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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的纪检监察审计工作者，无论是从

事纪监审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还是新上岗的年轻同志；无论

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只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只要在这个

工作岗位上，就必须深刻地认识肩负的重要使命，增强做好

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主动承担起反腐倡廉的

政治责任，切实履行纪检监察审计干部的神圣职责，真正做

到思想认识到位、岗位职责到位、投入精力到位、工作落实

到位。特别是纪检组长和纪委书记，作为本单位纪检监察工

作的负责人，一定要在其位谋其政，切实履行岗位职责，绝

不能敷衍塞责、疏于职守。全院纪监审战线上的同志们必须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纪监审工

作，努力创造和保障我院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做党和人民

的忠诚卫士，保护好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守护好中国

科学院这片净土。

———摘自李志刚书记在中科院 2011年度

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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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聚焦

荫李志刚到心理所调研指导工作 综合办公室 /1

荫心理所网站获 2010年“中国政府网站优秀奖” 冯玲/2

荫心理所获全国党建研究会 2010年度调研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镇/2

学术会议

荫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0年度学术会议暨心理健康高峰论坛

王宁 /3

荫中科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王宁 /6

荫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0年度学术会议

范捷颀 殷晓莉 /8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0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殷晓莉 范捷颀 /10

新成果 新进展

●心理所汉字识别能力发展的电生理研究入选 Faculty of 1000

曹晓华翁旭初 /11

●心理所发现高功能孤独症儿童存在社会归因功能失调 陈楚侨课题组/12

●心理所奖励决策行为脑成像的元分析研究取得进展 周平艳 朱彦 /13

●心理所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重大损失决策的神经机制 饶俪琳/14

●心理所研究证据表明风险决策不遵循补偿性规则 饶俪琳 周媛 /16

●心理所发现人们并非理性遵循“趋利避害”原则 毕研玲苏寅 饶俪琳/18

●心理所发现跨期选择中的新悖论 饶俪琳/19

走进科学家

●王力副研究员简介 综合办公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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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心理所参与的 973项目《面向长期空间飞行的航天员作业能力变化规律

及机制研究》启动会在北京航天城召开 周媛 /22

●心理所参与的 973计划项目《网络海量可视媒体智能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启动实施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陈文锋 /24

●心理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自动谎言识别的微表情

表达研究》启动会在司法部燕城监狱召开 吴奇 申寻兵 /25

●公用实验室举办多导生理记录仪培训 黄景新 /26

科技救灾

荫在新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26

荫舟曲心理援助工作站启动心理骨干教师系统培训项目 祝卓宏/28

荫心理所启动北川永昌中学心理重建项目 龙迪李关党/29

●心理所专家到达云南盈江开展灾后心理援助 史占彪 刘正奎 /31

●心理所在云南盈江成立灾后医院心理援助咨询点 史占彪 刘正奎 /32

●心理专家为盈江民族中学教师举办灾后心理辅导讲座

吴坎坎 史占彪 /33

●心理所云南盈江震后心理援助工作有序展开 刘正奎 史占彪 /33

●心理所专家与教育部、云南省教育厅探讨盈江心理援助合作方案

吴坎坎 史占彪 /34

●心理所专家在盈江民族中学开展班主任心理减压能力培训

张金凤 吴坎坎 /35

●心理所在盈江设立伤残人员心理援助服务点 史占彪 吴坎坎 /36

合作与交流

●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一行访问心理所 王日出/37

●张建新接受威立中国学者网采访 王日出/38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院吉永华教授到心理所作学术报告 王宁/39

队伍建设

●心理所完成“十二五”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周智红/40

●心理所青年人才培养再创新举措，系统推出优秀青年人才聘任和激励办法

周智红/41

●心理所组织召开“百人计划”终期初评估会议 周智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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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完成 2011年度副高及以下岗位提聘工作 周智红/42

科普活动

●心理所举办“心理梦工厂开放日科普活动” 刘婷婷/43

●“知觉与思维”主题户外科普园建成并投入使用 高路/44

党群之窗

●心理所召开党委纪委座谈会 刘浙华 /45

●心理所召开党务干部培训班 党办/46

●心理所乒协举办乒乓球友谊赛 杨晓燕/47

●共青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委员会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团委/48

●心理所女职工温馨度过“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任婧/49

●登香山，忆党史，健体魄，创先进 孙红月孙彦/49

综合新闻

●心理所完成 2010年度综合统计工作 王桂荣/50

●心理所组织参加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活动 综合办公室/50

●心理所举办信息宣传培训班 综合办公室/51

心灵解码

●团队沟通需要预防的误区 尹文刚 /52

●浅谈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心理健康 陈祉妍 /53

●宽容，因为我们相连 陈祉妍 /55

学会活动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黄端/56

●“青年学者研究能力建设培训班”项目获美国心理学会支持 黄端/56

●“学校心理教育理论建构及心理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课题结题

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57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第十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学会秘书处/58

●2011年中国科协国际科联工作协调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黄端/59

●全国学会 2010年度年检工作部署会在京召开 张蔓/59

●2011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在京召开 郑蕊/60

●中国心理学会完成中国科协“八大”代表选举及委员候选人推选工作

学会秘书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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