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文龙副院长率院考核组对化学所领导班子进行届中考核

8月2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领导班子届中考核

会在化学所礼堂召开。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詹文龙，北京分院

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项国英，人事教育局局长李和风及

院、北京分院有关部门领导等一行11人出席了考核会。化学所

正高级和副高级科研人员、副处长以上管理干部、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职代会常委近150人参加了考核会。

项国英书记主持考核会，介绍了考核组人员、考核程序和

要求。

万立骏所长代表化学所领导班子作届中述职报告。他首先

感谢全所职工和学生对所班子工作的支持，在全所同志的共同

努力下，两年半来化学所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随后万所长从科研绩效、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

设、所地合作与产业化工作、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党建工作、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今后发展思路等九个方

面全面汇报了化学所本届领导班子任职两年半来的工作。

北京分院纪检监察审计处管兵处长通报了化学所届中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

听取汇报后，詹文龙副院长做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化学所本届所领导班子任职以来取得的成绩。两年半

来，化学所领导班子成员团结配合、勤奋敬业，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詹院长表示，作为A类研究所的进步

和发展，化学所很具有代表性，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制版技术等一批好的成果已成为院创新三期总结中的代

表成果，“Cluster”团队等科研活动组织模式也是院里相关工作的成功范例。希望化学所继续发挥A类研究所的优

势，在“十二五”规划和“创新2020”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凝练目标，为中科院为中国化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化学所与会人员填写了“化学所领导班子届中考核民主测评表”。随后，根据考核程序，院考核组成员分五组

分别与化学所有关人员进行了谈话，听取了部分职工对本届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的工作评价等。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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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副院长讲话 项国英书记主持考核会 万立骏所长作届中述职报告



苟仲文副市长一行视察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中试基地

7月7日下午，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在市发改委、市科

委、市经信委、中关村园区管委会和昌平区区政府、区发改

委、区科委、区经信委、中关村管委会昌平园区等部门领导

的陪同下，视察了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中试基

地。化学所王笃金副所长、黄仁权所长助理、宋延林研究员

以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等陪同视察。

王笃金副所长代表化学所对苟仲文副市长一行表示欢

迎。随后，苟副市长一行对项目版材涂布车间、墨盒车

间、制版车间、印刷车间进行了视察，听取了宋延林研究

员对于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项目的情况介绍，现场参观

了项目工艺的整个流程和印刷生产线。

苟仲文副市长表示，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对该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希望项目组做好产业化方案策划，加

强与北京市相关企业的合作，加速推进该项目的产业化进程。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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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麦村秘书长调研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中试基地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邓麦村调研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

制版技术”中试基地。

7月23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邓麦村在院地合作

局戚强局长、陈文开处长等陪同下，到化学所“纳米材料

绿色制版技术”中试基地进行专项调研。化学所张德清副

所长、王笃金副所长、宋延林研究员以及职能部门相关人

员陪同调研。 

邓麦村秘书长一行现场参观了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

工艺的整个流程，在印刷车间邓秘书长仔细询问了该技术

的研发进展和应用情况。随后，邓秘书长一行在昌平基地

会议室观看了项目介绍片，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宋延林研究

员对于项目进展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和所领导、项目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邓麦村秘书长在讨论后指出，路甬祥院长、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对项目十分重视，特别关心项目的产业化推进情

况。邓秘书长希望项目组认真做好规划工作，探索适合项目产业化的最佳模式，制订项目发展路线图，通过建立工

程中心等方式实现技术的持续创新，形成对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产生好的社会影响。戚强局长高度评价了该项目

将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和对经济建设发挥的作用，同时，对项目的组织生产、技术推广、核心技术的掌握和知识产

权的保护等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议。              (综合处)



山东省寿光市领导到化学所工作考察

7月18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傅大军、

寿光市市长朱兰玺等领导以及企业家代表一行14人到化学所考

察。化学所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张德清副所长、黄仁权

所长助理、毛兰群所长助理、职能处负责人及拟开展合作领域

的科研人员代表参加了交流会议。

万立骏所长首先致辞，高度评价了近年来寿光市各项建设

取得的成绩，并代表化学所对寿光市领导一行的来访表示欢

迎。朱兰玺市长也详细介绍了寿光市优势突出的农业、工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并表示，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战略合

作，完成科学家和企业的对接，与化学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潍坊市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傅大军也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化学所与寿光市进一步开展实质性

的合作。

张德清副所长简要介绍了化学所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化学所在面向国民经济需求方面正在开展的部分项目进展情

况。随后，寿光市泰丰集团等四家企业代表，针对企业目前的技术需求，和化学所科研人员代表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最后，傅大军常务副部长、朱兰玺市长等领导、企业家一行参观了化学所展厅和部分实验室，与化学所领导和

科研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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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地合作局戚强局长来化学所调研

8月17日，院地合作局戚强局长一行10人到化学所工作调研，王

笃金副所长代表化学所对戚局长来所调研表示热烈欢迎。

戚局长等听取了我所黄伟研究员有关发光二极管（LED）封装材

料的报告，并就LED封装材料的研发现状、市场前景以及产业化模式

与我所科研人员进行了探讨。（科技处 ）

化学所隆重举行2010年研究生毕业典礼

6月29日上午，化学所2010年研究生毕业典礼在化学所礼堂

隆重举行。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吕晓澎，中科院化学所万立

骏所长、杨淑霞书记、张德清副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振忠

副所长出席典礼。化学所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代表、部分

在读研究生及毕业生亲友与190余名毕业生欢聚一堂，共同见证

这一庄严而幸福的时刻。

毕业典礼由化学所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徐辉主持。上午8点40

分，毕业典礼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开幕。

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杨振忠副所长分别宣读了中国科 颁发优秀毕业生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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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生院2009-2010学年优秀毕

业生名单和2010年毕业生名单。随

后，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吕晓

澎副院长亲自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

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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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毕业生们颁

发毕业纪念页并合影留念。

2010届毕业生代表郭云龙同学发

表了毕业感言，他代表2010届全体毕业生向为辛勤培育他们的领导和导师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回顾了在

化学所度过的美好时光，并向在学研究生代表于乐同学转交了接力棒，希望在学的研究生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在学研究生代表于乐同学代表在学研究生向2010届毕业生表示了祝贺。

王毅琳研究员代表全体导师致

辞，她首先祝贺毕业生们顺利毕

业，期望毕业生继承、发扬化学所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的所

训，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

绩，同时鼓励毕业生在今后的工作

生活中勇于面对困难，不断进取，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毕业生家属

代表刘玉芬女士代表毕业生家属感

谢化学所的培养，同时祝愿各位毕

业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强壮的体魄，永远健康、幸福、平安。中科院研究生院吕晓澎副院长对对毕业生们提出了殷

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秉承中科院的优良传统，真诚做人，专心做事，报效祖国。

最后，万立骏所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化学所的发展概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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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尽快学习

适应社会，不畏困难，勇攀高锋；保持身心健康，用平和的心态对待成功和挫折；锻炼身体，永远保持旺盛的青春

活力，热爱生活。万所长请毕业生们科学对待自己的身体，用理智鼓舞自己的信心，用信念指引自己的未来，勉励

他们在新的工作和学习岗位，勇攀高峰，迈向精彩未来！

典礼仪式结束后，所有毕业生和化学所领导、导师们、职能部门负责人合影留念，合影后毕业生们纷纷与老

师、同学和亲属在化学所园区中照相留念，记录下这人生中值得永恒纪念的美好时刻。          (研究生办公室) 

杨淑霞书记宣读研究生院优秀毕业生名单 杨振忠副所长宣读化学所2010年毕业生名单

万立骏所长致辞 中科院研究生院吕晓澎副院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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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化学所有机固体党支部和范青华研究员获中科院京区党委表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7月1日在北京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大会。化学

所党委书记杨淑霞、党委副书记杨振忠、部分党员代表和预备党员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为进一步推进京区积极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大会还表彰了一批中科院京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化学所有机固体党支部荣获中科院京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范青华研究员荣获中科院京区优秀共产党员，并受邀

在大会上作了先进事迹报告。                                                              （综合处）

化学所广大职工学生踊跃向甘肃舟曲灾区捐款

8月7日深夜，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因强降雨导致发生特大泥石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

难发生后，化学所广大职工学生表现出对灾区人民极大的关注。化学所党委迅速行动，召开基层支部书记会议部署了

化学所向甘肃舟曲灾区的捐款活动，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学生积极向灾区捐款，向灾区人民送去温暖、奉献爱心。

在化学所党委、工会的号召下，全所职工学生踊跃捐款。他们中有平时生活节俭却一下捐出上万元款项的老院

士，有率先垂范带头捐款的所领导，有捐款却不愿留下姓名的离退休老党员，有普通职工，还有在读和刚刚入所的

研究生。短短两天内，化学所就有251名职工学生共捐出款项68015.00元。爱心献灾区，携手渡难关，这些款项将

带着化学所广大职工学生的诚挚爱心汇往灾区发挥作用，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帮助下，舟曲人民一定会战胜灾

难，重建美好家园！             （综合处）

学习沈浩同志先进事迹，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开展

——化学所党委组织党员群众观看《第一书记》
   

7月21日中午，顶着炎炎烈日，化学所党员和群众们前往五道口电影院，观看了以沈浩同志为原型摄制的电影

《第一书记》。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党员所领导、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及广大党员群众近500人观看了电

影。电影以平实、日常化的方式，艺术地再现了沈浩同志短暂而绚烂的人生。电影拍摄的真实感人，把党员群众们

带入了小岗村曾经上演过的一幕幕感人的场面里。沈浩精神是全党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扎根基层、鞠躬尽

瘁、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是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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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组织开展“读书与实践”征文活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党要大力加强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化学所创先争优活动的

开展，化学所自2010年5月起在全所开展了“读书与实践”征文活动。在所党委的倡议下，全所职工和学生积极投

稿，工程塑料党支部还举办了庆七一“学习与思考”主题征文活动，布置了活动现场，组织实验室全体师生认真阅

读并进行文章的投票评比。此次征文所投的文章主题突出、文字优美，充分展现了我所职工和学生的良好文字功底

和文化精神风貌。经各党支部认真组织，经评委认真筛选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篇，组

织奖 2个，参与奖18篇。此次征文活动在化学所内营造和形成了重视学习、崇尚学习、勤奋学习的浓厚氛围，调动

了广大职工学生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综合处）

2010年2月，根据院党组和京区党委的精神，化学所党委已经部署开展了向沈浩同志学习的相关工作，全所党

员也通过学习文件、党建网、电视媒体等多种方式学习了沈浩同志的先进事迹。《第一书记》为化学所进一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提供了生动教材。此次组织党员观看电影，使大家再一次受到了教育和启发，进一步感受到了沈浩同

志精神境界的崇高、思想品格的伟大。化学所把学习沈浩精神与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掀起学习

沈浩精神的新高潮。              （综合处）



化学所发展基于共轭聚合物的新技术用于疾病相关基因与蛋白质检测

发展疾病的早期、高灵敏诊断技术对促

进重大疾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共轭聚合物

具有强的光捕获能力，可用来放大荧光传感

信号，为生物传感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传感

模式。近年来，在基金委、中科院以及科技

部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机固

体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设计、合成了系列

新型水溶性共轭聚合物探针，以给体-受体之

间的能量转移或电子转移机制为基础，实现

了重大疾病相关的基因以及蛋白质的高灵敏

识别与检测，为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

新思路。

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的核心内容之

一，它与癌症的关联是近年来癌症研究的一个热点。他们发展了基于阳离子聚芴的DNA甲基化检测新体系，结合

甲基化特异性-PCR技术（MSP）和HpaII限制性酶切-PCR技术，控制聚合物探针选择性地与甲基化特异性引物上

的荧光素发生能量转移，实现了HT29、HepG2、A498、HL60和M17等五种肿瘤细胞的p16、HPP1和GALR2三种基

因启动子的甲基化分析，并探讨了荧光信号与肿瘤细胞种类之间的关联性，在肿瘤特异性标志物的筛选以及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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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共轭聚合物荧光探针对HT29、HepG2、A498、HL60和M17肿瘤细胞p16、HPP1和
GALR2三种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检测分析结果

化学所离退休党支部召开庆祝建党89周年大会

7月15日上午，化学所离退休党支部召开了庆祝建

党89周年大会。党委书记杨淑霞书记首先传达了路甬

祥院长和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2010年度工作

会议报告精神，重点传达了2010年度化学所工作会议精

神。随后，杨淑霞书记向离退休党员们通报了目前化学

所已全面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情况。根据党的十七大的

部署和中央、中科院的精神部署，化学所已经全面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进行了相关部署和宣传，制定了《化学

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化学所深

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进行了化学

所创先争优活动总体安排。退休党支部书记李福家在会

上作了2009年离退休党支部工作情况汇报。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许红梅最后向党员们介绍了离退休人员补贴发放、党

费缴纳以及及时变更通讯录等工作。最后，杨淑霞书记向获得思想政治学习先锋奖、安度晚年先锋奖、和谐社会先锋

奖、参加政治理论活动优秀奖的老党员们颁发了奖状。                                (离退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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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成功实现水相中氟离子的快速检测

近年来，离子识别作为仿生学中重要的分支领域受到了化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光化学传感器由于具有高灵敏

度、可实时检测等优势，在分子识别和传感器的应用方面得到蓬勃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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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对离子识别方法学的研究，曾提出了离子

置换方法，利用荧光的开关过程实现了双离子的检测(Inorg. Chem., 2006, 45 (8), 3140)。近年来，随着课题组

对一系列激发态分子内质子转移化合物（ESIPT）的设计合成及对其性质的深入研究(J. Phys. Chem., B, 2004，

108(30), 10887，J. Phys. Chem. A, 2007, 111 (46), 11793; J. Phys. Chem. B, 2007, 111 (21), 5861)，

该类化合物由于其特殊的聚集荧光增强效应在白光发光二极管研究、能量传递及离子传感器方面得到应用(J. 

Phys. Chem. C, 2009, 113 (9), 3862; J. Phys. Chem. A, 2009, 113 (20), 5888)。最近，研究人员以修饰

的ESIPT化合物为母体制备的纳米颗粒，成功的实现了在水溶液中对氟离子的快速专一识别，该工作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4915-4918上。

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对氟离子的检测往往很难做到在水溶液中的实现，并且由于检测过程受到其它多种

阴离子的干扰，专一性受到限制。研究人员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将具有聚集荧光增强作用的质子转移化合物

BTHPB进行硅烷基化，并将产物制备成纳米颗粒分散在含有CTAB的水溶液中作为检测试剂，利用硅与氟的特殊的

相互作用，成功的实现了在纯水溶剂体系中氟离子快速检测。在此基础上，制备得到了氟离子检测试纸，不仅对

水中氟离子的检测专一性高，而且方便快捷。有关工作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硅烷基化的质子转移化合物荧光探针对水溶液中不同浓度氟离子的荧光响应结果

的早期诊断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 Protocols 2010, 5, 1255-1263，并获得中国发明

专利授权。

他们针对蛋白质光致失活在研究蛋白质功能中的重要应用价值及其在疾病治疗方面的潜在应用价值，利用

水溶性共轭聚合物与目标蛋白质的静电或金属介导的亲和作用，建立了基于水溶性共轭聚合物的蛋白质光致

失活的新方法，该方法具有高效、普适、高特异性的特点。研究结果发表在Adv. Mater. 2010, 22, 1602－

1606。

最近他们还撰写了水溶性共轭聚合物在生物检测领域的综述，论文发表于Chem. Soc. Rev. 2010，39，2411-

2419。在这篇综述论文中，作者结合国内外该领域的发展趋势，重点综述了近年来利用共轭聚合物荧光探针在DNA

与蛋白质检测与传感、荧光成像以及生物器件构筑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在重大疾病早期高灵敏诊断、药物设计以

及个体化用药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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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Paul S. Weiss教授访问化学所

8月23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Paul 

S. Weiss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Designing, 

measuring, and controlling molecular and supramolecular 

devi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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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s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

授”荣誉证书。

Weiss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出教授、美

国加州纳米系统学院院长、《ACS Nano》主编，现为美国

物理学会（APS）、美国化学会(ACS)、美国真空协会等

重要学术组织的Fellow、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Senior 

Member（IEEE）。主要从事原子尺度的化学与物理、分子器

件、纳米平版印刷、生物物理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曾获得多项国际重要奖项。

报告会后，Weiss教授与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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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所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
管道科技研究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8月6日，万立骏所长一行4人赴河北省廊坊市

访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管

道科技研究中心，万所长一行受到了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姚伟总经理、崔涛副总

经理、管道科技研究中心艾慕阳主任等领导的热烈

欢迎。

访问期间，万立骏所长代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

管道科技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

协议旨在巩固和加强双方前期已开展的使用纳米

材料改善含蜡原油低温流动性和提高原油输运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经济社会做出更多

贡献。                                                        (科技处)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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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扩大会议传达2010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8月24日下午，化学所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扩大会议，所党委正副书记、党委委员、党支部正副书记、中层干

部参加了会议。

党委书记杨淑霞传达了2010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路甬祥院长在2010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上，

作了题为《认真实施“创新2020”，开创我院跨越发展的新局面》的讲话。杨淑霞书记强调，支部书记会后要部署

学习路院长报告精神，深刻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中科院实施“创新2020”的战略意义，深刻理解中科院新时期新

阶段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认真学习《“创新2020”组织实施方案》的总体安排、任务分工方案和试点启动阶段

实施方案。化学所去年年底就组成三个战略规划小组，认真讨论制定了化学所“十二五”规划和“创新2020”方

案。我们要做好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要在中国科学院《“创新2020”组织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继

续做好化学所各项工作。                                                                    （综合处）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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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验收

8月19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在北京组织专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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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项目总体验收。院计财局潘锋副局长主持会议，

院基建局孔繁文局长、院计财局项目管理处赵志刚处长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王笃金副所长代表化学

所致辞。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昌丹首先就项

目总体情况进行了报告，随后工艺、建安、档案和财务四

个专业组组长分别宣读了专业组验收意见。专家组一致认

为，该示范工程项目建设完成了1000mm幅宽连续双向拉伸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了年产100吨的生产

能力，产品性能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该示范工程项目各项工作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合理，达到了国家

发改委批复的任务要求，验收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高技术材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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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召开管理工作培训交流会

7月2日下午，化学所管理部门召开了管理工作培

训交流会。全体所领导、职能部门全体工作人员50人

参加了会议。杨淑霞书记主持会议，对管理部门全体

人员对化学所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结合具体工作对

全体管理人员提出了希望，每个职能部门每个主管岗

位都是一个窗口，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一支精干

的、奋进的、协作的的管理队伍。万立骏所长对全体

管理人员提出了殷切希望并强调，深化改革、实现一

流的科学管理，是中科院全面推进“四个一流”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人员要珍惜现在的岗位，在踏

实工作努力提升管理能力的同时，为化学所的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张德清副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振忠副所长先后讲话，分别对所分管的工作作了总结，对相关职能部门

的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分管工作对管理人员提出了要求。黄仁权所长助理、杨国强所长助理、毛

兰群所长助理也先后发言。随后，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化学所创新三期总结和十二五规划情况，结合本职能

部门的分管职能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向与会人员详细汇报交流了化学所创新三期工作和十二五规划工作的具体

情况。                            （综合处）

方晓红研究员荣获“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

8月24日，第十届海外高新技术人才为国服务暨第三届新侨创新成

果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中国侨联颁发了“中国侨界(创新

人才)贡献奖”，155名侨界创新人才获此殊荣；同时，75个项目获得

“中国侨界(创新成果)贡献奖”。

化学所方晓红研究员荣获“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

荣获该奖项的多为“千人计划”、“百人计划”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他们承担着大量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并在科研开发、科技成果转化

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和作出了杰出贡献，其研究领域涵盖了

生物、医学、经济、物理等几十个个学科。             (综合处) 



化学所职工和研究生在京区第十八届职工游泳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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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建设

  根据现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经专家评审，基金会秘书长办公会议和基金理事会审核，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陈婷等五位博士后获得“第四十七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人事教育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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