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度上海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拟资助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东华大学 王宏志 

2 复旦大学 阚海斌 

3 复旦大学 曾晓洋 

4 复旦大学 陈猛 

5 复旦大学 蓝斐 

6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陈彤 

7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周京敏 

8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叶青海 

9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缪长虹 

10 华东师范大学 杨海波 

11 上海大学 张文清 

12 上海大学 张新鹏 

13 上海交通大学 谷大武 

14 上海交通大学 苏翼凯 

15 上海交通大学 丁国良 

16 上海交通大学 赵玉民 

17 上海交通大学 万国华 

1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姜虹 

1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牟姗 

2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糜坚青 

2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 
周斌兵 

2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杨军 

23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邹海东 



24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心理咨询培训

中心） 
王继军 

25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王宏林 

26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李宗海 

27 上海师范大学 肖胜雄 

28 同济大学 薛伟辰 

29 同济大学 李岩 

30 同济大学 田军 

31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任涛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周兰姝 

33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鄢和新 

34 上海长征医院 陈雄生 

35 上海中医药大学 李医明 

36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李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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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 

38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李斌 

39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史迅 

40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步文博 

41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丁雷 

42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狄增峰 

43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游书力 

44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刘金涛 

45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丁侃 

46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张翱 

47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徐书华 

48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于翔 



49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默芳 

50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雷鸣 

51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胡敏 

52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邹翔 

53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李在清 

54 上海比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杨光华 

55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

限公司 
叶辉 

56 上海电科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陈正馨 

57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江才林 

58 上海发凯化工有限公司 张威 

59 上海干巷车镜实业有限公司 方瑞华 

60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孙俊 

61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曹卓晓 

62 上海化工研究院 翟金国 

63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王少波 

64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曹建永 

65 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 张绍华 

66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玉林 

6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顾国明 

68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广强 

69 上海晶生实业有限公司 吴宪君 

70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博 



71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潘延林 

72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 杨军 

73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叶振君 

74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李向民 

75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范宏武 

76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颜海 

77 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永泉 

78 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肖磊 

79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姚绮君 

80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孟娟 

81 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周畅 

82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赵艳彬 

83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武亚君 

84 上海欣方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王红熳 

85 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吴彤 

86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王维建 

87 上海优爱宝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朱海鸿 

88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丁秀峰 

89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查学雷 

90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富生 

91 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谭青乔 

92 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何悦 

93 中轻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孙永强 



94 上海鹏越惊虹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邱卫东 

95 上海德福伦化纤有限公司 孙宾 

96 上海电气钠硫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刘宇 

97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许国华 

98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陈江平 

99 上海复旦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王满宁 

100 上海康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胡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