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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副院长一行调研化学所“一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2012年5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詹文龙副院长、基础局

刘鸣华局长等一行莅临化学所调研“一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化学所所务会全体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科研人

员代表参加了调研会。 
万立骏所长首先代表化学所对詹文龙副院长及基础局领

导长期对化学所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就化学所实施

“一三五”规划总体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化学所宋延林、张

军、阳明书、范琳4位研究员分别就纳米绿色印刷、纤维素膜、

纳米降凝降粘剂和聚酰亚胺材料等四方面的研究工作，从项目

的背景意义、项目进展情况、社会经济效益和成果转化等方面

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与院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在听取了汇报之后，詹文龙副院长和刘鸣华局长做出了重要指示。刘局长指出，化学所很好地落实了“以基

础研究为主，有重点地开展高新技术研究”的战略定位，认真组织实施“一三五”规划，他可喜地看到化学所在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面向国家需求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产业化前景好的高技术研究，刘局长对如何进一步

推进这项重要项目及项目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詹文龙副院长对化学所近期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化学所落实“一三五”规划的层面

很高，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研究所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他希望化学所进一步从化学科学和国家重大需求层面

凝练重大科学问题，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和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化学科学的创新突破，产生更多重大成果，继续

重视变革性技术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科技处）

放飞梦想 扬帆起航

——化学所2012年研究生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2012年6月21日上午，化学所2012年研究生毕业典礼在所礼堂隆重举行。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张德清副

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振忠副所长、黄仁权所长助理、杨国强所长助理、毛兰群所长助理及化学所学位评定委

员会主任朱道本院士等出席了典礼。化学所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代表、导师代表、部分在读研究生及毕业生家属与

208名毕业生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而又神圣的时刻。 
  毕业典礼由杨振忠副所长主持。上午9时，毕业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张德清副所长首先宣读

2012年毕业生名单，大屏幕上同时对应展现了毕业生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英姿。在铿锵的歌曲旋律声中，毕

业生们依次登台，全体所领导一一为他们颁发毕业纪念页并合影留念。毕业生代表向所领导、导师和各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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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人献上鲜花，鞠躬致敬，对老师们几年来的言传身教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

随后，党委书记杨淑霞宣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2012学年优秀毕业生名单，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

一起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

2012届博士毕业生代表王建军同学发表了毕业感言，他代表2012
届全体毕业生向悉心栽培他们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在学研究生代表李红同学代表全体在读研究生向2012届毕

业生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感谢毕业生对在读研究生们科研、学习

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帮助。 赵江研究员代表全体导师

发言，期望全体毕业生能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勇于面对困难和压

力，努力奋斗，并祝愿毕业生们能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自己的理想。毕业生家属代表代

表毕业生家属向毕业生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代表家属对化学所领导、老师的栽培和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万立骏所长发表讲话。他首先祝贺2012年全体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并对关心化学所发展、关爱同学

们成长的亲朋好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万所长随后和大家一起回顾了化学所近年来在基础研究和

高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骄人成绩，感谢毕业生们对化学所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寄望莘莘学子：要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时刻注重道德修养；要永葆一颗谦逊之心，切忌自视过高，时刻铭记虚心学习；要有

责任心，热爱工作，时刻准备奉献；要努力创新，争取在新岗位上有所突破；要脚踏实地，戒骄戒躁。万所长最

后对毕业生说，化学所

永远都是你们坚强的依

靠、温暖的家园，希望

你们常回家看看，并祝

愿全体毕业生在新的起

点上放飞梦想，扬帆起

航，前程似锦！ 
典礼仪式结束后，

所有毕业生和化学所领

导、导师代表、职能部

门负责人在化学2号楼前集体合影留念，化学所2012年毕业典礼圆满结束。合影后，毕业生们与导师、同学和家属

在化学所园区中照相留念，记录下这人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珍惜的美好时刻。（研究生办公室）

  化学所成功举办“分子科学前沿研讨会”

2012年6月1日，“分子科学前沿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Frontiers of Molecular Science）”在化

万立骏所长致辞 杨淑霞书记宣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2012学年优秀毕业生名单

杨振忠副所长主持毕业典礼张德清副所长宣读2012年
毕业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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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礼堂成功举办，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国内50
多名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化学所200多位师生聆听了国内

外知名学者的报告。

此次研讨会设大会报告10个，分别邀请了美国斯坦福

大学Richard Zare教授、美国西北大学Chad Mirkin教授、美

国加州洛杉矶分校Joan Valentine教授、日本东京大学Makoto 
Fujita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湖南大学谭蔚泓教授、厦

门大学田中群院士、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南开大学周其

林院士、中科院大化所包信和院士以及我所万立骏院士，美国犹他大学Peter Stang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作总结性发

言。另有20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了墙报展示。

“分子科学”已经成为化学科学、纳米科学、物理化学以及材料科学的核心，此次研讨会将重点讨论当今世

界的分子科学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为我所年轻学者和研究生掌握最新的分子科学研究动态提供了很

好的学习机会。

研讨会后，万立骏所长向田中群院士、刘忠范院士、谭蔚泓教授、周其林院士和包信和院士等5科学家颁发了

“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证书及奖牌。

此次会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和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的大力支持。（科技处）

化学所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纳米科技在若干重要领域的应用探索”顺利通过验收

2012年5月28-29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会同基础科学局

在化学所组织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纳米科

技在若干重要领域的应用探索”的结题验收会。

验收会由院计财局孔力局长主持。孔局长首先介绍了项目验

收的程序及要求，并希望通过组织项目的验收，将进一步听取专

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工作。

化学所万立骏所长在致辞中首先感谢院计财局、基础局及各

位专家对化学所及整个项目组所给予的长期支持与关注，表示在

项目的支持下，通过项目组成员的努力，研究队伍得以充分的锻炼，项目的研究水平得到大力提升，取得了一系

列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并希望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得到各位领导及专家的支持与帮助。

随后，万立骏所长代表项目组就项目的立项背景、主要进展及完成情况向专家作以简要的汇报，6个课题负责

人也先后汇报了课题完成情况。中科院重大项目“纳米科技在若干重要领域的应用探索”由化学所牵头负责，汇

聚了包括福建物构所、化学所、国家纳米中心、过程所、中国科技大学及高能所等六家单位在内的中科院从事纳

米科技的优势力量，历时4年多时间，圆满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各项指标。  
专家组在听取了项目及各课题负责人的汇报后，一致同意通过结题验收，并建议中科院继续给予重点支持与

关注。

基础局刘鸣华局长在会议总结时对专家所给予项目的支持与厚爱表示感谢，对项目组成员为推动纳米科技的

发展而奠定的工作基础给予充分的肯定及高度的评价，并对他们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中科院一定为

继续保持及进一步发挥我院在纳米科技的优势做努力。

验收会前，计财局、基础局还先后组织部分专家对项目的验收材料及经费收支情况进行了审查，对主要考核

指标及完成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测试报告和相关证明进行了审核。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纳米科技在若干重要领域的应用探索”验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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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有机固体党支部举行主题支部活动暨党员发展大会

   为丰富支部生活，提升党员思想政治素养，促进党员间的

交流，2012年5月3日，有机固体党支部召开以“学习与成长”为

主题的支部活动，支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科学报特约记者张巧玲和所党办主任李蕴能受邀列席支部大

会。

党支部书记胡文平主持会议，首先介绍了化学所的概况，化

学所的历史和发展沿革。他从钱人元先生、朱道本先生如何创立

和发展有机固体实验室，到实验室现在的优秀团队和获得的系列

创新性成果，全面回顾了有机固体实验室的发展史和现状。随

后，宋延林研究员作了题为“在学习中成长”的主题报告。他

从Ph. D的人生课题谈起，从“为什么做研究”，“怎样做研究”和“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三个问题出发，图文并

茂、生动幽默地同大家一起探讨科研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报告后，支部召开了顾星桂、蔡政旭、张磊和欧阳灿

彬四位同志的发展大会。四位预备党员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并表示将牢记入党誓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不断提高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机固体党支部）

高技术材料党支部召开2012届毕业生经验交流会暨党员发展大会

2012年6月5号，高技术材料党支部召开2012届毕业生经验交流会，高技术材料实验室的10位优秀毕业生代

表、党支部成员及在读学生共30多人参加了交流会。作为高技术材料党支部的年度传统活动，该交流会旨在给低

年级同学提供一个与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交流的平台，包括科研心得、就业经验等的交流与沟通。

中科院化学所与江西省科学院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为了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与江西省政府签署的《江西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共建江西省科学院协议》，推

动化学所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加强与江西省科学院开展协同创新研究，2012年5月7日上午，《江西省科学院与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技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江西省科学院举行。化学所万立骏所长、王笃金副所长和科研

人员代表出席签约仪式，万立骏所长被聘为江西省科学院战略咨询顾问。

双方确立将在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申报与实施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在人才

培养方面，通过共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江西省科学院人才培养基地”，双方将在优秀学科带头人引进、联

合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生等方面进行合作；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以“江西省高分子有机硅材料研究与开发中心”

揭牌为契机，实现双方优势学科的强强联合；在具体科研项目方面，双方确定在有机硅材料、锂电池材料、稀土

功能材料和天然产物化学等领域启动项目合作。（科技处）

验收专家组由范守善院士、包信和院士、李亚栋院士以及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所以及中科院系统的12位专家组成。院计财局赵志刚处长、茹加副研究员，院基

础局刘耀虎副处长，项目主管万立骏院士和赵宇亮研究员，各课题负责人及研究骨干以及化学所张德清副所长等

30余人参加了项目验收会。（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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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张志杰祝贺各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通

过自己的努力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答辩，感谢他们在攻读学位期间

为实验室所作的贡献，并对他们提出了希望和祝福。10位毕业生

与在座的研究生们分享了他们在实验室期间的学习、生活以及毕

业阶段求职中的心得、体会，并对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困惑

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毕业生经验交流会后，高技术材料党支部召

开了的党员发展大会，两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

员。（高技术材料实验室）

科研进展

有机小分子光伏材料研究系列进展

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分为小分子和高分子两种，目前效率最高的是高分子给

体与富勒烯受体共混体系。然而，高分子的分子结构、分子量、纯度不确定，会

带来不同批次的材料性能间有差异，因而有可能在将来导致工业化生产时批次的

不稳定性。和聚合物材料相比，有机小分子太阳能电池材料则具有确定的分子结

构和分子量，并且比较容易分离提纯，纯度高，制备过程中有很好的批次稳定

性。然而，有机小分子太阳能电池发展比较缓慢，文献报道的材料种类较少，电

池的光电转换效率也较低。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有机

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设计合成了一系列一维D-A-D有机小分子电子给体，

与富勒烯衍生物电子受体PC71BM共混制备的全小分子电池效率可达3.7 %（Adv. 
Energy Mater., 2012, 2, 63-67）。进一步他们发展了三维共轭的有机小分子电子

给体，这种材料具有溶液加工性好、光吸收和电荷传输各向同性、吸收强而宽、高迁移率、低HOMO能级等优

点。用这种电子给体与PC71BM共混制备了全小分子太阳能电池，在未经任何后处理的情况下能量转换效率高达

4.3%，为当时基于同类型太阳能电池的最高效率（Adv. Mater., 2011, 23, 1554－1557）。此论文自发表一年以来，

被SCI引用45次，并入选ESI高引用论文和热点论文。此外，他们还发展了三维共轭的有机小分子非富勒烯电子受

体，在电池中得到了高开路电压1.18 V（Chem. Commun., 2012, 48, 4773-4775）。

    最近科研人员受邀为Chem. Soc. Rev.撰写了有关高效有机小分子光伏材料的Critical Review（Chem. Soc. Rev., 
2012, 41, 4245-4272），论文被选为Inside Cover。（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学术活动

Klaus Muellen教授“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授予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2012年4月17日，化学所为德国马普高分子所Klaus Muellen教授举行了“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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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和报告会。张德清副所长主持了授予仪式和报告会，王笃金副所长为Klaus 
Muellen教授颁发了“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证书。仪式结束之后，

Klaus Muellen教授作了题为“功能材料化学---从场效应晶体管、燃料电池到生物

传感器及基因转染系统”的精彩学术报告。

Klaus Muellen教授为国际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高分子化学家，现任《美国

化学会志》（JACS）副主编、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所长。Klaus Muellen教授

主要从事功能性有机分子和高分子以及碳纳米材料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发表

1000多篇论文，曾获得Max-Planck-Research-Prize奖、Philip-Morris-Research-Prize
奖和Science Award of the “Stifterverband”等奖项，被选为德国Leopoldina科学院院士、Alexander-von-Humboldt-
Foundation评审委员会委员、德国基金会参议委员会委员。Muellen教授现为Chemistry of Materials，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Macromolecules，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and Physics,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Journal 
of Macromolecular Science-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等期刊编委会委员，于2008年当选为德国化学会主席，并于

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Muellen教授访问化学所期间，与化学所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并对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进行了指导。(科技处)

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实验室举办学术活动

2012年5月2-3日，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实验室和党支部

共同组织全体师生赴河北香河天下第一城会议中心举行学术活

动，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出席并与全室

师生一起畅谈纳米科学发展。

学术活动中，七位将要毕业的同学逐一对几年来所做的研究

工作进行了总结报告，实验室全体研究员认真听取了每位同学的

报告并进行了点评。万立骏院士对七位同学几年来的辛苦努力和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并对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改进提出了建议，使与会的每位同学

都受益匪浅。

白春礼院长在百忙之中参加了学术会议，耐心地听取了几位同学的报告并就相关领域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

高屋建瓴的评论。白院长指出：纳米科学研究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在国内也是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重点研究领

域之一。作为国内最早以“纳米”命名的实验室，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实验室的每位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积

极为我国纳米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将基础研究与应用需求紧密结合，不仅要争当有特色的

纳米科学研究领军研究团体，更要力争做出一项甚至几项真正有利国计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成果。

（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实验室）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领导小组会议在化学所召开

2012年5月8日，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以下简称中心平台）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召开。中科院邓麦村秘书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师昌绪院士和徐金 研究员，科技部吴学梯副司长，

教育部邹晖处长，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吕先志副主任、中科院计划财务局曹凝副局长、杨为进处长以及化

学所朱道本院士、张德清副所长、毛兰群所长助理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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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徐坚研究员代表中心平台就2011年工作情况、中

心平台各中心的考核办法及实施方案、2012年工作安排等作

了报告。

领导小组成员对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对中心平台2011
年在支撑科研工作、支撑国民经济重大项目、为企业开展共

享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领导小组成

员对考核权重分配及内涵提出了指导性修改意见，并原则同

意2012年工作计划的安排，建议增加探索共享服务中知识产

权的探索研究。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是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3个通过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认定的平台之一，

是通过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网络式联合构建的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其办公室设在化学所。（国家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平台办公室）

化学所举行2011年度长兴化工奖学金颁奖仪式

5月10日上午，2011年度长兴化工奖学金颁奖仪式在化学

所分子楼举行，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萧慈飞，长

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卜诗尧、协理张继纲，化学所

副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振忠等出席了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由

杨振忠副所长主持。

会上，王笃金副所长宣读了获奖学生名单，朱春雷等14位
同学获得2011年度长兴化工奖学金。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萧慈飞介绍了长兴化工集团自1964年创建以来的发展

历程和企业的核心理念以及以高校、科研院所支持集团立足北

京、布局华北的发展蓝图，同时勉励广大同学珍惜光阴、勤奋

努力。杨振忠副所长介绍了化学所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诸多优势，希望与长兴集团展开更多的合作，特别是在

向企业输送优秀人才并安排在学研究生去企业社会实践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朱春雷同学代表获奖学生发表感

言，号召广大同学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加努力、不断超越，用实际行动回报化学所和企业的关爱。王笃金副

所长致词，回顾了化学所与长兴集团长期以来的合作，对长兴集团支持化学所广大优秀学子的善举表示感谢。此

次颁奖仪式增加了对工业界研发需求的了解，对今后的职业发展规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研究生办公室）

《科学》期刊高级编辑访问化学所并作报告

应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化学研究所的邀请，2012年5月21日，国际著

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高级编辑Phil Szuromi博士来化学所进行访问交

流，并以“科学论文发表的进展和过程”为题作了报告。

报告会后，Szuromi博士与化学所多位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这对于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了解中科院、了解化学所的科研实力，提升我院我所科研人员的

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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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高分子物理国际研讨会（PP’2012）成功举办

2012年6月4-8日，第十届高分子物理国际研讨会（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lymer Physics, PP’2012）
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功举办。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

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泰国、中国、

香港、台湾地区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365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大会共收到论文303篇，其中邀请报告88个，口头报告

66个，墙报149个。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中国科学院、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的资助。

本届研讨会恰逢高分子物理国际研讨会20周年，会议举

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董建华研究员、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安立佳研究员、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振忠研究员及历届会议主席分别致

辞。本届会议主席韩志超研究员以“A brief reflection of the first 20 years”为题，回顾了高分子物理国际研讨会的

历史。

本次研讨会分为7个主题，包括：高分子结构与动力学，高分子表界面，高分子溶液、凝胶、复杂流体，生物

相关及自组装高分子、电子学、光子学及高性能高分子，高分子复合物，高分子理论、计算与模拟。参会的各国

代表不仅报道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还就多个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研究生为主

体的墙报分会气氛十分热烈。分会历时4小时，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参会代表都强烈地感受到高分

子物理研究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分会最终评选出11个优秀墙报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Jawaharlal Nehru教授“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学术报告会

2012年6月18日，化学所为印度Jawaharlal Nehru先进科学研究中心C.N.R. Rao教授成功举办了“中国科学院

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学术报告会。张德清副所长支持学术报告会并对Rao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向Rao教授简要

介绍了化学所研究方向和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Rao教授作了题为“Graphene, graphene mimics and some of their 

香港中文大学许建斌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2年5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许建斌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

“ENGINEERING HIGH PERFORMANCE CARBON BASED ELECTRONIC 
DEVICES BY SELF-ASSEMBLED MONOLAYERS”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杨振

忠副所长主持了报告会，万立骏所长为许建斌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

授”荣誉证书和奖牌。

许建斌教授1983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并于1993年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2002年起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教授主要从事光电功能材料及器

件、有机半导体、石墨烯电子学等方面的研究。许教授现为IEEE的高级会员，美

国物理学会和材料研究协会的会员。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

在访问化学所期间，许建斌教授与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有机固体等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交

流。(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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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nating properties”的学术报告，并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朱道本院

士、杨国强所长助理、毛兰群所长助理等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Rao教授出生于1934年，现为印度的国家科研教授（National Research 
Professor），兼任Jawaharlal Nehru先进科学研究中心的荣誉主任和印度科学研究

所的荣誉教授。Rao教授的科研领域兴趣主要为固态和材料化学，已发表1400余
篇科研论文和41本专著。Rao教授现为多家科学院院士，包括美国科学院、英国

皇家协会、俄罗斯科学院、法国科学院、日本科学院等，并担任众多国际知名杂

志的编委。Rao教授于201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Rao教授访问化学所期间，与化学所有机固体、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交

流。（科技处）

简  讯

化学所召开2012年度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5月9日上午，化学所召开2012年度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化学所2012年度信息宣传工

作要点，并就如何围绕化学所中心工作做好对内对外信息宣传进行了讨论。

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杨淑霞肯定了化学所2011年的信息宣传工作，按照“全面、准确、

适度、及时”的原则，2011年，化学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负其责，各职能部门和实验室通力合作，紧

紧围绕所的中心工作，结合建党90周年和化学所建所55周年，突出宣传重点，通过化学所成果、人才、文化、精

神的宣传，向社会公众展示了化学所的整体风貌。随后，结合近日下发的中科院宣传工作指导意见，结合化学所

实际，杨书记从宣传中央、院党组、京区党委重要精神、宣传化学所的改革创新发展、宣传化学所取得的重要创

新成果、宣传化学所国内外合作交流的举措与成效、宣传化学所培养造就的一流科技骨干人才、宣传化学所党建

工作和创先争优活动、宣传化学所创新文化建设的举措与成效等方面，对2012年度信息宣传工作要点进行明确分

工和具体部署。

与会信息宣传领导小组成员结合年度工作要点，针对宣传要点的落实、网站发布稿件特别是实验室稿件奖励

的落实、实验室子站建设的推进等具体工作，进行了讨论。（综合处）

化学所启动课题组公务卡试点工作

为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落实财政部强制实施公务卡结算的要求，化学

所在前期职能部门公务卡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以工程塑料实验室和高技术材料实验室为试

点，开始启动课题组公务卡使用工作。

2012年6月6日下午，所财务资产处邀请化学所公务卡代理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关村分行的工作人员在分子楼

101会议室开展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卡使用培训。财务资产处翁非处长首先讲解了财政部实施公务卡结算制度的指导

精神及相关规定，同时介绍了化学所实施公务卡制度的背景和前期试点情况。随后，建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对

公务卡的相关知识进行了全面讲解，详细介绍了办卡、开卡、消费、还款、迁户和挂失补办等操作流程，对注意

事项进行了重点强调，并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财务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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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举办第一期科研经费使用及管理培训

随着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科研经费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也不断提高。为加强科研经

费政策宣讲，促进形成科学高效的预算执行联动机制，2012年6月8-9日，化学所举办了第一期科研经费使用及管

理培训，特别邀请了中科院监察审计局袁东主任、中科院计划财务局预算处高军处长到会指导，王笃金副所长、

部分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科研人员、财务联系员等近5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会议由财务资产处翁非处长主持，王笃金副所长在致辞中强调了科研经费使用及管理的重要性，希望大

家认真学习，积极交流。院计划财务局预算处高军处长围绕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动态进行讲解，重点介绍了国家科

技计划经费管理制度演变及最新政策动态、先导专项及院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院监察审计局袁东主任从监察审

计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经费使用及管理中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介绍了科研支出的风险点、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控制措施。交流过程中，几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和财务联系员还从预算编制、经费支出、结题审计、ARP预算模

块的使用等方面介绍了心得体会和工作经验。财务资产处、科技处、纪委副书记陈新民分别从部门工作内容出发

与科研人员及财务联系员进行了沟通。（财务资产处 ）

化学所新建实验楼工程获北京市建筑（结构）长城杯金奖

经北京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评审，化学所新建实验楼获2011-2012年度北京市建筑（结构）长城杯金奖。

结构长城杯金奖是北京市建筑工程主体结构质量的最高奖项。

该项工程由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北京鸿厦基建工程监理公司监

理。工程于2010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

所基建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工程管理工作，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等领导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听取建

设、施工及监理单位汇报，明确指示要加强管理，建设精品工程。

该工程全程接受海淀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检查监督，在施工各阶段按要求组织了分项、分步检查验收和

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目前该工程已基本完成建设内容，正在进行消防验收、人防验收、电梯验收、节能验收、

环保验收、规划验收、档案验收及施工、设计、监理、建设单位的预验收、四方验收、质检备案等工作。（基建

办公室）

化学所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并开展安全检查

6月13日上午，化学所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杨淑霞、副所长张德清及15位安全委员会成员

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所长助理、安委会副主任黄仁权主持。

综合处安全主管周利民首先汇报了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化学所在维护内部稳定、科研生产安全管理、消防

安全管理、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的工作。综合处处长石永军结合安全管理及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征询各

位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同时建议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加强新

进所人员教育和培训、继续做好安全通报工作。讨论中委员们也交流了实验室开展安全管理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党委书记、安委会主任杨淑霞强调指出，安全工作对研究所创新发展与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一定要引起全所

同志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从领导做起，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常抓不懈；另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管理，实验室和

课题组负责人要认真负责，确保安全。实验室内部管理有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互相借鉴和交流。她感谢委

员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大家对全所安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随后，安委会成员分成四个检查小组

在全所范围内进行了安全检查。（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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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达成协议，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在化学所设立

“航天科技”奖学金，每年20万元，为期五年（2012年至2016年），用于奖励化学所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

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在学研究生，激励化学所研究生勤奋学习、创新进取、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研究生

办公室）  

 甘肃郝氏碳纤维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达成协议，捐资50万元人民币，在化学所设立“郝氏炭

纤维”奖学金，每年10万元，为期五年（2013年至2017年），用于奖励化学所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做出突

出成绩的优秀在学研究生，激励化学所研究生勤奋学习、创新进取、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研究生办公室）

  化学所沈平、孙康、杨红军、于笑潇等4位博士后获得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被评为北京市2011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单位。李红梅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人事教育处)

创新文化建设

化学所第九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篮球比赛

北京分院协作二片公文写作和公文处理培训在化学所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公文工作的规范化，2012年6月27日下午，化学所牵头举办了北京分院协作二片公文写作和公

文处理培训会。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文书档案处吴戎处长主讲，北京分院协作二片片长单位政策

所党委书记张京芳到会并强调了公文写作和公文处理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北京分院协作二片兄弟单位相关人

员、化学所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等70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会由综合处石永军处长主持。

吴戎处长围绕公文的概述、种类、格式、行文规则、公文拟制、公文办理以及公文管理等七个部分内容做了

精彩讲解，并重点介绍了公文管理新条例与旧办法的区别，同时将工作中的实际案例和宝贵经验与大家交流分

享。随后，与会人员就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积极提问，吴戎处长一一进行解答并与到会人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和探讨。整个培训会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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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青春、炫我风采”卡拉OK大赛

中国科学院首次“全民健身日”健身项目展示活动

摄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