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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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1 东华大学 刘天西 学术 

2 复旦大学 屈卫东 学术 

3 复旦大学 孙宁 学术 

4 复旦大学 吴义政 学术 

5 复旦大学 严军 学术 

6 复旦大学 王桂华 学术 

7 复旦大学 余学斌 学术 

8 复旦大学 江安全 学术 

9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杜美蓉 学术 

1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马昕 学术 

1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孙惠川 学术 

1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楼文晖 学术 

13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金波 学术 

14 华东理工大学 龚学庆 学术 

15 华东师范大学 武海斌 学术 

16 华东师范大学 程义云 学术 

17 上海交通大学 李卫东 学术 

18 上海交通大学 耿涌 学术 

19 上海交通大学 熊红凯 学术 

20 上海交通大学 齐飞 学术 

21 上海交通大学 袁广银 学术 

22 上海交通大学 魏勋斌 学术 

23 上海交通大学 万德成 学术 



24 上海交通大学 侯中宇 学术 

2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 
林晓曦 学术 

26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 
张俊 学术 

2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 
潘萌 学术 

2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 
江帆 学术 

29 上海科技大学 虞晶怡 学术 

30 上海理工大学 郑时有 学术 

31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傅强 学术 

32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 李斐 学术 

33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心理

咨询培训中心） 
赵敏 学术 

34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 刘慧荣 学术 

35 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 杨莉 学术 

36 同济大学 张勇 学术 

37 同济大学 黄雨 学术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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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承志 学术 

39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 
王俊 学术 

40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曾艺 学术 

41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赵允 学术 

42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郭非凡 学术 

43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 
甘甫烷 学术 

44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杨财广 学术 

45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刘国生 学术 

46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李昂 学术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盛春泉 学术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李文林 学术 

49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许传亮 学术 

50 上海长征医院 梁春 学术 

51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徐世伟 技术 

52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徐长征 技术 

53 上海材料研究所 曾涛 技术 

54 上海辰锐信息科技公司 尹心明 技术 

55 
上海城市污染控制工程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 
董滨 技术 

56 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曹辉 技术 

57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卢山 技术 

58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郑循江 技术 

59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尹玉环 技术 

60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廉云飞 技术 

61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顾津明 技术 

62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李永刚 技术 

63 上海华之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宝明 技术 

64 上海化工研究院 王新威 技术 

65 上海化工研究院 李虎林 技术 

66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李琰 技术 

67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徐磊 技术 

68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沈憧棐 技术 

69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 
朱君 技术 



70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张中杰 技术 

71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杨建荣 技术 

72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谭学军 技术 

73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彭旭辉 技术 

74 上海通用卫星导航有限公司 许庆丰 技术 

75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毕庆贞 技术 

76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陈刚 技术 

77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 李志慧 技术 

78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黄勇 技术 

79 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小燕 技术 

80 上海欣生源药业有限公司 黄军海 技术 

81 上海遥薇（集团）有限公司 姚薇 技术 

82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邵雷 技术 

83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方志强 技术 

84 上海英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裴瑞琳 技术 

85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冯淑红 技术 

86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励吉鸿 技术 

87 上海中聚佳华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赵政威 技术 

88 
微创心脉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袁振宇 技术 

89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孙元浩 技术 

9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

限公司 
何永根 技术 

91 上海宇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覃小红 技术 



92 
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 
王悍 技术 

93 上海景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袁红斌 技术 

94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丁鹏 技术 

95 上海新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星 技术 

96 上海优先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谭强 技术 

97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甄强 技术 

98 上海飞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何兵 技术 

99 上海天坛助剂有限公司 韩生 技术 

100 
上海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应用实验

室有限公司 
金城 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