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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斌 同志有20年的党龄，思想政治素质⾼，科研

⼯作能⼒强，⼯作作风扎实，⼯作成绩显著，受到⼴⼤

党员和群众的⼀致肯定。

瞄准前沿开展原创科学研究

当今⽣物医学的发展已由传统基于症状的治疗模式向

以信息为依据的精准诊疗模式转变，医学影像技术的发

展反映和引领着临床医学的进步。荧光成像技术具有设

备造价低、检测灵敏度⾼、⽆辐射危害等优点，在⽣物

医学领域具有⼴泛的应用。与传统荧光相比，⽣物活体

组织对近红外⼆区荧光的吸收和散射显著降低，因⽽，

近红外⼆区荧光在活体成像应用中具有更⾼的组织穿透

深度和空间分辨率等优点，被视为最具潜⼒的下⼀代活

体荧光影像技术。开发⾼量⼦产率、⾼⽣物相容性的近

红外⼆区荧光量⼦点并建立新型的近红外⼆区荧光活体

影像研究平台是实现⾼灵敏度、⾼穿透深度、实时、原

位的荧光活体影像研究的关键。

国家的需求就是研究的动⼒。⼊所以来，王强斌同志

⼗年如⼀日，带领团队努⼒攻关，围绕精准医疗的国家

重⼤需求，系统研究近红外⼆区荧光量⼦点的可控制备、

量⼦限域效应、能带结构和⽣物学效应等基本科学问题，

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和发展了⼀种新型、⽣物安全的近红

外⼆区荧光Ag2S量⼦点体系，自主研制了近红外⼆区荧

光倒置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和活体影像系统近红

外影像设备，建立了基于Ag2S近红外⼆区荧光的原位、

实时活体影像技术平台，深⼊开展了⼀系列基于近红外

⼆区荧光的⽣物医学“可视化”研究。

（王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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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Ag2S量⼦点的新⼀代近红外⼆区荧光成像技术，实现了⾼组织穿透

深度、⾼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活体成像，与原有传统荧光成像技术相比较，

在组织穿透深度、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等⽅面均实现了数量级⽔平的提升。

这种新型的近红外⼆区荧光活体影像技术，将为细胞⽣物学、肿瘤研究、药物开

发、肿瘤治疗、⼲细胞再⽣医学等前沿科学提供更为有⼒、精准的研究平台技术

并且具有⼴泛的临床应用前景，也因此荣获2017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等奖。

瞄准应用加速成果转化

如果不能推向市场应用，再好的技术意义也⼗分有限。在原始创新的基础上，

王强斌率领团队⼤⼒推动近红外⼆区荧光影像技术的转化，率先实现了该技术的

市场化，建立了原位、实时的小动物活体“可视化”技术平台，⼴泛应用于新药开

发、靶向治疗和⼲细胞再⽣医学等研究领域，并带动相关⾼端⽣物医学影像装备

发展。这种新型的近红外⼆区荧光影像技术已经为美国、德国、中科院、武汉⼤

学、苏州⼤学、西安电⼦科技⼤学等科研院校和上海华⼭医院、南京鼓楼医院、

苏⼤附⼀院等医院提供服务。目前，团队正努⼒将近红外⼆区荧光影像技术与其

它影像技术进⾏⾼度融合，开发更加强有⼒的影像技术，服务基础科研和临床实

践，促进⽣命科学研究，造福⼈类健康。

履职尽责扮演多重角⾊

由于科研业务和管理能⼒突出，王强斌被研究所委以重任，担任了所长助理、

党委委员、部门负责⼈和院重点实验室负责⼈等多个职务。

作为院重点实验室与研究部负责⼈，他集思⼴益、⼤胆创新，推动科研⽅向凝

练，关⼼青年科研⼈员的成长，积极营造团队的创新、团结、协作⽓氛，通过项

目的纽带把所辖各个团队进⾏有机整合，在各自研究领域开展有特⾊的研究，为

实验室与研究部的科研⼯作和⼈才队伍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同事眼中，王

强斌同志是⼀个暨把握总体，又特别细致认真，注重细节的⼈。重点实验室的评

估材料他都是亲自把关修改，汇报ppt是自⼰加班加点做的，即使在外参加学术会

议，会议空隙也是在修改完善材料中度过。为组织好重点实验室申报，⼤年初五

就来所里加班，研究申报书的撰写思路，经常是周六、周日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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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委委员，积极参加各项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做好分管的党委⼯作，主动

到分管支部讲党课，把党的⼗九⼤精神传达到基层每⼀名党员。作为分管学⽣⼯

作的所长助理，王强斌同志非常关⼼学⽣的科研与⽣活情况，注重学⽣⼼理问题

疏导，定期召集学⽣代表座谈，深⼊了解学⽣在日常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地寻求

解决途径。例如，设立所级奖学⾦制度，支持学⽣多开展和参加⽂体活动等。

常年的超负荷⼯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没法坐着，他就跪在

地上办公。在主办中日第六次纳米⽣物会议期间，他忍着病痛咬牙坚持，硬是在

处理完所有事情才回家休息。当部门秘书前往家里探望时，惊讶地发现他正在床

上办公，还不忘部署安排⼯作，叮嘱让多举办学⽣活动，改善学⽣的⽣活条件。

总之，作为⼀名共产党员，王强斌同志在各个⽅面都起到了先锋模范和带头作

用，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也连续多年获得研究所的优秀科研团队称号。他本⼈先后

荣誉2012年江苏省杰出青年基⾦、2014年中国科学院“百⼈计划”结题优秀、2014年

国家杰出青年基⾦、2014年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2015年江苏省333（第⼆层次）

⼈才计划、2015年 中科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2015年日本化学会“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 Award”、2016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年英国皇家化学会会⼠等

荣誉和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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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合 同志，⼥，第⼗⼀支部组织委员/纳米轻量化技

术重点实验室秘书。该同志在思想上和⾏动上，同党中央持

续⾼度⼀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严于律⼰。⼯作中，既

有鲜明的党性和觉悟，又有全⼼全意为⼈民服务的理想和追

求。

作为支部委员，认真履⾏党员义务，积极承担党内⼯作，

很好地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积极，同时积极配合党支

部书记开展“党建创新”、“⾛出去，请进来”、“支部⼯作简报”

等基层党建活动中。

作为纳米轻量化技术重点实验室秘书，在本职岗位上取

得优异成绩，受到⼴泛好评。其积极参与、组织、策划重点

实验室的申报、现场验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召开以及相

关项目的申请和质量等⼯作，为实验室的获批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体现了基层党员的模范先进带头作用。

马晓冬 同志作为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我不断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将其作为日常⼯作的重要内容，紧紧围绕党和国

家⼤事和⼤政⽅针，朝着党指引的政治⽅向努⼒前进。

我积极学习党的⼗九⼤报告的具体内容，全面贯彻党的

⼗九⼤报告精神，并将其与实际⼯作进⾏结合，在实践中更

加深刻的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

⼯作上，作为⼀名青年科技⼯作者，在中科院这座神圣的科

研殿堂中，我能够时刻认真思考，及时总结⼯作经验，改正

缺点，积累经验，时刻以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要求自⼰。作

为主要成员之⼀，参与完成了全自动⾼通量悬浮芯片检测系

统的研发⼯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世

界科技强国贡献自⼰的⼀份⼒量。

（张百合）

（马晓东）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简介

茹占强 同志现任系统集成部助理研究员职位。作为⼀名共

产党员，始终坚持理论学习和践⾏宗旨相结合，通过知⾏合⼀坚

定理想信念，用党的⼗九⼤和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始终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度⼀致。

科研⼯作上，茹占强同志主要致⼒于⼯程光学及⾼倍聚光型

光伏技术研究，曾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导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等项目，开发出装机容量1.5KWp、2.8KWp和

4.3KWp的⾼倍聚光光伏示范系统，发表⽂章4篇，申请中国发明

专利8项，为课题组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除本职科研⼯作之外，茹占强同志还担任第三党支部的组织

委员。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围绕第三支部的实际情况，及时组

织开展支部学习和组织⽣活，按时完成支部的党费收缴、募捐及

所党委精神的上传下达等⼯作，平凡的岗位、默默的付出，为苏

州纳米所的腾飞添砖加瓦！

王海 同志同志于2010年6月15日加⼊中国共产党，2013年7月

进⼊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研究所，在测试分析平

台任职。多年来，王海同志对自⼰⾼标准、严要求，把党的事业

作为自⼰最⼤的职责和最⾼的使命。不断提⾼思想⽔平，积极增

强⼯作能⼒，努⼒丰富政治理论和学习业务知识，积极组织、推

进“两学⼀做”、⼗九⼤精神学习教育等在支部常态化制度化实施；

作为测试平台部门秘书，充分发挥了岗位职能，日常⼯作细致周

到；统筹测试平台测试服务收⼊⼯作，制度化明确化了相关⼯作

的流程，加强了沟通，提⾼⼯作效率，测试平台的测试服务收⼊

额逐年攀升，以实际⼯作业绩彰显了我院“创新科技、服务国家、

造福⼈民”的科技价值观；作为课题组的科研财务助理，在科技

项目经费预算、过程管理、验收管理上，严格要求自⼰，严格遵

守规章制度，用好用活国家政策，科学合理的处理科研财税事务，

确保项目研究的积极推进，为研究所红⽕的科研事业添砖加瓦。

（茹占强）

（王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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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颖 同志自2009年6月起在研究所财务处⼯作，先后任职出

纳、审核管理、项目经费管理岗位，2011年12月加⼊中国共产党。

重视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名共产党员，深刻认

识到理论学习重要性，通过深⼊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用党的⼗九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作中始

终坚定此信念、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致。

勇挑重担、爱岗敬业。在财务处主管、骨⼲同志相继离职后，

担任起项目经费管理⼯作重担，从缺乏经验转变为边学边⼲、虚

⼼请教、总结经验中迅速进⼊角⾊，并出⾊完成各项⼯作，获得

领导与科研⼈员的⼀致好评。实⾏全过程管理，审核预算，能够

给出科研⼈员合理化建议，确保科研经费合理使用；在结题验收

时，及时提供各类财务数据、协助科研⼈员完成结题相关⼯作、

确保顺利完成项目验收。以⾼度的责任感和事业⼼、任劳任怨、

扎实完成本职⼯作，加班加点，始终毫⽆怨⾔。自觉服从领导的

安排，较好地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作。

黄洁 同志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在思想与⾏动上始终与党的路

线、⽅针、政策相⼀致。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服从党组

织的安排。

爱岗敬业，主动提⾼自⼰的业务能⼒。于2013年考⼊苏州⼤

学攻读博⼠学位，经过刻苦努⼒，于2017年获得理学博⼠学位。

勇于专研学术领域的难题，在完善专业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拓

宽知识面，进⾏交叉学科研究，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

上首次利用表面增强拉曼技术阐明了氧化⽯墨烯的细胞内吞机制

和细胞内药物释放⾏为。在此基础上，发展多模态诊疗⼀体化纳

米平台，实现了对肿瘤边界⾼灵敏度和⾼分辨率确定，较目前临

床分辨率提⾼⼀个数量级。这些成果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Small等国际⼀流刊物上，并荣

获中国化学会第28届学术年会和第⼗四次中国暨国际⽣物物理⼤

会优秀墙报奖。

（李 颖）

（黄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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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其平 同志自加⼊中国共产党以来，不断加强学习党的

重要思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切实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对党章和⼗九⼤

会议精神的学习，其中学习⼗九⼤⼼得刊登在中科院党建⽹

站上，并积极主动完成支部交待的各项任务。

在产业育成岗位上主动对接创新团队项目落地⼯作，积极

争取政府配套资⾦及场地租⾦减免等优惠政策。管理国家省

市各类科技项目⼗余项，严格审查各项目经费使用。⾛访园

区企业，促成技术对接4项，不断与地⽅政府多次合作举办科

技产业论坛，地⽅反响热烈。于2016年获得“先进⼯作者”。

自担任南昌研究院纪检委员以来，不断加强南昌研究院纪

检监察⼯作，南昌研究院党支部牢牢盯住贯彻中央⼋项规定

精神这个重点，截⽌到目前，南昌研究院零违纪。并积极主

动举办党员活动，凝聚党员向⼼⼒，提⾼党员⼲部综合素质。

陈小连 同志⼀直以优秀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认真学

习，努⼒⼯作，在思想上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时刻关⼼国家

⼤事，了解国家动态，在党性修养上得到进⼀步提⾼。

在⼯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担任组织委员期间，

切实做好本职⼯作，并积极配合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作；

同时在科研⼯作⽅面，通过自⼰的努⼒，在多次学术会议中，

获得“⼀等奖”、“⼆等奖”和“最佳海报奖”等荣誉称号。在⽣活

上，积极参加志愿活动，为公众服务；在2018年的科普周公

众日轰动中，将科研中有趣实验向小朋友展示，让他们更加

了解科学，对科学感兴趣；同时，也积极锻炼身体，养成良

好的作息习惯；曾担任纳米所学⽣⽻⽑球社团负责⼈，积极

组织同学参加活动，提⾼身体素质。我深知自⼰还存在很多

不⾜，比如交际能⼒需要提⾼，在今后的⼯作和⽣活中，我

将继续努⼒，经常批评和自我批评，努⼒改正缺点，发扬优

点，并认真努⼒完成自⼰的本职⼯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熊其平）

（陈小连）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简介

刘建平 同志同志作为⼀名基层共产党员，认真履⾏党员义务，

积极承担党内⼯作，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作为⼀名⼀线科

研⼯作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拼搏进取，围绕氮化镓基激光器，

在GaN基激光器材料、物理和器件⽅面取得创新性的成果，近五年

在Light: Sci & Appl.、Appl. Phys. Lett.等期刊发表SCI收录论⽂70多

篇，成果被《Semiconductor Today》杂志多次专题报道。应邀写作

学术专著章节《GaN-based blue and green laser diodes》（2017年

Taylor & Francis出版），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10余次。

在中科院“⼗⼆五”科研任务验收中被评为优秀。

自觉践⾏我院“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民”的科技价值观，

积极响应习总书记“把科研论⽂写在祖国⼤地上”的号召。在氮化镓

激光器⽅面形成了从材料、器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式成果，在此

基础上研制出实用化的氮化镓基蓝光激光器和低阈值绿光激光器，

掌握了氮化镓蓝、绿光激光器外延和芯片制备关键技术，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填补了国内空白。

刘通 同志作为⼀名已有1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深知党员的义务

与为⼈民服务的内涵。在党的⼗九⼤精神指导下，深⼊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并把两学⼀做常态化

铭记于⼼，把学习⼼得体会与其他⼈分享。时刻牢记自⼰是⼀名共

产党员，发挥党员的先进性。

在自身业务上，不断学习提⾼自⼰的知识⽔平和业务能⼒。在

苏州纳米所做博⼠后期间，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青年基⾦项目

资助，申请发明专利两项，第⼀作者发表论⽂1篇，与他⼈合作6篇。

在⼯作中从细微之处体贴联系群众。每天都是最早上班，打⽔、

打扫办公室、实验室，为同志们带来⼲净整洁的⼯作环境。对⼯作

中有困难的同志给予耐⼼讲解指导，把⼯作与实验中的宝贵经验与

⼤家分享，既出⾊完成自⼰在团队中的任务，也会协调整个团队的

⼯作。被评选为2017年度苏州纳米所先进⼯作者。

（刘建平）

（刘 通）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简介

王懋 同志作为⼀名共产党员，深刻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

性，通过深⼊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用党的⼗九⼤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始终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

持⾼度⼀致，并带头执⾏党的路线⽅针政策和院党组各项决策。

在⼯作中，王懋同志踏实进取，认真谨慎，尽职尽责，努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地完成科研⼈员的本职⼯作。

主要参与多项重⼤科研项目，克服了多重困难，攻克了多项难

题，使得各个科研项目在结题时评为优秀，并参与发表论⽂5

篇，申请专利16项。在科研⼯作之余，王懋同志还热衷于所内

⽂化⼯作的建设，自编自导的《神奇的纳米红领⼱》微视频，

为苏州纳米所在全国科普微视频⼤赛中获奖。他还参与了《最

美科学家》视频拍的⼯作，所制作的《新材料之王-⽯墨烯》视

频荣获全国科普创作⼤赛⼆等奖，还在所里举办了摄影活动及

培训12次以上，丰富了纳米所⼯作⼈员和学⽣的业余⽣活，陶

冶情操。在⽣活中，王懋同志时刻警醒自⼰是⼀名党员，永不

忘⼊党誓词，不忘初⼼，始终维护党员形象。

鞠涛 同志⼊所以来，积极参加苏州纳米所党组织的各项学

习和实践活动，思想上坚决执⾏党的路线⽅针政策和院党组各项

决策，⼯作上能够做到爱岗敬业，严谨求实，勤奋刻苦，在政治

理论学习、联系群众和遵纪守法等各⽅面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鞠涛同志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碳化硅材料CVD⽣长，以及

⾼温CVD自主设备研制，共主持江苏省青年基⾦项目1项，负责

执⾏中科院重⼤科研装备研制项目2项，江苏省科技计划⼯业项

目1项，国家电⽹合作项目1项等，基于相关项目研究⼯作发表论

⽂8篇，申请发明专利11项，授权2项，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CVD真空设备研制经验。另外积极参加研究所各项报告

和会议，参与纳米加⼯平台各项支撑⼯作，包括平台日常事务，

设备维修维护，委托加⼯⼯艺开发等⼯作，维护加⼯平台安全平

稳运⾏，切实服务于加⼯平台和平台单位用户。

（王 懋）

（鞠 涛）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优秀党务⼯作者简介

张骁骅 同志自2014年7月第⼗⼀支部成立以来，担任支部

书记职务⾄今。在党务⼯作中充分体现出政治素质过硬、党务

能⼒较强、服务⼯作到位等业务⽔平。在⼯作中能够根据支部

党员构成的特点和所承担⼯作的性质，逐渐形成以“科研服务

型党支部”为建设思路，确定⼯作中⼼为“围绕中⼼，服务⼤局，

在科研⽣产第⼀线做好支撑、服务和保障⼯作，充分为科研保

驾护航”。在支部党建⽅面，通过以“支部⼯作简报”为新载体

开展“三会⼀课”，坚持与中科院兄弟院所开展“⾛出去创新学

习”支部共建活动，邀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老战⼠宣讲团开展

交流，组织“党员讲党课”和⾛访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多种

形式，积极组织了多样化的党员学习活动。在支部书记动员和

带领下，支部基层党员积极投⼊到研究部的质量管理、保密⼯

作、纳米复合材料创新中⼼(平台)建设等⼯作，为院国防重点

实验室获批和研究部的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

贺湘 同志同志自2015年12月起担任第⼆党支部组织委员，

该同志具有较⾼的思想政治觉悟，始终严于律⼰、勤于学习，

不断提升服务党务⼯作能⼒。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组织支部

开展各类活动，做好党费收缴、支部⼿册填写等⼯作，配合好

其他委员做好相关⼯作。全⼼全意做好服务，用爱⼼让职⼯感

受党的温暖，发挥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平

时的⼯作中，贺湘同志不断提⾼综合素质和业务能⼒，自⼰制

作了南仁东同志先进事迹PPT，为支部党员介绍其先进事迹，

并经所党办推荐推⼴⾄其他支部。用⼼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组

织了支部“我在团队中的位置”主题演讲比赛、为青年职⼯⼦⼥

赠书和同兄弟单位的交流对接等丰富活动。运用微信群、邮件

等⽅式探索新的⼯作⽅法。在⼯作和⽣活中，时刻用党员的标

准严格约束自我，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修养，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以新时期持续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鞭策自

我。

（贺 湘）

（张骁骅）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优秀党务⼯作者简介

潘婷婷 同志于2015年被民主推选为第五党支部组织委员，

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党务⼯作，认真完成党办交给的各项⼯作，

承担和组织了支部的多项学习和活动，以及支部组织发展⼯作。

深⼊学习党的⼗九⼤精神，加强支部党员的思想建设，进⼀

步坚定理想信念。引导党员以个⼈⼯作为出发点，自觉践⾏党

员的规范和⾔⾏，优化⼯作流程，提⾼⼯作能⼒，为研究所的

发展贡献⼀份自⼰的⼒量。为推动学习教育更好地融⼊日常，

除了固定专题学习外，还采用“⾛出去、请进来”的⽅式，丰富

学习⽅式，组织支部党员到张家港永联村学习交流，从中汲取

践⾏“创新科技为民”，在嘉兴南湖组织了“弘扬‘红船精神’”开放

式支部主题党日活动，邀请苏州中学园区校⼯会主席来所开展

“好家风好家训”主题学习。潘婷婷同志认真开展党员发展⼯作，

关注积极分⼦，定期与积极分⼦交流思想，精⼼培养，与党组

织保持联系，为组织输送合格⼈选。有1位同志确定为发展对象

⼈选，1位同志确定为预备党员，1位同志按期转正。

黄伍桥 同志作为⼀名党务⼯作者，在支部书记的领导及上

级党委的支持下，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党务⼯作，具有

较⾼的党建⼯作理论⽔平。2017年度举办了《两学⼀做学习常

态化》、《讲奉献、有作为》、《不忘初⼼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社会主义新胜利》等多个宣讲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黄伍桥同志作为具体负责⼈之⼀筹建成立了南昌研究院支部。

组织了“与地⽅政府部门共同学习19⼤精神”、“创⽂巩卫党员先

⾏”等多个党建主题活动。所在支部有⼀篇⼗九⼤观后感刊登到

中科院⽹站，与地⽅政府的共学⼗九⼤获得南京分院报道。所

在支部被小蓝经开区作为党建示范基地进⾏打造。支部于2017

年度获小蓝经开区五星级党组织称号。此外，支部通过了南昌

市委的党建⼯作巡察并获得了巡察组的好评。

黄伍桥同志平时密切联系党员、群众，严于律⼰，作风民主，

多次作为社会组织支部代表出席地⽅的党建会议。

（潘婷婷）

（黄伍桥）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先进党支部简介

第⼆党支部 现有党员30名,其中⾼级职称10⼈。

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支委带领支部全体党员

共同努⼒，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拓进取，务实创新，党建

⼯作卓有成效，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支部将⼯作落到实处，在支委的积极组织

倡导下，第⼆支部形成了以下特⾊：支部活动和

科技创新⾼度统⼀，组织了“我在团队中的位置”

主题演讲比赛，邀请经验丰富的研究员为年轻职

⼯提供基⾦写作和申请指导，真正做到“信念引

领科研，党建促进创新”，让支部的⼯作切实促

进部门和平台的科研和服务创新。创新学习⽅式，

建立支部邮件群、支部微信群，利用更便利的⽹

络平台，开展学习、交流和讨论。创新⽅式讲党

课，鼓励所有党员都来讲⼀次党课，并向所党办

推荐优秀党课课件。同时还组织了支部新年师⽣

座谈会，研究员自发捐款为青年职⼯的⼦⼥赠送

少⼉科普和课外书籍等各类活动，得到了群众的

⾼度好评，并进⼀步增强了支部和研究部的凝聚

⼒。

紧紧围绕研究所“⼀三五”规划，在党支部

的推动下，支部每位党员同志和群众立⾜本职岗

位，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到科学技术

创新实践活动中，取得了⼀批具有代表性的科研

成果。

（第二支部）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2018年度先进党支部简介

第九党支部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支部书记

张凯同志和支委的有⼒组织下，全体党员采取集中

与自学相结合、党课辅导与专题讲座相结合、撰写

⼼得体会与讨论交流相结合等⽅式，深⼊学习党的

理论与先进典型事迹，强化意识牢记使命。党员同

志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政治素质和

思想⽔平，扎实有效地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作，

为⼴⼤职⼯营造良好的⼯作氛围，切实把“两学⼀

做”落到实处。

第九党支部创新⼯作⽅法，充分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吴东岷同志参加“信念引领科研党建促

进创新”演讲活动，代表我所参加南京分院交流会，

充分展现我所党员职⼯扎根科研，牢记使命之风貌；

王懋同志联合测试平台完成《小纳米，⼤未来》的

拍摄，展现张锦平研究员不忘初⼼科技报国的感⼈

事迹，具有很好的教育启示作用；支部党员自发筹

款献爱⼼，资助两名贫困学⽣求学，践⾏了⼼系群

众的理念；创建书香支部，甄选优秀书籍供党员群

众阅读学习，组织读书分享活动，丰富了职⼯业余

⽣活；联合⼤装置支部“⾛出去”，与上海光源组织

支部共建活动，为职⼯学⽣创造了合作交流平台。

2018年，第九党支部将继续在科技强国的路上

不忘初⼼，砥砺前⾏！

（第九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