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1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谢家麟院士荣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谢家麟院士是国

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我国粒子

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他 1943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

系，1951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

士学位，1955 年冲破重重阻力回

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高

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八七工程”

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等职。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先

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

11 项奖励。主要学术成就如下：

1955 年在芝加哥医学中心，研

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

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电子

束治疗癌症的新领域。

1955 年回国开展加速器研究，

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

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该加速器建成即投入国防建设使

用，为两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发展了大功率速调管、加速管

和微波管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带动

了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他领

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

设计和建设。经过反复权衡

比较质子打静止靶和正负

电子对撞，最终确定 2.2GeV

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 一

机两用 ”的方案。在方案设

计过程中，他提出六条原则

成功指导了对撞机设计，指

导完成速调管、加速管、能

量倍增器、正电子源和高频

腔等加速器关键核心技术

的创新性研制。1988 年 10

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

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宣告

建造成功，创造了国际加速

器建设史上的奇迹，我国从

此在τ- 粲物理研究领域占

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他提出开展自

由电子激光研究的 863 项目建议，

领导建成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该装置是亚洲第一台产生激

光并实现饱和振荡的装置，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及西欧后实现红外自由

电子激光饱和振荡的国家，奠定了

我国自由电子激光发展的基础。

2000 年，他提出速调管同时作

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紧凑型电子直

线加速器的创新性构想，将电子直

线加速器几十年沿用的三大系统精

简为两个系统。经过四年努力，研制

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

器样机，验证了设计的可行性，并申

请了国家专利。

他十分重视和关注我国加速器

发展战略，多次就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出重要建议和指导意见，并培养

了一大批加速器技术专业人才，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

界前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家麟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BEPCII工程研究集体获2011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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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揭

晓，高能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

（BEPCII）”荣获这一奖项，陈和生院士代表研究集

体接受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奖杯。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技术，设计亮度是BEPC

的30-100倍。2004年开工建设，2009年通过国家验

收。国家验收报告指出：“BEPCII工程按指标、按计

划、按预算、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建设任务，是我国大

科学工程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工程建设取得一系

列创新性技术突破，推动我国高技术发展。BEPCII实

现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加速器和探测

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后即投入高性能、高

效率运行取数，最高对撞亮度达6.49×1032cm-2s-1，

为改造前的65倍，是此前世界纪录的8倍，日积分亮

度达到改造前的88倍，已获世界最大的J/ψ、ψ＇和

ψ＂数据样本，在粲物理和轻强子研究取得一批重要

成果，保持和发展了我国在粲物理研究领域的国际领

先地位。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突出贡献者为

陈和生院士、张闯研究员和李卫国研究员；主要完成

者为马力、王贻芳、黄开席、王九庆、刘培泉、徐中

雄、裴国玺、林国平、秦庆、吕军光、徐刚、陈元

柏、朱科军、屈化民、盛华义、吴英志和朱自安。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召开2011年度总结交流会

2月13日，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

变能”ADS嬗变系统2011年度总结交流会在中科院高

能所召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院士，评议专家

柴之芳院士、方守贤院士、李依依院士、魏宝文院

士、叶奇蓁院士、徐銤院士、刘永研究员，监理组陈

森玉院士、万元熙院士等专家和中科院基础科学局、

计划财务局等部门和单位领导与会讨论、评议。

来自高能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的项目负责人和科研人员分别汇报了2011年度工

作进展和2012年工作计划。总体来看，各单位均很好

地完成了2011年度的工作计划，预算执行良好，总体

进展令人鼓舞。

专家们充分肯定了项目组取得的成绩，并就组织

管理、技术攻关、关键性问题的提前准备等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和讨论，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监理专

家就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建设性意见。

詹文龙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国在ADS研究方面

几十年的积累为ADS先导专项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

础，他要求项目组在实施中进一步加强科研与工程的

有机结合，加强院内外单位的合作以及多元化的国际

合作。

工作简讯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国家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近日，高能所接到中科院基础局批
复，高能所陈和生院士任BEPC国家实验室主任，理论物理所于渌院士、高能所陈森玉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

任实验室副主任。

黑川真一获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由高能所推荐、经院国际科技合作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决定
授予黑川真一教授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国际科技合作奖，表彰和奖励他在促进中日粒子加速器及相关领域的合

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在1月18日闭幕的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白春礼院长向黑川真一教授颁发了

奖牌和证书。

高能所获批“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高能所申报的“直线加速器技术及射线应用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通过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评审，并在春节前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

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12年新春驻华科技外交官科技合作通报会”上正式授牌。

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再受表彰。2月8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2012年度工作会议
上，表彰了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分院共同设立、首次评选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高

能所民用核技术产业化孵化团队荣获“科技成果转化奖”二等奖，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荣获“技术转移工作

组织奖”二等奖。 

张新民、高杰被评为北京市民主党派年度优秀人物。2月27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2011年北京市民主
党派“凝心聚力”工程总结大会，会上表彰了2011年度评选出的10位年度优秀人物，高能所张新民、高杰位列

其中。

加速器中心举行BEPCII直线加速器运行研讨会

2月10日，高能所加速器中心举行第三次BEPCII

直线加速器运行研讨会，针对运行中的问题和观测到

的现象，讨论和分析了影响稳定可靠运行的原因，提

出了改进措施。

 BEPCII运行的负责同志要求相关系统按专题认

真研究，在相关必要经费的支持下，尽快解决目前直

线加速器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次谐波聚束系运

行对信号源提出的高要求，改造因老化而不能满足稳

定可靠运行要求的设备等，尽快满足BEPCII稳定、可

靠运行的要求和未来可能的同步辐射运行采用恒流注

入的要求，使BEPCII直线加速器达到国际一流的水

准。

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召开第三次会议

2月28日，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第三次会议在

广州召开，会议由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散裂中子源

工程副总指挥张军同志主持，参会单位有中科院高能

所、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住建厅、东莞市政府、大

朗镇政府。

奚基伟副所长代表工程经理部向指挥部汇报了工

程进展情况。

项目总指挥陈和生院士在会上强调，散裂中子源

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家建设的最大规模的大科学装置，

是院省合作重点项目，对提升广东省科技水平、促进

产业转型及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建施工即将开

始，希望参建各方密切沟通配合，确保工程质量、工

期，严格控制经费，建好散裂中子源工程。另外，参

建各方要通力合作加强对项目的管理。

会议讨论、安排了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开工建设

有关具体事宜。

邓麦村秘书长调研散裂中子源项目

2月28日，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一行到东莞调研散裂中

子源项目。邓麦村秘书长考察了散裂中子源项目装置地现

场，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土建开工准备工作，随后到

大朗创意产业园区参观散裂中子源科普基地。 

邓麦村一行还考察了东莞现场办公及驻地生活设施，

了解常驻现场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高能所召开2012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高能所庆祝谢家麟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月 17 日，高能所隆重集会，来

自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及部分院

属单位、北大、清华、原子能院、中国

核学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北

核技术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400 余

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谢家麟院士荣

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总

装备部吕敏院士，北京大学陈佳洱、

赵光达院士，清华大学邝宇平院士，

西北核技术所邱爱慈院士，中科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张肇西院士，

高能所叶铭汉、方守贤、陈森玉、李惕

碚、柴之芳、冼鼎昌院士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高能所副所长姜晓明主持。 

庆祝会上，高能所党委副书记潘

卫民宣读了所党委“ 关于开展向谢

家麟院士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所共

产党员和广大职工，特别是年轻学者

向谢家麟院士学习。 

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组长李

志刚宣读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贺

信。白春礼号召全院广大科技工作者

以谢家麟为榜样，为推动我国科技事

业加快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做出无愧于国家、人民和时代的新的

更大贡献。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做了题为

“ 谢家麟院士的成就贡献与高能所

的发展”的报告，报告了谢家麟的主

要科学成就，以及为我国加速器事业

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和做出的重大贡

献，并介绍了高能所加速器装置建设

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

以及研究所的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陈佳洱院士介绍了我

国粒子加速器的发展，以及谢家麟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发挥的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赵志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肖国青、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党委副书记赵

明华分别做报告，

从不同角度介绍

了谢家麟对我国

加速器事业的发

展做出的贡献，对

以谢家麟为代表

的新中国加速器

事业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以身许国

的献身精神、敢为人先的进取之心、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表示敬意。高能

所裴国玺研究员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对谢家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谦和

宽容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

敬意。高能所冼鼎昌院士、李惕碚院

士、高能所前副所长张厚英、王渭副

研究员做了即席发言。 

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彭以祺表

示，科学研究应该培养“安、专、迷”

的科研人员，研究工作要敢于创新、

敢于挑战世界难题、敢于引领学科发

展，他号召大家学习谢家麟踏踏实

实、埋头苦干、安心科研、敢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

理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结合谢家

麟发展奋斗的过程，总结“创新不在

年少，干事情不在钱多”，他号召广

大科技工作者学习谢家麟潜心、静心

于科学研究的精神，学习他献身祖

国、淡泊名利的科学巨匠风范，为中

华民族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代表院

党组向谢家麟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

敬意，她表示谢家麟获奖不仅是对他

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高

度肯定，也是对高能所全体职工及中

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多年来开拓创

新、勇攀高峰的鼓励和鞭策。她希望

中科院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领会温家

宝总理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努

力汲取谢家麟带给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牢记创新使命，摒弃浮夸浮躁，

扎实做好工作，不断推进中科院各项

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不断贡献应有的力量。 

最后，谢家麟院士致辞。他表示，

国家最高科技奖不仅是对他个人的

奖励，更应该理解为是国家和人民对

我国高能物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

肯定，是对我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几

代人努力的嘉奖。我国粒子加速器事

业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成绩的

取得源于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鼎力支

持，归功于全体同仁执着的努力。他

表示，个人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伟大

时代，归功于前辈的启迪，归功于科

研集体的共同努力。当前我国科技投

入力度空前，老中青科学家济济一

堂，这是高能事业发展的基石，但也

应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上存在着科技

发展的巨大挑战，因而科技工作者特

别是青年科学家任重道远。作为老一

代的科研工作者，他希望青年科技工

作者们善用资源，做出一流的工作，

坚持科学实践，坚守踏实、诚实的科

学作风；淡泊名利，潜心科研，要能

够耐得住“寂寞”与“平凡”，抓住

机遇、奋勇前进。

    2 月 23 日至 24 日，高能所召开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届四次职工

代表大会。所工作会议代表、职工代

表、部分职工等 200 余人参加会议。 

所党委书记王焕玉主持开幕大会。所

长王贻芳做了题为《打造核心竞争力，

实施“一三五”规划，把高能所建设

为大型多学科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

报告，传达了中科院 2012 年度工作

会议的主要精神，全面总结了研究所

2011 年度主要工作，部署了下一步工

作计划。副所长姜晓明从经费收支、管

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汇报了 2011 年度

高能所科研经费及财务情况。工会主

席李广谦总结了 2011 年职代会、工

会工作，并报告了 2012 年职代会、工

会工作要点。 

　　王贻芳指出，2011 年是成绩卓著

的一年，高能所科研工程领域硕果累

累，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科技成果转

化、园区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特别是谢家麟院士荣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仅是对

谢家麟院士为我国加速器事业做出

突出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所职

工多年来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鼓励

和鞭策。

　　结合中科院出成果出人才出思

想“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高能所

编制完成并启动实施“十二五”发

展规划，明确了研究所的“一三五”

战略目标，并积极进行实验室建设和

前沿部署。在大装置建设和运行、科

研成果、科技成果转换等方面均取显

著成绩。研究所进一步推进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构建党建长效机制，严格执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构建反腐倡

廉长效机制，在制度建设、队伍建设、

经费管理、机构调整、党建和创新文

化建设、园区建设和后勤管理等方面

推进依法治所，健全和完善研究所的

管理。 

　　对于研究所下一步工

作，王贻芳表示，首先应加

强核心竞争力建设，着力

打造一支国际水准的人才

队伍，把重点实验室打造

成为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平

台，对关键核心技术全面

规划、长期布局；其次，部

署实施研究所“一三五”

规划，落实责任单位。在粒

子物理与天体物理、国家

重大科学装置建设、应用

产品研发等方面实现突

破。第三、建设具有国际管

理水平的研究所，加强改

革与创新，实现民主化、规

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的

“四化”管理。第四，加强

创新文化建设，建立奋发

向上的氛围。凝练“高能

所精神”，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构建激

发创新活力的学术环境。

　　王贻芳表示，高能所要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一三五”

规划，不断深化改革，实现研究所的

持续发展，他相信在全所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高能所一定能够更加快速的

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预期的目

标，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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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会议代表围绕大

会报告，分组对研究所2012年重

点工作及职工关心的战略发展、

科研管理、制度建设、人才队伍

建设、经费管理、园区管理、职

工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所领导参加了分组讨论，与代表

们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代表们认

为本次工作会议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所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和规划

振奋人心，代表们在对研究所

2011年度科研成果和各项工作感

到自豪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研究所下

一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2月24日下午，大会完成各项

议程圆满闭幕。副所长王九庆主

持总结大会。 

总结大会上，工作会议代表

和职代会代表分别汇报了各组的

讨论情况。职代会常委金大鹏总

结了2011年职工提案/建议的回复

情况，报告了2012年职工提案/建

议情况。党委副书记潘卫民表彰

了所2011年度科研、管理、创新

文化、研究生管理等领域的获奖

集体和个人。 

王贻芳在总结报告中对与会

代表积极参与研究所管理工作表

示感谢，他表示，所务会将认真

讨论与会代表的意见与建议，着

力推动解决大家普遍关注的学科

发展、职工待遇、物业管理、后

勤服务等问题。他要求各职能部

门切实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响应

各种意见与建议。

姜晓明做科研经费及财务情况报告 李广谦做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王贻芳做年度工作报告

大会开幕式会场

王焕玉主持大会开幕式

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场

职代会代表分组讨论会场

工作会议代表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职代会代表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高能所召开2012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高能所庆祝谢家麟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月 17 日，高能所隆重集会，来

自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及部分院

属单位、北大、清华、原子能院、中国

核学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北

核技术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400 余

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谢家麟院士荣

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总

装备部吕敏院士，北京大学陈佳洱、

赵光达院士，清华大学邝宇平院士，

西北核技术所邱爱慈院士，中科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张肇西院士，

高能所叶铭汉、方守贤、陈森玉、李惕

碚、柴之芳、冼鼎昌院士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高能所副所长姜晓明主持。 

庆祝会上，高能所党委副书记潘

卫民宣读了所党委“ 关于开展向谢

家麟院士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所共

产党员和广大职工，特别是年轻学者

向谢家麟院士学习。 

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组长李

志刚宣读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贺

信。白春礼号召全院广大科技工作者

以谢家麟为榜样，为推动我国科技事

业加快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做出无愧于国家、人民和时代的新的

更大贡献。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做了题为

“ 谢家麟院士的成就贡献与高能所

的发展”的报告，报告了谢家麟的主

要科学成就，以及为我国加速器事业

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和做出的重大贡

献，并介绍了高能所加速器装置建设

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

以及研究所的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陈佳洱院士介绍了我

国粒子加速器的发展，以及谢家麟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发挥的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赵志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肖国青、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党委副书记赵

明华分别做报告，

从不同角度介绍

了谢家麟对我国

加速器事业的发

展做出的贡献，对

以谢家麟为代表

的新中国加速器

事业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以身许国

的献身精神、敢为人先的进取之心、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表示敬意。高能

所裴国玺研究员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对谢家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谦和

宽容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

敬意。高能所冼鼎昌院士、李惕碚院

士、高能所前副所长张厚英、王渭副

研究员做了即席发言。 

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彭以祺表

示，科学研究应该培养“安、专、迷”

的科研人员，研究工作要敢于创新、

敢于挑战世界难题、敢于引领学科发

展，他号召大家学习谢家麟踏踏实

实、埋头苦干、安心科研、敢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

理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结合谢家

麟发展奋斗的过程，总结“创新不在

年少，干事情不在钱多”，他号召广

大科技工作者学习谢家麟潜心、静心

于科学研究的精神，学习他献身祖

国、淡泊名利的科学巨匠风范，为中

华民族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代表院

党组向谢家麟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

敬意，她表示谢家麟获奖不仅是对他

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高

度肯定，也是对高能所全体职工及中

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多年来开拓创

新、勇攀高峰的鼓励和鞭策。她希望

中科院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领会温家

宝总理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努

力汲取谢家麟带给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牢记创新使命，摒弃浮夸浮躁，

扎实做好工作，不断推进中科院各项

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不断贡献应有的力量。 

最后，谢家麟院士致辞。他表示，

国家最高科技奖不仅是对他个人的

奖励，更应该理解为是国家和人民对

我国高能物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

肯定，是对我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几

代人努力的嘉奖。我国粒子加速器事

业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成绩的

取得源于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鼎力支

持，归功于全体同仁执着的努力。他

表示，个人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伟大

时代，归功于前辈的启迪，归功于科

研集体的共同努力。当前我国科技投

入力度空前，老中青科学家济济一

堂，这是高能事业发展的基石，但也

应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上存在着科技

发展的巨大挑战，因而科技工作者特

别是青年科学家任重道远。作为老一

代的科研工作者，他希望青年科技工

作者们善用资源，做出一流的工作，

坚持科学实践，坚守踏实、诚实的科

学作风；淡泊名利，潜心科研，要能

够耐得住“寂寞”与“平凡”，抓住

机遇、奋勇前进。

    2 月 23 日至 24 日，高能所召开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届四次职工

代表大会。所工作会议代表、职工代

表、部分职工等 200 余人参加会议。 

所党委书记王焕玉主持开幕大会。所

长王贻芳做了题为《打造核心竞争力，

实施“一三五”规划，把高能所建设

为大型多学科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

报告，传达了中科院 2012 年度工作

会议的主要精神，全面总结了研究所

2011 年度主要工作，部署了下一步工

作计划。副所长姜晓明从经费收支、管

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汇报了 2011 年度

高能所科研经费及财务情况。工会主

席李广谦总结了 2011 年职代会、工

会工作，并报告了 2012 年职代会、工

会工作要点。 

　　王贻芳指出，2011 年是成绩卓著

的一年，高能所科研工程领域硕果累

累，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科技成果转

化、园区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特别是谢家麟院士荣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仅是对

谢家麟院士为我国加速器事业做出

突出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所职

工多年来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鼓励

和鞭策。

　　结合中科院出成果出人才出思

想“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高能所

编制完成并启动实施“十二五”发

展规划，明确了研究所的“一三五”

战略目标，并积极进行实验室建设和

前沿部署。在大装置建设和运行、科

研成果、科技成果转换等方面均取显

著成绩。研究所进一步推进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构建党建长效机制，严格执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构建反腐倡

廉长效机制，在制度建设、队伍建设、

经费管理、机构调整、党建和创新文

化建设、园区建设和后勤管理等方面

推进依法治所，健全和完善研究所的

管理。 

　　对于研究所下一步工

作，王贻芳表示，首先应加

强核心竞争力建设，着力

打造一支国际水准的人才

队伍，把重点实验室打造

成为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平

台，对关键核心技术全面

规划、长期布局；其次，部

署实施研究所“一三五”

规划，落实责任单位。在粒

子物理与天体物理、国家

重大科学装置建设、应用

产品研发等方面实现突

破。第三、建设具有国际管

理水平的研究所，加强改

革与创新，实现民主化、规

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的

“四化”管理。第四，加强

创新文化建设，建立奋发

向上的氛围。凝练“高能

所精神”，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构建激

发创新活力的学术环境。

　　王贻芳表示，高能所要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一三五”

规划，不断深化改革，实现研究所的

持续发展，他相信在全所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高能所一定能够更加快速的

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预期的目

标，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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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会议代表围绕大

会报告，分组对研究所2012年重

点工作及职工关心的战略发展、

科研管理、制度建设、人才队伍

建设、经费管理、园区管理、职

工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所领导参加了分组讨论，与代表

们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代表们认

为本次工作会议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所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和规划

振奋人心，代表们在对研究所

2011年度科研成果和各项工作感

到自豪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研究所下

一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2月24日下午，大会完成各项

议程圆满闭幕。副所长王九庆主

持总结大会。 

总结大会上，工作会议代表

和职代会代表分别汇报了各组的

讨论情况。职代会常委金大鹏总

结了2011年职工提案/建议的回复

情况，报告了2012年职工提案/建

议情况。党委副书记潘卫民表彰

了所2011年度科研、管理、创新

文化、研究生管理等领域的获奖

集体和个人。 

王贻芳在总结报告中对与会

代表积极参与研究所管理工作表

示感谢，他表示，所务会将认真

讨论与会代表的意见与建议，着

力推动解决大家普遍关注的学科

发展、职工待遇、物业管理、后

勤服务等问题。他要求各职能部

门切实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响应

各种意见与建议。

姜晓明做科研经费及财务情况报告 李广谦做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王贻芳做年度工作报告

大会开幕式会场

王焕玉主持大会开幕式

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场

职代会代表分组讨论会场

工作会议代表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职代会代表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高能所召开2012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高能所庆祝谢家麟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月 17 日，高能所隆重集会，来

自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及部分院

属单位、北大、清华、原子能院、中国

核学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北

核技术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400 余

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谢家麟院士荣

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总

装备部吕敏院士，北京大学陈佳洱、

赵光达院士，清华大学邝宇平院士，

西北核技术所邱爱慈院士，中科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张肇西院士，

高能所叶铭汉、方守贤、陈森玉、李惕

碚、柴之芳、冼鼎昌院士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高能所副所长姜晓明主持。 

庆祝会上，高能所党委副书记潘

卫民宣读了所党委“ 关于开展向谢

家麟院士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所共

产党员和广大职工，特别是年轻学者

向谢家麟院士学习。 

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组长李

志刚宣读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贺

信。白春礼号召全院广大科技工作者

以谢家麟为榜样，为推动我国科技事

业加快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做出无愧于国家、人民和时代的新的

更大贡献。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做了题为

“ 谢家麟院士的成就贡献与高能所

的发展”的报告，报告了谢家麟的主

要科学成就，以及为我国加速器事业

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和做出的重大贡

献，并介绍了高能所加速器装置建设

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

以及研究所的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陈佳洱院士介绍了我

国粒子加速器的发展，以及谢家麟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发挥的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赵志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肖国青、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党委副书记赵

明华分别做报告，

从不同角度介绍

了谢家麟对我国

加速器事业的发

展做出的贡献，对

以谢家麟为代表

的新中国加速器

事业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以身许国

的献身精神、敢为人先的进取之心、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表示敬意。高能

所裴国玺研究员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对谢家麟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谦和

宽容的为人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

敬意。高能所冼鼎昌院士、李惕碚院

士、高能所前副所长张厚英、王渭副

研究员做了即席发言。 

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彭以祺表

示，科学研究应该培养“安、专、迷”

的科研人员，研究工作要敢于创新、

敢于挑战世界难题、敢于引领学科发

展，他号召大家学习谢家麟踏踏实

实、埋头苦干、安心科研、敢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

理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结合谢家

麟发展奋斗的过程，总结“创新不在

年少，干事情不在钱多”，他号召广

大科技工作者学习谢家麟潜心、静心

于科学研究的精神，学习他献身祖

国、淡泊名利的科学巨匠风范，为中

华民族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代表院

党组向谢家麟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

敬意，她表示谢家麟获奖不仅是对他

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高

度肯定，也是对高能所全体职工及中

科院广大科技工作者多年来开拓创

新、勇攀高峰的鼓励和鞭策。她希望

中科院广大职工认真学习领会温家

宝总理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努

力汲取谢家麟带给我们的宝贵精神

财富，牢记创新使命，摒弃浮夸浮躁，

扎实做好工作，不断推进中科院各项

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不断贡献应有的力量。 

最后，谢家麟院士致辞。他表示，

国家最高科技奖不仅是对他个人的

奖励，更应该理解为是国家和人民对

我国高能物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

肯定，是对我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几

代人努力的嘉奖。我国粒子加速器事

业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成绩的

取得源于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鼎力支

持，归功于全体同仁执着的努力。他

表示，个人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伟大

时代，归功于前辈的启迪，归功于科

研集体的共同努力。当前我国科技投

入力度空前，老中青科学家济济一

堂，这是高能事业发展的基石，但也

应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上存在着科技

发展的巨大挑战，因而科技工作者特

别是青年科学家任重道远。作为老一

代的科研工作者，他希望青年科技工

作者们善用资源，做出一流的工作，

坚持科学实践，坚守踏实、诚实的科

学作风；淡泊名利，潜心科研，要能

够耐得住“寂寞”与“平凡”，抓住

机遇、奋勇前进。

    2 月 23 日至 24 日，高能所召开

2012 年度工作会议暨七届四次职工

代表大会。所工作会议代表、职工代

表、部分职工等 200 余人参加会议。 

所党委书记王焕玉主持开幕大会。所

长王贻芳做了题为《打造核心竞争力，

实施“一三五”规划，把高能所建设

为大型多学科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

报告，传达了中科院 2012 年度工作

会议的主要精神，全面总结了研究所

2011 年度主要工作，部署了下一步工

作计划。副所长姜晓明从经费收支、管

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汇报了 2011 年度

高能所科研经费及财务情况。工会主

席李广谦总结了 2011 年职代会、工

会工作，并报告了 2012 年职代会、工

会工作要点。 

　　王贻芳指出，2011 年是成绩卓著

的一年，高能所科研工程领域硕果累

累，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

伍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科技成果转

化、园区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特别是谢家麟院士荣获 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仅是对

谢家麟院士为我国加速器事业做出

突出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所职

工多年来开拓创新、勇攀高峰的鼓励

和鞭策。

　　结合中科院出成果出人才出思

想“三位一体”的战略使命，高能所

编制完成并启动实施“十二五”发

展规划，明确了研究所的“一三五”

战略目标，并积极进行实验室建设和

前沿部署。在大装置建设和运行、科

研成果、科技成果转换等方面均取显

著成绩。研究所进一步推进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构建党建长效机制，严格执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构建反腐倡

廉长效机制，在制度建设、队伍建设、

经费管理、机构调整、党建和创新文

化建设、园区建设和后勤管理等方面

推进依法治所，健全和完善研究所的

管理。 

　　对于研究所下一步工

作，王贻芳表示，首先应加

强核心竞争力建设，着力

打造一支国际水准的人才

队伍，把重点实验室打造

成为建设核心竞争力的平

台，对关键核心技术全面

规划、长期布局；其次，部

署实施研究所“一三五”

规划，落实责任单位。在粒

子物理与天体物理、国家

重大科学装置建设、应用

产品研发等方面实现突

破。第三、建设具有国际管

理水平的研究所，加强改

革与创新，实现民主化、规

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的

“四化”管理。第四，加强

创新文化建设，建立奋发

向上的氛围。凝练“高能

所精神”，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构建激

发创新活力的学术环境。

　　王贻芳表示，高能所要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一三五”

规划，不断深化改革，实现研究所的

持续发展，他相信在全所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高能所一定能够更加快速的

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预期的目

标，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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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会议代表围绕大

会报告，分组对研究所2012年重

点工作及职工关心的战略发展、

科研管理、制度建设、人才队伍

建设、经费管理、园区管理、职

工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所领导参加了分组讨论，与代表

们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代表们认

为本次工作会议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所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和规划

振奋人心，代表们在对研究所

2011年度科研成果和各项工作感

到自豪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研究所下

一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2月24日下午，大会完成各项

议程圆满闭幕。副所长王九庆主

持总结大会。 

总结大会上，工作会议代表

和职代会代表分别汇报了各组的

讨论情况。职代会常委金大鹏总

结了2011年职工提案/建议的回复

情况，报告了2012年职工提案/建

议情况。党委副书记潘卫民表彰

了所2011年度科研、管理、创新

文化、研究生管理等领域的获奖

集体和个人。 

王贻芳在总结报告中对与会

代表积极参与研究所管理工作表

示感谢，他表示，所务会将认真

讨论与会代表的意见与建议，着

力推动解决大家普遍关注的学科

发展、职工待遇、物业管理、后

勤服务等问题。他要求各职能部

门切实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响应

各种意见与建议。

姜晓明做科研经费及财务情况报告 李广谦做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王贻芳做年度工作报告

大会开幕式会场

王焕玉主持大会开幕式

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场

职代会代表分组讨论会场

工作会议代表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职代会代表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1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谢家麟院士荣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谢家麟院士是国

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我国粒子

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他 1943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

系，1951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

士学位，1955 年冲破重重阻力回

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高

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八七工程”

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等职。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先

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

11 项奖励。主要学术成就如下：

1955 年在芝加哥医学中心，研

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

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电子

束治疗癌症的新领域。

1955 年回国开展加速器研究，

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

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该加速器建成即投入国防建设使

用，为两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发展了大功率速调管、加速管

和微波管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带动

了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他领

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

设计和建设。经过反复权衡

比较质子打静止靶和正负

电子对撞，最终确定 2.2GeV

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 一

机两用 ”的方案。在方案设

计过程中，他提出六条原则

成功指导了对撞机设计，指

导完成速调管、加速管、能

量倍增器、正电子源和高频

腔等加速器关键核心技术

的创新性研制。1988 年 10

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

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宣告

建造成功，创造了国际加速

器建设史上的奇迹，我国从

此在τ- 粲物理研究领域占

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他提出开展自

由电子激光研究的 863 项目建议，

领导建成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该装置是亚洲第一台产生激

光并实现饱和振荡的装置，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及西欧后实现红外自由

电子激光饱和振荡的国家，奠定了

我国自由电子激光发展的基础。

2000 年，他提出速调管同时作

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紧凑型电子直

线加速器的创新性构想，将电子直

线加速器几十年沿用的三大系统精

简为两个系统。经过四年努力，研制

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

器样机，验证了设计的可行性，并申

请了国家专利。

他十分重视和关注我国加速器

发展战略，多次就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出重要建议和指导意见，并培养

了一大批加速器技术专业人才，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

界前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家麟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BEPCII工程研究集体获2011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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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揭

晓，高能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

（BEPCII）”荣获这一奖项，陈和生院士代表研究集

体接受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奖杯。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技术，设计亮度是BEPC

的30-100倍。2004年开工建设，2009年通过国家验

收。国家验收报告指出：“BEPCII工程按指标、按计

划、按预算、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建设任务，是我国大

科学工程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工程建设取得一系

列创新性技术突破，推动我国高技术发展。BEPCII实

现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加速器和探测

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后即投入高性能、高

效率运行取数，最高对撞亮度达6.49×1032cm-2s-1，

为改造前的65倍，是此前世界纪录的8倍，日积分亮

度达到改造前的88倍，已获世界最大的J/ψ、ψ＇和

ψ＂数据样本，在粲物理和轻强子研究取得一批重要

成果，保持和发展了我国在粲物理研究领域的国际领

先地位。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突出贡献者为

陈和生院士、张闯研究员和李卫国研究员；主要完成

者为马力、王贻芳、黄开席、王九庆、刘培泉、徐中

雄、裴国玺、林国平、秦庆、吕军光、徐刚、陈元

柏、朱科军、屈化民、盛华义、吴英志和朱自安。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召开2011年度总结交流会

2月13日，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

变能”ADS嬗变系统2011年度总结交流会在中科院高

能所召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院士，评议专家

柴之芳院士、方守贤院士、李依依院士、魏宝文院

士、叶奇蓁院士、徐銤院士、刘永研究员，监理组陈

森玉院士、万元熙院士等专家和中科院基础科学局、

计划财务局等部门和单位领导与会讨论、评议。

来自高能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的项目负责人和科研人员分别汇报了2011年度工

作进展和2012年工作计划。总体来看，各单位均很好

地完成了2011年度的工作计划，预算执行良好，总体

进展令人鼓舞。

专家们充分肯定了项目组取得的成绩，并就组织

管理、技术攻关、关键性问题的提前准备等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和讨论，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监理专

家就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建设性意见。

詹文龙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国在ADS研究方面

几十年的积累为ADS先导专项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

础，他要求项目组在实施中进一步加强科研与工程的

有机结合，加强院内外单位的合作以及多元化的国际

合作。

工作简讯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国家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近日，高能所接到中科院基础局批
复，高能所陈和生院士任BEPC国家实验室主任，理论物理所于渌院士、高能所陈森玉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

任实验室副主任。

黑川真一获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由高能所推荐、经院国际科技合作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决定
授予黑川真一教授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国际科技合作奖，表彰和奖励他在促进中日粒子加速器及相关领域的合

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在1月18日闭幕的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白春礼院长向黑川真一教授颁发了

奖牌和证书。

高能所获批“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高能所申报的“直线加速器技术及射线应用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通过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评审，并在春节前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

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12年新春驻华科技外交官科技合作通报会”上正式授牌。

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再受表彰。2月8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2012年度工作会议
上，表彰了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分院共同设立、首次评选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高

能所民用核技术产业化孵化团队荣获“科技成果转化奖”二等奖，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荣获“技术转移工作

组织奖”二等奖。 

张新民、高杰被评为北京市民主党派年度优秀人物。2月27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2011年北京市民主
党派“凝心聚力”工程总结大会，会上表彰了2011年度评选出的10位年度优秀人物，高能所张新民、高杰位列

其中。

加速器中心举行BEPCII直线加速器运行研讨会

2月10日，高能所加速器中心举行第三次BEPCII

直线加速器运行研讨会，针对运行中的问题和观测到

的现象，讨论和分析了影响稳定可靠运行的原因，提

出了改进措施。

 BEPCII运行的负责同志要求相关系统按专题认

真研究，在相关必要经费的支持下，尽快解决目前直

线加速器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次谐波聚束系运

行对信号源提出的高要求，改造因老化而不能满足稳

定可靠运行要求的设备等，尽快满足BEPCII稳定、可

靠运行的要求和未来可能的同步辐射运行采用恒流注

入的要求，使BEPCII直线加速器达到国际一流的水

准。

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召开第三次会议

2月28日，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第三次会议在

广州召开，会议由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散裂中子源

工程副总指挥张军同志主持，参会单位有中科院高能

所、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住建厅、东莞市政府、大

朗镇政府。

奚基伟副所长代表工程经理部向指挥部汇报了工

程进展情况。

项目总指挥陈和生院士在会上强调，散裂中子源

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家建设的最大规模的大科学装置，

是院省合作重点项目，对提升广东省科技水平、促进

产业转型及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建施工即将开

始，希望参建各方密切沟通配合，确保工程质量、工

期，严格控制经费，建好散裂中子源工程。另外，参

建各方要通力合作加强对项目的管理。

会议讨论、安排了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开工建设

有关具体事宜。

邓麦村秘书长调研散裂中子源项目

2月28日，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一行到东莞调研散裂中

子源项目。邓麦村秘书长考察了散裂中子源项目装置地现

场，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土建开工准备工作，随后到

大朗创意产业园区参观散裂中子源科普基地。 

邓麦村一行还考察了东莞现场办公及驻地生活设施，

了解常驻现场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1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谢家麟院士荣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谢家麟院士是国

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我国粒子

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他 1943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

系，1951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

士学位，1955 年冲破重重阻力回

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高

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八七工程”

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等职。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先

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

11 项奖励。主要学术成就如下：

1955 年在芝加哥医学中心，研

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

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电子

束治疗癌症的新领域。

1955 年回国开展加速器研究，

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

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该加速器建成即投入国防建设使

用，为两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发展了大功率速调管、加速管

和微波管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带动

了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

上世纪 80 年代，他领

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

设计和建设。经过反复权衡

比较质子打静止靶和正负

电子对撞，最终确定 2.2GeV

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 一

机两用 ”的方案。在方案设

计过程中，他提出六条原则

成功指导了对撞机设计，指

导完成速调管、加速管、能

量倍增器、正电子源和高频

腔等加速器关键核心技术

的创新性研制。1988 年 10

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

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宣告

建造成功，创造了国际加速

器建设史上的奇迹，我国从

此在τ- 粲物理研究领域占

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上世纪 90 年代，他提出开展自

由电子激光研究的 863 项目建议，

领导建成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该装置是亚洲第一台产生激

光并实现饱和振荡的装置，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及西欧后实现红外自由

电子激光饱和振荡的国家，奠定了

我国自由电子激光发展的基础。

2000 年，他提出速调管同时作

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紧凑型电子直

线加速器的创新性构想，将电子直

线加速器几十年沿用的三大系统精

简为两个系统。经过四年努力，研制

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

器样机，验证了设计的可行性，并申

请了国家专利。

他十分重视和关注我国加速器

发展战略，多次就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出重要建议和指导意见，并培养

了一大批加速器技术专业人才，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

界前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家麟院士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BEPCII工程研究集体获2011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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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揭

晓，高能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

（BEPCII）”荣获这一奖项，陈和生院士代表研究集

体接受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奖杯。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II），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技术，设计亮度是BEPC

的30-100倍。2004年开工建设，2009年通过国家验

收。国家验收报告指出：“BEPCII工程按指标、按计

划、按预算、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建设任务，是我国大

科学工程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工程建设取得一系

列创新性技术突破，推动我国高技术发展。BEPCII实

现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加速器和探测

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后即投入高性能、高

效率运行取数，最高对撞亮度达6.49×1032cm-2s-1，

为改造前的65倍，是此前世界纪录的8倍，日积分亮

度达到改造前的88倍，已获世界最大的J/ψ、ψ＇和

ψ＂数据样本，在粲物理和轻强子研究取得一批重要

成果，保持和发展了我国在粲物理研究领域的国际领

先地位。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突出贡献者为

陈和生院士、张闯研究员和李卫国研究员；主要完成

者为马力、王贻芳、黄开席、王九庆、刘培泉、徐中

雄、裴国玺、林国平、秦庆、吕军光、徐刚、陈元

柏、朱科军、屈化民、盛华义、吴英志和朱自安。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召开2011年度总结交流会

2月13日，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

变能”ADS嬗变系统2011年度总结交流会在中科院高

能所召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院士，评议专家

柴之芳院士、方守贤院士、李依依院士、魏宝文院

士、叶奇蓁院士、徐銤院士、刘永研究员，监理组陈

森玉院士、万元熙院士等专家和中科院基础科学局、

计划财务局等部门和单位领导与会讨论、评议。

来自高能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的项目负责人和科研人员分别汇报了2011年度工

作进展和2012年工作计划。总体来看，各单位均很好

地完成了2011年度的工作计划，预算执行良好，总体

进展令人鼓舞。

专家们充分肯定了项目组取得的成绩，并就组织

管理、技术攻关、关键性问题的提前准备等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和讨论，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监理专

家就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宝

贵的建设性意见。

詹文龙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国在ADS研究方面

几十年的积累为ADS先导专项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

础，他要求项目组在实施中进一步加强科研与工程的

有机结合，加强院内外单位的合作以及多元化的国际

合作。

工作简讯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国家实验室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近日，高能所接到中科院基础局批
复，高能所陈和生院士任BEPC国家实验室主任，理论物理所于渌院士、高能所陈森玉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

任实验室副主任。

黑川真一获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由高能所推荐、经院国际科技合作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决定
授予黑川真一教授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国际科技合作奖，表彰和奖励他在促进中日粒子加速器及相关领域的合

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在1月18日闭幕的中国科学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白春礼院长向黑川真一教授颁发了

奖牌和证书。

高能所获批“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高能所申报的“直线加速器技术及射线应用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通过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评审，并在春节前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

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12年新春驻华科技外交官科技合作通报会”上正式授牌。

高能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再受表彰。2月8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2012年度工作会议
上，表彰了中关村管委会与北京分院共同设立、首次评选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高

能所民用核技术产业化孵化团队荣获“科技成果转化奖”二等奖，技术发展与经营管理处荣获“技术转移工作

组织奖”二等奖。 

张新民、高杰被评为北京市民主党派年度优秀人物。2月27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2011年北京市民主
党派“凝心聚力”工程总结大会，会上表彰了2011年度评选出的10位年度优秀人物，高能所张新民、高杰位列

其中。

加速器中心举行BEPCII直线加速器运行研讨会

2月10日，高能所加速器中心举行第三次BEPCII

直线加速器运行研讨会，针对运行中的问题和观测到

的现象，讨论和分析了影响稳定可靠运行的原因，提

出了改进措施。

 BEPCII运行的负责同志要求相关系统按专题认

真研究，在相关必要经费的支持下，尽快解决目前直

线加速器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次谐波聚束系运

行对信号源提出的高要求，改造因老化而不能满足稳

定可靠运行要求的设备等，尽快满足BEPCII稳定、可

靠运行的要求和未来可能的同步辐射运行采用恒流注

入的要求，使BEPCII直线加速器达到国际一流的水

准。

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召开第三次会议

2月28日，散裂中子源工程指挥部第三次会议在

广州召开，会议由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散裂中子源

工程副总指挥张军同志主持，参会单位有中科院高能

所、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住建厅、东莞市政府、大

朗镇政府。

奚基伟副所长代表工程经理部向指挥部汇报了工

程进展情况。

项目总指挥陈和生院士在会上强调，散裂中子源

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家建设的最大规模的大科学装置，

是院省合作重点项目，对提升广东省科技水平、促进

产业转型及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基建施工即将开

始，希望参建各方密切沟通配合，确保工程质量、工

期，严格控制经费，建好散裂中子源工程。另外，参

建各方要通力合作加强对项目的管理。

会议讨论、安排了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开工建设

有关具体事宜。

邓麦村秘书长调研散裂中子源项目

2月28日，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一行到东莞调研散裂中

子源项目。邓麦村秘书长考察了散裂中子源项目装置地现

场，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土建开工准备工作，随后到

大朗创意产业园区参观散裂中子源科普基地。 

邓麦村一行还考察了东莞现场办公及驻地生活设施，

了解常驻现场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