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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中科院党组 2014 年冬季扩大会议召开 

    2014 年 12 月 29 日至 31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 2014 年冬季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主持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批示精神；

白春礼作了题为《以研究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我院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报告；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应邀作了题为《关于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和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初步考虑》的报告；听取了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施尔畏关于科技促进发展工作

和特色研究所试点工作的报告，重大科技任务局、前沿科学与教育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

于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等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报

告，监察审计局关于中央专项巡视整改情况的报告，以及办公厅关于 2015年度院工作会议主

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 

    会议原则同意调整办院方针的建议，原则通过了科技促进发展工作规划纲要（2016－2020）

和特色研究所 2015年试点工作方案，审议通过了中科院党组关于中央专项巡视整改情况的报

告，原则通过了院工作会议主报告审议稿，确定了 2015年工作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院网节选) 

 

中科院召开 2015 年度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武汉）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国科学院召开 2015 年度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武汉），

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李志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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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副组长、院监察审计局局长李定作了题为《聚焦主业，强化问责，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工作报告，总结回顾了 2014年中科院反腐倡廉主要

工作，深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对 2015 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中科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成都生物

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 7 家单位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介绍

了本单位有特色有亮点的工作。 

 (院网节选) 

 

基层党组织建设 

所党委开展 2014 年度在职党支部交叉检查工作 

    2014 年 12 月 29 至 31 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党委开展了 2014 年度在职党支部交叉检查

工作。本次检查工作旨在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为目标，进一步加强支部规

范化建设，努力将党支部建设成为凝聚力强、制度落实、教育经常、管理严格、监督有效、

作用明显、群众拥护的战斗集体，成为我所“率先行动”计划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交叉检查工作是由党委领导、党群办牵头,各支

部书记是交叉检查的责任人，全程参与检查工作。

重点检查了党支部制度执行情况、组织建设情况、

支部活动经费使用情况、党费收缴情况、党务日常

管理情况、支部开展创新性活动情况以及完成所党

委部署工作的情况等。  

    经过对以上各项内容的量化考评，8支在职党

支部中有 6支党支部的检查结果为优秀，2支为合

格。通过交叉检查，达到了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促进工作、规范管理的目的，为加强成都生物所党

组织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党群办） 

管理、支撑支部检查科研支部 

科研支部检查管理、支撑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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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党务、纪监审工作总结 

2014年，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扣“促进研究所改革发展”的工作目标，以“融入中心

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展”为统领，以“党组织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为主线，主动作为、

务实创新，健全机制、落实举措，有力推进了研究所各项工作。2014 年，党建工作的重点是

“融入一个中心，履行两大职责，强化三个引领，抓好四项工作”。即，融入研究所改革发

展这个中心，履行各级党组织的保障和监督职责，强化思想引领、文化引领、示范引领的作

用，抓好中心组学习制度、强化干部理论学习，提升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水平，认真完成群众

路线教育活动整改任务以及开展各种主题活动等工作，努力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为研究所的

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在实处，为研究所发展保驾护航：不断健全机构队伍，设置纪检监察审计室；深化作风建

设，使干部作风建设成为新常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认真开展“三谈

两述一报告”；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严格进行多层面的专项检查；按计划对 6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 个研究室 59 个课题进行了真实性、合法性审计，落实整改了审

计中发现的问题；核查转办信访案件，严格执行“一案双查”制度；抓好业务培训，坚守责

任担当，提高执纪问责能力。 

（党群办） 

 

创新文化建设 

成都生物所举办“唱响美好明天”卡拉 OK 比赛 

2015 年 1 月 16 日，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成都生物所工会和团委共同举办了“唱响美

好明天”卡拉 OK 比赛。全所 8 个在职职工党支部、5 个团支

部参加了比赛，300多名职工和研究生亲临现场。   

党委书记、副所长、工会主席叶彦代表所党委、所务委员

会和所工会在赛前致辞。成都分院工会副主席田敏代表成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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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工会感谢成都生物所工会和全所职工对成都分院工会工作的

支持，预祝成都生物所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比赛场上,13 个支部的“才子佳人”在舞台上放声高歌，

激情洋溢，风姿尽显，把观众们的热情彻底点燃。比赛中既有

《你最珍贵》、《喀秋莎》、《北京颂歌》《想和你去吹吹风》

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感染着在场观众，也有《那个爱看雪的姑娘》这样的原创作品让人

眼前一亮，还不乏何京钟、陈杨武风趣帅气的歌曲联唱，比赛现场的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  

 13支参赛曲目表演结束后，叶彦书记、成都分院“科苑知音”乐团和庹立明副教授还分

别为大家带来了《中国的土地》、《陶笛奇遇记》和《草

原夜色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经过近两个小时紧张激烈的角逐，职能一支部演唱

的《贝加尔湖畔》以真挚的情感和演员默契的配合获得了

本次比赛一等奖，农业中心支部、两爬支部获得了比赛二

等奖，职能二支部、支撑支部获得了比赛三等奖。 

(工会、团委) 

 

第二届两栖爬行动物摄影大赛圆满落幕 

    由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团委与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联合主办，两栖爬行

动物保护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两栖爬行动物摄影大赛”圆满落下帷幕。 

    大赛共收到了全国各地作品近百件，照片 300

多张，在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圈引起了巨大反响。此

次摄影大赛以“身边的两栖爬行动物”为主题，旨

在鼓励大家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以平和的心态观

察周围的两栖爬行动物，用充满热情的心态记录下

它们带来的心灵震动，从而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两栖

爬行动物的保护。大赛邀请了资深摄影专家及两栖

  职能一支部演唱《贝加尔湖畔》 

获得比赛一等奖 

一等奖：黑蹼树蛙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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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动物专家等组成评委会，经过严格认真公平的评选，从扣主题性、创意构图、视觉效果、

艺术性、拍摄技巧方面，共评选了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及优胜奖 4名。 

    (团委) 

 

成都生物所工会召开 2014 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2015年 2月 5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工会召开 2014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授予应用

与环境微生物研究中心工会小组、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工会小组、科技信息情报中心工会小

组、组织人事处工会小组“先进工会小组”称号；授予丁立生、唐业忠、王海燕、梁健、潘

志芬、程新颖、王佳婧等 7名同志“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 

 

 

 

 

(工会) 

 

成都生物所召开“先进女职工”表彰大会 

2015 年 3 月 6 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工会和团委在龙泉共同举办了成都生物所“先进女

职工”表彰大会。成都分院工会主席陈锋，成都生物所党委书记叶彦、副所长刘庆，成都分

院工会副主席田敏出席会议，成都生物所 90多名女职工和女同学参加了大会。表彰大会由工

会副主席刘丽主持。  

表彰大会前，成都分院工会主席陈锋、工会副主席田

敏向成都生物所全体女职工赠送了《花开女人》书籍。陈

锋代表成都分院工会向成都生物所全体女同志表示节日的

问候！愿每位女同志向花一样美丽。他希望广大女同志通

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处理好工作、生活及家庭的

关系，做一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 

成都分院副院长、工会主席陈

锋向成都生物所女职工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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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授予了曾晓茂、周华、高信芬、马欣荣、何晓红、汪

智姝、方冬梅、梁健、罗傲霜、邹红、梁进、张泓等 12 名同

志“先进女职工”称号。所领导及成都分院工会领导向获奖女

职工表示祝贺并颁奖。先进女职工代表高信芬、梁进和周华分

别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工会、团委) 

 

成都生物所、成都有机化学公司举行联谊会 

2015 年 3 月 6 日，为迎接一年一度的“三八”

劳动妇女节，成都生物所、成都有机化学公司共同举

行了庆祝“三八妇女节”联谊会。双方领导及女同胞

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通过此次联谊活动，进一步增

进了成都生物所与成都有机化学公司的友谊。  

(工会、团委) 

 

图片新闻 

 

 

 

 

 

 

 

 

 

2015年 2月 9日至 15日，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 

分院工会领导和所领导 

为先进女职工颁发荣誉证书 

成都生物所和成都有机化学

公司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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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3日，召开退休职工党支部书记座谈会。    2月 13日，召开离退休干部新春茶话会。 

 

获奖简讯 

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近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科研人员费梁、叶昌媛、江

建平、胡淑琴、谢锋等人完成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

究”成果喜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费梁、叶

昌媛、江建平受邀参加了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  

（科技处） 

 

川育小麦研究团队获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奖 

近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高产抗病优质小麦新品种“川育 20”

的选育及推广团队获得 2014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科技贡

献二等奖。  

（科技处） 

 

人才队伍建设 

 姬建新入选 2014 年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尹华军获 2015年度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 

 江建平、潘开文和赵海三位研究员被评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组织人事处） 



2015年 第 1期 

 
8 

习近平、李克强在两会上的个性语录 

习近平【语录】 

 两岸同胞要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度警惕。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空气质量不能只靠借东风，事在人为。 

 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 

 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 

 经济发展不能那么任性，否则靠什么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语录】 

 绝对不能让过去为共和国流汗的人现在流泪。 

 简政放权必须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最简单的才是真理。 

 为官要有为，不能乱作为，但要奋发有为。 

 县以下医院多拿论文评定职称，手术没做好，论文做得不错，这不是花架子吗？ 

 我们的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腾讯新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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