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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物理所研究生开学典礼于 ９ 月 ６ 日举行

简明报道

王恩哥所长 张杰副所长 解思深 闻海虎研究员出席典礼并讲话
吴建国副书记 俞育德副所长出席典礼
９ 月 ６ 日上午 ８：３０ 物理所研究生开
学典礼在综合楼 ２１２ 报告厅举行 王恩哥
所长 张杰 吴建国 俞育德副所长 解
思深 闻海虎研究出席开学典礼 王恩哥
所长作了 你们是物理所的未来 的主题
报告 王所长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物理所
辉煌的过去 介绍了物理所发展的现状
展望了物理所美好的未来 解思深研究员
结合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 运用生动

幽默并充满哲理的语言 对研究生的工
作 学习和生活提出了要求 张杰副所长
闻海虎研究员结合自己的经历分别介绍
了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的经验 ２００１ 级
硕士生 ２００２ 级博士生共 １６０ 多人参加
了开学典礼 研究生会主席 新生代表分
别发言 综合处的同志介绍了所里的有关
管理规定 开学典礼由研究生部王松涛主
任主持

人教处新的岗位职责确定

目前 人教处对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进行了调整 为了便于工作联系
现将人教处全体人员的岗位职责公布如下
姓 名
王松涛
陈 伟

周明波

徐建辉

纪海鸿
李宝环
索艾光
郅柏青

岗位职责

82649129
wangst@aphy.iphy.ac.cn

全面工作
制度建设 人才招聘 人事代理
百
人计划
访问学者 在职人员培训
个人业绩考核 出国政审
信息系统 转岗分流 岗位聘任 考
工定级 合同管理 职工年度考核
研究所评价 院士申报 办理工作证
工资福利 分配政策 各类津贴与奖
励的核发与管理 办理退休手续 职
工档案管理 流动人员管理
人员调配 科技副职 外地用工 职
工福利费管理 接待上访 办理有关
证明 公函 教育管理 博士后管理
研究生的招生 毕业派遣 奖学金管
理 研究生公寓管理 学生档案管理
研究生考核 答辩 学位授予 学籍
管理
离退休人员管理

电话 E-mail

为老干部提供服务

82649125
chw@aphy.iphy.ac.cn

我所组织 百人计划 中期考核评估
根据院人事教育局 关于组织对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度部分 百人计划 入选者进行中
期检查的通知
人教字［２００２］９７ 号 的要
求 人教处于 ８ 月 ３０ 日组织专家组对 １９９９ 年
百人计划 入选者沈顺清研究员进行了中期
考核评估 经过个人汇报 答辩 专家组评议
认为 沈顺清研究员在 百人计划 执行期间
工作进展顺利 已在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方面
做出了突出成绩 建议院里继续给予支持 以
利于他作出更有创新的成绩 并保证该 百人
计划 项目的顺利完成 院基础局的同志到会
指导并介绍了院里对 百人计划 人选的考核
评估情况和具体工作要求

82649126
jihh@aphy.iphy.ac.cn
82649129
libh@aphy.iphy.ac.cn
82649129
suoag@aphy.iphy.ac.cn
82649237

随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不
断深入 院人事教育局对我所的人事制
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首批进入
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单位 自 １９９８ 年
底以来 我所在人事制度改革上进行了
一些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为加快实现我所的战略目标 院要
求我们必须在人才队伍建设 人事管理
等方面达到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的标准
根据院人事教育局的安排 我所已被列
为院在人事代理 岗位聘任 支撑队伍
和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试点单
位 目前 人教处按照院里的要求 正
在调查研究并拟订相应的实施办法 经
过审批后将正式实施

院士动态
日前 国家科技部决定成立 国家
８６３ 计划监督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会
由 ９ 名院士组成 我所赵忠贤院士当选
首任委员

82649125
zoumb@aphy.iphy.ac.cn
82649126
xjh@aphy.iphy.ac.cn

我所作为试点单位继续深化改革

沈顺清研究员在

百人计划

近期工作预报

答辩中

所内人事任免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９ 日 我所下发物发人教字
２００２ ２３３ 号文件 文件决定 冯稷同志任
物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王松涛同志任物理研究
所人事教育处处长兼研究生部主任 李和风同
志不再兼任物理研究所人事教育处处长职务

序号

时间

１

９月

２

９月

３

９月

工作内容
推荐 中国优秀博士后奖
候选人
受理 王宽诚博士后基金
申请
百人计划 申请人答辩

４

１０ 月

博士生入学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