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大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签署深化科教融合战略合作协议 
 

4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深化科教融

合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科学岛举行。中

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包信和，合肥

研究院院长刘建国、党委书记黄晨光出席仪

式并讲话。 

仪式上，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合肥研

究院院长刘建国代表双方签署深化科教融

合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科大领导朱长飞、蒋

一、王晓平、毕金初、罗喜胜、何淳宽、黄

素芳、褚家如、傅尧，合肥研究院领导邹士

平、吴海信、宋云涛、王俊峰、程艳，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文清参加签约仪式。 

根据深化科教融合战略合作协议，中国

科大与合肥研究院将在共建协同创新平台、

共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人才交流和队

伍建设、完善科教融合支撑条件等方面开展

战略合作，双方将建立组织领导机制、健全

落实推进机制、完善支持保障机制，推进科

教融合战略进一步深化，协作创新，共同奋

进。 

合肥研究院副院长王俊峰报告了中国

科大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及合肥研究院研

究生教育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人员双

聘、研究生培养、大科学装置建设、基础教

育合作、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文献情报、科

学传播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 

 

 

 

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01 

|2020年第03期（总第51期）2020年07月08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电话：0551-63602922/ 63602196 邮箱：sxjh@ustc.edu.cn 网址：http://qybx.ustc.edu.c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全院办校 所系结合 01 

mailto:sxjh@ustc.edu.cn


 

中国科大能源科学与技术学院在广州成立 

中国科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苏州）在苏州成立 
 

为深化科教融合、协同创新，丰富“全

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新形式和新内涵，促

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经与相关研究所商

定、校长工作会议审议、党委常委会议讨论

通过，5月9日，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联合成立中国科大能源科学与

技术学院；5月16日，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

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联合成立

中国科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苏州）。 

能源科学与技术学院和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苏州）纳入中国科大“科教融合共建

学院”进行规划建设，分别依托中国科大工

程科学学院和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管理运行。  

 

中科院稀土研究院正式成立 

研究生教育归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月10日，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院在江

西省赣州市正式挂牌成立。中国科学院稀土

研究院的研究生教育归口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具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籍，由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授予学位，现有院士、千人、杰

青、百人等150余名科研人员组成的15个科

研团队，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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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与苏州医工所 

成功举办第一届工程类研究生学术论坛 

5月23日，中国科大与苏州医工所在线

举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届工程类研究

生学术论坛”。论坛由中科大研究生院主办、

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承办，论坛主

题为“技术立世，工程报国”。中科院院士、

中科大副校长杨金龙为论坛致辞并全程听

取论坛报告；苏州医工所所长唐玉国参加论

坛并作主报告。论坛由中科大工程类专业学

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软件学院院长陈

华平主持。

 

中科大张裕恒院士应邀 

做客合肥研究院强磁场科学论坛 
4月27日，中科大张裕恒院士应邀做客 合肥研究院强磁场科学论坛，做了题为“拓 

扑态机制和可能应用的探讨”的报告。 

张院士的报告首先介绍了拓扑态机理

和目前拓扑材料研究的进展，接着对当前凝

聚态物理研究的热点拓扑超导，包括拓扑材

料中的超导电性和拓扑态的关联、高压诱导

拓扑材料进入超导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

阐述。随后参会人员纷纷就相关问题向张裕

恒院士进行提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常进院士公开课： 

“悟空来电”——暗物质粒子空间探测 
5月23至24日，紫金山天文台举办了

“来‘悟空’老家做客，带你看不一样的天

文台”的2020年公众科学日专场活动。“悟

空”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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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主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常进院士的科 

学公开课《悟空来电：暗物质粒子空间探

测》，为公众介绍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暗

物质探测的意义、暗物质粒子的探测方法。 

 

中科大徐集贤教授 

应邀访问苏州纳米所并作学术报告 
 

5月27日，应苏州纳米所印刷电子学部

邀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特

任教授徐集贤教授来到纳米所交流访问，并

作题为“硅基-钙钛矿二端叠层太阳电池关 

键技术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马昌期

研究员主持。 

徐集贤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光电子

材料与器件及其在新能源、光电探测等方面

的应用基础研究，徐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硅

基-钙钛矿二端叠层太阳电池制备以及表征

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与实验细节，并对在场师

生的提问进行详细耐心的解答。 

 

金属所开展线上学术前沿讲座 

 

4月初至5月下旬，金属所利用网络课堂开

展了线上“材料研究进展讲座”，以响应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的号召，使被疫情困在家中的学

生尽早熟悉金属所目前的科研工作。本次线上

讲座不仅使学生学习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

更激发了大家的科研兴趣，学到了思想方法，

让学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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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与合肥研究院固体所在 

“赝反伽伐尼反应”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近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 所伍志鲲研究员课题组与中科大杨金龙院

士等课题组通过实验与理论的紧密合作，在

“赝反伽伐尼反应”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工作发表在Acta Chimica Sinica 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 

 

合肥研究院强磁场中心陆轻铀课题组 

成功研制国际首个混合磁体扫描隧道显微镜 
近期，中科大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共建

科研单位强磁场中心的陆轻铀课题组在国

际上首次研制成功混合磁体极端条件下原

子分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相关研究

成 果 发 表 在 显 微 镜 领 域 著 名 期 刊

Ultramicroscopy和著名仪器刊物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长春应化所葛君杰课题组 

在硫化钼催化析氢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期，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的葛君杰

研究员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的姜政研究员合作通过构建一个双阴离子

MoS2析氢表面，调控其催化活性，在硫化钼

催化析氢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该工作通过

设计良好的催化界面，为设计其他催化材料

用于非均相催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一

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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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应化所陈学思院士 

荣获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 
 

4月30日，长春应化所研究员、中科大

化学专业研究生导师陈学思院士荣获吉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吉林省总工会颁

发的2020年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 

陈学思院士提出了“分子内多核协同”

催化等创新思想。鉴于其在技术创新和科技

成果转化方面的卓越贡献，陈院士被评为

“2019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纳米所科教融合团支部 

获批中科院五四红旗团支部 

 

 

 
 

 

4月24日，苏州纳米所2019级科教融

合团支部获评2019年度“中国科学院五四

红旗团支部”。该支部思想先进，团结互助，

氛围和谐，各项学习和团日活动有序开展。

纳米所2019级科教融合团支部是科教融合

团建合作的优秀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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