4 张济鹏 博士 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魏龙、帅磊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5 刘伟航 博士 东莞分部 王生、焦毅 国家奖学金 

16 张晨阳 博士 多学科中心 赵宇亮、谷战军 国家奖学金 

17 李海菁 博士 多学科中心 陈栋梁 国家奖学金 

18 邹艺 博士 核技术应用中心 魏龙、刘双全 国家奖学金 

19 万金宇 博士 加速器中心 焦毅 国家奖学金 

20 张迪 博士 理论室 邢志忠 国家奖学金 

21 罗琦 博士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 张双南、廖进元 国家奖学金 

22 朱宸正 博士 实验物理中心 庄胥爱 国家奖学金 

23 胡健润 博士 实验物理中心 曹俊 国家奖学金 

24 李嘉亮 硕士 东莞分部 朱涛 国家奖学金 

25 张红强 硕士 多学科中心 曹兴忠 国家奖学金 

26 王冕 硕士 核技术应用中心 李道远 国家奖学金 

27 李建辉 硕士 计算中心 石京燕 国家奖学金 

28 李想 硕士 加速器中心 何平 国家奖学金 

29 齐宝华 硕士 实验物理中心 胡涛 国家奖学金 

30 杜思研 硕士 粒子天体物理中心 刘佳 北京市三好学生 

31 曾立雯 博士 多学科中心 石伟群 唐立新奖 

表 9 导师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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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 奖项 

1 常哲 理论室 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2 裴国玺 加速器中心 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3 衡月昆 实验物理中心 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4 王建雄 理论室 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课件 

5 贾宇 理论室 国科大物理学院优秀研究生课程 

表 10  研究生获资助情况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人数 备注 

1 国家留学基金联培 4  

2 中科院国际联培 7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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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物理中心 5 8 0 2 15 

加速器中心 2 4 0 0 6 

粒子天体中心 2 4 2 1 9 

理论室 1 4 0 0 5 

多学科中心 4 4 1 0 9 

计算中心 0 0 1 1 2 

核技术应用中

心 
1 3 1 1 6 

东莞分部 2 2 0 0 4 

合计 17 29 5 5 56 

 

6.构建研究生心里、思政工作体系 

（1）建立心理辅导团队：心理辅导员、联络员、委员、导师、党支部联动； 

（2）制定心理工作开展流程：重点学生“一人一册”，定时追踪； 

（3）把好入口：今年面试时增加心理测验，为面试提供参考（200多人）； 

（4）初现成效：在心理辅导团队的介入下，有问题的几个学生或顺利毕业，或重新开

题、更换导师，由于个人问题无法处理的及时办理了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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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件管理。 

2020年 1月 23日至 11月 8日，连续 285天使用问卷星收集学生信息，掌握学生情况；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24 

 

对于湖北籍学生，关怀并告知相关政策。部分项目需要学生返所工作的，也向北京市教委和

国科大特殊进行了申请，保障所内项目的正常运转；在国外结束外派工作的学生，也协助申

请回国，安排回所。面对北京 6月份的二次疫情，做好学生的隔离安排，组织参加核酸检测。 

2020 年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开学，在雁栖湖校区的研一学生都在家，无法

收拾东西返所，在征得校区管理人员的同意后，组织人员前往雁栖湖，视频连线打包每个人

的行李，并在凌晨 2点时，将搬回的行李运至俱乐部暂存。待学生返所后，组织人员将行李

搬至每个人的房间。 

（九） 研究生毕业就业 

2020 年共 3 批毕业研究生，毕业人数 117 人，就业率为 99.14％，派遣率为 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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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外国留学生 

截止到 2020年底，所内共培养外籍博士研究生 9人，外籍硕士研究生 1 人，外籍高级

进修生 3人。完成 2020 年国际学生的各类奖评、VISA 延期及保险续保工作；通过国科大进

修生项目为外籍博后办理学习签证来所学习。 

（十一）联合培养研究生及客座学生 

2020 年底，在所联合培养研究生 289 人，缓解了所内研究生名额不足的问题。教育处负

责对联陪学生和客座学生备案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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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卡通系统关联使用。 

（十二）档案工作 

每年 8-9 月份，有毕业生 100人左右，需要归档寄出；有新生 100多人，需要建档。即在

2个月时间内，必须高效、规范、准确完成 300多人的 4000多份材料的审核、整理、转寄、

新建工作。流动量很大，时间紧、准确率高。2020年共归档/转寄/新建档案材料 6000余份，

并完成研究生的出国政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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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籍档案是珍贵的历史材料，但时间久远，急需进行数字化处理。我所 2000 年之前的学

籍档案有 600多份，已于 12月开始，对所有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预计在 21年 5月之前完

成。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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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开始对外网进行更换，将在 21年调试好后上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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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建设 

2020 年教育处修订《高能物理研究所优秀新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调研并制定

导师津贴调整方案，修订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培养方案。 

四、 创新文化建设 

积极配合党支部和工、青、妇工作，重视职代会提案，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利，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注重青年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支持共青团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

活，支持他们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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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元旦有奖问答活、高能所英才奖学金颁奖、五四青年周

线上活动活动；组织研究生招生复试；组织研究生中期考核；线上组织了 2020 年高能所夏

令营，通过 B站等微媒直播，制作夏令营公开课，扩大宣传；及时报道各项活动情况，撰写

新闻稿件、支部稿件；心学生生活、积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化解因住宿调整产生的矛盾，

维护学生工作和生活的稳定。  

五、2021年重点推动的工作 

（1）办好现有英才班，加大宣传力度，计划增加 1-2个； 

（2）继续举办夏令营，增加规模，向一流高校倾斜； 

（3）扩大春季博士招收规模、扩大直博生规模，调结构，增人数。 

（4）继续做好学科评估工作； 

（5）研究生面试采用打分系统； 

（6）高能所导师条例调研修订； 

（7）加强校友会工作； 

（8）研究生搬回三公寓。 

 

 

（撰稿人：柯笑晗  审稿人：保增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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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科研计划处工作总结 

 

一、工作任务整体完成情况 

按照预期计划完成年度重点工作。重点加强对项目经费、资源的争取，多渠道拓展经费

申请来源；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机制，保障监督经费运行；建立健全项目、经费

管理等规章制度，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在所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做好全所战略规划与学术管

理；做好包括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国家项目经费计划管理；落实大装置运行

费、先导专项经费等各项经费管理；执行 CEPC、空间项目、阿里项目管理。 

二、日常工作完成情况 

（一）经费、资源的争取  

1．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0 年组织协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共 348 项，其中集中申请期 327 项，非集

中申请 21项，申请量位列京区 TOP20，初审通过率 100%，位列京区第一。2020年获批项目

94 项，资助项目数量列基金委数理学部物理 II 处第一，年度自然基金到位总经费 9800 余

万元。2021年度共三位职工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三个重大项目立项建议获得批准。 

组织申报 2021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共计 58项，近五年翻了一倍，申请量在中科院

内排名第二（2/34）。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20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立项项目共 4 项，课题/子课题 9 项，经费约 9500 万元；

在研项目共 19项、课题/子课题 166项，项目/课题总经费达 5.4亿元。 

3. 财政部修购专项 

2020年获批三项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经费 1490 万，获批一项修缮项目（延续性）1880

万，合计 3370万元；2021年度中介机构项目初审确认 9项，通过 8项，其中基建修缮 2个

项目，经费 1250万元，仪器设备购置 6个项目，经费 2159万元，合计 3409万；完成 2021

年“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料准备清单上报；完成 2021 年度修购项目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申诉工作 3项，经费合计 1130 万元。 

4．院项目及其他 

2020 年度院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获立项经费 296 万元，院功能开发项目获批后补助经费

30 万元，院合作/参与课题获资助经费 850 万元和滚动支持 270 万元。东莞科技办积极以

“东莞研究部”及“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名义申请项目，获院重大基础设施维改项目立项

经费 1212 万元，获广东省级项目立项经费 970 万元，获东莞市项目等立项经费 8338.5 万

元。2020年度院项目立项经费合计约 1.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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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 

组织申报 2020 年度院工程实验室，组织完成院重点实验室“2020-2024 年”五年发展

计划及实验室换届工作，组织完成 “重点实验室巡礼”系列活动，组织上报所 2020年度重

点实验室体系重组方案。 

积极推动东莞研究部共建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建设。推动“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

合实验室”建设，并已揭牌成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

建设；推动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大湾区分中心建设，并已揭牌成立。 

6．高能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2020 年度高能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获得院拨运行费、设备功能开发后补助经费 390 万

元；参加科技部平台中心关于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考核

结果优秀，获 120万后补助奖励经费；组织所级中心第二次全面评估，顺利通过五年一次的

数理领域所级中心评估；东莞科技办梳理科研设备仪器清单，共计 143套设备，录入“东莞

市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  

 7．科技成果奖励申报 

2020 年度组织申报国家科技奖 2 项、北京市科技奖 6 项、广东省科技奖 1 项、院杰出

科技成奖 1 项、教育部成果奖 2 项、其他省部级奖项 2项。其中，“用于核废料嬗变处理的

首台 325MHz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装置的研究”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征集和报送 2020 年度研究所各项重大成果，遴选推荐“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科

学院年度重大科技成果”等；完成 2020年度国家科技成果登记。 

8. 战略规划  

2020年度，上报完成“一三五”规划任务书验收自评估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验收

的第一阶段工作任务；组织召开 2020 年度高能所战略研讨会，会议为编制高能所十四五规

划做准备，为部署所创新项目提供参考，最后形成九条重点工作建议。 

组织制定高能所和粒子物理卓越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期间组织研究室/中心讨论

形成各学科领域规划材料，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组织学术委员会评议“突破”和“培

育”，并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制定核科技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共用关键

技术）。 

推动东莞研究部科研规划：与松山湖科教局沟通，争取经费支持，加入广东省科技厅与

东莞市政府共同设立的“粤莞联合基金”；与东莞市科技局沟通，谋划设立专项，支持散裂

中子源相关技术发展，支持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  

9. 学术管理 

1）协助学术委员会工作 

协助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召开换届后第一次全体会议；起草《学术委员会工作实施细

则》、《青年科技创新奖实施细则》；协助学术委员会对所内重大事项进行咨询评议。 

2）举办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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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高能所科技创新论坛》，包括 HEPS加速器系列讲座共 13讲。举办《散裂科技创

新论坛》共 14 期，《散裂青年创新论坛》共 3 期，《散裂学术沙龙》共 4 期，举办散裂学术

沙龙暨首期松山湖科学家联盟系列活动。 

3）支持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挂靠高能所）工作 

支持高能物理分会网站建设工作，网站已建成，即将投入使用，未来将作为高能物理学

科领域宣传的重要平台，实现会员注册、领域内会议信息共享等功能；2020 年 8 月，组织

召开高能物理分会 2020 年发展战略研讨会，对我国基于加速器及非加速器粒子物理发展战

略进行了深入研讨。 

（二）保障、监督经费运行 

1. 大装置运行经费管理 

2020 年大装置运行经费共计 3.62 亿元。BEPCII 和 CSNS 荣获 2020 年度中科院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运行评比一等奖，其中 BEPCII蝉联三年第一名（1/16、1/19、1/19），一等奖获

奖励基本运行费 15%，共计 4440万元。 

2. 项目管理及经费管理 

1）科研项目/课题全过程管理 

截止 2020年 12月，全所共有在研课题 1981项，其中 2020年 1月至今新开立课题 298

项，课题经费总额 6.27亿元。 在 2019年度院属单位预算执行和银行存款考核中， 我所预

算执行率达 99.09%，2020年获院奖励金额 143万元。 

2）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方法改进 

建立基金项目数据库（包含全部关键信息），编制《国家自然基金用印流程》，规范用印

流程，完成 2015年及以前结题课题清理工作，共清理 130项课题。 

3）公共经费日常费用支出管理 

按照严肃预算，厉行节约，专款专用，合理资源配置的原则，进行日常经费管理，全面

保障公共经费运行安全规范。2020 年初院拨经费入所公用课题共 2.8 亿，转拨至各部门办

公费课题共 1615万，所公共经费全年支出约 4亿元。 

4）所自有资金项目经费管理 

征集 2020 年度所科技创新项目及谢家麟基金项目；将“十三五”期间部署及其他部分

重点项目，编制形成《高能所科技创新项目成果汇编》，总结提炼出重要科研产出。 

3. 人员费核收 

进行全所职工年终绩效和全年绩效津贴的核算回收，完成 2020 年度绩效核收目标，共

回收人员费 2.3亿元，缓解全所人员绩效资金紧张问题。 

4. 各类经费回收 

2020 年共回收燃动费（电费）647.82 万元，公车使用费 55.49 万元，会议室使用费

135.07万元，网络费 163.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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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综合统计 

完成 2019 年度国家综合统计工作，信息数据涵盖全所科研、财务、人事、教育、文献

等，科研项目数据包括所有在研课题的经费收支以及人员信息。 

6．测试中心 

2019年 11月至 2020 年 10月，测试中心完成收费 4345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40%，缓解

科研人员绩效压力的作用持续扩大；推动测试中心（物资楼）改造，并形成设计方案；高能

所测试中心东莞分中心正在建设中。 

7. 进口设备免税和后续管理 

2020年申报进口设备免税共计 141项，设备材料共计 429台（套，件），总价值约 1594.6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04亿元；共办理免税进口设备异地监管 3批次，设备共计 14台（套），

价值约 75.30 万美元；完成高能所 2017 年-2019 年度免税设备使用状况在海关的年审核查

工作，获取高能所 2020年度在北京海关的科研创新免税资质。 

（三）保障体系建设 

1．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2020 年，共修订和颁布了 10 项管理制度，完善了项目管理机制。包括：《高能所科技

创新项目管理办法》、 《高能所自有资金项目管理办法》、 《高能所引进人才项目管理办法》、 

《高能所谢家麟基金管理办法》、《高能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理基金实施管理条

例》、《高能所关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的规定》、《高能所科

研项目关联业务管理细则》、《高能所关于院级科研经费“包干制+负面清单”试点项目的管

理办法(试行)》、《高能所 2020 年度科技创新项目指南》、《高能所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实施办

法》。  

2．质量管理体系 

GB，GJB 质量体系运行和持续改进工作，2020 年质量工作计划 100%完成。顺利通过了

新时代认证中心对我所的再认证审核，获取新证书。研究所因具备 GB/T19001-2016、

GJB9001C-2017质量管理体系资质，航天项目任务总体不再给予认证压力，并持续获得新的

空间项目；质量体系工作方法及成果覆盖研究所各研究室，提高了科研项目申请时在同行竞

争中的优势，为项目组保驾护航。完成并提交年度 WQZB 科研生产许可证自查报告，保持科

研生产许可体系，提升科研生产质量管理能力，免除 17% JUN品增值税，被有关部门列入采

购名录，具备承担相关科研任务的资质，为研究所竞争和承担 JG类项目创造条件。 

3. 信息化建设 

策划及推动高能所科研信息及成果汇交系统（http://192.168.14.82）的建设，已完成

系统开发及内部测试，即将投入使用。系统功能将满足科研人员科研信息及成果管理的需求、

研究室与管理部门实际管理工作需求，以及研究所各类科研信息及成果综合统计的需求。 

东莞科技办推动“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财务报销和项目经费管理系统建设，已基本完

成，正在优化完善系统功能，计划 2021年初上线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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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研诚信管理 

2020 年持续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确立科研诚信管理体系，保障我所科研诚信建

设工作贯彻实施；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宣传，5月至 7月，组织全所人员参加北京分院科研

诚信系列视频讲座（共四期，首期全所 900人在线参加）；11月，开展全所科研原始数据管

理自查工作，对全所 7 个研究中心的科研原始数据管理情况进行了摸底并督促改进，完成所

级《自查报告》提交至北京分院。 

（四）CEPC 工作 

1． CEPC有效纳入国际高能物理战略规划 

CEPC有效纳入到国际高能物理战略规划，针对 Snowmass 2021战略规划会议，CEPC提

出由加速器、探测器、SPPC 分别准备文字，根据 R&D 计划实施步骤，最终提交了三十多份

Letters of Interest (LOI)。 

2． 组织 CEPC相关会议、宣传推广 

圆满组织推动 CEPC 相关会议和宣传推广，组织了包括高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2020 年

国际研讨会、2020年线上国际顾问委员会议（IAC）、11次 CEPC 执行委员会议，以及 10次

月度工程例会，为 CEPC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 对外联络 

对外联络包括：河北秦皇岛、吉林长春、陕西省黄陵县、浙江湖州、湖南长沙等地，协

调完成包括现场查勘、参观接待、相关工作对接等。 

4．国际合作  

协助开展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包括：和国外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召开国际顾

问委员会(IAC)年会，前沿高能物理中心(理论)举办线上讲学和学术交流，成立国际评审委

员会(加速器，物理&探测器)，国外科学家(加速器，实验，理论)参加加速器实验设计与预

研究。  

（五）空间项目工作 

1. 空间项目管理 

执行空间项目管理：对已发射卫星项目进行项目成果宣传与工程验收，包括开展慧眼

HXMT 科学成果发布与宣传等；对在研空间项目进行过程管理，包括质量评审与过程控制、

内外部沟通协调与保障；对背景型号及预研空间项目进行论证管理，包括经费申请、论证及

验收评审。 

2. GECAM卫星成功发射 

2020年，空间办共组织 GECAM质量评审 33次，专题讨论 16次；11月，卫星完成全部

研制和试验验证，赴发射场；12月 10日，卫星于西昌成功发射。 

3. GECAM卫星发射的科学传播 

为卫星发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科学传播准备素材。包括：发射前星箭出厂预热，发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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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报道，发射后制作科普图书等活动。 

4. 积极推进规划中的大型国际合作空间项目 

推进探索极端宇宙国际大科学计划——eXTP、HERD。积极推动项目国际合作，坚持科普

宣传，组织各类节点评审及会议，强化过程管理，跟进项目进展。  

（六）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项目 

2020 年组织完成科技部“引力波探测”重点专项中 2 个项目的申请工作，项目经费共

计 6000 万元。 

执行项目管理过程中，修改并完善了《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AliCPT 办字﹝2020﹞1 号；制订《实验站安全工作手册》、《阿里生活指南》，做好上站人员

的后勤保障；进行项目档案集中管理，完成预立卷工作 45 卷；梳理科技部项目经费、档案、

技术资料等情况，组织项目结题自验收； 

进行项目经费管理，先导经费执行率达 100%；组织各类会议 100 余次。 

（七）创新文化  

1. 科学普及 

举办第十六届公众科学日直播活动，组织实验室参观直播，点击量约 30万，制作 9集

科学公开课，点击量逾 2 万；参加全国科技周北京主场，组织 CSNS、慧眼卫星参展，接待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观 CSNS展台。参加浦江创新论坛-全球技术转移大会，接待上海市副市

长参观 CSNS 展台。组织参加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的“云上科学营”，陈和生院士直播讲

解《解密探微神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组织参加中国科技馆主办的《跨时空对谈——

与国际知名科学家对话》，高杰研究员介绍 CEPC相关的实验室，点击量超过 100 万。进行科

普规划，组织 CSNS申报“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已提交申请书，进行待评审阶段。 

2. 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行来访交流 

组织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行来访交流活动。来访期间，故宫博物院与高能所签订《战略框

架协议》，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应邀在创新论坛作“敦煌与故宫——文化的力量”的精彩

报告，广受欢迎。 

3. 组织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型成就展 

组织科研处全体成员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型成就

展。通过观展，大家深入学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将以饱满的热情在自身岗位上努力奋斗，为推动研究所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三、2021年工作计划 

1. 资源争取 

2021 年，科研处将继续外引内联，为经费及项目申请提供良好支撑，扩展新的经费申

请渠道，重点做好重点、重大、人才项目的资源争取，做好 2021 年度科技部大科学装置专

项综合绩效评价，加强中科院项目管理，完善内控制度，争取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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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费管理 

将进一步完善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开展 ARP科研项目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实现科研项

目全过程智能化管理；全面梳理全所课题余额情况及结题时间，核收并盘活结余资金；进一

步发挥大装置运行经费管理中枢作用，确保运行经费全过程管理；扎实推进和规范所自有资

金项目管理；以预算为依据，对公共经费支出进行合理性审查，确保经费支出合理有据。 

3. 保障服务 

继续推进 2021年度科技奖励申报工作，建立“报奖推动计划”；加强实验室建设和运行

管理，完成我所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工作及“粒子天体物理”院重点实验室申请国家重点实

验室工作；加强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的信息化建设、集约化管理；高质量完成学秘工作，组织

编制研究所和卓越中心“十四五”规划及任务书，协助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顺

利交接及举办学术活动，协助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领导和秘书长做好秘书处各项工

作；继续强化质量体系的专业支撑作用，做好“两证”的申请工作；推动高能所科研信息及

成果汇交系统（http://192.168.14.82）投入使用；实现测试中心收费目标、完善运行机制，

高质量完成物资楼改造装修工作；继续做好进出口设备减免税工作；加强对 2021 年全所会

议计划的申报和执行管理；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和警示宣传；完成高能所所志的“主要科

研项目”及“重要科研成果”篇章的编撰工作； 

4. CEPC、空间项目、阿里项目工作 

2021年，将进一步推进 CEPC关键技术预研和成果宣传，加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及企业

的合作交流；加强对空间项目不同研制阶段的过程管理，坚持空间项目科普宣传，推动国内

外合作；协调阿里原初引力波项目 ALiCPT-1望远镜安装调试工作，做好观测基地保障工作，

协助进行多渠道经费申请。 

 

 

（撰稿人：邱雯  审稿人：徐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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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工作总结 

 

2020年，为进一步规范高能所科技成果转化各个环节，技经处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先

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高能所在科技成果、人、企业三者之间形成全链条规

范化管理。在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BNCT）、辐照医废处理项目、硅基探测器技术等方面

实现新的突破；济南研究部各项工作步入正轨；根据院里要求，技经处启动院属企业公司

制改革，注册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北京高能星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国有资本运作平台； 疫

情期间，下属各控股企业规范运作，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平稳实现复工复产。 

一、制度建设 

3 月，面向高能所全资、控股、参股企业，颁布了《高能所全资及控股企业管理办法

（试行）》、《高能所参股企业管理办法（试行）》，重点在组织分工与监管方式、派出

人员（法人、董事、监事、总经理）的产生和职责、考核制度等，有助于加强对企业尤其

是参股企业的管理。在知识产权方面，11月制定并颁布了《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和

《高能所知识产权管理实施细则》，鼓励创造性研究与开发，强化职工知识产权意识，建

立成果转化导向模式。与此同时，颁布了《高能所科技成果转化兼职创新及创业管理规

定》，规范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创业和兼职问题。自此，高能所在科技成果、人、企

业三者之间形成全链条规范化管理。 

二、成果转化及平台情况： 

1、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 

全力推进硼中子俘获治疗项目。BNCT 实验样机（第 1 台）达到预期指标，并启动了首

轮细胞实验和小动物实验，为开展临床试验做好前期技术准备；与临床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协助医院尽早开展配套条件（土建等）建设，计划启动临床设备（第 2 台）研制。8 月 13

日，在广州东莞散裂中子源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研制

成功，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中新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

报……等众多媒体争相报道。9月 25日，在东莞召开“BNCT药物研发讨论会”，本次会议采

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东莞市人民医院、广东医科大学、东阳光药业和中科院高能所等几十

家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医院的 160 余位专家和学者参会，本次会议邀请海内外 BNCT多

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从 BNCT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临床应用、BNCT实验装置平台、动物

实验条件要求等多个方面进行研讨，对利用已研制成功的 D-BNCT 实验装置开展 BNCT 药物

研究，并对推进国内 BNCT 新型药物研发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讨论。众多与会专家认为 D-

BNCT 实验装置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加速器 BNCT 中子源，其将为 BNCT 药物研发提供重要的技

术基础，希望开展深入合作。此外，技经处及时启动 BNCT 知识产权导航工作，指导科研人

员完善 BNCT 知识产权布局，为项目产业化筑牢技术产权保障体系。同时，积极申请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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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院发展规划局课题经费（2万）、院科发局匹配资金（30万）支持。 

2、辐照医废处理项目 

技经处和项目组成员前期调研了四川、河南、江苏、浙江、湖北……最终选择有四川省

发改委背景的国企（嘉泽兴业）合作，这有利于获取相关行业资质，开拓市场。本项目合作

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即现金（50万）+股权（290万），主动挖掘沉睡的专利技术（2012），

快速推动成果落地。5 月，四川中科高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注册资本 1000 万，其中

高能所占股 29%，目前公司正积极筹备申请医疗废物处理许可证。 

3、硅基探测器技术转化 

硅基探测器技术成果是由“慧眼”卫星搭载科研用探测器转为商用产品，有着成品率高、

性能优良、运行稳定等特点。该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打破了国外公司对国内荧光分析仪产业核

心探测器的垄断。前期项目研发投入资金超过 200万、人力 100人月。本产业化项目研发周

期 2 年，随后进入商品化生产。2019 年合资成立研发平台公司高能瑞泰（山东）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后续产业化研发工作。投资方为平台注入资金 799.8万元，已全部到位。技

经处负责该项目的转化工作，通过前期市场调研、可行性分析、潜在用户走访等。2020年，

转化平台办公与实验场地建设完成，平台获批枣庄市工程实验室、枣庄市新型研发机构。 

4、核医学成像设备 

杭州高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乳腺 PET 实现销售。2 月，天津肿瘤医院发布中标公告，5

月，公司收到除质保金以外的全部货款。公司抓紧疫情间隙，于 9 月完成现场装机、调试，

并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5、院地合作 

为助力济南快速实施国家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加快推进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

高能所与济南先行区共建 “济南中科核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济南研究

部），研究院于 2019年 12月完成事业单位法人注册登记。研究院将建成为一个集前沿技术

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开发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的核技术及应用研发平台。研究院初

期拟设医学影像、精密检测、核安全监测三个研究部和一个工程技术中心。目前，研究院章

程和各项规章建立完善，机构设置和管理系统搭建完成，首批 1000 万资金到位，初期的 4

个工程化项目顺利进行。启用临时办公场地，高能所派专人常驻济南办公，负责场地建设和

日常管理工作。在济南当地完成人才招聘（人力、财务、宣传、工程化等），现在正式到岗

近 20 人。研究院项目集成电路三维自动 X射线检测仪（CL）获得“中国·济南新动能国际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奖励金最高 300万），计划基于本项目建立产业化公司。

研究院魏龙团队入选 2020年泉城“5150”引才倍增计划（创新团队），同时授予“泉城特聘

专家”称号。 

三、 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登记注册高能所资产管理公司北京高能星源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国有资本运作平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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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监管效率。 

启动院属企业公司制改革，通过公司制改制，实现出资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

离，赋予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有助于促使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

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从而激发企业内生活力，深入转换经营机制，

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技经处作为对外投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投资日常

管理。为了推动高能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经济活动管理水平，根

据日常工作实际，制定完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规范，旨在保证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财务信息

真实准确、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效果的一系列控制活动。 

1、专家招待所 

2020年受新冠影响，专招经营非常艰难，经营收入比去年减少 48%。困难面前，专招全

员齐心抗疫，在疫情常态化下为高能所做好服务。 

（1）返京职工隔离观察。2 月 9 日起至 4 月 30 日接待返京职工隔离观察，24 小时值

班，并统计上报所有数据。 

（2）做好疫情期间服务工作。从 4 月 21 日起为职工提供盒饭，多学科咖啡厅开业，4

月 30 日微信盒饭预订程序上线给职工订餐，尽一切可能为职工提供方便。指定专人严把进

货关，保证食品安全。 

（3）经营情况。受疫情影响今年餐厅未接待所内外大型会议和自助餐。客房全年共接

待所内客人 8511 人次（去年 17557 人次）；全年无大中型会议（去年 53 次），客房出租率

35%（去年 77%）。餐厅今年接待小型会议用餐（去年 62次）；会议自助餐 275人次（去年 4012

人次）；工作餐盒饭 8484份（去年 13297份）；提供会议茶歇服务 1501份（去年 5426人次）。 

（4）推出高能所 logo的文创产品。 

2、幼儿园 

幼儿园始终保持收支平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财政补贴

到位，2020年获得市财政补贴 332.6万元。2020年已向所里返还人员全部薪酬 93.7万元，

水电费返还 9.77万元，共返还 103.47万元。抵御住了疫情的冲击，9月份秋季学期顺利开

学，开学后加强疫情防控，未出现传染病。疫情期间后勤副园长重点抓采购验收，对食堂的

食品卫生加大监管力度，保证食堂各项设施设备、物品和食物的采购符合安全要求，严格把

好食品安全质量关。完成石景山区教委平安校园达标工作。 

3、求实公司 

2020年求实公司营业收入 8357.76万元，利润总额 92.71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 23.17

万元，净利润 69.54万元。完成预算指标 100%，上交高能所人员费 50万元。求实公司作为

所里进出口资质的对外窗口，不仅执行对外订货工作，还为所里各项国际合作中的设备办理

国际运输、清关手续。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36 

 

4、其他 

完成高能大恒公司清算。5月 25日 第一次股东会议，成立清算小组、通过清算工作内

容议案；7 月 10 日 完成税务注销；8月 18 日 第二次股东会议，确认清算报告及备忘录内

容、注销后的未尽事宜安排；9月 28日 完成工商注销。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需求端和产业链的精准对接，通过知

识产权保护和产业配套等，提升转移转化的效率和效益。聚焦高水平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加快产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撰稿人：孟笑笑  审稿人：邓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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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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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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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_ADS加速

器 I）、1个边建设、边运行装置（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_LHAASO）、4个在建装置（江门中微

子实验_JUNO、高能同步辐射光源_HEPS、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楼_HEPS-PT、先进光源技术

研发与测试平台_PAPS），以及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等的管理工作。 

2020年度，大装置管理中心发挥团队作用，科学管理。在项目多、人员少的情况下，中

心人员团结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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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主动协调相关运行部门，克服值班人员因封闭不能到岗、紧急

调整排班等重重困难，BEPCII/BESIII 没有受疫情影响而停机，2020年度运行时间、效率、

成果与往年持平。 

1.协调管理 

组织、协调 BEPCII 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编制 2019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2021 年度

运行工作计划；跟进并督促对撞机区域内通用设施改造的施工进度（如 BEPCII 的 3号电源

厅地板更换等），为对撞机平稳运行做好充分准备；协调现场吊装、设备运输工作，确保每

一次设备搬运时的人身、设备安全。为运行人员做好相关后勤保障工作；从制度上规范运行

管理；协调各部门间的接口；协调解决 BEPCII 运行中的突发状况。组织各部门完成对撞机

运行模式转换确认单、停机确认单、开机准备单的会签等。 

配合完成 2020 年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相关材料的准备（填报 2019-2020 运行年度

的运行情况和共享程度指标、用户评价等材料，以及汇编大会报告），BEPCII连续三年被评

为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运行一等奖第一名，并获得中科院下拨运行经费 15%的奖励 2042

万元。 

2.暑期检修 

2020 年 60 天的暑期检修，时间紧、任务重。组织汇总、制定暑期检修 CPM 零级计划，

项目数量超过 300条；负责召开检修协调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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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对撞机内配合并协助进行检修维护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及提

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办人员放弃高温假休息，确保暑期检修现场工作顺利、安全

完成；协助 BEPCII各部门顺利完成了 2020年度暑期停机检修任务，保证了对撞机下一运行

年度的高效、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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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组织 

组织 BEPCII运行例会、暑期检修协调会、专题讨论会等 48次，撰写会议纪要，根据会

议决定做好落实、跟踪及催办工作；组织 BEPCII运行维护经费绩效目标审核会，BEPCII维

修改造项目讨论会、评审会，BEPCII运行计划评议会，BEPCII相关开评标会等。 

4.宣传工作 

配合所里积极做好 BEPCII 的宣传、接待工作：负责 BEPCII 的参观接待工作，2020 年

接待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清华大学、东北大学、西城区教育研究院、中科院兄弟单位、

中国科技馆、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等 20余次，累计 300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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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得的重要成果进行及时宣传；负责完成 BEPCII

年度报告和成果汇编的编写工作、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中的相关信息维护，协

助负责人完成 BEPCII运行数据录入，一年累计 300余条。 

5.安全管理 

与安保办配合全面检查对撞机区域内的电气、消防安全，并形成检查结果报告，随后督

促相关部门整改，确保对撞机顺利运行。过去一年对撞机未出现电气、消防安全事故；修订、

组织编写《高能所辐射应急事故处理程序》等各类安全条例、消防规定，制作并张贴于对撞

区内各实验厅，确保对撞机安全、平稳运行；汛期逢雨检查、统计对撞区漏雨情况，同时报

修至物业公司；带领物业人员确认各处漏雨位置，跟进检修进度；配合行政管理处完成对撞

区部分屋面防水修缮项目，确保不因漏雨而影响对撞机运行。 

6.材料上报 

组织编写了 2020 年度中科院中英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度报告》中的 BEPCII 内容、

《BEPCII 2019 年度运行工作总结和经费决算报告》、《BEPCII2021 年度运行工作计划及经

费预算报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果汇编》等相关材料。为发改委、中科院等单位提供材

料 20余份。 

（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DYB）运行管理 

1.常规的运行管理 

编报合作组 2020、2021 年公共运行费的经费结算表，通过执行委员会审核后联络各合

作单位收取相应的运行费，并配合财务完成结汇及入账工作。 

组织编写《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9年度运行工作总结及经费决算报告》。配合完

成 2020 年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会相关材料的准备（填报 2019 年度运行情况和共享程

度指标、用户评价等材料，以及汇编大会报告）并协调相关负责人参会。 

编写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年度报告》中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2019 年度成

果报告（中英文）。 

维护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网站；组织大亚湾的现场接待共计约 500 人次。 

2.组织装置退役申报 

组织大亚湾实验撤场准备的讨论会，细化撤场方案，落实撤场工人、后勤管理。组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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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二次利用收集，与中广核沟通资产调拨，与财资处沟通资产处置方案。 

编写装置退役申报材料并上报院条财局，根据退役申报流程，组织装置退役专家论证会、

组织参加院秘书长办公会、院长办公会审议，最终批准装置退役。 

3.组织退役仪式 

组织 12月 12日的退役仪式。进行会议方案策划、优化，邀请参会代表（邀请函、发言

稿），实验厅内搭建会场，新闻通稿编写，视频解说词初稿、视频纠错，落实食宿行、防疫

等。经费资助单位代表、同行专家、合作组代表、媒体等百余人参会。配合党政联合办进行

了广泛宣传。 

（三）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DS)运行管理 

2020 年，ADS 质子直线加速器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参加了奖项的申报工

作。2020年，完成了 A 类先导专项子课题“ADS前端加速器稳定性研究”的任务调整论证会

的组织及材料上报，这是对 A 类先导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的继续深入

研究。参加了 CiADS项目建设方案调整专家论证会。组织协调了 ADS低温测试工作，给光源

项目、CEPC、上海硬线、韩国项目等做各种腔的低温测试，保障了高能所在射频超导领域的

领先地位。 

（四）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工程管理与运行管理 

2020年度，通过强化过程管理，加强异地建设的组织管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

项目在面临新冠疫情和财政资金缩减的双重压力下，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多方筹措资金，合

理调整工程进度计划，最终保证了全阵列安装工作，确保了 1/2阵列的联调和稳定运行，完

成了 3/4 规模阵列的建设并投入运行。LHAASO 项目工程办在工程经理部的领导下，积极协

调配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建设运行的组织推进 

（1）疫情期间，严防严控与复工复产并举，制定并发布疫情防控制度，组织落实到位，

积极推进项目基建工程，是四川甘孜州最早复工的项目； 

（2）基于 1/2规模阵列的运行，LHAASO项目取得阶段性重大科学成果，LHAASO工程办

积极组织筹备首批科学成果新闻发布会； 

（3）超过 3/4规模的阵列于 12月投入运行，组织编制 2021年度运行报告及预算报告。 

2.经费管理 

（1）面对 2020年度经费被国家财政部大幅削减超过 60%的情况，积极筹措资金保证工

程进度，申请院配套经费 0.5亿元，申请办理资金归垫超 0.5亿元； 

（2）坚持经费执行情况月度报告机制，加大督促检查机制，供经理部及时掌握情况，

精准调控，确保经费执行率；截至 12 月底，经费执行率为 118%；（3）统计梳理 2021 年度

高能所和成都分院经费支出计划，申报 2021年度经费。 

3.质量与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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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项目监理、质量、档案检查工作，配合院条财局针对项目开展工程现场的监

理工作；根据鉴定验收分级管理目录，梳理出各关键设备/系统鉴定验收的完成情况，督促

各分总体/系统完成鉴定验收；加强档案检查，召开施工单位档案检查会议工作 3 次，工艺

档案检查会议 1次，及时督促整改；与档案室密切沟通，组织会议讨论制定整体归档工作计

划，为明年项目档案验收做准备。 

（2）工程验收的前期准备：制定总体验收工作计划，与档案、基建、财资主管部门协

调，组织制定分专业验收计划，与各分总体协调制定工艺验收工作计划，为工程验收奠定基

础。 

（3）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健康管理:组织 LHAASO 消防安全培训演练，组织安全自

查并编制安全检查报告，配合行政处完成安全检查；LHAASO团队纳入院健康保障重点团队，

在行管局的支持下，301 权威医生在线跟踪服务；组织办理工程人员野外工作意外伤害险。 

4.公文管理、报告起草 

（1）文件、公函、报告的起草共计 26份，加强与上级单位和有关部门的沟通。 

（2）例行的报告机制，报送主管部门，共计 77份。 

5.合作共建 

（1）落实推进高能所、成都分院合作共建：组织召开高能所、成都分院季度工作会议

2次；配合成都分院完成经济现任审计工作；协调省林草厅，国家林草总局，省重点办，办

理保护区林地许可遗留问题；推进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的申报进展，并提交至省科技厅。 

（2）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平台项目的组织实施：推进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立项与建设

准备，开展初步设计工作，初设报告于 9月 28日取得国家发改委批复；落实工程组织架构，

承担了平台工程办的任务，调配相关人员；组织编制 EPC标书，于 10 月份完成招标，即将

启动建设，预计明年 8 月底完成；组织天府平台的建筑内部装饰设计。 

6.亚丁中心管理与测控基地的建设运行 

在所财务、纪监审办的监管协助之下，制定亚丁中心相关管理制度；2020年起，LHAASO

测控基地实行住宿收费管理，由亚丁中心负责费用核算和测控基地的运行维护，亚丁中心实

行全成本核算模式；开展测控基地设备夏季集中维保，为工程安装做好支撑；开展测控基地

安防系统改造。 

7.现场协调与接待 

重大活动组织、来访接待安排频繁：组织 2019年度工程年会、2019年度工程建设总结

会、2020年度 LHAASO合作组第一次会议暨工程建设研讨会、LHAASO工程第四次过程管理会

议、缪子探测器主体工程完工仪式；接待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叶壮调研考察 LHAASO 现场、北

京分院、成都分院、省领导、青促会等总共 200余人。 

8.制度建设 

面对突发的疫情，及时建立实验站现场新冠疫情防控制度，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2020年度，LHAASO 工程办拟定发布制度共 13个：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制度 2个，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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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宇宙线科学中心制度 7个，四川天府新区宇宙线研究中心制度 4个。 

9.科普宣传 

（1）成果管理：建立成果管理工作机制，面向所有合作单位搜集成果信息，便于今后

查找引用，增加 LHAASO 的学术影响力；汇总整理形成 LHAASO成果目录清单（包括：期刊论

文、会议论文、硕博论文、专利、荣誉奖励等），并将持续更新。 

（2）多层次、立体式科学传播：本年度制作了项目宣传册、更新中文版项目介绍片(6

分钟)、组织科学工作者开展科普专场活动以及筹备组织项目重大科学成果新闻发布会等。

制定 2021 年度科学传播工作计划，包括科普宣传资料梳理、科普宣传平台维护利用、科普

项目申报、科普活动及高校讲座组织、策划科普论坛、省级国家级科普基地申报等工作。 

10.团队建设 

2020 年度，LHAASO 项目工程办在北京、稻城两地共新招聘三名员工，完成了稻城管理

人员的更替，充实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加强新员工的业务能力培训，明确新员工职责，使新

员工迅速承担并开展各项工作，保证了 LHAASO项目的建设运行。 

（五）江门中微子实验工程（JUNO）工程管理 

在 2020 年度，江门中微子实验基建进入攻坚阶段，关键部件开始批量生产，设备安装

方案逐步成熟。本年度在过程管理方面完成了以下工作： 

1.组织协调 

项目组内协调：组织合作组会 2次（广西、网络会议）、指挥部会议 40次、安装例会及

评审会 35 次，跟踪落实会议决议；与境外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收取合作经费共 6 次；

配合行政处完成意大利液闪纯化设备进口 2套。 

项目组外协调：与院重任局就专项日常管理（经费、监理、季报等）做沟通协调；与中

广核和重任局联系近点探测器放置及参加中科院-中广核合作会议事宜；与所内各部门协调

（放射源采购、国库支付、海关巡查、进口免税等）解决项目进展中的各种问题。 

本年度的重点协调为推进基建调概及经费落实。包括：协调专项领导小组会、配合院重

任局与广东省进行多次沟通协调，于院省领导小组会上基本明确广东省的支持，两次申请所

实有资金先行垫付基建进度款，确保基建进度。 

完成公函、各类报告共计 13份。 

2.质量、经费、进度管理 

编制江门中微子实验站现场安全管理手册、安全培训 PPT、后勤管理文件；签订工作联

系单 21份；及时跟踪各系统的档案预立卷。 

组织专项人员及时报送预算，协调进口审批进度，按月汇编项目开支情况，协助完成大

额经费的国库支付，推动提高预算执行率。 

组织每周的安装例会，根据安装方案的更新及时更新 CPM计划，并细化至 L4。 

3.实验站后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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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二辆皮卡车的审批而转入采购。协调机电运维、园区物业、斜竖井提升系统的 3

个招标工作，为现场安装工作的开展基本做好准备。 

4.宣传及来访接待 

维护江门中微子实验中、英文网站；联系纪录片团队拍摄关键进展；接待所里纪录片拍

摄；接待地方组织的参观活动 60次。 

（六）北京先进光源研发与测试平台（PAPS）工程管理 

1．内部协调：组织了 32次工程例会、技术讨论会、验收会。 

2．外部协调：与市发改、管委会、区政府、共建方等进行协调，进行汇报编写及信息

填报，办理函件等，共计约 50 件。包括：项目进展设备安装情况等材料；项目经费执行情

况；填报北京市月度进展信息管理平台；填报市发改进展及经费稽查系统信息。 

3．健全了质量管理体系，完成项目的安装调试 CPM计划，编制 2020年经费执行计划并

上报。随工程进展及时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怀柔园区施工管理规定、关于收取第三方

施工厂家进场的规定等。督促兼职档案管理员定期归档。 

4．现场设备安装准备协调：PAPS基建已经完成，2020年 6月交给高能所使用，处于安

装集成调试阶段。多次协调现场设备安装，为项目进展提供保障。不定期组织现场基建检查，

完善施工。确定各实验厅现场安全协调员，保障工程向设备安装阶段顺利过渡。确定现场值

班制度，保障项目现场安全。公辅系统完成了各子系统调试，运行正常，能支撑各种工艺测

试（冷冻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工艺循环冷却水等 6个子系统，其中，工艺循环水冷却水

系统完成了模拟调试）。 

5.经费管理：每月对经费执行及合同签订情况分类分系统统计，反馈给经理部，督促执

行。每月结合设备进展对比合同执行，明确差异，反馈给经理部。 

6.信息宣传：网站维护，完善沙盘制作，完成多版项目展板的制作。多次组织接待项目

怀柔现场领导调研参观。 

（七）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工程管理 

1.完成任务书签订 

组织编制部、系统级任务书，将可研、概算批复的建设内容、指标、进度及概算等进行

分解，并作为管理控制基准正式发布；8月 12日，总体、部级任务书完成签订，9月 17日，

系统级全部完成。 

2.经费管理 

疫情导致拨款大幅削减，组织调整预算，保证急需经费优先执行；与北京市积极沟通争

取市级新增拨款 2.3亿元，9月份获批到位，为年度工程进度提供保障； 配合完成年度经

费归垫申请 0.5 亿元；组织编制 2021年经费预算、政采预算、工程人员费申报；按季度、

月统计合同签订和支出进度，公示执行率，过程督促执行率；参与招投标预评审、开评标等

工作，督促规范执行；督促变更洽商规范执行；组织编制十四五进口设备免税清单意见和建

议；参加北京市调度会，汇报经费执行情况，争取新增年度拨款；配合完成年度北京市经费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43 

 

稽查。 

3.进度管理 

在零级 CPM计划、WBS分解基础上，推进制定一级 CPM计划，并初步起草工程进度管理

办法；编写总体季度进度报告，组织编制各级季报；编制总体工程进度、汇总各级大事记；

跟踪、分析进度与计划偏离，为指挥部决策提供参考； 

4.质量体系 

根据工程指挥部和各级负责人调整，修订职责条例；发布了工程设计质量保证程序、驻

厂（所）职责条例、资产验收办法、科学传播管理、现场车辆管理等 6个文件，完善质量管

理体系；组织根据设备分级定义，编制并发布设备分级清单，定义设备分级管理体系；参与

系统设计、零级设备关键节点过程跟踪。 

5.档案管理（协同档案室） 

组织完成 50 余个系统的档案分类框架；配合主管指挥，组织搭建档案责任体系；初步

起草工程档案实施细则（待发布）；协同档案室、基建部，与北京市档案部门对接，现场宣

贯/研讨；参与数字档案室策划讨论。 

6.工程管理信息化 

（1）信息共享：进 一 步 统 筹 工 程 网 页 、sharepoint 平台，将评审后前期通

知、后期会议资料储存等结合，更好地共享工程信息；工程办统筹怀柔用车，加强管理，节

约经费。 

（2）推进工程电子化审批平台搭建：全面推广技术通知单、工作联系单电子化审批，

简化填写，加强过程跟踪管理；完善权限分配等功能。 

7.现场规范管理 

食：临建食堂、物理所极端条件食堂、附近餐厅； 

宿：临建宿舍、国科大国际会议中心、附近宾馆； 

行：所内班车为主，出租车辅助。统筹整合往返怀柔现场的人员，最大化利用车辆； 

物：采购临建宿舍用床上用品、办公用品、清洁用品，精细化可跟踪管理；钥匙管理等； 

现场物业：与科学城公司物业及所内行政处积极沟通，落实 PAPS 园区物业，确保室内

外清洁； 

住房政策：及时传达怀柔区各项购房政策，协助项目组人员整理购房资料并上报； 

在怀教育：及时传达怀柔区各项教育政策并统计项目需求；组织参加多次教育研讨会。 

（八）HEPS 配套综合实验楼和用户服务楼项目 

12 月 2 日，项目顺利开工。举办项目开工启动会前，工程办全体配合与多个单位沟通

协调，精心组织完成开工方案、项目展板、嘉宾邀请、参会人员组织、领导致辞稿件、议程

等筹备工作。启动会当天，北京分院、北京市、怀柔区等相关单位领导，高能所领导及相关

部门代表，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代表，项目成员等 200余人参加了会议，工程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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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现场统筹协调，助力开工启动会圆满举办。 

（九）其他工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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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时

沟通，发送有关进展汇报、简报等。 

2.粒子物理前沿卓越中心管理：合办组织卓越中心第八次全体大会、第六届赵忠尧博士

后评选、第七届“青年骨干”评审会、第十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汇编各类上报材料。 

3.组织召开了粒子加速器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共 170 人参

加了会议。 

4.开展管理课题的研究：负责科技部“科技平台标准化战略研究”课题；参加“多边机

制下推动大型研究基础设施共享研究”课题。 

二、制度建设 

本年度，各工程共颁布制度 22个，分别如下： 

1.HEPS：6个（质量控制、资产管理、科学传播、现场后勤管理等制度）。 

2.JUNO：2个（实验站现场安全管理、后勤管理制度） 

3.LHAASO：13个（实验站现场制度、亚丁中心制度、天府中心制度） 

4.PAPS：1个（现场施工管理制度） 

三、改革与创新 

（一）疫情下的大科学装置经费管理 

在财政经费大幅削减的情况下及时应对，积极与北京市、中科院沟通，尽可能保证急需

是经费。配合王所长的人大提案，向财政部、院、北京市、高能所多方筹措资金，合计 5.8

亿元，盘活存量资金，确保 HEPS、LHAASO和 JUNO项目继续按原计划实施。 

（二）大科学装置异地建设 

1.积累异地建设管理经验，规范多部门协调管理机制。 

2.建立 HEPS-ADS-PAPS-HEPSPT 联合工程办，合理配置人员，设 AB 角，统筹协调管理。 

3.LHAASO依托地方法人单位，采用全成本核算的方式，弥补地方配套设施运行费缺口。 

（三）提升管理水平 

1.内部研讨；培训交流；自学管理学课程，增加理论知识。 

2.继续推广使用工程管理电子化 

第二部分 创新文化建设 

一、职业素质与业务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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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人新获得 PMP 证书 

（二）开展工程管理经验交流，提升管理水平 

① 各工程办例会制度，相互交流、专题研讨 

② 2020.6.30，HEPS 与 PAPS项目组织开展经费使用及管理和廉政教育大会 

③ 2020.7.28，北京建工集团来所交流座谈 

④ 2020.9.15，组织大型研究基础设施国际共享合作研讨会 

⑤ 2020.9.23，大气所来所交流工程管理 

⑥ 2020.10.23，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研技术部调研 

⑦ 2020.8.19， 哈工大来所交流座谈 

⑧ 苑梦尧、姚莉参加第 16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视频会议），作大会报告、

递交会议论文 

⑨ 白云翔在《管理世界》杂志发表文章《发展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领国际科技创

新》，获该杂志 2020年度优秀论文 

二、支部工作、工青妇工作 

严格三会一课，召开 10次支委会议、12次党员大会、1次组织生活会。 

主题党课常态化制度化：组织支部成员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等爱国

教育基地学习；组织专题学习；党委委员讲党课活动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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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

（帮忙幼儿园接孩子、探望病号），年轻同志愿意与支部委员谈心、交流思想。 

积极支持所党委、职代会、工会、妇女、统战工作，鼓励职工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学法

用法竞赛获得优胜奖，“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理论学习获二等奖；组织抗疫捐款活动，

捐款人数 100%；苏萍获优秀党务干部，李全林获优秀党员，苑梦尧获创新文化先进个人，白

云翔获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颁发的年度参政议政“先进个人奖”。 

三、文体活动 

组织职工提案，合理化建议；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类体育活动，均获得好成绩：北京分院

气排球比赛（亚军）/北京职工健康杯网球赛（双打第 3名）；组织中心职工开展端午、庆国

庆、迎新等活动；组织中心职工参加急救培训。 

第三部分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1.疫情引起经费不确定：及时调整计划，多方筹措资金，制定经费调整预案。 

2.JUNO基建经费缺口：垫支，积极落实地方政府支持。 

3.怀柔现场交通问题：尽快购买中巴车，待后续进场人员增加后，推进开通通勤班车。 

4.PAPS 现场管理问题：“科学城公司物业+高能所物业共管”形式，导致消防等管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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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划分问题：积极主动沟通，遇到问题及时处理、召开联合会议商讨解决方案。 

5.PAPS运行费：多渠道筹措，尽可能得到地方政府支持。 

第四部分 2021 年工作重点及建议 

1.加强与外单位的专题交流，吸收先进管理经验。注重学习国外大装置的管理经验 

2.加强与上级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沟通，加强大装置的过程管理 

① LHAASO：竣工，申请国家验收；推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的立项工作；加强天府平台、     

亚丁中心的管理 

② PAPS：竣工，申请项目验收；组织协调设备入场安装、调试 

③ JUNO：尽快落实基建经费，设备入场安装的准备工作（出厂验收、现场管理） 

④ BEPCII：日常运行、暑期检修；积极与院里沟通，协调争取 BEPC3的立项申请 

⑤ DYB：撤场的组织协调、资产处置 

⑥ ADS：做好先导专项子课题管理；做好承接 CIADS子项目的管理工作 

⑦ HEPS：部分设备进场安装，加强现场交叉工作的管理 

⑧ HEPS-PT：推进建设进度 

3. 制定详细的计划，积极开展各工程成果宣传工作，扩大影响 

 

 

（撰稿人：刘蕾  审稿人：罗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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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财务资产处工作总结 

 

一、高效推进年度重点工作 

1.1 优化完成管理流程，推进经费管理相关制度建设 

根据科研经费管理规章制度和管理需求，修订了《高能所差旅费管理办法》、《高能所财

务报销管理规定》、《高能所劳务费管理办法》。结合管理需求和信息系统变化，梳理业务流

程，编制收入核算流程、收入认领流程等相关业务流程图；在采购审批流程中科研处增加关

联业务审核环节。编制银行账户年检操作说明、银行电子票据接收存储说明，规范财务内部

业务流程和岗位操作规范。对科研人员需要了解的相关财务业务，编制专公务卡到期换卡操

作说明、出差申请填写操作说明、票据识别操作说明、网上查验发票真伪说明、个人综合所

得申报说明、住房公积金提取操作说明等说明性文档，据采购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容易混

淆的概念、需要注意的事项，编制了招标采购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16条）；上传到财务资

产处内部网页，供科研人员查阅。 

1.2 根据审计监督重点，推进各项资产清查清理工作 

（1）财务往来款项清理工作：抽调现有岗位财务人员组成往来款项清理工作组，在做

好本岗位工作基础上，全面清理了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编制 2019 年往来款清查报告，并

重点清理账龄 3年以上长期挂账应付款项。2020年 10月，根据院条财局要求，分类清理往

来款项，编制往来款清查报告。通过制度明确每类借款的报销时限，按季度催报，分解任务

到审核人员。通过往来款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了长期往来款项挂账，进一步加强了往来款

项管理。 

(2)年度资产清查工作：依托高能所资产管理系统开展 2019年度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包

括自查、申报和抽查三个阶段，抽查比例金额占比不小于新增资产的 20%，其中包括新增资

产中所有单台套超过 50 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对所外使用资产进行备案，加大管理力度。

通过清查，全面掌握我所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数量、价值和使用状况，进一步规范资产的

配置、使用和处置工作，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1.3 持续推进预算执行，完成财政考核指标 

根据院条财局对年度财政预算执行的统一要求，持续推进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工作。注重

执行过程中持续监控，按月统计各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及时将经费结余信息推送给课题负责

人，加强课题经费信息同步和执行推进，同时做好年度经费统筹协调，保障项目付款效率，

保障各项目完成节点考核要求，全年度各月份的执行率与财政部考核指标偏差不足 3%。2019

年预算执行和盘活存量考核，获得院条财局奖励，奖励金额全院第一。 

1.4 调整采购模式，保障大科学装置大规模采购业务量按期完成 

引入招标代理采购模式，通过入围遴选环节， 选出三家代理公司分签订代理采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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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通过自行招标和委托招标两种采购模式相结合，一方面在集中业务量较集中时期分担

工作量压力有利于腾出更多精力做好情况复杂、合同履约风险大的项目；另一方面有利于规

避直接面对采购质疑和投诉的风险。因疫情、经费到账晚等情况，2020年 9月 HEPS项目采

购量激增，通过“自行招标”与“委托招标”相结合的采购模式，有效保证了采购进度和质

量。 

1.5 加强管理信息系统优化，改进和提升工作效率 

（1）银企互联系统：新一代 ARP 系统上线后，我所作为北京地区第一家开通银企互联

业务的单位，于 2020 年 4月正式上线运行，建立了网上报销系统和银行汇款系统，减少了

汇款数据重复录入的工作量，有效提高财务付款工作效率。2020 年 8 月，开通银行电子回

单传输业务，由人工配送纸质回单转为专线传输电子回单，为财务凭单电子档案库提供了有

效数据，并实现了借款报销用户在线查询汇款单数据，有效提高了数据共享和利用的效率。 

（2）资产管理系统:为实现大科学工程建设期间资产系统化管理，满足二级法人单位资

产管理需要，提高资产管理的准确度及工作效率，委托计算中心开发基建设备管理系统，已

完成原型设计（DEMO），计划 2021年上线使用。 

根据全 ARP系统财务、资产模块数据质量检查的要求，对财务、资产数据进行重和修正。

对系统提示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的信息已基本全部消除，提高了财务、资产基础信息质量。 

（3）物资采购系统：联合技经处提出 30多条完善和优化建议，包括更换集采目录、部

分选项增加提示或说明，增加要求被调研单位不得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等；并在采购系统增

加关联业务审核环节，加强了关联业务事前审核和风险防控。 

1.6 支持全所职工完成个人所得税首次汇算工作 

根据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要求，2020年 4-6月组织所内职工完成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

汇算工作，编制申报操作和常见问题文档供职工参考，设置专人解答职工在申报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在税务局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个税汇算。 

 二、保障科研经费管理服务工作 

2.1 经费收入规模持续增长，保障采购、资产和财务相关工作 

2020年高能所本部收入 234595万元，收入总体规模持续增长。财务资产处在现有人员

规模不增的情况下，积极整合优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做好采购管理、资产管理、财务报

销和经费核算相关日常工作。 

2.2 招投标和合同管理 

本年度招投标工作重点是针对特殊项目特别设计招标方案和编制合同文本，降低合同风

险；对于重大项目派专人全程参与，根据特点创新性地开展工作，必要时咨询法律顾问。2020

年度共完成招标项目 124 个，对其中 97 个已定标项目统计中标金额约 7.3亿元，节省经费

约 8484万元。 

2020 年度共审核和签订合同 3338 个，合计金额约 10.48 亿元；完成预算编制 508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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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合计金额约 12.50 亿元；完成进口申报 96项，合计金额约 4.04亿元；完成变更采购方

式申报 10项，合计金额约 4843.00万元。 

2.3 资产入库登记和资产处置 

新购置设备分科研仪器设备和大装置工程设备办理审批和入库登记，2020 办理科研资

产入库 4132项，办理无形资产登记 77项，大装置基建项目资产入库登记 1598项目。 

全年接收退库资产 2255 个，合计金额（原值）8109.38 万元；对仪器和家具进行调剂

共享 80多台/套，有效提高了退库资产的再利用率。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于 2020年 12月正式退役，本项目涉及资产数量大、装

置拆解情况复杂、处置目标多样（调剂、报废、调拨等），在全面梳理项目的资产清单

后，资产处置工作人员先后三次赴现场查看设备后，根据实验退役的资产处置需求，制定

了资产调剂、资产报废、资产调拨的资产处置方案。现场处置资产工作，通过调研考察和

竞争性方式选择成交的回收公司。2020年底已完成第一批资产现场处理，资产调拨等工作

正在进行中。 

2.4 财务报销和付款工作 

财务报销工作 2020年度完成科研财务 27537张、基建财务 2697张会计凭证审核和核

算工作，平均每个审核人员年度完成 6880张凭证审核和入账工作，每人月 700 张工作量。

在报销审核工作量较大的情况下，坚持接收单据第二天付款的承诺，保障科研经费及时报

销入账。2020年完成汇款 32690笔，平均每月处理 3000笔付款，并办理各类付款查询、

收款问询、银行对账，银行现场业务等工作。 为方便职工缴款，进一步拓展了收款方式，

增加了后勤、医务室 POS机收款，配合一卡通上线增加了网上银行收款，加强停车费收款

控制增加了统一二维码收停车费业务。 

2.5加强课题经费管理服务 

课题经费收支管理方面，每月为课题负责人推送课题可用资金信息、课题收入到账提

醒、课题经费赤字预警等经费信息；课题结题经费管理方面，按季度统计到期和超支信

息，配合科研处清理课题，同时配合课题组结题验收，提供课题明细账、电子财务凭证、

设备清单等资料；采购招标方面，对采购政策以及采购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提供专业支

持，配合项目进行特殊项目招标方案的个性化设置。 

2.6财务和资产报表编制报送工作 

按时保质向财政部、北京市、院条财局报送预算、决算、统计报表。完成财政部

《2019年度部门决算报告》、《2019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度住房公积金报表》编

制工作，完成国管局《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决算报表》和财政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年度报表》编制工作。 

三、部门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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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部门重新整合后，财务资产处的业务范围包括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和财务

管理；现有工作人员 23人，其中采购人员 5人、资产人员 3人、财务人员 15人；部门加

入新的力量后，人员结构进一步年轻化，其中 50岁 6人、35-50岁 11人、35 岁以下 6

人。注重部门建设和团队管理，采购业务并入后，从采购事项开始，到合同付款结束，业

务相互融合和贯通，进一步加强了采购、资产和财务之间的业务协作，例如在合同系统信

息中增加付款条件录入，合同审批流程中增加合同财务审核，预算执行推进工作前移到从

采购招标开始规划等。新同事加入部门后注重团队融合与共建，     年内召开室内会议四

次，组织业务讨论会十余次。 

在团队建设中，注重团队整体实力提升。通过岗位工作轮换和复合型工作岗位设置，

有效提升业务能力，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鼓励总结和创新，提升团队综合实力；同时注

重锻炼培养中青年人员，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为中青年人员创造成长机会，大任务按

节点和内容分解成子任务，并深入指导和辅助完成，通过规划设计工作报表理顺工作思

路、深入业务他讨论梳理工作方法、加强数据统计分析理清业务脉络、提供学习交流机会

提升业务能力等途径提升中青年人员综合业务能力。 

在 2020全国抗击疫情的特殊年份，在春节全国疫情蔓延初期，第一时间了解统计部门

职工离京、返京情况和身体状况，按所人事处要求安排轮岗工作、通过内部交接表保障每

日工作，微信群组织学习防疫知识；轮岗结束后，积极响应全员到岗的号召，客服办公环

境人员密度高、外来办事人多等困难，恢复全员到岗。保障春节期间防疫物资采购付款工

作，2月 20日零余额项目经费到帐后，没有因为疫情报销付款，三日内完成财政项目单据

的各类付款 300余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按党委要求积极组织多种行驶的党支部学习和民主生活。组织

专题学习保持思想统一，加强廉政教育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团队建设服务管理需要，加强

自身建设提升工作水平。 

我所是中科院资产管理京区第一小组（成员包括 12家单位）组长单位，负责上传下

达，及时传达和落实院里的有关规定。2020年组织成员单位进行业务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

2次，培训人数达 70人次，有效促进了成员单位中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管理岗位人员更加

深入的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升业务能力。 

2020年度部门继续积极参加院内、所内组织的各项目活动，参加所内青年人员理论学

习获三等奖、组队参加“懂法用法知识竞赛”获三等奖、积极推进 ARP系统建设，周亚获

院 ARP“最佳管理实践奖”。 

四、2021 年度主要工作计划 

1.落实日常工作，持续提升服务 

保障财务报销付款时效性和会计核算准确性，加强服务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细化管理，做

好收入年度结算和预决算编报工作、收入核算管理工作、工资发放和收入服务工作。进一步

加强资产入库和实物管理，加强资产调拨和共享利用，关注重大重点项目招标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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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制度体系，优化工作流程  

根据管理需求和上级管理部门的新制度，修订和细化本单位采购、资产和财务制度体系，

改进细化工作流程，修订内部控制规范，更新岗位工作手册。 

3.加强经费过程管理和专项服务 

进一步加强课题经费收支、采购招标专业支持、课题结题经费管理、智能报销等经费管

理服务。根据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项目验收要求，配合做好

LHAASO项目、PAPS项目的经费决算、财务验收和资产验收工作。 

4.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工作效率 

对业务流程中重复工作多的业务节点的效率提升和优化，解放大量手工重复、机械化的

工作，信息化工作推进实施银行自动对账工作、招标现场积分程序应用、票据识别和智能报

销业务、公务之家服务等相关工作。 

 

 

（撰稿：孙桂霞、王艳霞、周亚  审稿：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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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离退休办公室工作总结 

 
一、离退休人员概况 

离退休人员总数1260人，其中：离休人员27人、退休人员1231人、离岗安置2人。 

年龄 90 以上 89-80 79-70 69以下 平均年龄 

人数 26 422 370 442 74 

2020年新增离退休人员 20人；2020年去世人员 34人 

二、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 

2020 年离退休工作继续遵照上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精准、务实

的工作理念，不断提高信息化、精准化、规范化工作水平，进一步把离退休工作做深、做实、

做细、做优。 

1、进一步推进离退休信息化建设 

针对离退休管理系统老旧，不能满足现有工作的需求，以及网络平台在离退休人群中的

应用存在困难等问题，并结合院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就离退休信息网络平台建设进行了

调研，寻找改进措施。 

（1）开展对院离退休管理系统调研 

组织城区片单位进行座谈，针对院离退休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及应用共同分析，提出改

进意见。 

（2）开展对我所离退休信息查询系统功能完善与改进的调研 

因退休人员工资发放渠道的改变，造成查询系统数据的跟踪与使用出现问题；同时希望

系统功能与界面应更贴近实际应用需求。结合上述问题，离退办与计算中心等专业人员进行

沟通，探讨系统完善与开发改进的方案。 

（3）开展了离退休人员网络平台应用的调研 

制作了相关调查问卷，对 230 人进行了线上线下形式的问卷调查，调研网络平台在支

部、协会等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意见建议。 

通过调研，了解到网络平台在离退休人员中、在群团活动中的需求情况和应用问题，为

平台建设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和思维拓展。离退办工作人员联合完成了《浅谈离退

休服务管理中的信息化应用与探索》调研论文，已报送老干部局，为离退休工作信息化建设

建言献策。 

（4）加强对现有信息化平台的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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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系统中不准确数据进行核实更正。对人员的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学历、住址等信

息校对修正； 

②采集补全人员变动信息和缺失信息。在疫情期间，为全面掌握我所离退休人员的健康

状况，多渠道追踪常年失去联系的老同志信息，并与近 300位老同志重新核准联系方式和紧

急联系人。同时，与从未建立联系的老同志（含异地）搭建了互通平台，有的与家属建立微

信。 

③强化对系统数据的定期更新维护。建立人员数据变动的台账登记，及时完成对离退休

管理信息系统、语音系统、信息查询系统数据更新维护，掌握老同志的动态变化。如：及时

补录新退休人员的信息和变动设置去世人员系统权限。 

（5）推进微信群建设 

今年根据疫情环境，离退办在离退休人员中努力推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的使用。要求

有能力的党员群众与支部、行政组建立微信联系，无条件的老同志（年高、体弱、不会用智

能手机）建立家属微信。以保障老同志个人与支部、组织畅通联系。 

通过多方努力，微信群推动工作有一定效果，党员群众入群率大幅增加，有的支部或行

政组已经达到 90%以上。增进组织与老同志的沟通，提高党政群团工作的效率，轻松掌握老

同志的动态情况，为精准服务管理打下基础。 

2、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建各项工作 

2020年离退休总支根据院所党委工作部署，立足离退休党建实际，严格党建工作要求。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突出政治引领，不断增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确保离退休工作的政治方向。 

特殊时期党建工作不掉线。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离退休党总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院

所党委关于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线上线下形式，坚持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1）政治思想建设 

认真落实院所党委各项工作部署，完成“三会一课” 制度。2020年组织参加院局重要

会议（线上）2 次；所级会议 6 次；总支工作会议（含扩大会）5 次；专题党课 2 次；培训

会、形势报告会等 4次 

12 月 1 日，离退休党总支邀请党委副书记罗小安做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主题党课报告。还就国办、中办 3号文和中科院党组 48号文中关于落实离退休工作

的相关部署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2）组织建设 

离退休总支认真传达《高能所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积极贯彻落实，加强制

度学习，夯实思想基础。 

① 参与完成换届任务。在疫情期间，离退休总支坚持落实党委党建工作，面对时间紧、

任务急、体量大、人员分散等诸多困难，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紧张有序的安排布置，灵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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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操作，耐心细致的在线答疑，以及各支部的通力配合，及时、圆满的完成了换届重点任

务。 

②开展支部骨干培训，提升支部组织力。2020 年离退休总支举办 2 次党员骨干培训，

邀请党办工作人员到会作培训指导。引导离退休党支部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③开展党建工作调研，针对问题，改进支部工作。离退办以问卷方式从工作制度执行、

支委骨干职责履行、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等方面开展调研，梳理分析，探讨解决办法，更好地

推动支部组织建设、结合实际探索离退休党员分类管理。推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④扎实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在组织发展工作上，严格履行转正程序、认真开展对预备党

员的继续教育、考察工作。四支部完成对预备党员顾京霞的转正工作。 

（3）丰富支部活动 

拓宽学习途径，引导各支部以多种活动为平台，组织党员学习文件、传达政策，强化对

离退休党员的思想建设和教育管理。开展山上线下的知识答题、专题培训等。有力助推党建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4）发挥模范作用 

①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离退休总支积极响应党委组织的为抗击疫情捐款活动，带动广大

党员群众为疫情灾区人民和抗议英雄献爱心。总支认真考虑疫情时期，老同志们的自身安全

以及线上支付的客观困难，经过总支的认真商讨，周密设计，制定了适宜方案，如期圆满完

成捐款活动。有 376位党员群众参与，捐款总计 97610 元。 

②疫情期间，离退休总支制定了 24小时值守机制，严格防控。各支部书记坚持执行“日

报告”“零报告”“周汇报”不间断，保障了离退休人员安全无异常情况发生。  

（5）关心老同志民生 

离退休总支定期召开工作通报会和民主生活会，8 月 18 日总支就疫情防控期间高能所

及离退办各项工作的开展面向离退休各支部进行了意见征集，并上报所领导和相关部门。 

所党委重视关心老同志民生问题。9 月 22 日魏龙、罗小安两位书记和相关部门领导与

总支委员开展民主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深入交流，现场解答，缓解了思想困惑和情

绪，推进老同志两项待遇的不断完善。  

3、完善 1+4 工作机制，提升和优化志愿服务 

（1）提升志愿队伍水平 

两次组织志愿服务队员参加离退休干部局志愿服务线上培训，促进志愿服务者对志愿服

务条例、规则的深入了解。促进志愿者队伍更专业化发展。 

努力优化队伍配置。积极吸纳有觉悟、有热情、较为年轻志愿服务同志充实到行政组长

队伍中，做好新老组长交替，保障志愿服务队的活动安全，优化行政组长队伍管理。有 5位

年轻退休同志充实到行政组。 

（2）开展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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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志愿服务队在大型活动、走访慰问、科技传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年疫情下

的体检，增加了个人健康信息检查、现场防护、秩序疏通等环节工作。志愿者积极协助体检

工作，承担了上述体检工作环节；还有疫情为老同志分发口罩工作，我们行政组长志愿者为

老同志送上家门。 

4、稳步推进老科协各项工作 

（1）队伍建设 

老科协主动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吸纳更多的专家，特别是较为年轻专家的加入，充实协

会力量。 2017年 10月成立（会员 31人），2020年 12月（会员 70人）       

（2）落实沙龙年度计划 

2020年邀请张双南老师做《关于我国黑洞和引力波的探测》沙龙报告；在做好防护，组

织线下沙龙的同时，首次开设了线上直播，拓宽了科技传播面。 

（3）完成沙龙后续工作 

如期完成沙龙上网文稿，获得院老科协奖励 1000 元。完成高端学术沙龙《中科院未来

三十年大科学装置的布局》近 9万字的文稿整理、专家意见反馈确认、排版印制工作。 

（4）开展征文活动 

积极响应中科院老科协关于《科学家的故事》征文活动。离退办进行宣传约稿，有 3位

老科协会员参与，投稿 2篇。 

（5）换届工作 

今年是老科协换届之年。本届老科协理事会经过前期的 2次商议，物色动员沟通，拟定

了第二届理事会候选人，并于 12月 25日完成老科协换届选举大会。选出第二届理事会成员

为张闯、毛泽普、崔明启、童国梁、黄超光、贾艳平、张晓萌。 

（6）所志编写 

本届老科协努力发挥老科技工作者优势，积极倡导和推动高能所所志编写工作，并在编

写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离退办协助相关部门牵线搭桥，与老同志建立联系，并参与所志-

-人物志篇的写作工作。 

5、认真落实好离退休人员各项待遇 

（1）待遇落实 

及时落实待遇政策。根据 2020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及时做好传达解释

工作，保障老同志对待遇调整精神和操作的了解；圆满完成离退休各项待遇的申报、统计上

报工作：2020 年离退休正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补贴标准；2021 年京区离退休特困人员情况

调查表；2020年慰问抗美援朝老同志统计。同时，按期兑现各类常规待遇。如：离休人员生

活补、正副研资格人员生活补贴、核发过节费等。 

（2）帮扶慰问 

根据上级部署，在疫情期间完成对“抗日期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及“抗美援朝的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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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走访慰问工作 22 人；继续坚持 70、80、90 生日慰问制度，和重大节日走访慰问、大

病住院探视制度，全年共走访慰问 319人次。在帮扶方面，离退办多渠道为困难老同志争取

帮助，多角度的关心老同志的疾苦，发放慰问金 91人次，计 33万元。 

6、疫情期间加强宣传引导，丰富各项活动 

落实院《关于在全院离退休干部中深入开展“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的通知》

精神，积极宣传动员，通过感言建言、作品创作等活动，激发凝聚力，为弘扬正能量助力。 

① 鼓励老同志积极创作。疫情严重时期（2—3月），组织参加老干局“抗击疫情，我

们在一起”作品征集活动，广泛收集，投送发表在院老干局微信公众号平台和“科苑金秋”

专栏的作品有诗歌 10首、微视频 2部、快板词 1 篇。以活动形式疏解老同志心理压力和恐

慌情绪，坚定信念和战胜疫情的信心。 

② 应对疫情调整活动形式。召开协会骨干座谈，统一意见，及时确定疫情期间协会工

作的开展与管理措施，着力推广云端形式的学习活动。鼓励有书画、文字等专长的老同志“宅

家”创作，并加以宣传。积极推送线上学习。积极推送老年大学线上课程，开展各项居家学

习和娱乐健身活动，鼓励协会会员停课不停学。 

③成立朗诵协会，足不出户开展活动。疫情当下，为支持老同志们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

组织成立了“馨声雅韵” 朗诵协会，为老同志增加了学习交流平台，即做到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弘扬。 

7、其他工作 

（1）完成年度各类报表统计，提供上级单位及相关部门所需的离退休人员信息数据支

撑。 

（2）加强宣传报道的实时性，做好宣传报道工作，院所处网站投稿 20篇。 

（3）完成照片采集和一卡通发放工作。在启动离退休人员照片采集工作时，采取高效

的同时，减少人员聚集。对大部分已有照片进行电子扫描，个别情况单独收集的方案。在较

短时间内完成 1000 余位老同志照片收集、整理、报送。也为建立离退休人员照片电子档案

准备了一手资料，一举两得。 

（4）完成了党总支、行政多项事务性工作。 

8、完成城区协作片年度工作任务（片长单位） 

（1）认真履行片长职责 

做好老干部局工作任务的传达与督促落实。在疫情严重时期，严格落实老干局防疫工作

部署，制作了登记小程序，组织完成片区各单位疫情日报告工作。 

（2）组织片区交流 

10 月 30 人，组织城区片 11 家单位离退休工作人员的交流研讨。学习借鉴疫情防控常

态下，各单位离退休工作的新举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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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制度建设 

（1）坚持各项办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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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个人月度工作总结制度。各司其职，规划工作，梳理总结，提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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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范离退休人员慰问工作 

建立对离退休骨干（党小组长、行政组长）慰问规则条例，形成制度。 

三、创新文化建设 

1、党风廉政建设 

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以此指导开展工作。 

抓好廉政教育，邀请所纪委委员作廉政建设培训报告，强化廉政意识。 

2、队伍建设与职业素质提升 

离退办员工队伍结构目前为老中青相对合理架构。工作上要求认真把握政策，按规定办

事。积极开展调研，不断改进工作。团队能做到团结合作，热情周到、细心耐心为老同志服

务。积极发挥年轻人的优势，提供锻炼和展示能力的平台，加强岗位练兵。   

3、班子建设 

（1）以制度为基础，强化管理抓落实。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强化责任心和主动性。 

（2）严格岗位责任，规范业务流程。注重工作规划、统筹，质量与效率。 

（3）定期开展处内外业务交流培训。邀请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行政等工作的

经验介绍。岗位工作介绍，讨论接口问题，做好工作衔接。 

（4）明确并遵照执行考核、考勤制度。职工年度考核、职称评定考核、考勤检查，考

核成绩与绩效挂钩。 

（5）坚持工、青、妇各项活动。营造团结氛围，群策群力，促整体推进。 

（6）履行安全制度。责任人明确，定期检查。 

四、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1、支部建设方面 

支委作用发挥有限，个别支部体量较大，支部工作开展有难度。支部工作激励机制有待

完善。 

解决措施：加强党务培训，细化工作，落实责任人。适当增设党小组，并推动党小组的

作用发挥。参考在职支部考核，建立总支考核激励机制（希望得到所党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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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管理与特殊群体的关注 

宣传工作有待加强；工作程序与规则需要进一步规范；民主党派人员需要关心关注和了

解掌握。 

解决措施：跟进微信公众号、网站的信息跟踪维护，拓宽稿件征集渠道。对相应管理环

节，定制出明确的管理办法。梳理人员信息，了解特殊群体情况，开展相应的关心关注工作。 

五、2021年工作重点 

1、加大信息平台建设和工作宣传，完善各信息网络平台的数据，不断充实与更新，抓

好与跟进各宣传平台的报道素材。 

2、发挥老同志优势作用，尝试举办一些线上的专家科普宣传。结合建所 50年所志编写

工作，开展“亲历高能所的发展”文章征集等活动。 

3、加强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使用，继续在宣传、推广、使用上下功夫。 

4、坚持工作人员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推进办公室 AB岗位管理，强化岗位练兵，提

升综合素质和能力。 

 

 

（撰稿人/审稿人:贾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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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行政管理处工作总结 

 

行政管理处坚持服务科研、支持科研、做好后勤服务；全处同志团结协作、任劳任怨，

积极完成各项工作，在管理和服务中不断优化与创新，强化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在所领导的

正确指导、大力支持以及各部门的帮助下，2020 年行政处各项工作开展顺利，继续开展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建设、完成高能光源辐射剂量监测系统和人身安全联锁系统工艺设计、三公

寓修缮项目顺利完工、完成 9 号楼和 20 号公寓财政部修缮项目申报、完成食堂改造项目申

报、一卡通系统全面上线、完成供暖车间整体外包运维、推动家属区物业管理等相关工作。 

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水暖电运行维护与检修 

水暖电各车间积极完成各类维修工作，保障了全所水、暖、电设施的正常运行。水暖电

各车间及物业全年完成报修 4085 次，供水车间 2059 次、供暖车间 467 次、电气车间 973

次、物业零维修 586次、其他类型 162次。各车间根据园区情况和运行需求，做好运行、巡

检、改造、节能等工作，本年度全所维修量同比下降 9.4%。 

供水车间开展消防栓、污水泵站、园区水管网的运行维保；完成所自备井水置换为自来

水，目前我所均为自来水供水。 

电气车间开展 30座高低压电气设备、20部电梯、弱电设备运行维护；完成园区 LED路

灯改造，照度增加，节电约 6.3 万度/年，节电率约 52%，节约经费；统筹规划园区弱电系

统及设备，与铁塔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开展 5G 基站建设及室分增强工程；完成园区固话光

改及大号改小号工程。 

供暖车间今年供暖季延至 3 月 31日结束，顺利度过有气象会商以来最长供暖季；完成

供暖系统技术改进，安装 14只数字流量计，实时监测外供管道流量，避免能源浪费。锅 炉

房二次补水泵变频改造，提升补水系统稳定性。在疫情期间，除常规清洗外，完成主楼和多

学科大楼中央空调消毒，通过第三方检测。 

2、物业工作 

物业完成园区各类检修、抢修、房屋修缮、设备维检、保洁、危树修理、会服等相关工

作，处理违停车辆 352 起，开展消防演习。物业满意度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318份，总体服务

满意度在 95%以上，同比提高约 5个百分点。 

3、食堂监管 

在食堂监管方面，严格执行各类标准，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加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加

工制作行为，预防食物中毒事件。食堂满意度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587 份，总体服务满意度在

80%以上，同比提高约 1 个百分点。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60 

 

4、电力化市场交易  

主动参加 2019 年度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申报，获批后参加市场化交易 9 个月节约电

费约 123 万元，其中 2020 年度节约 89 万元。  

5、医疗保健及交通 

医务室开展诊疗、体检、报销、疫情防控等多项工作。为全所职工、家属、学生提供常

见病、慢性病的诊疗。疫情期间，卫生所充分准备各项措施，坚持开诊；按照防控要求，在

报告厅组织职工及学生体检，完成 2000 余人次体检；为全所职工及家属、学生及其余人员

约 3000余人提供诊疗服务。 

车队保证用车及行程安全。全年安全行驶 42万公里；同时保证政协、人大、科研用车。 

6、技术安全方面 

安全工作从积极落实各项指示、治安交通及门禁管理、消防安全、辐射管理、危化品管

控、特种设备管理、培训及演练、安全检查及整改等多个方面全面开展，落实安全责任，保

障园区以及科研项目的正常、安全运行。 

组织召开全所 2020年安全工作会议，主管所长卢方军及各单位的安全负责人参加会议，

强调党政同责，严格落实各项安全责任制，树立人人有责的安全意识；主管所长卢方军与科

研及管理部门代表签订了《高能所各部门负责人安全责任书》。      

（1）筑牢消防屏障，为科研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主楼和物资楼消防报警系统升级改造，探测器灵敏度大大提高，解决老设备经常死机、

信号无法及时传输，火灾报警广播不到位等问题，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维保 BEPCII

极早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夏季检修清洗 14 套系统所有采样设备及采样管道，加强巡视，

解决故障 5次，更换主电路板 2块和主机和显示屏，目前系统运行正常。准确预警 2次，保

障 BEPCII安全运行。 

完成园区 10套在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维保和运行，排除故障 34次；完成全所建筑物电

消检，检测、报废及更新 3230具灭火器工作，巡查 358个室内消火栓；全年开展 10次涉及

消防栓、灭火器、火灾逃生、应急等技能培训，参加人员 660余人；日常巡查 100余次，查

处违规动火 6起。 

（2）核与辐射安全，支撑科研工程。 

1）完成“核材料许可证”更换，强化“辐射安全许可证”管理，持续保障全所科研、

工程用放射源、射线装置和核材料的合法使用；  

2）集中送贮源库中闲置 75枚放射源，减少安全风险； 

3）组织开展辐射环保和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检查，完成全所放射职业危害因素检

测。 

4）满足粒子天体、核技术、多学科等部门科研项目（GECAM、SVOM、核仪器开发）用放

射性同位素的需求，共办理完成转让审批 2项，豁免 2项、备案 2项。共转入密封源 2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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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氟-18、锝-99等非密封放射性同位素数十批次，总活度达 7.5E+9Bq。  

（3）规范危化品和特种设备，保障科研环境安全。办理易制爆许可 10 份，易制毒许可

6 份，保证合法使用；全年三次处置废化液 19494 公斤(含空瓶）；完成 13 台压力容器检验和

24 台起重机定期检验和全部起重机的日常维保。 

（4）多名职工参加北京分院建立的《北京分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和风险评估系统项目》

辐射系统和化学品系统建设，同时作为分院安全检查组成员，参加了全院跨地区交叉的安全

检查工作。 

（5）全所安全大检查 4 次，放射源和射线装置专项检查 28 次；开展非法人单元检查

（东莞研究部、大亚湾、江门、稻城）；迎接政府职能部门若干检查。通过检查，有效推动

全所的安全工作，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7、房产管理方面 

（1）周转房产权回购。本年度共确权 25套，保障我所周转住房的产权利益，作为人才

引进用房。 

回购房屋地址 数量（套） 建筑面积（平方米） 备注 

26 号楼 1 94.74 已上报回购方案 

其它住宅楼 24 1721.55 批复后已在区建委完成备案 

合计数 25 1816.29  

（2）组织三公寓回迁工作。第一，标识牌的制作与安装过程中存在公寓呈回字形、房

间号重新编制、单元种类多等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对比学习，按照规则编排房间号，最后

先宿舍后功能性房间分步实施。第二，窗帘的制作与安装工程存在房间户型多、窗户种类多、

窗帘杆与空调相撞等问题，根据实际情况编写采购需求，核算资金，选取最优方案。第三，

公寓床的采购及安装工作存在户型多、面积区间大、层高低等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床参

数，制安两套实际组合床放置在房间比对，保障舒适度优先，进行最优方案选取。 

（3）编报“3H”工程，主要包括《博士后公寓装修改造项目实施方案》、《东莞研究部

时间 批文 数量 单位 用途 

2020-1-14  京环辐审[2020]2 号  F-18 等非密封核素  核技术  核医学  

2020-3-25  京环辐豁[2020]3 号  16 枚豁免源  粒子天体  GECAM  

2020-5-21  京环辐豁[2020]6 号  4 枚豁免源  实验物理  CEPC  

2020-07-17  京环辐审[2020]82 号  F-18 等非密封核素  核技术  核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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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食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LHAASO 高原应急车载微压供氧系统采购项目实施方案》、

《LHAASO野外台站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4）人防管理和老旧小区改造。荣获 2019 年度院人防管理目标考核先进单位；编报

《中央国家机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建议书》，争取参加试点改造。 

（5）继续推动家属区物业管理改革相关工作。2020 年 8 月 18 日，街道牵头组建成立

高能所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高能所 7人（单位代表 2人，在

职 2 人，离退休 3 人）担任物管会委员（共 13 人）；12 月 7 日，街道组织第一次引进物业

宣传会。 

8、园区一卡通 

一卡通系统由网络组建、财务结算消费、制卡办卡及门禁管理四大部分组成，目前涉及

园区包括玉泉园区及东莞园区，与涉及人资处、教育处、科研处等多个部门的人力资源系统

完成对接工作，构建门禁系统、宿管系统，与文献借阅系统、BECPⅡ人身安全联锁系统完

成连接。 

9、基建工作 

（1）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 

1）前期报建及招标情况。2020年 4月，取得北京市使用国有土地的批复；2020年 8月，

取得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2020年 10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0 年 4月，完

成暂估价金属屋面系统招标；2020 年 9 月，完成甲供材料减震器的招标技术文件编制及招

标工作；2020年 10月，完成甲供材料平衡阀招标技术文件编制及招标工作；2020 年 10月，

完成暂估价弱电系统招标工作。 

2）施工进展情况。总体情况：截止 2020 年 11 月底，建安工程完成至 42%，已累计完

成产值 5.13 亿，支出工程进度款 4.22 亿；其中 2#楼、3#楼及增强器高频厅年底封顶；完

成实验大厅及隧道约 12万 m
3
C15砼 3米深基础换填；完成砼浇筑约 20万 m

3
，完成钢筋绑扎

约 1.8万吨，钢结构安装约 5000吨。 

3）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C15混凝土换填及后浇带处理：先后多次组织相关专家评审，通过多次实验，圆满解决

C15混凝土换填且施工完成，经测试满足防微振设计参数。 

储存环隧道重晶石混凝土施工：通过对重晶石混凝土配合比反复适配、分不同高度浇筑、

反复测试验证等试验方式，组织专家评审施工方案，全面掌握了一次性 4m 浇筑重晶石墙体

的施工方法和过程控制措施。目前已浇筑重砼 1200m
3
，效果良好。 

基础底板混凝土施工：基础底板属于大体积砼且环形闭合底板，不均匀沉降要求严格

（10um/10m/yer），组织参建各方多次讨论施工方案，专家评审，目前底板已完成 90%，满足

设计要求。 

综合管线：由于设计、监理及施工方没有大装置施工经验，基建多次组织参建各方及高

能所相关工艺系统讨论优化管线设计，现已基本确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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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直桩施工：克服了卵石地层成孔孔壁易掉块、易坍孔的困难，钻孔一次成型。整体双

套筒精准吊装一次就位，垂直度偏差 3‰，均满足设计要求。 

成本控制：大科学装置基建施工经费控制是基建管理重中之重。首先完善制度，对每一

份变更及时组织各方讨论，优化方案，降低成本；要求总包单位及时上报变更经费，以便随

时掌握经费变化情况，目前发生变更、洽商及签证共计 147份，经费可控。 

（2）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楼项目。建筑面积为 28226 平方米。2020 年 01 月 14 日，

完成勘察报告审查；7 月 31日完成施工图审查；05月 08日，取得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登记

表备案通知书；06月 17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020年 07月 26日，取得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函；08月 25日，完成人防不建设专家评审会； 4月-11 月，完成施

工、监理招标 11月 25日，施工登记函完成申报，11月 26日取得施工登记函；12月 02日，

开工典礼，王所宣布开工。 

（3）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2020 年 3 月，完成平台基建竣工验收备案；2020

年 6月完成与怀柔科学城公司（平台公司）的项目交接；目前配合工艺系统安装。 

（4）江门中微子实验站配套基建工程 

地下工程完成地下水池石方洞挖及相关支护，完成 62.3% ；完成地下实验大厅、交通

支洞顶拱洞挖及支护；附属洞室开挖完成：实验大厅悬臂梁，地下安装间、液闪灌装间、液

闪存储及处理间、1#空调机房、5#空调机房、3#集水井泵房等。 

地上工程：完成 9 个建筑单体的施工及初步验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 

（5）三公寓修缮项目。克服疫情，按期完工，11月 25日完成住建委竣工验收；11月 10

日开始审计，经费没超预算。 

（6）编制 2022-2024年修缮项目。完成拟修缮项目的遴选（食堂及天体楼）、现状调研；

完成各项目改造方案确定、外网配套条件落实；完成拟上报项目修缮方案及经费测算表编制

及上报；完成北京分院评审，规划文本技术性和规范性，受到专家表扬。  

10、疫情防控工作 

（1）做好排查，外防输入。大年初二开始布置物业园区初步消毒、测温等，随后开始

园区封闭管理；高效配合属地防控管理，与高能所社区实行联防联控。 

序号 类型 项目名称 计划修缮年度 总建筑面积(㎡) 上报费用（万元） 

1 房屋修缮  8 号厅内部加固装修改造 2022 2570.2 1，614.00 

2 基础设施改造  自来水设备及管网改造 2023 \ 1，699.06 

3 房屋修缮  天体楼内部加固装修改造 2023 2265.4 700.25 

4 基础设施改造  燃气锅炉及附件更新改造 2024 \ 1，919.73 

5 基础设施改造  110KV 变电站设备改造 2024 \ 1，2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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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防控，内防扩散。测温进楼，上报数据至政府和院机关，全员掌握动向；强

化公寓管理，做到测温、登记、巡视，确保宿舍安全；加强对物业、食堂人员的日常管理、

监督、零报告，防止出现突发情况。 

（3）做好服务，群防群控。发挥卫生所医生作用，承担医学指导；想方设法、多渠道

抢购口罩（近 5 万个），消毒液和酒精等物资；提供隔离房间，有序接受回所职工和学生，

复工复产奠定基础；联系玉泉医院开展核酸集中检测。 

园区没有出现疑似和确诊病例。 

11、服务大科学工程 

（1）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平台项目。2020 件 7 月起抽调 5 人开始公辅系统运行值

班，为高频等系统安装调试提供保障；培训 18 名起重机指挥和司机。 

（2）济南中科核技术研究院项目。与核技术应用研究中心沟通科研需求，参与初步设

计审核，施工图设计审核等；协助开展环评工作、职业卫生预评价等工作。 

（3）HXMT 项目。完成 HXMT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承担检测、编制、备案等工作。 

（4）HPES 和 PAPS 安全检查。2020 年 3 月 18 日，成立安全环境办公室。HPES 项目

累计检查出各类安全隐患 137 条，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 16 份，通过检查、反馈、整改，力

保工程安全。PAPS 项目与 13 家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安全责任书，累计检查隐患 127 项，及时

进行整改；处罚一家严重违章作业单位。 

8、本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制度建设 

制定和完善修订 15项安全管理、园区管理等方的制度，包括疫情防控、安全隐患排查、

夏季灾害防范、HEPS 项目施工安全管理、PAPS 施工及园区安全管理、控烟管理、宿舍及公

寓管理、周转房管理、公用房屋管理等管理制度和办法，保障园区安全及大科学工程安全。 

9、经费管理与使用情况  

按照规定进行询价、招标，支委参加评标，共签订合同 40份。 

加强经费使用管理，认真审核工程概算、工程量清单，核减经费，全处经费使用未超预

算。 

10、改革与创新 

行政处以支撑和服务全所科研工程和科研人员为己任，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保障意识、

安全意识： 

（1）完成供热委托运行管理：精简人员，由“自己干”向监督角色转变。自供热以来，

维修完成率及完成质量较好，基本满足要求； 

（2）达成供热维修协议：经过不懈努力，与地震局、石景山教委、国科大、中科大等

达成供热维修协议，由其负责本单位的入户维修，既弥补了我所维修力量不足又有效督促产

权单位重视供暖系统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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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腾退住房办理：通过多种方法办理已腾退的住房到高能所名下，为引进人才提供

支持； 

（4）抗击疫情，共克时艰，有效防控疫情； 

（5）面对任务多人员不足，统筹协调，弹好“钢琴”，忙而不乱开展工作； 

（6）对外主动出击，及时与相关部门做好沟通联系解释，避免 3起行政处罚； 

（7）通过各方努力，对职代会意见和提案做好反馈、改进及实施。2020年与行政处相

关的提案为 7条，办结率为 57.1%，部分办结率为 28.6%；2020年与行政处相关的合理化建

议为 16条，办结率为 62.5%，部分办结率为 18.8%；答复率 100%。 

二、创新文化建设 

1、队伍建设 

全处性别比例协调，向年轻化、知识化、职业化发展，为支撑所科研储备力量。。其中，

50岁以下职工占比 55.2%，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48.2%。 

2、职业素质、业务能力与服务精神 

（1）党建促进业务融合，体现在思想认识、人员安排、能力建设、素质提高等方面融

合； 

（2）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到有章法，如解决光源防微振动基础换填难题，保证基建随工

艺变化及时调整修正，加快推进家属区物业化等多项问题解决； 

（3）为技术支撑做好储备工作，为大科学工程提供基建、环评、安评、卫生评价、安

全环境检查等相关支撑工作 ； 

（4）服务保障有措施，做到故障即报即修，全力服务科研工程和科研人员； 

（5）突发事件做到有积极、有效应对，面对疫情，卫生、房产、水电暖，物业、食堂

等多个部门不计时间报酬，联防联控保稳定。 

3、班子建设  

（1）处务会包含 4 人，全处重要事项讨论决定。严格遵守院、所相关规章制度，全处

重大事项都经处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2）支部工作 （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廉洁建设、群众工作方面）： 

处长与副处长、副处长与分管部门主管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支部开展廉洁家书活

动，发布 H5“廉洁过节”提示函、群提醒等；纪检委员参与评标、检查停车费账目等，做好

党风廉政相关工作。 

疫情期间支部经费慰问一线人员；支部全年 63 人次谈心谈话。 

行政管理处支部的“一三三一”工作法刊发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获北京分院 2019 年

党建创新奖、高能所 2020年优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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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考勤制度，每月如期上报考核情况，疫情期间没出现无故缺勤。 

（4）鼓励职工提升专业素质。利用各种渠道，职工参加职业卫生、消防、地下空间安

全、房改政策、垃圾分类、智慧后勤、高效节能、植物保护、新冠防治及特种设备操作等各

类培训，共计 142人次，约 750个学时，提高职业素养，更新理念。 

三、2020年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1、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外观还需优化，由设计牵头，组织专家、施工等讨论优化。 

2、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配套楼项目初步设计概算评审，经费压力大，要求设计优化方案，

积极与评审公司沟通。 

3、关于老旧小区二级单位改造试点，因涉及范围内住户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如能

入选试点，工作开展还需所内多部门协助、配合。 

4、2021年 9#和 20#楼开展装修改造，需要职工和学生按时腾退房间。 

5、持续开展严格疫情防控。 

6、在街道组织下推进物业，焦点还是在更换管道、墙体维修等经费大的遗留问题，需

由业主决定。 

四、2021年工作重点 

1、开展 HEPS三个束流垃圾桶工艺设计、评审、制作、安装。 

2、开展 HEPS辐射安全分析报告和辐射安全许可证增项。 

3、如落实相关经费，将开展 BⅢ 改造辐射防护设计和环评报告书编写工作。 

4、开展更换辐射安全许可证相关事宜。 

5、开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配套楼的基建建设。 

6、准备 2022-2024年修缮项目申报相关工作。 

7、开展 9、20#楼进行装修改造；启用三公寓，开展学生回迁工作。 

8、工作区物业 2021年 10月到期，需开展招标相关工作。 

 

 

（撰稿人：梁键、杨国颋、杜华、刘克明、郭新明、鲁卫辉、罗声香、张文、李瑾、

巴宇航、梁致远  审稿人：梁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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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通用运行部工作总结 

 

在所的统一领导和各部门的协助下，通用运行部本年度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工程任务和年

度工作计划，包括 BII、LHAASO、HEPS、B3、CSNS 及二期、CEPC、JUNO、DCTB、BNCT、南方

光源预研及测试平台等工程项目。通过两地人员的共同努力，各项工程有序开展。本年度完

成的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1.BII相关的运维、检修安装等工作 

1）BII 通用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 

按照 BII运行计划，通用设备正式运行 10个月、设备检修 1.5个月、配合测试 0.5个

月。运行期间，各 BII 运行班组进行日常设备巡视、检查、保养、维护，并落实备品备件和

设备大修，确保 BII安全可靠运行，满足了加速器机器研究、谱仪物理取数、同步辐射实验

的运行要求，同时配合加速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等。为 BII在院大装置运行考评中连续获得

第一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配合直线测试厅进行高功率测试，并兼顾 ADS（CEPC测试）、DCTB、HEPS-TF等通

用设备的运维。 

2）BII 通用设备夏季检修及改造任务 

在夏季停机检修期间，完成了全部通用设施的设备清洗、检修、预试、易损件更换、参

数整定等内容，保证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运行可靠性。 

对设备老化或故障率高的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造或更换：（1）#10厅排风系统改造，新增

了补风系统；（2）直线加速器地线改造，增加接地体数量和进入直线设备长廊的接地线；（3）

低温厅压缩空气系统改造，更换冷干机、吸干机以及相应的管路安装，增设必要的传感器和

监控报警系统，提高可靠性；（4）设计完成离子水站终端管路自控改造，实现远程操控，同

时更换离子水站控制系统 PLC及相应程序的移植；（5）完成计算中心电力增容改造，依据 5

年内的计算负荷和未来发展，可满足未来 5~10年的用电需求。 

3）BII 工艺设备夏季维修相关安装工作 

（1）直线五区段设备更换：4 台离子泵及 PR7 拆、装；8套水负载及配管更换、检漏。 

（2）直线速调管及微波器件拆装：K11、K10速调管更换安装；K9A、K10A、K12、K11速

调管的波导、隔离窗、离子泵、真空管道和支架等设备安装。 

（3）10#厅电源机柜 15台吊装。 

（4）直线测试厅速调管吊装就位、以及波导、水负载等安装。 

（5）储存环二区束测设备以及支架拆装：拆除真空盒、波纹管、离子泵、四极铁揭盖；

安装 DCCT，束流探测器；相应设备恢复安装、真空盒对接；安装横向 Kicker等。 

4）B3 升级改造工程相关的通用设施方案设计及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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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速器改进需求及布置方案，经过现场踏勘，落实通用设施的改造范围，并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尽量减少影响范围。目前，已初步落实通用设施的改造内容及方案以及费用估

算。 

2.高能所实验区大型公共设施的运行维护 

1)110kV 变电站及实验区二级站 

负责全所供电调度，完成年度运行计划，确保 BII工程及园区的正常供电，没有人为停

电故障。对#2 变压器进行年度预试、保护校验以及二级站的年度检修，2#直流屏模块和模

块控制器改造升级。 

鉴于 110KV变电站设备已运行超过 20年，着手进行升级改造方案设计及预算编制，并

申报 2022-2024修缮规划项目经费。 

2)冷冻站 

负责全所供冷，完成年度运行计划，保证了 BII 及办公楼的用冷需求，未发生停冷。运

行期间进行设备检修：（1）对#1#、2、#4制冷机组进行保养、更换冷冻机油和过滤器；（2）

#2 制冷机组压缩机大修；（3）更换 7台冷却塔风机皮带，更换#5 冷却塔电机；（4）清洗冷

却塔滤网，提高散热效率；（5）软化水室墙体改造。 

3.LHAASO通用系统安装、调试 

1）工艺供配水系统： 

2020 年 4 月完成#1 水池水处理设备（净水注水系统、超纯水系统、#1 净水循环系统、

#1水池循环管道）验收。2020年 10月完成#2水池水处理设备（#2净水循环系统、#2水池

循环管道）验收。 

2020 年 9 月完成#3、#4 净水循环站净水循环系统的安装，至此供配水系统全部设备安

装完毕，年底完成注水调试，开始试运行。 

2)工艺供配电系统 

完成#3 净水循环站及操作间、#4 净水循环站及操作间建筑单体的配电箱安装、调试及

试运行。 

完成 KM2A阵列一级配电箱 1个，二级配电箱 11个，三级配电箱 155个的安装，以及相

应的动力电缆敷设及通电验收，共完成约 80%。 

完成 KM2A 阵列探测器的线缆（电缆、光缆）敷设、接线、测试验收约 78%，共灌注约

1077个 MD水罐（约 90%），保证 3/4阵列的启动运行。 

3)建设期间水电运行管理的技术支持及优化 

通过调整活性炭的配比，有效改善#1WCDA水池水质吸光长度，目前已达到了 20M，满足

物理指标要求(＞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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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处理 1 号水池霉菌滋生，分析原因，并采取临时措施，相应对#1 和#2 加氯装置进

行升级优化，增加中间水箱，优化自控逻辑，使产氯更加稳定，避免因循环系统停机而造成

加氯装置溢流，造成盐浪费。 

排除故障 10 多次，并安排多次设备维保：空压机、制氮机、制氧机、臭氧发生器等、

在线水质监测仪校准等。 

对大流量滤芯及终端滤芯的调研（4 家），找到性价比高的产品，为后期运行组采购提

供帮助。 

4.HEPS通用设施的设计工作 

分别与加速器、线站等部的各系统讨论沟通、明确工艺需求，及时调整设计参数，待样

机和招标厂家确定后，最终敲定设计参数。与设计院落实空间位置、预留孔、预埋件、设备

基础的终版图纸，并审核落实在土建图纸中。审核设计院图纸、施工单位的深化图纸，并提

出数版修改意见。落实设备的运输通道、维护空间。基本完成 HEPS通用设施的施工图设计： 

1)供配电及工艺电缆敷设系统： 

（1）根据工艺变更重新计算用电负荷，调整工艺系统供电回路，完成 11个配电室的配

电系统图设计；（2）完成电源系统、光束线站、真空、束测、水冷、空调等工艺系统 496个

现场配电箱接线图设计；（3）完成 3 万多根，约 2000 公里工艺电缆敷设方案，以及加速器

隧道的预埋管及电缆桥架的布置方案及图纸设计，并多次与电子院和北建工做技术交底；（4）

完成直线大部分工艺系统（除控制系统外）和增强器高频系统、束测真空系统的工艺电缆设

计；（5）完成供电方案的报批以及调整方案的报批，完成小市政室外电力管线设计，并通过

怀柔供电公司审核，落实开关站平面布置图，预埋件、支架及孔洞图、接地示意图等。 

2)工艺冷却水系统： 

(1) 根据各系统的工艺变更，完成 4版水冷系统施工图，终版成套图纸 203张。（2）完

成管道的详细水力损失计算。（3）完成了水冷控制系统（±0.1℃）的整体规划和设计。（4）

自研高精度温度传感器进展顺利，测试结果良好。（5）完成水冷系统安装技术交底，开始施

工深化设计和入场前的准备工作。 

3)空调及压缩空气系统： 

（1）空调系统方案调整、并完成施工图。（2）配合光束线站，完成长光束线恒温间空

调系统方案设计以及土建预留提资。（3）空调恒温控制系统优化及气流组织的分析。（4）完

成空压站及管路、两个冷却风机房的施工图设计。 

4)工艺设备安装： 

（1）预准直位置磁铁单元吊运方案及工装设计。（2）隧道位置磁铁单元安装方案及工

装设计。（3）插入件隧道搬运安装方案。（4）起重设备制造安装，低温厅、技术安全楼、直

线、增强器高频厅等起重机完成出厂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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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进行了隧道顶各系统的机柜、管线的综合布置，包括：低温、束测、电源、控制、

通用等。进行储存环隧道内管线综合布置。完成水冷、供电、空压系统的施工图预算及工程

量的编制，开展设备调研、招标文件编制以及招投标、采购工作，并加强设备生产加工节点

的检查及进度控制。土建施工中的设计变更审核及方案讨论，以及土建施工现场的核查，及

时发现问题。 

5.CEPC相关工作 

按照项目要求，配合进行 CEPC/TDR 通用设施相关工作，参加所内研讨会，并做有关报

告。 

完成超导厅 250W@4.K 制冷机系统电气增容改造。 

参加 CEPC速调管及附件的组装、安装工作，以及相关测试工作的电力、水冷运行的配

合和回路改造等。 

6.JUNO有关任务 

配合江门中微子项目去离子水实验工作，分析滤芯对超纯水中放射性元素去除的效果，

水样 U235测量结果偏差分析，采取相应措施。提供超纯水系统设计及运行经验。 

参加 PMT安装模拟实验，确认 PMT模块图纸，定期检查模块生产情况。PMT不锈钢保护

罩的优化，定期检查生产情况。小 PMT支座优化及电子学盒图纸审核、接口和吊装讨论。 

在所内的设备测试需要的水电等配合工作。 

7.CSNS工程相关工作 

1)CSNS 运维相关工作 

CSNS 公用设施整体运行平稳，设备运转良好，有力地配合了加速器和靶站谱仪运行。

严格执行三级保养制度、大中修计划，维护好各项设备，认真完成夏季检修工作，包括：100

多台套动力设备检修，26 台机械过滤器拆卸清洗、40 多台空调箱体；6 套空压机的维护保

养；19台变压器、258台配电柜等的预防性试验和检修，以及主装置内各单体共 720个工艺

设备和通用设施配电箱检修和清洁，并完成了年度核级高效过滤器 BIBO的更换工作。 

在 CSNS 运行期间，抢修多项工艺设备，完成加速器、靶站及谱仪各类新增公用设施需

求 30余项，新增敷设线缆 8868米。 

在夏季停机检修期间完成的工作：环 24 台四极铁维修拆装；配合更换剥离膜；完成 3

台环高频腔维修、拆装；完成环隧道 1台 IPM和直线 1台 IPM安装；完成白光中子辐照测试

平台安装；完成#16谱仪屏蔽块预组装，完成二台谱仪屏蔽体拆装和斩波器维护，拆除靶站

预屏蔽和#6、#9 测量室，安装穿墙中子导管；配合进行靶站四台中子开关插件的更换维护

工作；安装氦容器内部分子筛；配合进行粉末谱仪散射室改造工作等。 

2)CSNS 合作谱仪工程（#8、#9、#11） 

完成了新增谱仪线站通用设施设计，部分已随工程进展进行了安装。统筹规划 3台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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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厅的冷热源配置，完成靶站谱仪区域水冷系统的扩容工作，以及#11谱仪通风空调系统和

相应屏蔽体热室排风系统（PCE） 扩容设计。目前，完成各类图纸文件 91 张，已基本完成

设备材料采购。 

3）CSNS 二期工程 

对于 CSNS二期工程，完成了项目建议书通用设施部分的内容和预算编制，继续优化 CSNS

通用设施的升级扩容方案，以及新建设施的方案规划。 

8.南方光源预研及测试平台 

按项目部要求，以技术支持部为主体成立公用设施分平台，承担园区建安和通用设施建

设相关工作。配合项目部实现对总体进度、工艺设计、现场管理等的落实。目前项目总体进

展顺利。 

完成 CSNS 冷源增容、接驳工程，洁净恒温间项目（9 套，21 个工艺房间，总面积约

1450m2）的设计，完成水冷系统方案设计和工艺流程制定；纯水制备设计方案优化，完成共

6个版本图纸的电气图纸审核，并完成冷冻站的电力增容改造。 

9.BNCT 

配合安装 BNCT 治疗室 BSA。按照加速器调试要求，做到 BNCT 通用设施的安全、稳定、

无故障运行。 

开始 BNCT2的通用设施规划和设计工作，目前正与东莞人民医院协同设计。 

10.其它任务  

主要包括：完成水站约 10m
3
废酸、废碱的处理；1.3GHz恒温器及配套设备 10件、2套

高效真空滤油机吊运；实验物理中心物质楼设备搬运就位；#5 厅吊运光源测试平台；工厂

四合院工艺厅超高精度除气炉 2台安装就位，等等。 

11.下一年重点工作 

1） 做好 BII 通用设备的稳定运行以及工艺设备安装，兼顾做好 DCTB、HEPS-TF、ADS

通用系统的运行维护。 

2） 按计划完成 LHAASO通用设施的安装调试及收尾验收工作。 

3） 按计划完成 HEPS 相关安装调试工作。 

4） CEPC相关工作。 

5） 按要求完成 JUNO 的任务。 

6） 做好 CSNS通用设备的稳定运行。 

7） 南方光源测试平台建设。 

8） CSNS二期工程相关的前期任务。 

（撰稿人/审稿人：林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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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文献信息部工作总结 

 

1 前言 

文献信息部主要负责我所高能物理等领域相关学科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组织和管理工

作；负责为所内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提供各类文献流通、阅览等到馆服务；负责各类文献统计

和文献信息分析服务；负责两本英文学术期刊 Chinese Physics C（简称 CPC）和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简称 RDTM）以及一本中文科普杂志《现代物理知识》

的出版工作。2020 年度，文献信息部在主管领导的指导、所内外多方支持以及部门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完成了年初部署的系列重点业务。 

2 年度重点工作 

2.1 文献情报工作 

（一） 文献保障 

2020年度馆藏纸本资源，中外文书、学位论文有少量新增，其它文献资源种类数量与

上年度基本持平。本年度停订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新增开通数据库 Taylor & Francis 

Online（20种期刊）。详情如下表 1所示。 

表 1 馆藏数量 

馆藏资源类型 数量（种/冊） 

中文书（纸质） ~38900/50981 

外文书（纸质） ~21270/28422 

中文期刊（纸版） ~767/12298 

外文期刊（纸版） ~1060/46355 

资料（含学位论文） ~2218 

报纸 ~21 

外文书（电子） >310000 

外文数据库（APS、AIP、Springer、Elsevier 等） ~21 

中文数据库（万方、CNKI 和 VIP） ~3 

系统平台（Alma、primo、超星发现和 ORCID） ~3+1 

（二）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2020年度，文献信息部共计收到各科室文献传递请求 1245篇，各科室数量分布及文献

类型分布如下图 1所示。完成所外馆际互借图书服务 3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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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传递情况 

（三） 数字文献资源利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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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文献信息部通过参与新生新职工入所教育、课题组或研究室个性化培训等

方式开展相关专题培训，参与培训读者总计 200 余人次。培训主题包括文献资源与服务介

绍、文献调研查全查准技巧、Inspire等数据库使用方法等。 

（四）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为了激发高能学人的读书热情，营造园区书香四溢的科学文化氛围，加强图书馆文化阵

地服务功能，文献信息部在 4.23联合国“世界读书日”期间，策划主办开展了“书香∙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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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 “书香·高能讲堂”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所长陈雪峰研究

员通过科讯平台以在线直播的方式做题为《壮大”心”的力量》报告，观看人次达 621 次。

讲堂由副所长卢方军研究员主持。主讲人陈雪峰研究员介绍了中科院心理所在心理学研究、

学科建设和社会应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她在这次抗疫中深入湖北一线，为疫区人民

带去心理调适与疏导的案例与经验，并推荐了《群氓心理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

《理性生活指南》三本书，号召与会同志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学习，真正从众多声音中体会国

家积极推动各项事业稳步、有序发展的初心，并提出积极参与国家心理治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的希望。本次活动线上观看 600余人次。活动结束后，院人事局、院能源所等多家单位联系

组织职工、研究生进行了回放观看。 

• 高能所作者著作馆藏推荐，除了像往年一样继续梳理高能所建所以来科研人员的著

作馆藏列表并进行网页宣传外，在歌德阅读机上推出高能所学者文库（图书专辑）栏目，扩

大我所科研和人文成果产出的社会影响力。 

• “红色书屋”精品荐读活动。策划推出历年馆藏红色精品图书 239册并在红色书架

上进行集中展示荐读，不断挖掘党建和文化融合发展可能性，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思路、新

模式、新举措，以党建促文献信息部发展，强化党组织对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红色书屋的

启用为广大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搭建了一个“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教

育阵地，是学习红色历史和践行爱国教育的源泉，有利于营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浓厚氛

围，切实提高学习教育实效。为支部学习教育活动打下坚实有效的红色文化支撑基础。 

（五） 情报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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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部分别完成了全所 2019 年度期刊论

文和专利统计报告和 2020 年度期刊论文和专利统计简报两份报告，并继续为各管理部门、

研究室或课题组等提供期刊论文和专利产出统计的延伸服务。 

2) 面向大科学装置的信息服务 

― HXMT 成果库建设。论文数据：34；GCN数据：217条；ATEL数据：12 条。累计访

问量： 12604；累计下载量：141  

― GECAM 成果库建设。论文数据：22。累计访问量：338；累计下载量：10 

― BSRF 1W1B线站 & BSRF的成果检索和收集，将进一步建立相应特色数据库。 

3) 其它情报服务产品。制作《同步辐射装置发展动态快报》、年度文献保障能力分析

报告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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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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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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文献信息部完成 50 份（约 1054 篇）论文收引检索报告，较 2019 年减少

17%。 

检索目的 篇数 份数 

优秀青年基金 227 8 

引进人才 406 24 

青年千人计划 10 1 

杰出青年基金 69 3 

课题报奖 192 8 

其他 150 6 

合计 1054 50 

 

（七） 机构知识库建设 

IH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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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数据量如表 2所示。网站 2020年度访问量为 1520088，条目下载量为 8778。 

表 2  IHEP-IR资源建设情况 

类型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图像 影音 高能要闻 传媒扫描 

数量 24219 33140 2298 731 235 120 1240 

注：数据统计范围为 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11月 26日 

 

（八） INSPIRE 数据库建设 

2020年度，INSPIRE维护工作的数据类型和数量如下表 3所示。本年度继续加强 INSPIRE

数据库的宣传与培训，制作了系列新系统培训指南，包括《新版 INSPIRE近期常见问题答疑》

和《关于 Beta 版 INSPIRE 你所应该知道的——通过作者找文献的小窍门》等，进行了新版

INSPIRE用户调查问卷并提交 INSPIRE开发组，促进了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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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 年度 INSPIRE 维护数据类型和数量 

作者编目及

其论文辨识 

文章编目 HEPJobs 机构单

位编目 

总编

目值 

工单

(Tickets) 

462 7357 477 126 8422 5399 

注：数据统计范围 2019年 1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1月 26日 

（九） 其它工作 

1) 音视频资源建设。共完成摄像、录制和编辑视频 70 余部，其中包括创新论坛、各

类会议、讲座、科普报告、实验现场等。 

2) 图书馆资源共享。完成中科院心理所馆藏数据收割并与石景山图书馆达成合作意向。 

3) ORCID维护。2020 年度为 142个新增授权账号上传论文 896篇，为 138 个原已授权

账号上传论文 1835篇。 

2.2 出版工作 

（一） CPC期刊出版及发行情况 

1) 出版内容。2020 年，CPC 编辑部出版正刊 12 期，刊登论文 227 篇，含专刊 1 篇

“Future Physics Programme of BESIII”，含合作组文章 5篇。 

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共 57位编委来自 33 个机构，外籍港澳台编委 19 人，占比约

33%。有 1位编辑通过新闻出版总署高级职称评审和中科院编辑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1位

编辑通过编辑出版中级资格考试获编辑资格证。 

3) 加强办刊能力建设。从 2020 年第 10期开始实现 IOPScience单篇发表，文章正式

接收后 24 小时分配 DOI 号，加快了出版进程；加强出版服务吸引优质稿源，发表 6 篇封面

文章，并推出编辑推荐文章，推出重离子对撞虚拟专刊；参考国际一流期刊版式对 CPC版式

进行调整，改进文章可读性；加强期刊宣传，制作了期刊宣传视频和包括文件夹，笔记本，

海报、文件包等在内的宣传品用于学术会议等场合的期刊宣传；评选 2020 年“中国物理学

会最有影响力论文”6 篇，IOP高被引论文奖 7篇，优秀审稿人 47人，有效激励和吸引优秀

作者投稿。 

4) JCR期刊影响因子 2.463，位于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学科 Q2区。 

5) 再次入选由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中国知网出版

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20版）》发布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学术期刊”和获得“2020

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二等奖。 

（二） 《现代物理知识》出版工作 

1) 出版内容。202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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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C专题”、“浮空平台科学实验专题”、“纪念方守贤院士专题”、“合肥光源专

http://cpc.ihep.ac.cn/en/article/doi/10.1088/1674-1137/44/4/040001
http://cpc.ihep.ac.cn/en/article/doi/10.1088/1674-1137/44/4/040001
http://cpc.ihep.ac.cn/en/article/doi/10.1088/1674-1137/44/4/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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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探索极端宇宙专题”、“LHAASO发现 PeV光子”等 6个专题内容。 

2) 加强内容建设，增设新栏目，如“物理奥赛”栏目，进一步吸引青少年读者。与 IOP 

/Physics World就版权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 

3) 加强期刊宣传。与国科大合作举办“现代物理知识讲座”，由中国知网进行网络直

播，中科院高能所 B站同步直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累计增加 2000人。 

4) 科普活动开展情况。2020年组织召开 10余次校园宇宙线工作会议，分别讨论技术

实施方案、联盟章程制定、数据分享和网站建设、财务合同管理等内容。召开校园宇宙线观

测联盟成立大会，依托在粒子物理研究和大科学装置方面的优势，联合部分大、中学校，筹

建了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普及宇宙线知识，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会议审议通过了《校园

宇宙线观测联盟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由 20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联盟第一次理事会议选

举产生了理事会领导机构，选举张闯为理事长，河北师大崔树旺、东直门中学王术、原院人

事局陈冬为副理事长，高能所郑文莉为秘书长。会议同意聘请高能所沈长铨和东直门中学张

卫强为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顾问，并决定成立技术发展组、中学推广组、仪器教学组、科普

宣传组和秘书勤务组五个工作组并指定了召集人，在理事会领导下分工合作，开展工作。参

加 2020年国际宇宙日活动等。 

（三） RDTM出版工作 

1) 出版内容：2020年度，RDTM来稿数量有明显增长，共出版四期 66篇文章，完成了

预设出版目标。截至 11月 27日，2020年出版 66篇文章的篇均下载量为 106 次。 

2) 加强队伍建设。曹臻出任 RDTM 副主编。外籍编委占比约 35%；邀请来自国内各大

高校及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组建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编委投稿数量占比进一步增加。 

3) 加强制度建设。如制定《RDTM编辑部费用收取及发放管理办法》等。 

2.3 规范管理与创新文化建设 

（一） 2020 年度文献信息部人力资源状况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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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

+1 返聘 

35 岁   4 人 

35-45 岁 4 人 

45-50 岁 2 人 

>50 岁  8 人 

研究生：9（博士 4、硕士 5） 

本科/学士：3 

进修本科：4 

大专：2 

正高  1 人 

副高  10 人 

中级  5 人 

初级 2 人 

小系列  12 人 

职员  3 人 

工程师  2 人 

实验师  1 人 

（二） 制度建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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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献信息部节假日安全值班规定》、《书库阅览室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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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要求》、《图书馆阅览室安全管理制度》、供暖期加强书库消防巡视登记的规定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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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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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流通咨询台值班制度以及注意事项》等。 

（三） 班子建设 

1) 党政配合，坚持定期召开部务会，讨论绩效考核、人员招聘与晋升等重大事项。支

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2) 党政工青妇密切配合，注意青年人才培养，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文体活动。 

（四） 创新文化建设 

1) 引导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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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团结奋进、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兼容并蓄、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3) 鼓励职工追求上进，通过参加培训、考试等取得相关证书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3 存在问题及展望 

3.1 存在问题 

1) 日益增长的任务需求与人员缺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强图书馆以及编辑部之间的

业务融合，加强与各科室、文献情报中心的合作，加强人员技能培训。多渠道招聘 CPC英文

编辑。 

2) RDTM 期刊面临的稿源问题。进一步加强宣传，发挥编委会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作用

等。 

3) 科普期刊面临的人员与稿源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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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下年度工作重点 

1) 持续做好为大科学装置服务的文献情报工作 

2) 加强机构知识库建设，不断改进数据质量，为与科研评价系统实时对接奠定基础 

3) 进一步推进与所外各单位的资源共享 

4) 进一步提升各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 

 

 

（撰稿人：于健  审稿人：郑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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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实验工厂、高能锐新公司工作总结 

 

一、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2020年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1 HEPS增强器 2极磁铁样机 2 

2 HEPS增强器 6极磁铁样机 2 

3 HEPS增强器 2极磁铁批量磁铁加工 8/130 

4 HEPS增强器 6极磁铁批量磁铁加工 6/70 

5 上海硬 X射线 1.3G 超导腔 8 

6 合肥光源纵向梯度 2极磁铁预研样机  

7 合肥光源 4极磁铁预研样机  

8 合肥光源 6极磁铁预研样机  

9 合肥光源 24极组合磁铁预研样机  

10 中科大超导高频腔主耦合器  

11 HEPS储存环 6极磁铁样机 2/2 

12 HEPS储存环 6极磁铁样机 2/2 

13 HEPS储存环 6极磁铁样机 1/2 

14 中科大 100MHz铜腔 1 

15 合肥光源纵向梯度 2极磁铁预研批量  

16 合肥光源 4极磁铁预研样机批量  

17 合肥光源 6极磁铁预研样机批量  

18 合肥光源 24极组合磁铁预研样机批量  

19 散裂中子源 650MHz 耦合器 2 

20 CEPC 650MHz 2cell 超导腔 3 

21 韩国ＩＢＳ RISP SSR2 超导腔 2 

22 韩国ＩＢＳ RISP SSR2 耦合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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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子能院 2极磁铁 8/130 

24 原子能院 4极磁铁 6/70 

25 原子能院校正磁铁 8 

26 合肥光源科技部自 4 极磁铁 

 

36 SSR2超导腔模组预研 1 

小结： 

① 本年度大科学装置设备预研项目和大装置（HEPS）批量样机为主；  

② 项目分布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磁铁、超导腔等； 

③ 绝大部分项目已经完成技术攻关，确定了适当的工艺方案；  

二、 经营情况 

(一) 2020年度经营状况 

① 产值 2936万元； 

② 经营盈余 243 万元。 

(二) 人员状况 

在编职工 22人（27），外聘用 61人（57）。 

(三) 能力状况 

新增小型电子束 1 台。 

(四)项目状况 

尽管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公司员工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了生产任务，克服了疫情带

来的诸多不便和耽搁，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的工作任务。 

另外，在下半年，公司项目承揽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累计到目前为止，共承揽项目

总额为：1.8亿，基本上为 HEPS项目。目前 HEPS规模项目有： 

① 增强器二、四磁铁：2249+425=2674万； 

② 储存环六极磁铁：3432万； 

③ 储存环四极磁铁：1500+2300+4100=7900万； 

④ 储存环二四极组合铁：4550万 

⑤ 纵向梯度 2极铁：1776万 

⑥ 166MHz超导腔：18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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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166MHz耦合器：346万 

⑧ HEPS加速管：386万 

以上合计：22，949万。 

另外，之前累计尚未完工的项目还有 52项，合同金额近 1亿左右。所有这些项目均要

在 3.5年内完成，任务十分艰巨。 

三、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截止到目前为止，公司的合同总额（包括未完成的）大约 3亿左右，这是公司成立以

来项目最多的时期。公司经营的矛盾从几年前的任务不饱满转化为产能与进度之间的矛

盾。 

另外，未来 2年内市场中仍有较大规模项目，例如上海自由电子激光超导腔、耦合

器，以及大连自由电子激光等。我们仍旧要努力参与其中，并将之前的研制成果转化为市

场价值。 

综上所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产能与项目进度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个矛盾，关

系到公司未来发展和信誉，同时关系到所承揽的大科学工程顺利实施。 

解决方案： 

① 工艺路线：优化现有的工艺方案，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下大力气挖掘工艺潜力，开

发更高效的特殊工装模具，来提高生产效率； 

② 人员流动：加强公司内部人员流动，以适应项目对各工种不平衡的需求。较多数控

设备的使用，以及批量生产特点和特殊工装模具的使用，为员工在各种岗位的流动提供了

更大可能性； 

③ 协作：利用已建立的协作网络，剥离非重要的工序，将精力和资源专注于核心技

术、关键工序、质量控制和进度控制上； 

四、 2021 工作计划 

(一)  现有项目的开端十分顺利，批量样机质量非常好，确认了科学合理的工艺路

线，对即将全面铺开的批量研制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很好前提保证。一定控制好质量、

进度和成本，不辜负项目组的信任； 

(二)  积极参与新项目（大连、上海、散裂）的前期研制工作，为未来做好准备； 

(三)  积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降低风险的同时也保证未来公司的发展，实现所

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期望和目标。 

 

 

(撰稿人：戴旭文  审稿人：赵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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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东莞研究部工作总结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东莞研究部圆满完成了全年度各项任务。围绕“四个面

向”，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荣获中科院运行设施评议一等奖。

在做好 CSNS 运行工作的同时，东莞研究部积极布局合作谱仪、二期工程、南方光源预研及

研究测试平台项目的建设，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一、圆满完成 CSNS 开放运行任务 

1、提前一年半达到 100kW 设计指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春节假期过后，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东莞研究部

克服各种困难，成为东莞首批复工复研的单位之一。加速器于 2020年 2 月 3日开始了最新

一轮的束流调试工作。2月 28 日，加速器打靶功率达到 100kW，提前一年半达到设计指标。 

本年度 CSNS 运行稳定可靠高效，总运行时间（2019.11~2020.10）为 6772 小时，超过

6083 小时的运行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供束机时达到 4420 小时，超过 3767 小时的全年计

划，加速器全年供束效率达到 93.6%。靶站运行时间为 5872小时，超过 5600小时的运行计

划；首期建设的三台谱仪分别运行 4391小时，超过 3767小时的运行计划。 

2、围绕“四个面向”取得多项成果 

截至 2020年底，CSNS注册用户超 1600人，完成课题 194个。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根据中科院要求，东莞研究部重点布局“四个面向”，并支持关键领域企业（企业用户占 6%），

攻坚“卡脖子”的问题，重点在磁性、量子、能源、合金、高分子、信息材料等领域开展研

究。 

本年度共有 39篇用户实验成果论文发表，用户需求大幅增长，课题申请通过率约 40%。

近年来国际科技合作形势严峻，科研和企业用户对 CSNS的需求进一步大幅上升，CSNS作为

国内中子散射基础和应用研究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完成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相关部件的残余应力和缺陷的无损检

测；开展了通用粉末衍射谱仪改造，初步具备了工程材料应力与缺陷高穿透无损检测的能力；

完成了大量核素的核数据测量、探测器标定实验，以及单粒子效应、位移损伤、辐射损伤效

应等检测。 

（2）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展了超低热导、巨负热膨胀、热电材料、量子自旋液体、

自旋电子学、中子鬼成像等基础研究。 

（3）面向经济主战场。与华为等芯片和半导体器件相关企业开展材料研发、单粒子效

应检测；完成了钠离子电池、层状与阳离子无序富锂材料、龙马溪页岩、可燃冰、燃料电池

等的大量原位实验。 

（4）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完成了多肽、药物、蛋白质、硅藻等生物大分子的测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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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命机理研究和药物研发，同时与国外的中子源共同探索对新冠肺炎病毒研究的积极支

持。 

3、实现顶级期刊成果突破 

5 月 8日，CSNS用户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黄明欣团队在《Science》在线发表题为《Making 

ultrastrong steel tough by grain-boundary delamination》的论文，展示了黄明欣团队

在“高强高韧变形分配钢”（D&P钢）研发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这是 CSNS首个在《Science》

上发表的用户实验成果。 

4、多方面为开放运行提供保障 

补充建设了多种低温、高温、高压、强磁场等样品环境设备。圆满完成 2020 年度暑期

检修。加速器和靶站谱仪分别召开了运行年会，就一年来各系统运行调试结果进行了总结。

召开了 CSNS 首届用户年会和用户委员会会议。主办了第八届全国中子散射会议暨国家中子

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 

二、全面开展合作谱仪建设 

多物理谱仪、大气中子辐照谱仪、工程材料衍射仪、微小角中子散射仪、能量分辨中子

成像仪、高能直接几何非弹谱仪、高压中子衍射仪等 8台合作谱仪的设计、加工制造、安装、

调试按计划进行。 

三、南方光源平台项目及预研 

1、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项目 

2020年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SAPS-TP）项目建安工程和公用设施总体进展良好，钢

混结构工程将于年底全部完成，计划 2021 年按期竣工交付。标准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按计划

进行，非标设备设计及加工进展顺利。 

2、南方光源预研 

优化南方光源物理设计，主环能量变更为 3.5GeV，并相应修改了主环的周长和周期数；

5-cell常温高频腔样机等关键设备国产化研制取得一定进展。2020年 4月完成南方光源关

键技术预研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更新，提交广东省发展改革委。2020 年开始实施中科院支持

的南方光源前期预研项目。 

四、CSNS二期工程 

经中科院推荐，2020 年 7月已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十四五”项目，完成项目初评。

完成新型 RF 离子源样机研制，正在进行性能调试；完成新增脉冲校正四极磁铁、交流六极

磁铁的物理和机械设计；完成多个高功率靶方案的热工设计；开展靶-慢化器-反射体的物理

模拟计算，以及与现有谱仪的设计迭代。培养与引进二期谱仪核心队伍，各谱仪概念设计与

技术指标已基本确定，正在深化谱仪物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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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项目进展 

1、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东莞研究部研制成功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 BNCT 实验装置，

正在开展动物和细胞实验。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申报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硼中子俘

获治疗（BNCT）肿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认定。完成 BNCT临床设备初步设计。 

2、束流扩展应用：本年度反角白光中子实验装置（Back-n）完成实验 55个，核素实验

样品 15个，辐照样品 254个。此外，Back-n通过性能测试和成果鉴定。 

3、积极参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等项目的建设。 

六、研究部管理 

1、人才培养与招聘 

截至 2020 年 11 月，CSNS 拥有各类人员合计 494 人，包括正式在编职工 313 人，项目

聘用 4人，在读研究生及博士后 131人，人才派遣及返聘人员 41人，物理所参建人员 5人。

正式在编队伍中，专业技术人员 294 人，占比 94%。在编人员整体平均年龄为 36 岁。职称

分布上，在职在编队伍现有正高级人员 24人、副高级人员 109 人、中级人员 153人、初级

人员 8人，职员系列 19人。 

人才选拔方面，2019-2020 年度开展了空中宣讲、线上招聘、东莞名企名校行等活动，

组织职工岗与博士后岗联动集中面试，完成人才录用共计 44 人。人才项目方面，组织职工

积极申各类人才项目和资助。 

2、科研活动与成果 

2020年，东莞研究部发表各类文章 117篇，其中期刊文章 100篇（包含 SCI/EI 文章 71

篇），会议文章 17篇。2020年新增专利申请 83项，新增授权 27项（其中发明专利 11项）；

共申请地方专利资助 13项。2020年实际到账经费约 5.91亿元。 

1 月 15 日，与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共建“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

术联合实验室”举行了揭牌仪式。11月 10日，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大湾区分中心在

东莞研究部揭牌成立。 

3、学术活动 

积极组织和参加了第三届中国高功率强子加速器上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研讨会、第二届

CSNS 缪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高能非弹谱仪物理设计国际评审会、高压谱仪物理设计评

审会、高分辨谱仪物理设计评审会、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等

会议。组织开展了包括 14期散裂科技创新论坛、4期散裂青年创新论坛、6期散裂学术沙龙

等学术活动。 

七、党建与创新文化建设 

1、党建工作 

东莞研究部党总支连续六年获得“优秀党支部”称号，主要亮点工作有：（1）开展讲党

课活动。（2）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党员主题教育基地。（3）组织党员参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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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竞赛等活动。（4）加强与属地党组织的交流学习。（5）开展“光盘行动”，节约粮食。 

2、宣传工作 

东莞研究部及时、准确传播工程进展，为高能所网站供稿 75 篇，数量位列全所第一。

相关进展获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栏目报道共 7 次。CSNS 团队获“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称号，《中国青年》杂志、《中国科学报》、《南方日报》等媒体陆续报道近十位青年

科研人员。此外，中国散裂中子源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科技日报》、

《中国科学报》、广东卫视等报道 40余次。 

3、科普工作与社会接待 

本年度接待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近 300批次、8000人次参观。参加科普展览 2场。2020

年 5 月 22日，举办首次线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南方+和腾讯视频两个平台共获得 40万点

击量。主办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 4场。 

4、创新文化建设 

在国内疫情明显好转的情况下，支持工会和兴趣协会有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5、获表彰情况 

CSNS团队荣获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CSNS一期工程荣获“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和“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殷雯荣获“中科院优秀共产党员”、“广

东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孙纪磊荣获第 20 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散裂中子源科学

中心荣获“东莞市先进集体”，王生荣获“东莞市劳动模范”称号；刘磊荣获高能所“优秀

党务工作者”称号、张玉亮荣获高能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机关荣获高能所“创新文化

先进集体”称号、李继红荣获高能所“创新文化先进个人”称号。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展望 2021 年，这将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期待东莞研

究部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谱写科技创新的新篇章！ 

 

 

（撰稿人：张玮   审稿人：陈延伟、刘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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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直接投资的全资或控股企业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88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 

289 

 

 

直接投资的全资或控股企业(表) 

序

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时间 

注册资本

(万) 
占股比例(%) 投资形式 

企业

现状 

1 
北京高能锐新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2013年 540 100 

固定资产（实

物）420万、货

币（120万） 

正常

营业 

2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专家招待所 
1985年 27.2 100 货币 

正常

营业 

3 
北京求实高能技术开

发公司 
1985年 50.6 100 货币 

正常

营业 

4 
北京高能星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20年 300 100 货币 

正常

营业 

 

 

（撰稿人：孟笑笑  审稿人：邓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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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语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内容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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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部门年度工作总结、东莞分部年度工作总结以及大事记等内容，经党政联合办公室

向各有关部门收集后整理、编辑而成。 

2020 年度行政版年报得到了各科研、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协

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二一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