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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函〔2017〕47号附件1 

                                            

 

 

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书 

（推荐科技工作者个人用） 

候 选 人 ： 高翔 

所 在 单 位 ： 南京大学 

推 荐 渠 道 ：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中国

细胞生物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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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制 
中   国   科   协 

科     技     部  

国 务 院 国 资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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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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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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推 

荐 

人 

选 

 

姓  名 高翔 性  别 男 

照片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3 年 10 月 

国  籍 中国 政治面貌 无党派人士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行政级别 院长、主任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工作单位

及职务 
南京大学教授 

学科领域 生物学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性质 
高等院校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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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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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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9-1985.7 南京大学 动物学 学士 

1985.9-1988.7 南京大学 生物化学 硕士 

1989.10-1994.5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解剖与发育生物学 博士 

1994.5-1995.8 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分子遗传学 博士后 

1995.8-1998.3 The Jefferson Laboratory 小鼠遗传学 博士后 

    

三、主要工作经历（6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2002.10-2011.3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 所长/教授 

2004.5-至今 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 主任 

2007.9-2015.12 “模式动物与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 

2011.3-至今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 教授 

2012.3-至今 南京大学-南京生物医药研究院 院长 

2014.12-至今 “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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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3-2014.10 Asian Mouse Mutagenesis and Resource Association president（理事长） 

2011.9-至今 International Mouse Phenotyping Consortium Member of steering committee 

20015.4-至今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监事长 

2000.4-至今 Asian Mouse Phenotyping Consortium Council Member(one person per 

country) 2008.10-至今 中国遗传学学会动物遗传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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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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利用基因改造技术，围绕不同的生理稳态系

统，发现新的稳态调控基因，分析不同生理稳态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耦合，探讨稳态

失衡导致的疾病发病过程。 

在肥胖研究领域，高翔实验室发现肥胖的记忆依赖于 CD4+T 淋巴细胞。将有肥

胖经历的小鼠 CD4T 细胞移植到没有肥胖过的小鼠可以转移肥胖记忆，从而促使受

体小鼠对高脂饲料的敏感性增加。高翔教授还发现了下丘脑神经元表观遗传和卵巢

雌激素之间的相互调控，直接影响了雌性肥胖及生殖功能。高教授还发现 KIT 基因

突变小鼠的基础体温降低，最终导致了肥胖。在低温环境下，野生型小鼠棕色脂肪

的 KIT 通路被激活，刺激线粒体增生和产热增加，从而维持体温稳定。肥胖病人的

血液中 SCF（KIT 配体）的水平也增高，提示肥胖可能伴随了 KIT 通路的抵抗。所

以，KIT 通路是一个新发现的体温调控基因。通过基因剔除研究，高翔实验室还发

现 Sclerostin 基因是机械力对于骨密度的适应性稳态调节，该基因在成骨细胞特

异性表达，其表达量和骨的机械应力成反比。Sclerostin 基因剔除小鼠的骨密度

大大增高，同时失去了对机械应力的骨密度改变，提示 Sclerostin 可以作为治疗

长期卧床或失重导致的骨质疏松的药物靶标，Amgen 公司开发针对该基因的新药进

入临床实验阶段。在免疫学领域，高翔实验室发现 Gsdma3 突变可以导致皮肤的免

疫特权稳态丧失，诱发皮肤的炎症细胞侵润，最终引起毛囊干细胞的耗竭及典型的

疤痕性脱发。在神经领域，和张旭教授合作发现 Fstl1 在背根神经节细小神经元表

达，直接参与痛觉阈值的适应性稳态调控。该基因表达提高，痛觉阈值上升，而在

细小神经元特异性剔除 Fstl1 基因大大降低痛觉阈值。此外，高翔教授还发现了

MAGED1 基因参与生物钟的稳态调控，MAGED1 基因剔除导致生物钟核心基因日夜表

达差异的振幅降低，连带降低了与生物钟偶联的生理活动对昼夜的依赖。MAGED1

基因突变的小鼠几乎没有因光周期改变导致的“时差”表型，提示该基因可能成为

消除人类“时差”的药物靶标。 

除上述成果之外，高翔教授还在心血管稳态、血钙血磷维持、肠道蠕动维持、

生殖细胞有序增值维持等多个系统发现了新的生理稳态调控基因，并建立了由于稳

态破坏导致的疾病动物模型，研究还发现了许多不同稳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有趣的

偶联现象，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仅提出了新的分子机理机制，也为未来的相关疾病治

疗提供了新靶标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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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翔教授作为通讯或共同通讯发表的 40 篇研究论文中，有 2 篇论文被

“Faculty 1000 Medicine”推荐。 

高翔教授对我国生物医学研究更重要的贡献表现在他建立的小鼠基因剔除技

术服务平台及“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基因剔除技术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建立

以来，已成为最重要的基因功能研究及疾病模型建立的手段，发明该技术的科学家

获得了 2007 年诺贝尔奖。然而，2000 年高翔教授刚回国时，我国科学家尚未掌握

小鼠基因剔除等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的关键技术，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功能基因组

和疾病分子机理研究水平，而疾病模型缺乏也成为我国新药研发的瓶颈。为此，科

技部于 2001 年立项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的建立”，高翔教

授作为项目主持人的团队完成了从征地和基建开始，到技术研发和完善，成功建立

中国第一只条件性基因剔除小鼠，为未来十多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资源库建

立的基因组改造公共服务平台不仅完善和改进了基于 ES 细胞的基因打靶技术，协

助建立了国际上第一株单倍体的 ES 细胞株，更于 2014 年和国际同步开发了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基因组的新技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基于该技术的

基因修饰小鼠和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剔除猴，确保了我国在基因组改造领域的领先地

位。目前，资源库的技术服务平台已达到每年新建立 600 个以上基因剔除小鼠品系

的能力，是全球最大的小鼠基因组改造技术平台之一。 

资源库是第一个通过国际 AAALAC 论证的国家级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质量管理

和国际接轨，已经形成了集遗传工程小鼠技术服务、资源共享和技术培训为一体的

基地，为全国近千家制药企业、研究所、医院和大学提供了动物模型技术服务，直

接支撑了我国生物医学领域一批原创性、有重要国际影响研究成果的产生。资源库

作为理事长单位，还和 985 高校、中科院、医科院等 40 多家单位共同成立“中国

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共享联盟”，全面推动我国疾病模型研究的合作。2013 年度，和

美国国立卫生院、美国杰克逊实验室、英国医学研究会、英国 Sanger 研究所、德

国 Helmholtz 研究院、法国 ICS 研究所、日本理化研究院等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共同

发起了“国际小鼠表型分析联盟”，实施为期 10 年的解析所有的编码基因基因剔除

小鼠的系统表型分析计划。高翔教授是该计划的指导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学者。同

时还是中、日、韩、新、泰、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共同发起的“亚洲小鼠突变和资

源学会”的理事长，“亚洲小鼠表型分析联盟”的执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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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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工程小鼠等相关疾

病模型研发与应用，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排名：第一，2016

年，证书号码：

2016-J-235-2-02-R01，主

要合作者：朱敏生。 

项目负责人，建立了“国家遗传工程小

鼠资源库”，在国内最早成功建立利用同

源重组技术构建基因剔除小鼠的技术平

台，并建立条件性基因剔除小鼠品系。

开展生理稳态和代谢调控的疾病模型研

究，发表 6 篇代表性论文。 

2.  肿瘤转移的新分子靶点

及其靶向药物的研究，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三，2011 年，主要合作

者：徐强。  

动物模型制作及实验，主要论文共同通

讯作者 

3.  JMJD3 is crucial for 

female AVPV RIP-Cre 

neuron controlled 

kisspeptin-estrogen 

feedback loop and 

reproductive function，

2017 年，通讯作者，发

表刊物：Endocrinology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4.  CD4+ T lymphocytes 

memorize obesity and 

promote weight regain 

2017 年，通讯作者，发

表刊物：Cell Mol 

Immunol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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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igh-throughput 

discovery of novel 

developmental 

phenotypes. 

2016 年，共同作者，发

表刊物：Nature 

国际大科学计划论文，指导和设计实验 

6.  PP2Acalpha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termination 

of liver regeneration in 

mice through the 

AKT/GSK3beta/Cyclin 

D1 pathway，2016 年，通

讯作者，发表刊物：J 

Hepatol.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7.  The stem cell factor/Kit 

signalling pathway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energy 

expenditure，2014 年，通

讯作者，发表刊物：

Nature Communications。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8.  Sclerostin Mediates Bone 

Response to Mechanical 

Unloading Through 

Antagonizing 

Wnt/β-Catenin Signaling，

2009 年，通讯作者，主

要合作者：贺林，发表刊

物：Journal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贺林教授

学生在高翔实验室学习 4 年 

9.  Gsdma3 Mutation Causes 

Bulge Stem Cell 

Depletion and Alopecia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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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ed by Skin 

Inflammation，2012 年，

通讯作者，发表刊物：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10.  Follistatin-like 1 

Suppresses Sensory 

Afferent Transmission by 

Activating Na,K-ATPase，

2011 年，通讯作者，主

要合作者：张旭，发表刊

物：Neuron。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张旭教授

学生在高翔教授实验室学习 2 年 

11.  Altered protein 

prenylation in Sertoli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adult 

infertility resulting from 

childhood mumps 

infection，2013 年，通讯

作者，主要合作者：李朝

军，发表刊物：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12.  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 

is central to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and 

required for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in 

mice，2008 年，通讯作

者，发表刊物：

Gastroenterology。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13.  Interaction of MAGED1 

with nuclear receptors 

affects circadian clock 

指导和设计实验，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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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2010 年，通讯

作者，发表刊物：The 

EMBO journal。 

14.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3 is a 

microtubule-stabilizing 

protein regulating 

neuronal polarization and 

migration，2012 年，发

表刊物：Cell。 

建立基因剔除小鼠 

15.  Gener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mice by oocyte 

injection of androgenetic 

haploid embryonic stem 

cells，2012 年，发表刊物：

Cell。 

协助利用单倍体 ES 细胞实现基因剔除 

16.  Recruitment of 

Phosphatase PP2A by 

RACK1 Adaptor Protein 

Deactivates Transcription 

Factor IRF3 and Limits 

Type I Interferon 

Signaling，2014 年，发表

刊物：Immunity。 

建立基因剔除小鼠 

17.  建立“国家遗传工程小鼠

资源库”，动物房及实验

室设计。 

主持人、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18.  国际 AAALAC 资质（美

国）认定（2006 通过、

2010 和 2014 两次复核认

定）。 

总体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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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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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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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翔教授在转化创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同意推荐其

为“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请各位领导予以考虑。 

 

 

 

 

 

 

 

 

 

 

 

 

 

 

 

 

 

 

 

 

 

 

 

 

 

推荐渠道负责人签字： 

推荐渠道盖章 

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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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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