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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候 选 人 ： 李校堃 

所 在 单 位 ： 温州大学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推 荐 类 别 ：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 

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填 报 日 期 ：     2017 年 4 月 21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制 
中   国   科   协 

科     技     部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填表说明 

 

1．候选人：填写候选人姓名。 

2．所在单位：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应为法人单位。 

3．推荐渠道：填写推荐渠道名称，其中由省级科协、科技厅（委、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资委联合推荐的，填写 4 家单位的名称。 

4.推荐类别和推荐领域：只能选择一项。 

5.工作单位及职务：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如“XX 大

学 XX 学院院长”。 

6.专业技术职务：应填写具体的职务，如“研究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等，请勿填写“正高”、“副高”等。 

7.工作单位行政区划：填写到省、自治区、直辖市。 

8.重要成果列表：“基本信息”栏填写要求：科技奖励，按顺序填写成

果（项目）名称，类别（国家、省、部）名称，获奖等级，排名，获奖年

份，证书号码，主要合作者等，同一成果相关科技奖励只填一项最高奖项；

专利信息，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批准年份，专利号，发明（设

计）人，排名，主要合作者等；代表性论文和著作，按顺序填写论文、著

作名称，年份，排名，主要合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其他成果参

照填写。 

9.所在单位意见：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须由单位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 

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实际就职单位应

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盖章。 

10.推荐渠道意见：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意见中应明确

写出是否同意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由相关司局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相关司局公章；地方推荐的，由省级科协负责人签字，加盖省级科协公

章；学术团体推荐的，由理事长（会长）签字，或理事长（会长）授权的

副理事长（副会长）签字，并加盖相应学术团体公章。 



 

 

一、基本信息 

推 

荐 

人 

选 

 

姓  名 李校堃 性  别 男 照片 

民  族    满族 出生年月 1964 年 2 月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党员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

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正厅级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温州大学  校长 

学科领域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性质 
事业单位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浙江省温州市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推

荐 

类

别 

□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推

荐

领

域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转化创业 

□科普及社会服务 



 

 

二、学习经历（从大学或职业教育填起，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1982.9-1987.6   白求恩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  学士 

1989.9-1992.6  白求恩医科大学  生物化学专业  硕士 

1992.7-1996.6 中山医科大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

学专业 
博士 

三、主要工作经历（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992.9--1999.4 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99.5—2005.1 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2005.2—2012.12 温州医学院药学院 院长、教授 

2013.1—2015.7 温州医科大学 副校长、教授 

2015.7—至今 温州大学 校长、教授 

四、国内外重要社会任（兼）职（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05.6至今 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首席科学

家 2009年至今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 副会长 

2014.9至今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创伤药物与

转化应用委员会 
主任委员 

2014.11至今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副会长 

2016.6至今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转化医学委员会 主任委员 



 

 

五、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应详实、准确、客观地填写近 5 年内，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转化创业”、“科普及社会服务”所

作出的主要成绩和突出贡献。限 1500 字以内） 

 

李校堃教授从事蛋白质药物科学研究 20 多年，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FGFs)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开发、产业转化以及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突

出贡献。 

1.FGF 一类新药的开发 

李校堃将 FGF 引入烧创伤和难愈性溃疡的治疗，成功开发了三个用

于主动修复的基因工程一类新药(贝复济®、盖扶®、艾夫吉夫®)和一个

III 类医疗器械，为治疗严重创伤和难愈性溃疡提供了具有主动修复功能

的创新药物，药物推广应用到 2000 多家医院，累计治疗患者 8000 多万

人次，累计产值近 40 亿元。 

1) 率先构建了 FGF 分泌表达体系，实现了 FGF 的高效可溶性表达 

解决了以 FGFs 为代表的蛋白类药物表达量低、易形成包涵体等关

键技术难题，构建出重组表达质粒 pT7-SecB-FGF，成功构建了 FGF 的

高效分泌表达体系。 

2) 首次对 FGF 进行结构改造，成功解决 FGF 在规模化生产中易降

解、易聚合、易变性的工艺技术难题。 

3) 经过大规模摸索，获得 FGF 最优化的工业生产条件 

① 研究了乙酸浓度对 FGF 表达体系的生长和表达的影响, 探索了



 

 

高密度培养重组大肠杆菌的流加分批发酵技术。 

② 采用改良的二步排阻提纯工艺，建立稳定的 FGF 纯化生产工艺，

目的蛋白纯度大于 99%。 

③ 建立的 FGF 的生产和质量控制技术标准被纳入 2005 年版《中国

药典》第三部，该标准是世界上首次对生长因子类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

和检定规程。 

4) 开发首个载药医疗器械 

他对多种载药材料进行了筛选摸索，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适用于多

种损伤修复的 FGF 与胶原复合的活性材料，成为我国第一个上市的载药

医疗器械。该材料入选国家商务部对外国际援助目录和全军战储目录，

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战略军需产品。 

5) 其他在研新药 

除上述已上市新药外，近年他还开发了如下产品：重组人 FGF10(批

件号 2005L02200)和重组人 bFGF 凝胶剂(批件号 2006L02787)，均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重组人 FGF7 冻干粉(批件号 2012L01484)，已获临床批

件。 

围绕上述新药及形成的工程创新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 5 项教育部、中华医学会和中

国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均排名第一)。相关技术推广到行业内，应用

于重组生长激素、神经生长因子等基因工程药物的技术改造和大规模生

产，带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化技术的提升。 



 

 

2. FGF 新药的临床应用研究及评价 

FGFs 系列新药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临床实验，先后在北京解放军 301

医院等 60 多家三甲医院进行了临床应用。在《Lancet》杂志首次报道了

李校堃研制的 bFGF 临床试验结果，结果表明 FGFs 对烧创伤、糖尿病溃

疡等创面能够显著加快愈合速度。对 FGFs 新药临床应用近 20 年的跟踪

观察，未见过度增生和异常增生等不良反应。 

3. 生长因子相关机制研究 

在进行 FGFs 新药研究的同时，李校堃教授围绕新型内分泌 FGFs 

亚家族创新药物开发及作用机制开展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1）蛋白结构生物学的突破：在国际上率先解析了生长因子受体与下

游重要信号蛋白 PLCγ 复合物精确的晶体结构，对指导受体下游靶点创

新药物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该成果发表在 Molecular 

Cell(IF=13.958)上。 

   2）发现 FGF21 治疗新靶点：李校堃教授的研究发现 FGF21 能够对

机体胰岛素产生增敏效应，且是通过胰岛素增敏激素 ------脂联素

(Adiponectin)来发挥作用。该研究首次揭示了 FGF21 的胰岛素增敏作用

的机制。FGF21 具有降低机体血糖血脂、改善胰岛素抵抗、保护胰岛 β

细胞等多种糖脂代谢调控的功能，在Ⅱ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

代谢综合征的临床应用方面极具潜力。该项研究不仅明确了 FGF21 对糖

脂代谢的调控机制，而且对于开发肥胖、糖尿病的药物有重要的意义。

该研究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Cell Metabolism (IF=17.303)。 



 

 

3）FGF21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新机制：李校堃教授的研究首次发现

FGF21 可以明显减少粥样硬化板块的形成，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FGF

可通过上调脂联素的表达和分泌来达到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作用，

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5 年的心血管顶级期刊 Circulation (IF=17.202)上。 

 

 

 

 

 

 

 

 

 

 

 

 

 



 

 

六、重要成果列表 

(根据推荐领域，分别填写候选人获得的重要科技奖项，发明专利，代表性论文

和著作，重大装备和工程相关重要成果，转化创业成果，重大科技类社会化公共服

务产品等，按照上述顺序填写，总计不超过 15 项。) 

序号 基本信息 
本人作用和主要贡

献（限 100 字） 

1.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人体表难

愈合创面发生新特征与防治的创新理论与关

键措施研究”，主要完成者：付小兵,程天民,陆

树良、李校堃等。 

证书号：2015-J-253-1-01-R10，2015 年                        

第四完成人，在 FGFs

系列药物治疗慢性溃

疡及难愈创面的技术

与理论的研究方面取

得了突出成果。 

2.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类新药重组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关键工程技术及应用”，主要

完成人：李校堃 、吴晓萍、冯成利、黄志锋

等。证书号：2009-F-235-2-01-R01，2009 年 

第一完成人，围绕

rhFGF 的基础研究，利

用分子伴侣及基因修

饰技术改良 FGFs 表达

技术，大幅度提高了

FGFs 的生产量。并利

用 PEG（聚乙二醇）分

子修饰技术，提高了

FGF 药物在体内的半

衰期，延长了其发挥药

效的时间。 

 

3.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创面延迟愈合

发生机制与促愈合基因工程一类新药的研发

与应用”，主要完成人：付小兵、徐明波、李

校堃、盛志勇等。 

证书号：2003-J-233-2-01-R03，2003 年 

第三完成人，提出了中

国人体表慢性难愈合

创面发生机制的创新

性学术观点，研制出国

际上第一个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中

国人特征的用于促进

急慢性创面愈合的基

因工程国家一类新药 



 

 

4.  国家发明专利：FGF-21 活性测定的方法，授

权号 ZL201110315550.9,授权日期：2014/5/21 

第一发明人 

5.  国家发明专利：特异性结合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受体的肽，授权号 ZL201010525955.0,

授权日期：2013/5/8 

 

权利人、第一发明人 

6.  国家发明专利：一种分泌表达重组人角质细胞

生长因子-2 的制备方法，授权号

ZL200810030155.4,授权日期：2010/12/1 

 

第一发明人 

7.  论文：《Two FGF Receptor Kinase Molecules Act 

in Concert to Recruit and Transphosphorylate 

Phospholipase Cγ》，影响因子：13.958,2015

年 

通讯作者，解析了生长

因子受体与下游重要

信号蛋白 PLCγ 复合物

精确的晶体结构，对指

导受体下游靶点创新

药物的开发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 

8.  论文：《Adiponectin mediates the metabolic 

effects of FGF21 on glucose homeostasis and 

insulin sensitivity in mice》，影响因子：17.303，

2013 年 

通讯作者，研究发现

FGF21 能够对机体胰

岛素产生增敏效应，且

是通过胰岛素增敏激

素-脂联素来发挥作用。 

9.  论文：《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 Prevents 

Atherosclerosis by Suppression of Hepatic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2 and 

Induction of Adiponectin in Mice》，影响因子：

17.202，2015 年 

通讯作者 ,研究首次发

现 FGF21 可以明显减

少粥样硬化板块的形

成，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FGF 可通过上调

脂联素的表达和分泌

来达到抑制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作用。 

10.  著作：《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基础与应用研究》

ISBN: 978756013689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主编 

11.  著作：《生物制药理论与应用》，ISBN: 主编 



 

 

9787040370935，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2.  著作：《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与应用》，ISBN：

9787117216678，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 

主编 

13.  生物制品一类新药：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rhaFGF），国药证字 S20060078 

研究成果转化， 

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14.  生物制品一类新药：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rbbFGF），（96）卫药证字 S-01 号 

研究成果转化 

15.  生物制品一类新药：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rhFGF2），国药证字(2000)S-06 号 

研究成果转化 

 

七、候选人个人声明 

本人接受推荐，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

假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候选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 

（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行等方面

出具意见，并对候选人《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

核，限 300 字以内。） 

（300 字以内） 

 

李校堃同志政治立场坚定，能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

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明礼诚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具有较好的群众

基础；认真钻研业务理论，立足工作实际，勤奋工作，兢兢业业，能够

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带领学

校“借船出海”、“弯道超车”，在特色办学方面，成效显著。此外，

其带领团队在新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探索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牵头组

建了全新运行模式的温州市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心，为我校生物医药学

科建设及温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经审核，《推荐书》及附件材料均真实有效。我单位同意推荐李校

堃教授为“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候选人。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推荐渠道意见 

（对候选人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限 300 字以内） 

 

 

李校堃，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首批“万人计划”专家。致

力于 FGFs 的生物工程药物的研发和转化应用的推广，组建了我国最大的

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团队，并牵头组建国家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中心，率

先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个国家级一类新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其研发的自

主知识产权的 FGFs 系列药物已经在临床累计使用超过 8000 万人次，产

值超过 40 亿元。同时，围绕 FGFs 与疾病，先后在包括 Cell Metab、

Circulation 等国际权威杂志发表多篇重大原创性论文，阐明了 FGFs 蛋白

质药物治疗糖尿病及动脉粥样硬化等重大疾病的的药理机制。 

     

    我单位郑重推荐李校堃教授为“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候选人。 
 

 

 

 

推荐渠道负责人签字： 

推荐渠道盖章 

年  月  日 

 

 



 

 

十、审批意见 

同意授予           同志全国创新争先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科协 

（盖章） 

年   月   日 

科技部 

 

（盖章） 

年   月   日 

国务院国资委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