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简要情况） 

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学科创建于 1934 年建校初期，1956 年招

收第一批研究生（副博士学位），1981 年入选国家首批博士学位授权

点（寄生虫学），1993 年所属病理生理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入选首

批江苏省重点学科，2000 年入选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入选首批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和首批江苏省一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2011 年和 2014 年分别以 A 类获批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一期和二期工程立项建设。本学科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点共下设 12 个二级学科，其中主要支撑学科方向包括人体解剖

与组织胚胎学、感染与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法医学、药理

学等。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药理学）和 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病

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神经

科学与行为和免疫学四个 ESI 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药理学与毒

理学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现有 1 个国家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1 个国家级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 个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 8

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拥有一流水平的教学、科研基

地和实验技术平台。基础医学学科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全

国第 7，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估为 B+。 

 

二、本年度建设取得成绩（思政教育、人才培养--含研究生教育质量

和学位授予质量等、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对外交流与合作、条件保

障等。）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追求卓越”为工作主线，面向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新

要求，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基础医学高等教育办学、发展和育人的规律，

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关键改革举措、并取得了阶段性的建设成果。 

 

（一） 坚持思想引领，推进研究生“三全育人”工作 

1. 坚持立德树人，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

依托“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人体解剖学系教工支部带动研究

生党支部建设，落实党支部质量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完

成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板支部的申报工作，持续推进

“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培训工作，强化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的

思想引领作用，建立“学院-学系-导师-辅导员”四位一体架构的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好各类阵地，掌握舆情动态，及时报送意识

形态分析研判报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履行“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认真执行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通过多次专题研讨、召开

教代会、深入学系调研等多种形式，完成学科“十四五”规划的制定

工作。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继续开展研究生新生党建和思想政

治教育调研，指导研究生支部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全年共发展研究生

党员 26 名。本年度获校“书记项目”一等奖、校党建工作创新奖一等

奖 1 项、校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校优秀共产党员

2 人、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2 人、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3 个。  

2. 开展党史学习，提升师生思想政治水平 

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要求，学院党委

围绕“六专题一实践”认真抓好学位点党史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开



展理论中心组学习 12 次、深入师生讲授专题党课 6 场、专题宣讲报

告会 5 场、实地走访调研活动 15 场；学位点各党支部坚持每两周一

次的集中学习，开展了党史故事会、党史知识竞赛、红色观影、读书

报告会、老党员座谈会等 10 余场；参观雨花台等红色教育基地 10 余

处。围绕立德树人、三全育人、课程思政、“十四五”规划制定、教

学条件改善、科研项目申报、青年教职工发展、科技服务、科普宣传、

服务社会、实验室安全、工作条件改善、幸福学院建设、疫情防控等

为师生办实事，提高了学位点研究生师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3．投身疫情防控，诠释学以致用责任担当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疫情处置应急预案。暑期南

京疫情爆发后，本学位点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为民办实事的担当作为中，先后

派出多名教工支部书记和 71 名研究生志愿者参与校内外核酸检测志

愿服务，2 批次师生支援江宁区汤山街道内江宁园博园、汤山小学、

文体服务中心等 13 个核酸检测点，研究生抗疫事迹被全国医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报道；开学后，学院组织 104 人次的教师党

员志愿者参加学校各批次疫情防控突击队工作，在各学系还设立了党

员先锋岗督查学系防控工作，组织数十名研究生参与返校体温核验、

核酸检测和行李搬运，其中陈瑜丽同学事迹被校官微报道。 

4．围绕五育并举，推动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独立设置 11 个研究生党支部，将研究生支部建在学系，同时选

聘党建导师、选优配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围绕五育并举，充分发挥

研究生骨干力量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主人翁意识。本年度，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摄影

大赛、“研途共奋进”毕业生就业主题经验分享会、“学海杯”师生羽



毛球赛、素质拓展、冬季定向越野、“百年‘飞’跃，砥砺‘行’进”

真人飞行棋大赛、第二届厨艺大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研究生全

面发展的内在动力。2021 年，学院研究生获评各类奖学金 98 人次，

其中包含国家奖学金 13 人，2018 级博士研究生胡丽获评“江苏省三

好学生”荣誉称号、2019 级博士研究生王杰获评南京医科大学“研

究生标兵”、以名次第一获评校“学术之星”。 

 

（二） 坚持固本培元，构筑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 

1. 扩大招生宣传，优化生源渠道质量结构 

本学位点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扩大学科影响力，争取更多优质考研

生源，提高研究生队伍的整体水平。对于推免生，按照考核成绩给予

3000 元-10000 元不等的除学校奖学金之外的新生奖学金；举办了全

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医学院校的优秀学员参加，

期间进行选拔考核，通过者若获得推免资格，即可直接录取为本学科

研究生；设立了基础医学科研究生招生微信公众号并广为传播；组织

导师赴兄弟院校进行研究生招生宣讲。目前基础医学专业考生生源充

足且质量良好。 

2. 完善研招制度，坚持公平公正科学选拔 

本学位点遵循高层次专业人才选拔规律，积极探索招生制度改革，

规范复试录取程序。在学校相关政策基础上，制定了针对学科特点的

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实施办法，在招生复试的过程中实行全程

录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坚持科学选拔，确保生源质量。注重导师

在研究生复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和规范导师群体在复试选拔中的作

用。本年度修订了《基础医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实施细

则》、《基础医学院 2021 年硕士招生名额分配方案》和《基础医学院

2022年博士招生计划分配细则》；实行研究生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合理分配招生计划；根据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工作部署和《南京医科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管理办法》，顺利完成 2022 年研究生招

生考试自命题工作。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采用网络远程复试，圆满完

成 2021 年本学位点的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117 人；完成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选拔工作、“申请-考核”

工作和在职医师攻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复试工作，共招收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 20 人、联合培养在职专业博士研究生 8 人；完成博士后

招聘宣传、进出站及管理工作，1 名全职新近博士后进入学院博士后

流动站。 

3. 坚持多措并举，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本学位点一方面持续推进研究生课程建设，以一级学科为单位修

订研究生课程体系，遴选学科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制定具有较

强前沿性和应用性的课程建设和教学计划，开设创新思维和科研方法

论坛、生命科学前沿系列讲座、学术规范与生物安全、医学英文文献

导读、现代生物学实验技术与应用及博士生导师论坛；另一方面，举

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和专题讨论会、选派出国参加合作研究、支持申

请各类研究生创新项目等措施，拓展创新思维，培养国际视野，提高

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构建和完善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本年

度获得研究生优质教育资源建设项目 12 项、研究生教育课题重点项

目 2 项、立项项目 3 项；完成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申报

和结题工作，获得 13 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资助；

首次举办“基础医学院 2021 年度研究生论坛”，搭建研究生学术交流

平台，39 位研究生进行了研究成果的交流，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4. 坚持底线思维，切实保障学位授予质量 

本学位点不断推进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将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教育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学术规范”列入研究生

公共必修课课程目录并赋予学分，使之制度化和常态化。通过严格开

题报告、中期考核和学位论文外单位盲审等措施，进一步规范研究生

培养制度。本年度本学位点盲审论文共 77 份，1 人未通过，合格率

98.7%；2 人获评校优秀博士论文，3 人获评校优秀硕士论文；53 人

获得硕士学位，24 人获得博士学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多

措并举促进研究生就业，年终就业率达 99.1%，再创历史新高，超过

学校平均就业率 2 个百分点。 

 

（三） 注重引育并举，打造高水平人才师资队伍 

1. 优化师资结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队伍 

本学位点持续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师资队伍，已拥有

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可持续发展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

教师 137 人，其中正高级 39 人，副高级 36 人。共有博士生导师 35

名，硕士生导师 56 名（见表 1）。主要学术骨干多为近年留学归国的

中青年博士，拥有中组部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2 人、青年千人 3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江苏特聘

教授 6 人、省级教学科研团队 4 项。本年度，本学位点新增长江青年

学者 1 人（沈彬）、国家优青 1 人（袁燕）、省双创博士 1 人（姚兵），

省双创人才 1 人（杨杨）；新增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1

项、“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 1 人。 

 

表 1. 本学位点专任教师队伍结构一览表 

专业技

术职务 

合

计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境外经

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39 0 16 14 5 4 39 35 35 39 



副高级 36 3 28 4 1 1 33 24 0 17 

其他 62 21 23 16 1 0 47 19 0 0 

总计 137 24 67 34 7 5 119 78 35 56 

 

2. 强化育人责任，提升教师队伍使命担当 

本学位点导师遴选严格执行《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遴选条例》，并根据《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职责和管理

办法》对导师进行定期考核，近五年导师考核评估优良率 100%，无

不合格导师。各培养方向专业特色鲜明，均配备有稳定成员，团队结

构合理。同时，加强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现有专职辅导员 4 人，

其中硕士 4 人。本年度，学生工作案例《做好人生迷津的“摆渡人”》

获得 202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会辅导员工作案例

二等奖；1 人获得南京医科大学赵息保青年教师奖教金；获得南京医

科大学“2020 年度优秀辅导员”、“学生资助工作先进个人”和“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志愿者”等荣誉；完成新一轮学系、中心干部调

整工作，为学位点发展建好干部队伍。 

 

（四） 增强创新能力，提升高质量科研育人能力 

1. 推动科研发展，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本年度，本学位点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其他部省级奖项 6 项（见表 2）；获得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 2 项、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9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 项；获得省优秀青年基金 1 项、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 项、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1 项、省高校自然

科学研究面上项目 3 项；获得授权专利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型专利



3 项；在 Circulation、Mol Cancer、Nat Neurosci、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Hepatology 等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139 篇。 

 

表 2.  2021 年度本学位点科技获奖 

奖项名称 项目名称 组织单位 等级 成员排名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心血管损伤分子机理与干预研究 江苏省人民政府 一等奖 第三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重塑微环境机制

及免疫靶向干预策略 
江苏省人民政府 二等奖 第一 

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研究成果奖 

神经-胶质-淋巴网络在神经退行性

疾病中的作用及治疗靶点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 一等奖 第一 

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研究成果奖 

CAR-T细胞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基

础和临床转化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 三等奖 第一 

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研究成果奖 

心血管损伤与保护的新型分子靶标

及机制研究 
江苏省教育厅 一等奖 第二 

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

技术研究成果奖 

研发基于原位质谱检测的药物靶标

评价技术 
江苏省教育厅 三等奖 第三 

第四届（2021 年）妇

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男性不育发病机理 妇幼健康研究会 一等奖 第四 

第四届（2021 年）妇

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决定卵母细胞质量的分子机制研究 妇幼健康研究会 一等奖 第四 

第四届（2021 年）妇

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胚胎植入的分子调控路径 妇幼健康研究会 一等奖 第九 

江苏医学科技奖 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及干预研究 江苏省医学会 二等奖 第三 

 

2. 促进交流合作，打造高层次的学术平台 

聚焦学位点优势学科和重点研究方向，举办“金陵医学论坛-免

疫学前沿进展学术会议”、“心血管疾病与猝死转化医学研讨会”等学

术会议；组织参加“2021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基础医学学术交流会”；举办金陵论坛前沿讲座、教授

沙龙、青年教师学术沙龙，有效促进了学院与其他兄弟院校、科研院

所、相关企业的科研交流与合作，对提升学院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及

竞争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组织学院十大学术进展评选，促进学

院科研工作发展，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我院学术成果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 

 

3. 推进基金申报，提升承担重大项目能力 

多举措推进 2022 年度国自然申报组织工作，从 2021 年 8 月起在

全院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组织申报讲座、开题报告、一对一申

请书修改与辅导、座谈会等，全程跟进青年教师申请书撰写过程，并

督促学系及课题组导师加强对青年教师项目申报管理与指导。希望通

过上述的努力，提升学院的申请书的质量与竞争力，力争在 2022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中取得新进展，为学校的一流学科和高水平

大学建设贡献力量。同时，学院积极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

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开题报告会、主任会，并在多次学位

/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重点强调关于学术诚信的相关内容：规范学院

科研论文发表，组织学习预警期刊列表，预防学术不端行为发生。 

 

（五） 加强对外交流，拓宽学术视野学术影响力 

本学位点积极拓展学科和实验室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通过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到学科讲学，联合申请项目与合作研究，

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学习，共同培养研究生等形式，强化国际交流合作，

重建学术生态，拓宽了学术视野，提升了整体学术水平。本年度，共

培养留学生研究生 7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 人，硕士研究生 4 人；与

密歇跟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1 人；签订技术合同 23 项，累积技术服

务到账总额 209 万元。 

 

（六） 强化管理体系，打造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本学位点可用于研究生培养的专业实验室有生殖医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卫生部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现代病原生物学重点实



验室、江苏省生殖医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神经退行性疾病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心血管病分子干预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异种器官移植重点

实验室等。2021 年度新获批“中英心血管病联合实验室”国家级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 

本年度，学位点探索实验室安全管理新路径，建立实验室安全管

理长效机制。优化安全管理机制，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基

础医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实施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全面落

实“学校-学院-学系（中心）-实验室”四级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制，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齐抓共管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明确安

全管理责任，拟定学系（中心）安全告知书、实验室安全告知书，建

立安全管理常态化机制；完善实验室安全检查及自查体系，综合 31

个隐患点设计学系及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表，提升学系实验室安全自

查和督查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指导性；规范和完善学院外来科研人员

和学校本科生的准入流程，优化准入标准，着力构建具有我院特色的

安全管理体系；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学校及学院的安全培训会及安全讲

座，强化师生安全意识；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多措并举加强实验室安 

全管理，学院为实验室配备废弃物垃圾桶、冷链试剂消杀垃圾桶、警

示胶带、废液桶托盘、防护面罩、低温液氮手套、高温防烫手套、急

救箱等防护设备，以保障学院教学科研的有序扎实推进。 

本学科积极多渠道筹备经费，加大投入力度。学科设置学业奖学

金及各类社会捐助奖学金，确保研究生的学费及生活学习得到保障。

学科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明确管理职责，提高民主管理、科学决策的

水平和效率；完善导师遴选程序和考核制度；积极适应新时期创新人

才培养要求，构建健全的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保障体系。本学科

有专门负责研究生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成立专门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对研究生心理健康、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方面进行指导和管理，并

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完善的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管理人员坚持以人为

本，工作责任心和服务意识强，管理制度健全合理，管理科学、规范、

有序，导师和研究生满意度高。 

 

三、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实际情况） 

1. 本一级学位点所属的二级学科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还

有部分薄弱学科需要扶持。 

2. 研究生招生生源及培养质量需进一步提升，留学生培养数量有待

进一步扩展。 

3. 尚未形成完善的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4. 联合建设实验室、联合指导研究生等国际合作交流尚待进一步加

强。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发展目标、保障措施等） 

本学科将紧跟国际科学发展前沿，形成基于相应一流学科或特色

学科的建设思路，形成具有前瞻性的学科发展布局。针对本年度存在

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建设改进计划，包括发展目标与保障措施等。 

(一) 优化学科结构，打造优势学科 

根据学科发展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结构，在学科范围内对二级

学科进行优化重组和交叉融合，巩固、提高已有的优势学科和强势学

科，打造品牌学科，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学科捆绑式发展。 

(二) 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以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新型基础医学人才为目标，

依托“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构建教学与科研融合

的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深层次基础医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水平。 

(三) 加强高水平导师队伍建设 

引进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同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和发展潜质的本土青年优秀人才，建立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具备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导师队伍。 

(四) 搭建科研合作平台 

以优势学科、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开展与国内外高水

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如承担重大国际合作课题、联

合实验室和联合指导研究生、联合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等，以扩大学

术影响，增进学术交流。 

(五) 开创科学研究新局面 

加强基础医学公共中、高级别科研平台的建设。构建高水平的科

技创新共享平台、推动资源共享，聚焦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国际生命

科学领域的发展动态，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加强

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六) 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在整体协调发展学科群的基础上，立足自身特色，孕育与扶植具

有创新活力、能够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新兴学科，培育新的学科增长

点，提高学科整体竞争实力。 

(七) 推进学科国际化建设 

搭建国际教学、学术合作与交流平台，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加

强留学生招生宣传，拓宽留学生招生渠道；通过与境外院校签署合作

与交流协议，在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学生交流、图书资料交换以及

合作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