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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赵凤桐视察化学所
“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制版技术”中试基地

5月10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赵凤桐在北

京市昌平区区委书记侯君舒、昌平区区长金树东、市科委副主

任郑吉春、市科委张继红处长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化学所

“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制版技术”中试基地。化学所党委书记杨

淑霞、绿色打印制版技术项目负责人宋延林研究员、职能部门

负责人等全程陪同视察。 

杨淑霞书记代表化学所对赵凤桐书记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并对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化学所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赵凤桐书记一行

参观了纳米材料

绿色打印制版技术项目中试车间，认真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宋延林研究

员以及北京市科委相关领导的汇报，对绿色打印制版技术项目的重大

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项目进展情况表示满意。随后赵凤桐书记

针对如何进一步做好该技术成果的跟踪、服务和支持工作，如何协助

实现绿色打印制版技术产业链的完整等方面，对北京市科委、北京市

相关用户单位和昌平区政府做出了重要指示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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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陈根凤副书记一行到化学所调研巡视

6月3日，中央国家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陈根凤副书记一

行到化学所调研巡视，中科院京区党委副书记兼京区纪委副书记

隋红建、化学所所领导及有关人员参加了调研会。

上午，隋红建副书记从中科院京区纪委基本情况介绍、近几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以及存在问题及建议等三方面对京区纪

委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

杨振忠纪委书记对化学所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并分别从党

组织概况、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加强党风廉政制

度体系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的监督、围绕中心工陈根凤副书记讲话



作开展预防腐败工作、积极预防违纪违法案件的产生、近年获奖情况

以及工作体会和努力方向等八个方面对化学所党风廉政和惩防体系建

设情况进行了汇报。

万立骏所长介绍了化学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体会，一、坚持不断

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二、坚持依法治所，不断发展完善规章制度；

三、坚持重大事项的监督；四、坚持在干部的培养和任用方面的组织原

则；五、坚持充分发挥学委会、职代会、团委等的作用。

汇报会后，纪工委领导与与会人员进行了座谈。

陈根凤副书记对京区纪委和化学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并指出，一、化学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带头

践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树立了良好风气；二、化学所纪委工作目标明确，工作作风扎实细致，积极协调各方力

量，反腐倡廉工作落实到位；三、化学所党委、纪委注

重健全工作机制，规章制度完善，教育形式丰富多彩，

形成了化学所反腐倡廉工作的特色。

杨振忠纪委书记对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陈根凤副

书记一行再次表示感谢，同时对京区党委和纪委一直

以来对化学所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

努力，围绕研究所中心工作，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反

腐倡廉工作。

下午，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陈根凤副书记一行参观

了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机固体院重点

实验室，并参观了化学所展厅。

随后，纪工委领导与化学所部分党委委员、党支部

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重点工作岗位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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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政府在化学所昌平中试基地召开现场协调会

5月19日下午，昌平区政府在化学所昌平中试基地召

开现场协调会。昌平区方炎副区长以及区科委、区发改委

等昌平区职能部门主管领导参加了现场协调会。化学所张

德清副所长，王笃金副所长，黄仁权所长助理，科技处、

综合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项目组

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方炎副区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

技术项目中试线，听取了科研人员的现场介绍，随后通过

“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项目的短片介绍对项目作了进

一步了解。

王笃金副所长简要介绍了化学所基本情况，同时介绍了化学所绿色制版技术、能源材料及绿色环保材料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在对昌平中试基地的情况做了介绍后，针对中试基地发展规划、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作了详细说明。王

杨振忠纪委书记汇报化学所党风廉政和惩防体系建设情况

万立骏所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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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局刘鸣华局长一行现场调研中子散射谱仪中心

5月13日，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刘鸣华局长、黄敏副局长对化学所主持的科技部国家大型仪器中心建设项

目－中子散射谱仪中心进行了现场调研。

该项目由化学所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共同承担，建设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原子能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陈东风

副所长、化学所中子散射平台项目负责人韩志超研究员先后汇报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在听取了汇报后，刘局长一行

化学所召开“十二五”学科发展战略规划汇报研讨会

5月13日，化学所召开“十二五”学科发展战略规划汇报研

讨会，所战略规划委员会成员、部分院士、全体所领导及各学

科组召集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张德清副所长主持。

化学所“十二五”学科发展战略规划物理化学组召集人边

文生、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组范青华、分析化学与生命科

学交叉组汪福意、高分子科学组董金勇、纳米科学组李玉良、

能源与绿色化学组韩布兴及先进材料组杨士勇研究员，分别代

表各组就前期的战略规划工作进行了汇报。汇报深入分析了化

学所在化学各领域的优势、弱势，提出了化学所未来几年在各

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所战略规划委员会委员认真听取了各学科组的汇报，对目前各学科的规划工作进展给予肯定，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和更高的要求。万立骏所长在总结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学科发展战略规划现阶段的工作，对各学科组研究员在

规划工作中付出的心血表示感谢。万所长进一步强调了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并希望在接下来的规划工作中，继续立

足我所的战略定位和研究特点，凝练重大科学问题，更好的完成化学所“十二五”近、中、远期规划，促进化学所

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处）

笃金副所长指出，昌平中试基地的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已经制约了基地中各项目的推进进程，希望区政府能帮助

解决。

昌平区科委于泓主任主持现场协调会，对化学所具有这么多的科技资源和像绿色制版技术这么好的成果表示振

奋，并转达了昌平区侯君舒书记、金树东区长强调要为化学所中试项目推进和产业化做好服务工作的决心。针对化

学所提出的问题，昌平区区发展改革委、区科委、财政局、国土分局、规划分局、供电局、投促局、中关村科技园

区昌平园、十三陵镇、自来水公司、中国网通昌平分公司、新奥公司、晨光昌盛投资公司等职能部门主管领导一一

发言，表示一定全力支持化学所工作，尽快解决制约中试基地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方炎副区长对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和要求。他强调，昌平区正在制定政策促进实验室经济模

式的发展,希望化学所尽快确立基地建设模式，以利于双方的合作和区政府对化学所的支持。同时希望化学所和昌

平区政府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最后，张德清副所长对昌平区委区政府对化学所昌平中试基地规划和建议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强调化学所

将继续坚持“两个面向”，特别在面向国家重要战略需求方面继续努力，为昌平区建设、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更大

贡献。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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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召开党委会部署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5月26日，化学所党委召开党委会，全面讨论和部署了化学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相关工作。

根据中科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意见》及中科院党

组成员、京区党委书记何岩在5月12日京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部署会议上的动员讲话精神，结合化学所实际情

况，与会人员对所党委制定的《化学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进行了讨论。化学所将以基层党支部为单

位全面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先进基层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通过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研究所更快发展。

随后，杨淑霞书记传达了《关于开展<信访条例>实施五周年宣传活动的通知》和《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会议文件精神并进行了工作部署，同时对我所近期开展的读书征文活动

有关事宜做了说明。会上还通过了化学所工会2010年工作计划。        （综合处）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化学所召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部署大会

6月4日下午，化学所召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部署大会，所领导、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杨淑霞主持。

杨淑霞书记首先宣读了化学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成员，随后杨淑霞书记从充分认

识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目标要求、“创先争优”活动的组织领

导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化学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杨淑霞书记说，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

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延伸和深入，是党的先

进性和能力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各党支部一定要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创新“2020”总体目标，结合我所

“十二五”规划，精心设计，并结合实验室的中心工作，围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设计活动载体，使活动开展

得更生动、更扎实、更有效，为构建和谐研究所作出新的贡献。

杨振忠副书记最后强调，我们要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与正在开展的“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党员永葆先进性”和“我为创新做贡献”等活动有机结合，以创新的模式、创新的方法，通过三年三个主题活

动，来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和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我所党建工作的开展。     （综合处）

还参观了以“小角中子散射谱仪”、“中子反射谱仪”为核心

组成的中子散射谱仪中心，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表示满意，对项

目组全体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该项目能如期

完成验收任务，进入开放、运行阶段。

化学所张德清副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振忠副所长、国

家大型科学仪器平台负责人费昌沛研究员以及化学所科技处相

关同志陪同调研。       （科技处）



化学所成功合成新的碳同素异形体-石墨炔

近二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发展新的方法合成新的碳的同素异形

体，探索其新的性能，先后发现了富勒烯、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等新的碳的同

素异形体，并成为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碳具有sp3、sp2和sp三种杂

化态，通过不同杂化态可以形成多种碳的同素异形体，如通过sp3杂化可以形

成金刚石，通过sp3与sp2杂化则可以形成碳纳米管、富勒烯和石墨烯等。由于

sp杂化态形成的碳碳三键具有线性结构、无顺反异构体和高共轭等优点，人

们一直渴望能够获得具有sp杂化态的碳的新同素异形体，并认为该类碳材料

具备优异的电学、光学和光电性能，并将成为下一代新的电子和光电器件的

关键材料。石墨炔是第一个以sp、sp2和sp3三种杂化态形成的新的碳同素异形

体，最有可能被人工合成的非天然的碳同素异形体。 

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长期致力于富勒烯等碳材料的合

成、聚集态结构和性能的研究。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

国科学院的资助下，在石墨炔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利用六炔基苯在铜

片的催化作用下发生偶联反应，成功地在铜片表面上通过化学方法合成了大

面积碳的新的同素异形体-石墨炔（graphdiyne）薄膜。研究结果还证实石墨炔是由1，3-二炔键将苯环共轭连接形

成二维平面网络结构的全碳分子，具有丰富的碳化学键，大的共轭体系、宽面间距、优良的化学稳定性和半导体性

能。所获得的石墨炔单晶薄膜具有较高的有序度和较低的缺陷，薄膜电导率为：10-3-10-4Sm-1。这种碳的新同

素异形体的发现，使得受国际科学界高度重视的碳材料“家族”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成员。石墨炔特殊的电子结构将

在超导、电子、能源以及光电等领域具有潜在、重要的应用前景。

研究结果发表在Chem. Commun. 2010，3256-3258上。这一结果被认为是碳化学的一个重要进展，它将为

大面积石墨炔薄膜在纳米电子的应用开辟一条道路。该论文一经发表，就被编辑选为Showcasing，文章网上出版

后，立即被评为HOT article，并在一个多月中点击率排名一直第一，并成为Chem. Commun.为中国春节特选的Top 

article。Materials Today杂志和《自然》出版集团的NPG Asia Materials等也准备以Highlight形式报道。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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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化学所在二维手性Kagome结构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二维Kagome（笼目）网格结构由于其独特的几何形状和潜在的应用价值受到广泛关注，成为近年表面分子

组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结构虽在晶体中早有发现，但在表面的形成和存在却鲜有报道。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

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长期开展对杯芳烃分子表面组装的研究（Angew. Chem. Int. Ed., 2003, 42, 

2747-2751），最近他们以磺化硫杂杯[4]芳烃（thiacalix[4]arene tetrasulfonate, TCAS）分子为基元，在Au(111)

表面成功构筑了Kagome网格结构，并在该类结构中发现了手性的存在。利用扫描隧道显微技术（STM），他们对

Kagome结构的形成，表面手性的产生等基本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美国化学会志上（J. 



Am. Chem. Soc., 2010, 132, 5598-

5599）。

研究人员在溶液中使TCAS分子于

Au(111)表面吸附组装，在控制基底电

位的条件下，每个分子采取全杯式构象

吸附在基底表面，分子间通过范德华力

相互作用，形成具有三角形形状的分子

三聚体。该三角形三聚体单元在固体表

面外延生长，最终形成二维Kagome结

构。由于分子与基底的相互作用以及分

子取向的变化，组装过程中分子的对称

性被打破，从而形成具有二维手性的

组装结构。这种手性结构的形成机理

与该研究组此前在OPV分子组装体系中发现的表面手性的形成机理完全不同(Chem. Commun., 2009, 19, 2649-

2651)，是非手性分子形成表面手性结构的又一方式。

该研究以功能化的杯芳烃分子为基元，从而赋予二维Kagome结构更加丰富的性质；发现的手性Kagome结构

在溶液环境中构筑，可通过调节基底电位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其吸脱附，这些特点使这一新型Kagome结构可能具

有良好的分子识别能力，有望在分子识别以及催化等领域获得应用。（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在仿生体系分子组装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生命体系中诸多基本结构单元在特定的环境下，能自发地进行自

组装，形成各种各样的纳米结构。在细胞生命活动中，蛋白的折叠和

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蛋白质的错误折叠能够导致神经性疾病

的发作，例如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实际上，淀粉样

纤维的形成是这类疾病的一个共同特点，通过对与淀粉样纤维形成相

关蛋白、多肽甚至寡肽的序列和有效分子识别单元的研究，人们能够

设计生物启发的自组装构筑基元，进而用于材料的设计和制备。

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共同支持下，

化学所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院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近几年来

一直致力于“仿生体系分子组装”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系列研究

成果，受英国皇家化学会综述期刊Chemical Society Reviews的邀请，

在《化学会评论》 (Chem. Soc. Rev., 2010, 39, 1877-1890) 上

发表了题为“Self-assembly and application of diphenylalanine-based 

nanostructures” 的综述文章，系统地介绍了该小组近几年来在肽基分

子组装方面的工作，并被选为该期的封面论文。

该课题组基于分子仿生的概念，利用不同肽作为自组装基元，构

筑了一系列肽基纳米结构，由此组装的肽纳米结构材料在应用方面展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如在生物医药领域用于组

织工程、药物输运、生物成像和生物传感等。其也可作为模板材料用于各种各样功能性纳米结构的制备。肽分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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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S在Au(111)表面形成的手性Kagome网格结构的STM图像（a,c），结构模型（b,d），
及手性结构形成示意图（f）。



组装可在分子水平上进行设计和功能化，从而控制组装体的形状和结构（Angew. Chem. Int. Ed. 2007, 46, 2431; 

Chem. Eur. J. 2008, 14, 5974.），这有利于我们理解生物体里一些结构的形成和调控现象。在某些条件下，这样

的肽分子能够自组装成纳米纤维，最终形成宏观的凝胶网络结构（Chem. Mater. 2008, 20, 1522; Chem. Eur. J. 

2010, 16, 3176.）。另外，为了赋予纳米生物材料新的特性，发展了一些新的构建策略，制备生物有机-无机复合

材料。例如，将阳离子寡肽与荧光量子点结合制备生物兼容的三维胶体球，可用于活体细胞的标记（Small, 2008, 4, 

1687）；与多价阴离子结合构建适应性的杂化超分子网络，可用于多种尺度客体材料的包封，在药物控释方面有潜在的

应用（Adv. Mater. 2010, 22, 1283）。          （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
示范工程项目顺利通过现场验收

2010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在深圳组织专

家对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承担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1000毫米幅宽连续双向

拉伸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进行了现

场验收。

院计财局项目管理处赵志刚处长主持了会议，王笃金副

所长代表化学所致辞。黄志镗院士，深圳市科工委有关领

导，深圳瑞华泰公司有关领导以及院计财局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专家组分为工艺设备组、建安组、档案组和财务组

4个专业组，分别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四个专业组一

致认为，该示范工程项目完成了任务书内容，具备了验收条件，提请验收委员会验收。     （科技处）

化学所－苏州纳米所召开学术交流会

在化学所万立骏所长和苏州纳米所杨辉所长的倡议下，化

学所与苏州纳米所学术交流会在4月28日于苏州召开。化学所张

德清副所长、杨振忠副所长及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了学术交流。

杨辉所长、陈立桅副所长代表苏州纳米所对化学所一行

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强调本次交流旨在促进双方的合作，共

同推动纳米科技的发展。化学所张德清副所长、杨振忠副所

长对苏州纳米所的会议组织工作表示感谢，并希望双方能够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交流和合作，促进两所在纳米等相

关研究领域的共同进步。

交流会上，两所共12位科研人员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科技处）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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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散射及反射技术在软物质科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培训会在化学所举行

4月19日至21日，“中子散射及反射技术在软物质科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培训会在中科院化学所举行。培

训会特别邀请了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中子散射中心三位资深科学家、化学所韩志超研究员等国内从

事中子散射与反射研究与仪器设计研发专家参与授课，授课内容包括中子散射技术在国际与国内的发展现状、中

子散射仪器相关配套设施的介绍、中子散射及反射技术在软物质（高分子、生物物理、胶体界面等）领域基本理

论知识等。

本次培训会的目标是使未来的中子谱仪用户了解中子散射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应用领域、了解与体验小角中

子散射谱仪与中子反射谱仪的基本操作技能。培训对象来自全国多所科研院所与高校，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山东

大学、江南大学等，参会人员共计220余人。除了参与培训外，与会人员还前往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中子散射谱仪中

心的现场进行参观。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德清副所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陈东风所长出席了培训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化学科学部董建华处长参加了实地参观。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imothy J. Deming教授访问
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5月11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Timothy J. Deming

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Synthetic Polypeptide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李志波研究员主持了报

告会，杨振忠副所长为Deming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荣

誉证书。

Deming教授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工程系主任，同时

也是UCLA化学与生物化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聚氨基酸的可控合成、两亲



化学所与日本索尼公司签订碳纳米管第六年度合作协议

6月25日上午，日本索尼公司高级副总裁兼材料研究

所所长熊谷修博士率领一行7人的代表团来到化学所，参

加“碳纳米管”第六年度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代表团

一行受到王笃金副所长及相关人员的热烈欢迎。 

化学所刘云圻研究员的课题组与日本索尼公司从

2005年起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至今已过5年。经过合作

双方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并

开始了碳纳米管实际应用方面的探索。

签字仪式前，王笃金副所长和熊谷修所长分别代表

化学所和索尼公司进行了简短发言，随后索尼代表团听

取了刘云圻研究员所作的2009年度研究进展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索尼代表团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果，并对第

六年度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希望。随后，双方领导共同签署了第六年度合作协议。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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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宋延林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
第十届杰出青年称号

6月1日，中国科学院青年联合会换届暨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

第十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评选结果，共有十人获此荣誉称号。

化学所宋延林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第十届杰出青年称号。     （综合处）

简讯

化学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人才工作先进集体

6月2日，中国科学院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彰了中国科学院人才

工作十位先进集体和十位先进个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人

才工作先进集体。           （人事教育处）

性嵌段共聚肽的溶液自组装、以及这些材料在生物医药中的应用，曾获得美国MRS青年研究者奖、Beckman青年研

究者奖等奖项。

报告会后，Deming教授与我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工程塑料等实验室的部分科研人员进行了研讨。（科技处）



  6月21日下午，化学所党委、纪委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举报中心联合组织了反腐倡廉教育活动。海淀区

看守所领导及工作人员陪同化学所人员参观了看守所有关部门，并对看守所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此次

参观活动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现场教育。通过观看反腐倡廉警示宣传片大家认识到，必须建立健全各

项制度，并长期坚持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重点工作岗位人员拒腐防变的思想

意识，自觉抵制腐败行为，把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综合处）

  为有效增进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友谊，丰富研究生业余文化生活，有益补充实验室、党团支部纵向

工作体系以及团委、研究生会活动，化学所研究生办公室自2008年起，切实加强各年级班级建设，对班级

活动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支持与帮助。2010年各班班委继续精心策划，开展富有特色、富有意义的班级主

题活动。6月5日，0903班围绕交流与解惑两个主题开展了班级活动，特邀化学所胡文平研究员做主题报告

并和同学们交流。6月1日，0703班组织了毕业合影与交流活动。0803班、0903班联合举办“节约水资源”

海报展，号召周围的师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关注、节约资源。各博士班级、硕博连读班级以及班级

化学所2011年招生工作拉开序幕

5月12-13日，所研究生办公室组织并邀请了化学所三位研究员一同前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开展了学

术讲座及招生宣传讲座。化学所2011年招生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王春儒、葛茂发、张军三位研究员分别做了学术

讲座，并介绍了其所在实验室科研工作与人员等情况。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徐辉对化学所研究生教育发展与现状，招

生、培养等软硬件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讲解。化学所老师还分别与两所大学学院有关领导进行了进一步

沟通，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所校合作进行了友好协商。5月14日，在中科院武汉教育基地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2010年招生会议，化学所获得“招生工作先进奖”。5月15日，研究生办公室人员参加了研究生院招生办在武

汉举办的2011年招生咨询活动，共接待咨询考生150余名。        （研究生办公室）

化学所召开信息宣传工作培训会

5月27日下午，化学所组织召开了信息宣传工作培训会。会

议特别邀请院办公厅信息宣传处处长石硕作专题报告。石硕处长

以“共同做好全院信息宣传工作”为题，围绕如何理解信息宣传

工作、中科院2009 年信息宣传工作回顾、中科院信息宣传工作

现状及如何做好信息宣传工作等几个方面，通过生动的案例介绍

了信息宣传工作的方法，并对信息宣传工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

分析。在介绍中科院几类重要信息刊物时，石处长强调了调动广

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积极撰写重要信息建议的重要性，希望通

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全方位展示化学所的科研实力和为国民经济所

做的贡献。石处长还介绍了院网站群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

信息宣传机制，对化学所网站和实验室网站建设提出了希望和建议。此次培训会为我所信息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

很好的的指导作用，也为化学所进一步做好信息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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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活动正在精心策划中，将继续有效地组织开展包括各类学术讲座、人文讲座、文体比赛、交流等活

动。              （研究生办公室）

  6月23日中午，化学所第二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在分子楼101会议室举行。化学所团委副书记赵宁首先向大会

致辞，主持人宣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生会主席团选举办法》及监票人、计票人、候选人名单。随

后，几位主席团候选人进行了精彩的自我展示，表达了愿为广大同学服务的决心与意愿。经过与会代表无记

名投票，于乐、董全霄、谭回三位同学当选化学所第二十届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由

研究生会主席陈素明同学代表第十九届研究生会做的工作报告。最后，化学所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

徐辉祝贺第二十届研究生会主席团顺利产生并肯定了第十九届研究生会所做的辛勤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勉励

即将产生的第二十届研究生会以更高的标准服务全体研究生，对研究生会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希望更

多的同学一如既往地支持、加入研究生会，积极参与到研究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研究生办公室 ）

 化学所被中科院评为2009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先进单位。        （综合处）

化学所足球队在中国科学院（京区）2010年“足协杯”
七人制足球比赛中获得亚军

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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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第七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拉开帷幕

拔河比赛

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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