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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公布
64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75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报讯（记者丁佳、王之康）11月 22日，2019
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
上，《中国科学报》记者获悉，2019年中国科学院
院士增选工作共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64名。

据介绍，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
于 2019年 1月 1日正式启动，经过推荐、通信
评审、公示、会议评审以及全体院士终选投票等
程序，共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64名。其中，数学
物理学部 11人、化学部 10人、生命科学和医学
学部 10人、地学部 11人、信息技术科学部 7
人、技术科学部 15 人。新当选院士中，女性 6
名；平均年龄 55.7岁，最小年龄 42岁，最大年龄
67岁，60岁（含）以下的占 87.5%。

中国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
春礼为新当选院士颁发院士证书并发表讲话。
白春礼传达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了
本月初中国科学院建院 7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鹤副总理重
要讲话精神，并代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
学部主席团，欢迎大家加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大
家庭。他在讲话中提出，广大院士要切实担负起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把党和国家的期
望与重托转化为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为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断作出应有的贡献。
白春礼指出，新当选院士作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大家庭的一员，要继承和发扬学部优
良传统，珍惜院士荣誉，以实际行动切实加强
作风和学风建设，做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维护
科学道德的表率。他强调，新当选院士要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以当选院士为新的起点，继
续攀登科技高峰，发挥好学术引领作用，做科
技创新的奋力开拓者。他指出，新当选院士要
大力培养和提携青年人才，推动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和科技创新事业持续发展，做致力提
携后学的力行者。他还强调，学部是我国科学
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新当选院士要积
极参与学部工作，主动承担学部任务，做推进
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的生力军。

会上，新当选院士签署了院士承诺书，承诺
将遵照《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正确行使院士
权利，履行院士义务，珍惜院士荣誉，发挥明德
楷模作用。

据悉，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和要
求，中国科学院专门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
选特别推荐评审暂行办法》，对从事国家特殊领
域的候选人进行特别推荐和评审，并增加了 5
个特别名额予以支持，今年共有 5位候选人通
过特别推荐机制当选。同时，中国科学院学部主

席团继续加强对新兴和交叉学科的支持，今年
又有多名与新兴和交叉学科研究相关的候选人
当选，其中 4名候选人通过新兴和交叉学科推
荐评审机制当选。

经过全体院士投票选举，2019年共产生中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名。新当选外籍院士共来
自 12个国家，其中美国 8人，法国 2人，澳大利
亚、奥地利、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荷
兰、加拿大、瑞典、意大利、英国各 1人；哈萨克
斯坦、意大利两国首次有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有 5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候选人当选；伯纳德·L·费林加、杰哈·莫罗、
卡尔·巴里·夏普利斯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主持，中
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和 2019年新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会议。

又讯（记者陆琦）11 月 22 日，中国工程院
公布 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此次新当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 75 名，其中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10 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9 人，化工、冶金
与材料工程学部 9 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9
人，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8 人，环境与
轻纺工程学部 7 人，农业学部 7 人，医药卫生
学部 10 人，工程管理学部 6人。

新当选的 75 名院士中，男性为 69 人，占
92%；女性为 6人，占 8%。其中，48名“60后”成
为主力，占 64%；“50后”23人，占 30.7%；此外，
“70后”“40后”各 2人；更多优秀的中青年工程
科技专家当选。

新当选院士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有 37人，
占 49.3%；研究院所 22 人，占 29.3%；企业及医
院 16人，占 21.3%，其中包括 2名来自民营企业
的工程科技专家当选。

外籍院士增选结果同步产生，本次增选共
有 29位外籍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据了解，2019年院士增选工作于今年初正
式启动后，通过院士提名和有关学术团体提名
两条途径，共提名了 531名有效候选人。经过两
轮评审和各学部选举、全院全体院士大会终选
等程序，选举产生了 75位新当选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在 2019 年院士增
选第二轮评审和选举会议上强调，院士队伍要
成为坚固的科技长城，一言一行不仅要与学术
性相称，更应与荣誉性相称。中国工程院院士是
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称号，不要让院士
称号承载过多非学术的、功利的东西。中国工程
院有责任、有义务努力建设一支忠诚于党和人
民、高水平高质量的院士队伍，让院士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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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晨阳）11
月 22 日，科技部发布《全球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9 年
度报告》。该报告持续关注全
球生态环境热点问题以及重
点区域，并开展了遥感监测
与分析。
“全球森林覆盖状况及

变化”专题报告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全球森林覆盖
面积总体稳定略有下降，森
林面积的减少在欠发达国家
相对集中，中国的植树造林
与森林保护成效显著，成为
维持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基本
平衡的主要贡献者；气候变
化等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扰
动是引起全球单位面积森林
净初级生产力下降的主导因
素；森林火灾则是影响全球
森林覆盖及生产力变化的重
要因素。
“全球土地退化态势”

专题报告则指出，2000 年至
2018 年全球土地退化与改
善恢复总量基本持平，退化
扩展和加重区域集中分布
在非洲和南美洲热带及其
以南地区，而改善和恢复土
地多分布在亚洲、北美洲等
地区。全球主要传统退化区
域中，中国、南亚次大陆等
区域土地退化态势出现了
明显的逆转，表明有效的政
策引导和积极科学的治理
行动可以扭转土地退化态
势，亚洲的成功范例为全球
的土地退化防治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
“全球重大自然灾害及

影响”专题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重大自然灾害的发
生次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均低于近 30 年平均水
平，属于灾害低发小损年
份；区域防灾减灾能力和灾
后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是减
轻自然灾害影响、实现灾后
恢复的重要条件。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方面，
地球观测技术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为全球重
大自然灾害的科学应对与减灾防灾工作提供
有价值的借鉴。
“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粮食安全形势”

专题报告称，2019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形
势良好，预计玉米、水稻和小麦同比增产，大豆产
量同比小幅下降。2018年至 2019年全球大宗粮
油作物供应形势良好，全球大宗粮油作物核心出
口国供应量均呈增加态势，预计全球粮食市场总
体稳定。201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与 2017年几乎
持平，预计 2019年粮食总产量持平略减。

2019中国自动化大会
在杭州召开

本报讯（记者韩天琪）11月 22日至 24日，
2019中国自动化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主
题为“智能自动化承载未来”，包括 30余位院士
在内的自动化、先进控制、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 300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交流智
能自动化前沿技术与产业发展生态。
“当前，自动化技术已成为我国提高生产力

与 GDP增长的重要支柱。”大会总主席、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郑南宁在致大
会欢迎辞时表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交汇
期，自动化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在人类社会
各个层面引发重要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自动化技术也迎来了更丰富的内涵。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表
示，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
脑科学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新理论竞相涌现，进
一步加快了智能增强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深度学
习、跨界融合、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的新特征，推
动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
化方向快速发展。智能自动化正处于创新发展的
最好时代，将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
教育革命汇聚发展的引擎，持续彰显头雁效应，
开启人机协同、交互交融的新纪元。

据悉，为期 3天的大会设有智能自动化技
术、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智能系统与机器人等
8个专题，导航科学与控制前沿、能源互联网与
智慧能源、无人系统控制与自主协同等 18个卫
星会议。

第六届杨嘉墀科技奖颁奖典礼也在会议期
间举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郭雷、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纪峰获得本
届杨嘉墀科技奖一等奖，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研
究员汤亮、武汉大学教授张俊获得二等奖。

科学家合成新型纳米发光材料
有望用于肿瘤光动力治疗

本报讯（记者丁佳）近日，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降雨强研究组
与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沙印林课题组合
作，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纳米发光材料。基于
该类金纳米簇的双光子动力疗法具有空间选
择性高，安全、高效，不需要避光期等优点，在
肿瘤治疗尤其是脑胶质瘤、实体瘤治疗等方
面具有很好的临床转化前景。相关研究成果
已申请发明专利两项，近日在线发表于《美国
化学学会纳米》。

研究人员设计合成一种以二氢硫辛酸为配
体的金纳米簇，在光照下具有很强的产生自由
基的特性，对肿瘤细胞和组织具有非常好的杀
伤作用，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光动力治疗的光敏
剂，其疗效远优于临床使用的艾拉光敏剂。
“光动力治疗体系是人类对付肿瘤的新武

器，就像哪吒对付妖怪一样。”降雨强介绍，“其
中，光敏剂性能是决定肿瘤光动力治疗效果的

关键。但是，目前临床使用的光敏剂采用可见光
激发，组织穿透深度小，难以用于实体瘤和深部
肿瘤的治疗。而且，患者治疗后需要数周的避光
期，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此次合成的新材料具有优异的双光子性质，
其双光子吸收截面高，可采用近红外激光激发，有
效增加照射深度，可用于实体瘤的治疗。更重要的
是，该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治疗过程不需
要避光，使得临床可操控性大大提高。

据了解，肿瘤光动力疗法是利用靶向肿瘤
的光敏剂，在激光照射下生成大量活性氧自由
基，以摧毁肿瘤组织。与放化疗等肿瘤常规治疗
方法相比，光动力疗法具有空间选择性高、不易
产生耐药性、系统毒副作用低等特点。但是，目
前缺乏与之配套的双光子光敏剂，极大限制了
其临床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11月 23日 8时 5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
成功发射第 50、51颗北斗导航卫星。至此，中国北斗导航卫星
在轨数量突破 50颗。此次发射是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 107次发射，也是该系列运载火箭今年的第 11次发射。

新华社发（郭文彬摄)

新科院士独家连线———

新身份 新责任 新打算
11月 2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

布了 2019年院士增选名单，此次共有 139人
当选为院士。

他们正式得知当选消息时在干啥？会和谁
分享当选院士的好消息？此时想到了谁？当选
院士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第一时
间连线 12位新科院士，看看他们怎么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

第一个电话要打给父亲
“感恩、责任、珍惜。”11月 22日，当中国

科学院国家空间中心主任王赤从中国科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
礼手中接过院士证书时，他用这样六个字形
容了自己的心情。
王赤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自己

特别想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两年之前，父
亲得了重病，他一直在与病魔抗争，他的精神
也鼓励着我不断前行。”他说，“座谈会之后，
我第一个电话就要打给父亲。”
王赤在感谢家人对自己没能日日夜夜陪

伴他们的理解之余，感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新的时期，中科院扛起了发展中国空间科学
的大旗。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要肩负起
建设航天强国、空间科学强国的责任担当，珍
惜神圣而光荣的院士称号。”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少军：

从餐桌多条鱼到吃好鱼、吃放心鱼
11月 22日下午，《中国科学报》连线中

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少军时，
他正在从长沙去往南宁的高铁上，“去广西水
产科学研究院看鱼，这是早就定好的计划”。

上午 10点多，刘少军在办公室得到消息
后，“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快 90岁的母亲，母亲
很关心这个事。她知道后很开心，让我和妻子
多买点好糖给大家吃”。
刘少军的父亲刘筠致力于我国四大家

鱼的人工繁殖，人称“鱼痴”院士。刘少军姐
姐出生时，父亲正在做鲢鱼人工繁殖研究，
便给她取名刘白鲢。哥哥出生时父亲正在
研究鲩鱼的人工繁殖，哥哥就叫刘鲩。刘少
军出生时，在母亲“不能一家子都是鱼”的
要求下，才得名“少军”。

如今这位名字不带鱼字的儿子接下了父
亲的接力棒，成就一门“父子鱼院士”的佳话。
“我的父亲去世了，但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有人说‘中国人的餐桌因他多了一条鱼’，那我
的工作就是让中国人吃好鱼、吃放心鱼。”刘少
军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

关注国家需求背后的科学难点
11月 22日中午，刚领完院士证书的中

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在北

京中关村北四环边坐上一辆公交车，回到他
位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
室。“下午我们组里还要开一次组会。”兼任该
所研究员的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组会上，朱永官第一时间把当选院士的

好消息和学生们分享。“他们兴奋地看了一下
院士证书。”他说，“我也鼓励学生们要好好沉
下心来，推进我们的科研事业。”

多年来，朱永官带领团队在土壤微生
物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比如我们重点研
究了在养殖场饲料添加砷、抗生素等复合
污染下，土壤微生物如何响应、会给人带来
什么危害。”朱永官强调，设定课题和确定
研究方向最根本的依据，是国家需求背后
的科学难点，这也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未
来，他将围绕国家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目
标，聚焦土壤生物学相关科学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

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好
今年 73 岁高龄的郑纬民是本届两院

新晋院士之中年龄第二大的当选者（不计
外籍院士）。“这份认可是不是来得太晚
了？”听到这个不太“友好”的问题，郑纬民
一乐，接着说道：“不觉得晚，我到现在还觉
得有很多工作没做好。”

尽管年过古稀，郑纬民仍然忙碌在工作
一线。他说，自己现在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
实验室，周末也喜欢在实验室度过，原因很简
单———“就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儿，跟年轻人
一起做些事”。

郑纬民所处的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
在之前好多年都不是热门，甚至有些冷门，
直到近来才慢慢被重视。而现在，他已满头
白发。“遗憾吗？”“我不遗憾呀，我觉得做研
究，要么做国际上的前沿，要么跟我国国民
经济息息相关。只要跟这两方面相关，什么
时候做、做多久，总是好的。”

短短的采访之后，郑纬民还要出差，这对
他来说是常态。“我身子骨还行！”他告诉《中
国科学报》，自己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睡好
觉、吃好饭就好了”，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好的
心态”。

中国科学院院士骆清铭：

为中国脑计划提供全脑定位系统
11 月 18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

局工作人员给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打电话
时，他正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
慕明院士主持的“介观脑联接图谱国际研
讨会”上作学术报告。作完报告之后看到邮
件，获知自己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非常
高兴、激动，并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
给了曾经和正在与之共同奋斗的团队。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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