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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分院）2020 年 

“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活动表彰名单 
 

优秀组织单位（12 个） 

生物物理所  国家天文台  微生物所  动物所 

声学所  理化所  过程所  空间中心  物理所  

数学院  古脊椎所  空间应用中心 

先进个人（40 人） 

    地理资源所  高  丹 

遗传发育所  傅向东 

生物物理所  柴  谦 

国家天文台  于东生 

心理所    郭黎媛 

微生物所     任园园 

动物所       王雅男 

青藏所        刘晓倩 

天津工生所   姜  玮 

高能所    王湘鉴 

信工所       高  珺 

声学所    闫玮丽 

化学所      蒋  礼 

理化所       朱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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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所       朱国立 

过程工程所  杜昱光 

电工所       高金水 

工程热物理所  徐  祥 

文献情报中心 刘静羽 

战略研究所   夏  炎 

纳米中心     赵  颖 

空间中心     赵  艳 

自动化所     张俊格 

物理所       孙  亮 

计算所       方金云 

数学院       刘卓军 

理论物理所  安慧敏 

自然科学史所  李云逸 

软件所       王  娟 

网络中心   任霄鹏 

古脊椎所   刘庆国 

植物所    周文晴 

生态中心   姜立军 

半导体所   张  棣 

大气所    刘荣华 

地质地球所  石艳红 

微电子所   张康玮 

空天院    闫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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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应用中心 杨  吉 

山西煤化所  熊志建 

“率先行动故事汇”微视频（第二季） 

家国情怀奖（15 个） 

声学所     《潜心超声 厚积薄发》  

理化所      《打开超分子光化学的大门》 

力学所      《薪火相传 厚积薄发 创新助推强国梦》 

过程工程所 《使命》 

过程工程所 《“流”取丹心照“化冶”》 

化学所      《畴昔，将下，远方》  

空间中心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赵九章》 

空间中心    《一本珍贵的相册》 

空间中心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 

空间中心    《亲历者讲述“东方红一号”》 

数学院      《崔俊芝：有限元的无限美》 

理论物理所 《追求极致的理论物理学家》 

古脊椎所    《凝心协力·聚骨成典》 

植物所       《瞄准前沿 勇于挑战》 

山西煤化所  《彭少逸院士：“小有才”的战士》 

创新为民奖（11 个） 

遗传发育所  《痴心绿色革命，追梦高产高效》 

心理所       《抗击新冠“心”战疫 逆行武汉显担当》 

微生物所     《为了农民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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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所       《我们的战“疫” 我们的使命》 

北京基因组所 《排除万难 青春无悔》 

理化所       《执着的明胶人》 

过程工程所  《召必回 战必胜》 

过程工程所   《青蒿素的“奇幻漂流》” 

过程工程所  《潜心科研求卓越 专注解耦为民生》 

过程工程所  《美丽中国之环境工程坚毅行》 

行管局        《战疫》 

创新先锋奖（10 个） 

生物物理所  《执着奉献 爱国担当》 

信息工程所 《大数据时代 守护网络安全》 

自动化所   《数据智能探路人》 

物理所       《将一颗电池做到极致》 

空间中心    《“以石击石”的创新》 

软件所      《中国密码 时代守护》 

生态中心   《探秘人体内的星“尘”宇宙》 

半导体所   《青年创业先行者》 

大气所     《这十年，我给大海算体温》 

空天院      《她们与大数据时代同行》 

率先团队奖（22 个） 

国家天文台 《星辉月影探苍穹》 

国家天文台 《创新筑天眼，奉献为报国》 

国家天文台 《守望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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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天文台 《逐梦星海》 

青藏高原所 《坚守“高冷”纳木错》 

高能所      《科学寻梦》 

高能所     《智叟与山》 

声学所      《声通四海 探巡五洋》 

声学所      《无问西东赤子心 一往情深系创新》 

理化所      《国之需要，吾辈担当》 

电工所     《攻难克艰，开拓创新》 

工程热物理所《筑大国重器 圆强国梦想》 

纳米中心    《纳米先导 引领未来》 

空间中心   《牧星千里 逐梦太空》 

计算所      《走进纪委大楼的科学家团队》 

计算所      《夜空中最亮的天玑星》  

软件所      《软件定义卫星 智能引领航天》 

网络中心    《中国科普博览创新记》 

古脊椎所   《失落的古鱼王国》 

地质地球所 《给地球做 CT》 

微电子所    《“芯”无旁骛攻难关，不忘初心终玉成》 

空间应用中心 《十年磨一剑 今朝试锋芒》 

提名奖（7 个） 

地理资源所 《保障土壤安全，建设美丽中国》 

天津工生所 《厚德勤奋树形象 潜心科研结硕果》 

声学所      《探索声音奥秘 创造宁静世界》 

战略咨询院 《科技前瞻 战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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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       《技术支撑我先行》 

过程工程所  《率先行动的践行者》 

科学报社    《见证——记者眼中的“率先行动”》 

最具人气奖（10 个） 

地理资源所  《保障土壤安全，建设美丽中国》 

生物物理所 《执着奉献 爱国担当》 

理化所     《打开超分子光化学的大门》 

过程工程所 《使命》 

电工所      《攻难克艰 开拓创新》 

纳米中心    《纳米先导 引领未来》 

植物所      《瞄准前沿 勇于挑战》  

大气所       《这十年，我给大海算体温》 

地质地球所 《给地球做 CT》 

空天院      《她们与大数据时代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