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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人事教育处获得中国科学院“组织人事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按照中组部关于深入推进组织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带头

创先争优的意见精神，中国科学院近期开展了组织人事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评选表彰活动。经院属单位推荐、人事教育局初审和院评审委员会评审，化学研

究所人事教育处获得“中国科学院组织人事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0年，化学所人事教育处积极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带

头创先争优：一是凝炼目标，把“创先争优”活动融入到人才队伍建设中；二是

制度健全，人事人才管理规范有序；三是团结协作，组织多种活动，增强组织凝

聚力；四是认真负责，热心为全所职工服务。人事教育处在工作量大、头绪多、要求高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认

真履行职责, 不断加强组织人事部门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推动组织人事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和突出的成绩。（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有机固体党支部、杨淑霞书记获中国科学院表彰

6月24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暨创先争优活动表

彰大会。中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京

区党委书记、中科院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何岩主持会议，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中科院党

建领导小组组长方新宣读《关于表彰中国科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

党务工作者的决定》。会

议对中科院自去年以来深

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的52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00名优秀共产党员和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有

机固体党支部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杨淑霞书

记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综合处）

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项目团队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激励广大青年和青年集体立足本职、创先争优，经中央

国家机关团工委评审，全国有124个青年集体被命名为“2009-2010年度中央国家机关

青年文明号”，中国科学院共有包括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项目团队在内的3个青

年集体入选。其中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项目团队获“2009-2010年度中央国家机

关青年文明号”称号。（化学所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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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隆重举行2011年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1年6月23日上

午，化学所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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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兰群所长助理等出席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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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名毕业生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时刻。

毕业典礼由化学所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徐辉主持。上午9时，毕业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杨振忠副所

长首先宣读2011年毕业生名单。在铿锵的毕业歌旋律声中，毕业生们身着学位服、头戴学位帽依次登台，全体所

领导一一为毕业生们颁发毕业纪念页并合影留念。纪念页发放完毕后，毕业生代表向所领导、导师代表以及职能

部门的负责人献上鲜花并鞠躬致敬，向老师们多年来的无私关怀与默默奉献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随后，化学所

党委书记杨淑霞宣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2011学年优秀毕业生名单，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亲自为优

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

2011届博士毕业生代表江浪同学发表了毕业感言，他代表2011届全体毕业生向悉心栽培他们的领导和老师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2011届博士毕业生代表陈立同学也发表了毕业

感言，并衷心祝愿化学所蓬勃发展，祝愿领导和老师们健康平

安，工作顺利。随后，陈立同学向在学研究生代表辛森同学转交

了接力棒，寓意着化学所人努力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能够代代

相传。王树研究员代表全体导师致辞，祝贺毕业生们顺利毕业，

并衷心祝愿毕业生们能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活出精彩与充实，

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新的贡

献。毕业生家属代表吕红艳女士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爱人吴兴

隆的毕业典礼，她代表毕业生家属向全体毕业生表示恭喜和热烈

的祝贺，并对化学所领导、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表达了衷

心的感谢。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万立骏所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对圆满完成学业的2011年全体毕业生表

示衷心的祝贺，对关注着化学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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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万立骏所长致辞 杨振忠副所长宣读化学所2011年

毕业生名单

杨淑霞书记宣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2010-2011学年优秀毕业生名单

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亲自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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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所长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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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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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保持一颗进取之心，勤于学习，不畏困难，勇攀高峰；时刻坚守一份

责任之心，甘于奉献，志存高远，报效祖国；时刻环抱一颗求实之心，脚踏实地，作风沉稳，工作务实；持久拥

有一颗感恩之心，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宽容自信。万所长希望毕业生能铭记这同窗之情，将化学所当成自己永

远的家，常回家看看，并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捷报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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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闪

光灯记录下这个庄严而神圣的美好瞬间。集体合影后，毕业生们纷纷与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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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纪念的美好时刻。（研究生办公室）

颂歌献给党——化学所举办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比赛

6月24日上午，化学所礼堂座无虚席，欢歌一片，化学所党

委在七一前夕举办了庆祝建党90周年“颂歌献给党”红歌比赛。

13个基层党支部400多名职工和研究生组成了13支队伍参赛，特

别是朱起鹤院士、万立骏院士还亲自参加了演出，他们和参赛

演员们一起，怀着对党崇高的敬意和炽烈的激情，伴着红色的旋

律，高唱心中的赞歌。

在雄壮激昂的旋律中，所党委委员、所务会成员和党支部

书记们高歌了一曲《歌唱祖国》，拉开了整个活动的帷幕。党

委书记杨淑霞首先致辞。她说，今年是建党90周年，所党委

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此次红歌比赛就是活动之一。为了办好这次活动，所党办、团委积极策划、精心安

排，各基层党支部也都认真积极进行准备，把对祖国对党的热爱融入到活动中，我代表所党委向参与到这项活

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今年也是化学所成立55周年，所党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围绕所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为实施好化学所“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推动“创新2020”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比赛结果经过评委投票排名，离退休党支部获得了比赛一等奖，分子动态学党支部、机关党支部获得了二等

奖；有机固体党支部、工程塑料党支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党支部获得了三等奖；其它七个党支部获得优秀奖。

所合唱队获得比赛特别奖。会上，还对获得2011年化学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党员们进行

了表彰。王德先等19位同志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胡文平等4位同志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王金本等19位同志被

评为表扬共产党员，张军等4位同志被评为表扬党务工作者。（综合处）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所党委委员、所务会成员和党支部书记演唱《歌唱祖国》

杨淑霞书记致辞 离退休党支部演唱《沁园春·雪》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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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深

刻地认识在中国人民革命最关键时刻党是如何力挽狂澜，取得最后胜

利，作为“创先争优”活动内容之一，化学所联合党支部在5月7日、8

日组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40余人，参观了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西柏坡。（联合党支部）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引导党员深入学习

党的历史，加深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和理解，分子动态学党支部于5月

30日召开了以“喜迎建党九十周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为主题的党史

知识竞赛活动。（分子动态学党支部）

 2011年6月3-4日，分子识别与功能实验室党支部与实验室及分工会

共同组织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缅怀先烈

促爱党教育，创先争优展精神风貌，创新求是励创新精神。实验室党员

和职工学生共9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分子识别与功能党支部）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切身体会在中国人民水深火热之时，

党从播撒革命火种到展开全民族抗战的光荣历程，活体分析化学党支部于

5月28日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西抗日纪念馆，

纪念建党90周年。（活体分析化学党支部）

 2011年6月8日下午，“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协作二片党史知识竞赛”活动在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会议

中心举行。化学所选派翟磊、薛众鑫、刘彪三名同学组成代表队参加了此次竞赛。最终，化学所代表队取得了第

二名的好成绩。（化学所团委、研究生会）

科研进展

化学所召开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中央媒体采访会议

6月28日，化学所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中央媒体采访会议召开，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瞭望周刊、科学时报等

11家媒体对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集中采访。化学所王笃金副所长、杨士勇研究员，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

公司汤昌丹总经理，院基础局综合处杨辉副处长，院办公厅信息宣传处谢荣欢主管，化学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及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王笃金副所长主持会议。杨士勇研究员从聚酰亚胺材料优异的综合性能、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的应用、我国聚酰



2011年   第 5、6 期

5

化学所主持的两项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2011年5月13日，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组织专家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p体系功能分子

材料与器件的研究”及“多层次超分子组装化学”进行了结题验收。

验收会由基础局黄敏副局长主持。黄敏副局长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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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忠副所长参加了验收会。万所长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基础

局及各位专家对化学所及项目组所给予的长期支持与关注，并表示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方向一直是化学所支持的主

要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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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继续得到各位领导及专家的支持与帮助。

专家组在听取了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后，一致同意2个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并建议中科院继续给予重点支持与关注。

“p体系功能分子材料与器件的研究”项目围绕p体系功能分子材料和器件研究中的基本科学问题，在新p－

共轭体系分子材料设计与合成及功能的调控、高性能的光电转化器件构筑与性能研究、纳米及分子模型器件与器

件集成的探索等方面取得了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拥有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技术，并形成

独特的研究体系。项目执行期间，共发表SCI收录论文445 篇，其中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Acc. Chem. Res., 

Chem. Soc. Rev.，Angew. Chem.Int. Ed. Engl., J. Am. Chem. Soc., PNAS及Adv. Mater.等发表论文69篇，

申请专利110项，授权专利34项。项目组重视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组织了3次国内学术会议，1次双

边学术会议；应邀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或大会报告近百人次。同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

才，形成一支在国内外有相当竞争力的从事分子材料和器件研究的队伍。

“多层次超分子组装化学”项目针对超分子科学的若干前沿，以分子识别为核心、大环主体和有机分子为载

体、分子间弱相互作用调控为手段、功能为导向，有重点地研究了多层次的超分子组装化学。在环芳烃及杯芳烃

主体分子的识别与组装、人工二级结构的构筑及空穴分子组装、新型构筑单元的多层次组装与超分子手性研究以

及分子聚集体中的能量传递、电子转移和化学转换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项目执行期间，共发表SCI收录论文175

篇，其中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等IF>3论文 137 

篇，应邀在Acc. Chem. Res.上发表综述1篇，Chem. Commun.上发表综述2篇。培养毕业博士生41名，在读研究

生40名，形成了一支超分子化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团队。组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邀请国际知名超分子化学

家与项目组主要成员作学术交流，增强了我国在多层次超分子组装化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科技处）

亚胺薄膜技术状况和制造技术发展历程、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等方面介绍了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的

情况。随后，各媒体针对项目的意义、关键技术、与企业合作的发展前景、项目的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提问，王笃

金副所长、杨士勇研究员、汤昌丹总经理都一一给予解答。采访现场还对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耐电晕聚酰亚胺薄膜

及其制品、高性能复合薄膜等项目产品进行了展示，以便记者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项目的各种产品、性能及应用情况。

作为2011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重要宣传项目，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一直得到院里的大力支持。该

项目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自2003年起在国家发改委“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支持下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致力于我国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技术研究。通过近八年的努力，攻克了从关键树脂制备到

连续双向拉伸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的稳定工艺等技术关键，掌握了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制造技术，于2010年建成了

中国规模最大的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生产基地，年生产能力达到500

吨，打破了国外对我国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材料的市场垄断，实现了

以真正的“中国制造”参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加快了我国微电子、

航空航天等领域高端材料的国产化进程，为电子、电气等应用市场减

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起到了推动作用，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聚酰亚胺薄

膜材料的制造技术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行列。（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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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孙文华研究员当选为英国皇家
化学学会会士

化学所孙文华研究员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RSC)。英国皇家化学会成立于1841年，是世界最悠久的学术机构，也是国际

化学界最有影响的团体之一。在英国及国际化学科学界，一些取得突出科研成果和为推

动化学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被推选为Fellow。（工程塑料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在非对称性TiO2粒子的制备与有序排列方面取得新进展

光子晶体可对光子运动进行调控，在未来信息技术方面具有广

泛的应用，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通常光子晶体由球形胶体颗粒紧

密堆积而成，理论研究表明，由球形胶体颗粒紧密堆积而成的简单

面心立方结构（FCC）光子晶体由于其结构对称性引起的能带简并

使其较难实现完全光子带隙，而通过引入非球形的晶胞颗粒则能消

除能级简并, 从而产生完全的光子带隙。近年来研究人员对非对称

性粒子的制备和有序排列尤为关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化学所的支持下，

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应用sol-gel和聚合物自组

装，成功制备了有序

排列的半球状及蘑菇

状TiO2颗粒。该方法

通过TiCl4/PS/CHCl3溶液挥发自发形成六方有序排列的“微反应

池”，TiCl4在“微反应池”中sol-gel转换生成TiO2，并以“微

反应池”为模板形成非对称性颗粒，得到具有仿生结构的半球状

或蘑菇状TiO2颗粒，镶嵌于蜂窝状PS基体的有序复合结构，实现

非对成性颗粒的二维有序排列，并通过粘揭可得到类似昆虫复眼

的微棱镜阵列结构。此方法具有操作过程简单、成本低、可大规

模制备等优点。相关结果发表于J. Am. Chem. Soc.，2011，

133，3736-3739。（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有序排列非对称性TiO2粒子制备示意图

有序排列非对称性TiO2粒子扫描电镜照片 

化学所在低维有机光子学方面实现了激子极化激元的传输与谐振

纳米光子学主要研究如何在微纳米尺度上对光子运动进行操纵、调节和控制，在未来信号传播和信息处理方面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有机材料中的Frenkel激子具有高的激子结合能，能够与光子耦合形成稳定的激子极化激元（Exciton 

Polariton, EP）。这种激子光子强耦合作用对有机纳米线体系中光波导行为和发光调制谐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化学

所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低维有机光子学方面的研究工作（Adv. Mater., 2008, 20,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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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纳米线激子激元谐振腔中的电场分布

有机纳米线中激子激元传播与能量转移示意图

1665; Angew. Chem. Int. Ed. 2008, 47, 7301-7305），探索了有机单晶纳米

材料的低损耗波导与受激发射性质。

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化学所的支

持下，科研人员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制备了三重态敏化剂均匀掺杂的有

机纳米波导材料，通过激子极化激元传播过程中的双向能量转移，实现

了稳定白光耦合输出的光波导器件 (Adv. Mater., 2011, 23, 1380-

1384)。该工作证实了有机低维材料的波导过程中存在Frenkel激子与光

子的耦合，为实现基于激子极化激元的有机光子学器件奠定了基础。进

一步以阳离

子表面活性

剂为模板，

诱 导 双 光

子荧光分子自组装，形成了四方截面的有机纳米线。

通过测量有机纳米线微腔中Fabry-Pérot型发光光谱

和模拟激子激元谐振模型下的电场强度分布，研究了

其中激子极化激元传播并发生谐振的行为，同时实现

了双光子泵浦的有机纳米线激光器（J. Am. Chem. 

Soc.,2011,133, 7276瞭7279）。相关研究结果为实现

有机纳米光子学器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德国应用化学》封面报道化学所高温固液浸润行为的研究进展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研究了特定

温度下，液滴在高温固体表面发生的浸润/去浸润转变现象，并对相关机理进行了阐述，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近

期的《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5311-5314）

上并被选为封面论文和very important paper（VIP）做了专门介绍。

高温固液界面的浸润行为不仅对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在

实际生活和工业生产中拥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研究人员发现：对于浸润性

为亲水性、疏水性和超亲水性的粗糙结构表面，当表面温度升高到某一特

定温度，水滴在滴到固体表面时会发生由浸润铺展到去浸润弹起的转变。

且液滴弹起温度（Tb）会随着表面粗糙度的改变而规律性变化。特别提出

的是，由于超疏水性的表面在微纳米空隙中有一层准连续的气膜，导致水

滴在表面温度较低时即会因轻微的热扰动滚走，因而不会发生上述转变。

研究人员建立了高温表面固液浸润的理论模型，对不同浸润性表面在高温

下对水滴的浸润行为的机理进行了解释。

这些结果有助于优化设计新型、高效、节能的固液传热材料体系，为

增强锅炉、热交换机等的工作效率，提高控温严格的热交换设备的安全性

与稳定性等提供了新的思路。（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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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兰州大学涂永强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1年4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涂永强教授应邀访问化学

所，并作了题为“有机重排反应与天然产物合成”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范

青华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张德清副所长为涂永强院士颁发了“分子科学论

坛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涂永强院士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2004年至2005

年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作访问教授。200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005年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涂永强院

士长期坚持从事复杂结构天然有机化合物的全合成及相关合成方法学研究，

特别是在药用天然生物碱的设计合成、高效串联反应和方法的创建等研究领域作出了系统和创新性的成就。

报告会后，涂院士与化学所有机固体、分子识别与功能等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科技处）

英国剑桥大学Henning Sirringhaus教授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1年6月30日，英国剑桥大学Henning Sirringhaus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Organic semiconductors 

瞭 Fascinating materials enabling interesting flexible electronic applications”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杨振忠副所长主

持了报告会，张德清副所长为Sirringhaus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

教授”荣誉证书。

Professor Henning Sirringhaus 于2010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特

聘研究员”，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共

轭高分子半导体、有机电子学、打印电子学、有机高分子电荷传输机理

与理论等，曾获英国皇家化学会Mullard 奖(2003)等。Sirringhaus教授在华

期间参观了我所有机固体等实验室，并与我所科研人员就下一步的合作

进行了交流。（科技处）

国际化学年在中国--万立骏院士应邀与公众一道“探秘分子世界”

5月28日上午，作为“国际化学年在中国”系列科普活动之一，应中国

化学会和“科学讲坛”之邀，万立骏院士在中国科技馆做了一场题为“探秘

分子世界”的科普讲座。本场讲座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副局长刘峰松主

持，中国化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杨振忠副所长出席了讲座。

万立骏院士的报告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认识分子世界的电化学

扫描隧道显微技术开始，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中的“探针”，带领听众一

起探索分子世界的秘密，从认识分子、分子世界的秩序、分子和分子伴侣

以及让分子运动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向人们介绍了分子科学的前沿领域

和最新研究成果。在互动环节，从小朋友到60多岁的老者，听众的问题接

踵而至，万立骏院士耐心地一一解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中国化学会）

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副局长刘峰松向万立骏

院士赠送“科学讲坛”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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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年在中国
——“读书·实践·知化学”全国青少年暑期科普活动启动

暑假将至，国际化学年在中国——“读书·实践·知化学”全国青少年暑期

科普活动6月25日在中国科技馆隆重启动。此次活动由中国化学会、中国图书馆学

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科技馆共同组织。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万立骏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柴之芳院士，中国化

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振忠研究员等出席了启动仪式。万

立骏院士代表中国化学会致辞。启动仪式后，柴之芳院士应邀作了题为“从日本

福岛核事故说起”的科普讲座。

2011国际化学年进程过半，为充分利

用暑假，再掀国际化学年高潮，在中国科

协科学普及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化学会

联合中国图书馆学会等相关团体，精心筹

划，倡导全国的青少学生积极参与由“读

书知化学－优秀化学科普图书阅读活动”和“实践知化学－全国中学生

水质测量体验活动”组成的暑期科普活动。（中国化学会）

简讯

化学所“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4月29日上午，化学所“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化学所所领导、职能支撑部门负责

人、科学家代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出席了封顶仪式。封顶仪式由所长助理黄仁权主持。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的负责人分别对化学所“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

顶表示祝贺，并分别介绍了各自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向参建各方为该项目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向不顾酷暑严寒，奋战在建设

工地一线的全体建设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希望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继续通力配合，精心组织，科学施工，严格管

理，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安全，将“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建

设成精品工程，顺利实现工程的质量创优目标。化学所范青华研究员代表

全体科研人员对参建各方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希望施工方高标准、高

质量、按期地完成工程。随后，所有参会人员到新建实验楼楼顶，共同见

证了结构封顶的重要时刻。（基建办公室）

所领导到新实验楼建设工地检查工作

2011年6月，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和有关所领导及管理部门负责人分别到新实验楼工地视察和检查工作。

在视察过程中，万所长和杨书记详细了解了工程的进展和现场施工情况，对外墙面砖样板、样板间水磨石地面及

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万立骏

院士致辞



2011年   第 5、6 期

10

化学所2012年招生工作拉开序幕

5月20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年招生工作会议在中科院成都教育基地召开。在全所老师和教育干部的辛

勤努力下，化学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保质保量地完成研究生院命题和阅卷工作，获得“全院统一命题阅卷工作突

出贡献奖”。

5月21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全院招生咨询活动在四川大学体育中心举行，化学所研究生办公室与

110余个培养单位和12个院系的老师共同接受了广大考生的咨询，受到了广大考生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化学所2012年招生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将陆续组织开展宣传与答疑、招生简章与专业目录编制、推免

生报名与接收等工作。（研究生办公室）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心”捐款活动的通知》的精

神，我所开展了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奉献爱心的捐款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职工和研究生的热情支

持，短短几天时间，所属各单位的广大职工和研究生积极响应倡议，纷纷献上爱心，特别是朱起鹤院士捐款1万

元。到目前为止，共有114人捐款，筹集捐款共计人民币20620元。充分表达了我所职工和研究生向实行计划生育

的贫困母亲奉献的一片爱心。                  （综合处）

 4月27日，化学所第二十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在化学所分子楼101会议室举行，杨振忠副所长、研究生办公室主

任兼团委书记徐辉、研究生办公室研究生招生主管刘燕娟、团委副书记赵宁等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

研究生会主席于乐同学代表第二十届研究生会作的工作报告。经过与会代表无记名投票，杨晓丽、辛森两位同学

当选化学所第二十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研究生办公室）

 5月4日下午，化学所财务资产处召开了第一次财务联系员会议。会议由财务处翁非副处长主持，财务处每位同

志针对本岗位的工作流程向财务联系员做了报告，会议还介绍了下一阶段的财务联系员培训计划。 （财务资产处）

 中国科学院团委在“五四”期间开展了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和五四红旗团委

（团支部）评选活动。化学研究所团委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五四红旗团委”，化学所于乐同学被评为

“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共青团干部”，化学所辛森同学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

五四前夕，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协作二片的评优活动中，化学所团委获得2011年度北京分院协作二片五四

红旗团委称号，尹晓东同学被评为2011年度北京分院协作二片优秀共青团干部，谭回同学被评为2011年度北京分

院协作二片优秀共青团员。                                                             （化学所团委）

 2010年，化学所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全面履行交通安全责任

制，积极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被评为北京市交通安全先进单位。         （综合处）

吊顶安装等工程进行了检查，并与一线工人进行

了亲切交流。

所领导强调，在工程建设中要始终坚持安全第

一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紧建设，力

争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基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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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建设

化学所隆重举行第五次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日活动

作为2011年科技活动周、中国科学院第七届公众科学日的组成部分，2011年5月14日，化学所以“化学创造美

好生活”为主题，第五次面向社会公众全方位开放，通过院士报告、与科学家面对面、参观实验室等活动方式，

带领大家走进神奇的化学世界。其中院士报告环节特别邀请了万立骏院士以“新型能源与利用”为题做了报告。

来自科技界的人士、新闻媒体记者、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师生、化学所职工及家属、社会公众带着对化学的好奇和

热情前来化学所参观。（综合处）

化学所隆重举行第五次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日活动 走进化学所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化学所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精神，化学所被评为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先进集体，于国强、张昌松被评为先进个人。        （综合处）

 近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展了2010年度研究生教育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工作。化学所被评

为“2010年度研究生教育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易鹏被评为“2010年度研究生教育信息宣传工作优秀个人”。 

 （研究生办公室）

 2011年5月14日、21日，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的中国科学院第六届 “科苑杯”乒乓球邀请赛在青年公寓

乒乓球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京区的31个培养单位31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化学所乒乓球代表队荣获季军。 

              （研究生办公室 团委）

院士报告会 互动交流



2011年   第 5、6 期

12

参观化学所展室 参观实验室 参观实验室三

化学所第八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圆满落幕，
缤纷活动尽展化学所青年风采

伴随着六月明媚的阳光，化学所第八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日前顺利落下帷幕，此次艺术节由所团委、研究生会

精心策划、组织，以纪念建党90周年、纪念化学所建所55周年、“传承“五四”情，弘扬爱国志”为主题，从5月底到

7月初相继开展。化学所团委、研究生会整合资源、集中力量组织全所师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男子、女子篮球赛”、

“拔河比赛”、“分子总动员——五四游园会”、“爱国主义电影周”等系列活动。（化学所团委、研究生会）

杨振忠副书记为拔河比赛敲响开赛锣 “分子总动员”趣味运动会 篮球比赛获奖队员合影

部分学校大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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