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候 选 人 ： 杨青 
所 在 单 位 ： 复旦大学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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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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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青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68 年 1 月 5 日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高学历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无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工作单位

及职务 
复旦大学 

学科领域 生物药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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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 

办公电话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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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9-1990.7 辽宁师范大学化学

系 

化学 学士 

1990.9-1993.7 辽宁师范大学化学

系 

有机化学 硕士 

1997.10-2000.8 日本北海道大学 生物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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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2-2006.1 东京大学药学部 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

员员 
2006.6-2009.6 复旦大学药学院 副教授，硕导 

2009.6-2011.11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副教授，硕导 

2011.12-2012.12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副教授，博导 

2012.12-至今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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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至今 上海市药学会生化药物专业委员会 理事 

2007.11-至今 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理事 

2010.12-2015.12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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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申请人主要从事 IDO（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吲哚胺 2，3－双加氧化酶）

抑制剂新药研发工作。IDO 抑制剂是生物医药领域这两年最热的研究之一。这一

具有新药靶、新机制的药物，可用于治疗肿瘤、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白内障

等多种重大疾病，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前景广阔。由于 IDO 抑制剂活性检测困难

造成筛选的技术瓶颈，迄今尚未有 IDO 抑制剂药物问世，只有美国

NewlinkGenetics 公司与 Incyte 公司研发的 2 个化合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006 年回国以来，申请人利用基因克隆技术表达、纯化了重组人 IDO，在国

内率先建立了 IDO 活性检测系统，搭建了 IDO 抑制剂筛选平台；采取天然提取和

化学合成并用的手段，在数百个化合物中筛选出 50 余个优良的 IDO 抑制剂；完成

了这些 IDO 抑制剂的酶动力学测试，细胞水平抑制活性测试，与 IDO 蛋白的三维

对接试验；运用获得的 IDO 抑制剂进行了抗肿瘤、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效学研

究；在分子、细胞、动物整体水平初步研究了 IDO 抑制剂抗肿瘤、抗阿尔茨海默

病的机制。 

申请人领导的课题组申请了多项中国发明专利，其中 3 项已授权；申请一项

世界专利 WO2015/070766A1；发表在阿尔茨海默病权威期刊 J Alzheimers Dis.及药

物化学领域权威期刊 J. Med. Chem.上的文章引用频次在 ESI 同年同领域中排名全

球前 10%。 

相关研究成果在企业得以应用和推广，先后与两家国内科技公司签订了开发

IDO 抑制剂的合作协议；PCT 专利海外权利许可给美国公司（里程碑付款，合同总

金额为 6500 万美元），以进行进一步的药物研发。 

该事件引起业内同行的广泛关注。耶鲁大学遗传学系副系主任、霍华德休斯

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许田教授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制于海外高科技企业的

专利封锁，杨青教授能够将海外的专利授权卖给海外企业，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

傲。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将中国学者的成果尽快转化，能够造福人类，而



 

 

不是让它闲搁在实验室里。” 中国原创一类新药的发明名人、深圳微芯 CEO 鲁

先平评价道：“过去，我们的很多科研成果没有资格转化给海外企业，这次能够

将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权利转让给海外

企业，值得同行和科学家骄傲!” 

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每

日电讯均加以报道和赞扬。业界评价是“中国知识产权成功转化的一个案例”。 

以 IDO 为靶标进行药物设计与研发，是基于新药靶，具有新机制的新品种开

发。申请人研发的 IDO 抑制剂具有全新结构、高抑制效率、在某些方面超越临床

试验的化合物，居世界先进水平。为引领国内的 IDO 抑制剂药物研发、提升新靶

标创新药物研发水平做出了贡献。 

 

新思想、新研究方法，新成就： 

⑴  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制备了重组人 IDO 及其同工酶 IDO2 和 TDO，建立了生

物活性检测系 

统，建立了国内首个达世界先进水平的 IDO 抑制剂筛选平台。 

⑵ 采取天然提取和化学合成并用的手段，进行 IDO 抑制剂的筛选工作。筛选出

50 余个新型高效的 IDO 抑制剂，并且完成了这些 IDO 抑制剂的酶动力学测试，细

胞水平抑制活性测试，以及与 IDO 蛋白的分子模拟三维对接试验。 

⑶ 发现(E)-4-(β -溴乙烯基)苯氧酰基、1,2,3-三氮唑、黄连生物碱、吲哚生物碱等

新型 IDO 抑制剂的结构骨架。 

⑷ 开展 IDO 抑制剂抗肿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通过体外和体内的实验探索，证

明我们获得的 IDO 抑制剂在体外可促进 T 细胞增殖，在体内可有效降低荷瘤小鼠

血清中 IDO 活性，抑制肿瘤中 Treg 细胞的增殖进而促进 T 细胞活化，最终达到显

著减小肿瘤体积、延长肿瘤小鼠生存期的效果。 

⑸ 开展 IDO 抑制剂抗阿尔茨海默病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中药复方黄连解毒

汤能显著抑制 IDO 的活性，其有效成分小檗碱等是优异的 IDO 抑制剂。故提出了

阿尔茨海默病治疗作用与 IDO 抑制之间的可能关系。发现自主研发的 IDO 抑制剂

具有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认知功能的作用。 



 

 

⑹ 研发的 IDO 抑制剂具有全新结构、高抑制效率、在某些方面超越临床试验的

化合物，居世界先进水平。和美国沪亚签约一年来，双方都在开展的实验中取得

良好的进展，目前沪亚已将专利在世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注册，预计今年申报美

国临床试验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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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 抑制剂类新药研发，上海药学科

技奖，一等奖，排名第一， 2016

年，杨青，匡春香，杜丽莎，杨

丹，张胜男 

项目负责人 

2.  新型 IDO抑制剂的发现及其治疗人类

重大疾病的研究，中国药学会科学

技术奖，三等，排名第一， 2012

年，杨青，匡春香，杜丽莎，杨

丹，张胜男 

项目负责人 

3.  第六届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人

才），2016，杨青 

申请人率先在国内开展 IDO

抑制剂新药研发工作，在世

界上也居领先地位，研发

的 IDO 抑制剂被国外企业

看好，合作进行新药开发。

为国家新靶标、新机制的创

新药物研究做出了贡献。 



 

 

4.  入选 2016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候

选人名单 

由《中国科学报》、科学

网、《医学科学报》和《科

学新闻》杂志共同主办的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在 2016 年年末进行。申请

人入选 2016 中国科学年度

新闻人物基础研究领域科

学家候选人名单。 

5.  一种含(E)-4-(β-溴乙烯基)苯氧酰

基结构的 IDO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1 年，ZL2008102040417，匡春

香，杨青，江玉波，第一发明人 

第二发明人 

6.  一种 N-苄基色胺酮衍生物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2015 年，

ZL2013105605720，杨青，匡春香，

第一发明人 

第一发明人 

7.  一种含 NH-1,2,3-三氮唑的 IDO 抑制

剂及其制备方法，2015 年，

ZL2013100054238，杨青，匡春香，

第一发明人 

第一发明人 

8.  一种 N-苄基色胺酮衍生物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2015 年，

WO2015070766 A1，杨青，匡春香，

第一发明人 

第一发明人 

9.  Regula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kynurenine and seroton in pathways of 

tryptophan metabolism , 2017, Yang 

Li, Nan Hu, Dan Yang, Gregory 

Oxenkrug, Yang Qing, FEBS J., 284, 

948-966. 

通讯作者 



 

 

10.  Establishment of a human 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hIDO2) bioassay 

system and discovery of tryptanthrin 

derivatives as potent hIDO2 inhibitors, 

2016, Li Juanjuan, Li Yang, Yang Dan, 

Hu Nan, Guo Zhanling, Kuang 

Chunxiang, Yang Qing, Eur. J. Med. 

Chem, 123: 171~179. 

通讯作者 

11.  The IDO inhibitor coptisine 

ameliorates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2015, Yu D, Tao BB, Yang YY, Du LS, 

Yang SS, He XJ, Zhu YW, Yan JK, 

Yang Q , J Alzheimers Dis, 

43(1):291-302. 

通讯作者 

12.  Modulation of intestinal folate 

absorption by erythropoietin in vitro, 

2014, Junkai Yan, Guiying Jin, Lisha 

Du, and Qing Yang, Mol. 

Pharmaceutics, 11(1), 358-366. 

通讯作者 

13.  Discovery of Tryptanthrin Derivatives 

as Potent Inhibitors of Indoleamine 2, 

3-Dioxygenase with Therapeutic 

Activity in LLC tumor-bearing Mice, 

2013, Yang Shuangshuang, Li Xishuai, 

Hu Fangfang, Li Yinlong, Yang 

Yunyun,  Yan Junkai, Kuang 

Chunxiang, Yang Qing, J. Med. Chem, 

56 (21),  8321–8331. 

通讯作者 



 

 

14.  Ligand exchange triggered 

controlled-release targeted drug 

delivery system based on core–shell 

superparamagnetic mesoporous 

microspheres capped with 

nanoparticles, 2012, Zhaogang Teng, 

Xingang Zhu, Gengfeng Zheng, Fan 

Zhang, Yonghui Deng, Lichen Xiu, 

Wei Li, Qing Yang and Dongyuan 

Zhao , J. Mater. Chem, 22, 

17677–17684. 

通讯作者 

15.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and 

enzyme kinetic studies on 4-aryl-1H-1, 

2, 3-triazoles as indoleamine 2, 

3-dioxygenase (IDO) inhibitors, 2011, 

Qiang Huang, Maofa Zheng, 

Shuangshuang Yang, Chunxiang 

Kuang, Cunjing Yu, Qing Yang , Eur. 

J. Med. Chem, 46(11)5680-5687.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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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青教授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个 IDO 抑制剂筛选平台的建设，筛选了若干个结构

新颖、活性优良的 IDO 抑制剂，为 IDO 抑制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化合物骨

架。  

杨青教授所开展的 IDO抑制剂研究引领了国内的 IDO抑制剂药物的研发工作，

在国际上也居于领先地位，为提升我国 IDO 抑制剂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实力做出贡

献；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应用方面的新颖性和前瞻性，因此吸引了企业的关

注，美国沪亚公司将以里程碑付款方式向复旦大学支付累计 6500 万美元，以获得

该 IDO 抑制剂在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 

利。该合作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并被誉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典型。 

特此推荐杨青教授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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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青教授长期在新药研发领域刻苦钻研，针对 IDO 新靶标药物开展了锲而不舍

的研究，学风严谨扎实，不急不躁。杨青教授不仅在基础研究上有新的发现和成

果，成为该领域站在世界前沿的科学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受 Springer 邀请撰写

英文版 IDO 抑制剂专著，而且其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转化，打破科技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的瓶颈，成为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案例。 

特此推荐杨青教授申报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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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