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A类)拟资助人员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东华大学 左伟伟 

2 东华大学 王先锋 

3 复旦大学 陆路 

4 复旦大学 马炯 

5 复旦大学 姜育刚 

6 复旦大学 谭鹏 

7 复旦大学 胡林峰 

8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明清 

9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张军 

1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胡捷 

11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耀 

12 华东理工大学 杨强 

13 华东理工大学 牛德超 

14 华东理工大学 贺晓鹏 

15 华东师范大学 李磊 

16 华东师范大学 张可烨 

17 华东师范大学 於州 

18 上海大学 李文 

19 上海电力学院 周振 

20 上海交通大学 胡永祥 

21 上海交通大学 李新昊 

22 上海交通大学 姚建国 

23 上海交通大学 薛鸿祥 

24 上海交通大学 张旺 

2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唐玉杰 

26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李佩盈 

2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王吉林 

2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程林 



2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武志祥 

30 上海理工大学 丁德锐 

31 上海师范大学 邓清海 

3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蒋玉辉 

33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邹强 

34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吴璐一 

35 上海市胸科医院 王瑞 

36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庄光磊 

37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王炎 

38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欣 

39 同济大学 刘琦 

40 同济大学 庄晓莹 

4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上海中科大量子工程卓越

中心） 
印娟 

42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毕辉 

43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孙丽明 

44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周小龙 

45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陈小华 

46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倪传法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王品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郑灿辉 

49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付静 

50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任善成 

 2016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B类)拟资助人员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林越 

2 凯惠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陈功 

3 上海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赵妍 

4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杨超 

5 上海电气钠硫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徐小刚 



6 上海国睿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刘豫 

7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陈林 

8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彭赫力 

9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郭国强 

10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刘宗明 

11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鞠鹏飞 

12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杨光军 

13 上海华明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奚桢浩 

1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杨旭石 

15 上海化工研究院 倪晓芳 

16 上海汇伦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李文华 

17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李琛 

1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安 

19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永和 

2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左俊卿 

21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段琦 

22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董亚梅 

23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赵昆峰 

24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葛美英 

25 上海农科种子种苗有限公司 杨瑞芳 

26 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吕田 

2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姜炜 

28 上海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章桢彦 

29 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刘星 

30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黎冬平 

3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闻艳丽 

32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李博 

33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王盼 

34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侯永茂 

35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廖鹤 



36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宋暖 

37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袁静 

38 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吕志良 

39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郝群 

40 上海怡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蒋子博 

41 上海优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程抒一 

42 上海泽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仝鑫 

43 上海张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郭怀祖 

44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张玉林 

45 上海中聚佳华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杨扬 

46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伍萌佳 

47 微创心脉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朱清 

4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苏毅 

49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吴磊 

5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周俊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