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医学系 2021 年申请长聘职副教授情况一览表(仅供参考)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进校 

时间 

最后学

历及毕

业时间、

学校、专

业、导师

姓名 

现聘岗位类别、聘任

期限 
个人简历 教学业绩 科研项目情况、奖项 

论文 

① 第一作者文章（列出 IF， 

期刊名）； ② 通讯作者文

章（列出 IF， 期刊名）。

共同作者的注明署名序位。 

申请岗位工作思路及预期目

标 

社会服

务（含校

内外服

务） 

晋升

建议 

基

础

医

学

系 

夏

宏

光 

男 1984.03 2015.11 

博士研究

生、

2011.07、

中科院上

海有机

所、细胞

生物学、

袁钧瑛 

“百人计划”研究员、

2015.11.16-2021.12.31 

申请人聚焦选择性自噬的调

控机制以及其在疾病过程中的效

应功能研究，并利用高通量筛选

技术鉴定自噬的调控小分子，开

发相关疾病的药物先导化合物。

累计发表高水平论文 44 篇，先后

以第一作者（含共同）和共通讯

作者（含共同）在 Cell、Journal of 

Cell Biology、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等杂志发表论文 27

篇，论文被引用共计 2000 余次。

申请人回国独立开展工作后以通

讯作者（含共同）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Autophagy、

Protein & Cell 等杂志发表论文

23 篇，其中 2 篇论文入选 ESI 高

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Top 1%），申请人入选 2018 年

RSC 英国皇家化学会“Top 1%高

被引中国作者”。申请人主持国

家、省级科研项目 5 项，企业科

研项目 2 项，总到款经费 1100

余万元，以第一发明人获批中国

发明专利 1 项，申报 PCT 发明专

利 2 项。 

申请人于复旦大学获得学士

学位，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获博士学位，师从袁钧瑛院

士和马大为院士。后赴哈佛大学

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15 年 11 月回国加入浙江大学

医学院，任“百人计划”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申请人获 2015 年

“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人专家学者

联合会杰出领导力奖”、2012 年

“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及

2011 年“中科院优秀毕业生奖”，

是 “吴瑞奖”的获奖者。2016 年，

申请人入选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

才和浙江省“钱江人才”项目，受

聘为“浙江省特聘专家”。 

申请人一直

活跃在教学的第

一线，从入职浙大

开始就参与本科

生教学，每年承担

《医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和

《分子医学实验》

等本科教学，平均

每年超 60 课时，

累计达 377 学时，

听课学生人数达

2245 人，课程考

核优良率 100%。

申请人作为《分子

医学实验》课程的

主讲老师和《医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的课程组

骨干成员，负责课

程建设和专业培

养方案制定。同时

申请人积极参与

教学改革项目，作

为排名第三的牵

头人，申请到了医

学院的教改项目，

项目名称为“医学

院分子医学自主

创新性实验课程

体系建设”。 

科研项目（总到位经费 1102 万元）： 

1. 浙江省创新创业领军团队项目，肿瘤

精准医学创新团队，2020/01-2022/12，

子课题 160 万（总项目 1000 万），主持；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

育项目，91854108，MCL-1 蛋白调控线

粒体自噬的功能和机制研究，2019/01 - 

2021/12，96 万，在研，主持； 

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及转化研

究，2017YFA0104200，人少突胶质前体

细胞移植治疗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替代

作用及调控机制，2017/07-2021/12，子

课题 174 万，在研，子课题主持；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1773182，二甲双胍诱导分子伴侣介导

自噬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的功能和机制研

究，2018/01-2021/12，50 万，在研，主

持；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31601121，RIP1 调控分子伴侣介导

自噬的机理研究，2017/01-2019/12，22

万元，结题，主持； 

6.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启动经

费，2015/11-2021/12，200 万，主持； 

7. “靶向新药新功能和作用机制的研究”

（横向经费），主持，到位经费 300 万； 

8. “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有机小分子靶

向药物鉴定” （横向经费），主持，到位

经费 100 万。 

奖项： 

（1）2020 年，获评“浙江大学医学院先

进工作者”； 

（2）2019 年，获批浙江大学基础医学

院“优秀党政和教学科研服务奖”； 

（3）2018 年，入选 RSC 英国皇家化学

会“Top 1%高被引中国作者”； 

（4）2018 年，获评“浙江大学基础医学

系优秀青年教师奖”； 

（5）2017 年，获评“浙江大学医学院先

进工作者”。 

通讯作者论文：  

1. Protein & Cell. online. (IF: 

14.87，最后，主要通讯)  

2.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12(1), 2346. (IF: 14.919，

最后，主要通讯) 

3. Autophagy. 2021, 17(3), 

818-819. (IF: 16.016，唯一通讯)  

4.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1), 5731. (IF: 14.919，

最后，主要通讯)  

5. 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2019, 6(11), 1873–1878. (IF: 

5.281，倒数第二共同通讯) 

6. 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2018, 5(3), 366-370. (IF: 5.281，

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ESI 高被

引论文) 

7. 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2016, 3(9), 1163-1185. (IF: 

5.281，倒数第二共同通讯，ESI

高被引论文) 

8.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17, 53(93), 12548-12551. (IF: 

6.222，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

Nature Index 收录期刊)  

9.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16, 52(68), 10415-10418. (IF: 

6.222，倒数第二共同通讯，

Nature Index 收录期刊)  

10.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015, 51(92), 16483-16485. (IF: 

6.222，倒数第二共同通讯，

Nature Index 收录期刊) 

申请人将根据自身学科的特点，

结合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

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履行岗位职

责、阐述工作思路和预期目标： 

1. 本科教学：申请人将保证每年

68 课时以上本科生教学，保持课

程考核优良率 100%，大胆进行现

代教育技术与数字教学整合的教

改尝试，同时协助对教材内容进

行更新升级，进一步深化本科生

课程教育国际化，将学生培养成

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优秀人才。 

2. 科研：申请人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拟从一个全新角度出发，进

一步探索选择性自噬降解蛋白聚

集体或其前体，治疗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功能和机制。 

3. 学科建设：申请人拟采取“吸

引一批、培养一批、留住一批”

的模式切实做好学科学术梯队建

设，使本学科学术梯队建设进入

良性循环状态；同时，以细胞自

噬研究为突破口，推动学科研究

水平达到国际同类一流实验室水

平。   

4. 社会服务：申请人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基础上，拟对本学科的方

向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进一步

形成本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同时

进一步加强“产学研”一体化；

将学科影响扩大到企业界，与国

民经济发展战略同步。同时加强

学科科研合作和学生培养的国际

化建设。 

5. 预期目标：申请人将争取发表

高水平论文 2 篇以上，争取国家

级人才项目 1 项，培养博士后 2

名以上，培养博士和硕士生 3 名

以上，争取主持和召开全国性学

术会议 1 次，每年参加国际和全

国性学术会议 2 次以上。 

 

1. 医学

中心

主任

助理； 

2. 分子

医学

研究

中心，

副主

任； 

3. 基础

医学

系生

物化

学支

部，支

部书

记 

4. 基础

医学

系党

总支，

总支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