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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骏院士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0年10月19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第二十一届院士大会在印度海得拉巴市

举行，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TWAS院士、获奖科学家、特邀代表400多人出席了大会。在本次TWAS大

会上，共增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58名。

化学所万立骏院士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是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发达国家的科学

组织的著名科学家中选举产生，院士们均在各自的科学领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长Jacob Palis教授在给万立骏院士的来信中写道：“请接受我对于您入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最诚

挚的祝贺，您的入选是对您对科学以及发展第三世界科学的杰出贡献的明显的认同”。       （综合处）

专题报道

邓麦村秘书长一行到化学所视察指导工作

9月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邓麦村在北京分院副院

长欧龙新、院办公厅安保办处长张增群、高级业务主管郁前

等领导的陪同下，到化学所就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视察。化

学所全体所务会成员、职能部门正、副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

全程陪同参加了视察。 

邓麦村秘书长一行首先听取了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的

工作汇报。杨书记从化学所概况、安全保卫工作两个方面进

行了汇报，在安全保卫工作部分重点汇报了化学所安全责任

体系和落实各项安全工作的主要措施，如在危险化学品的购

买、储存、使

用和废弃物处置等各个环节开展的工作。

听取了杨书记汇报后，邓麦村秘书长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

院领导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一定要做到组织落

实，责任到位。安全工作要天天讲、月月讲，安全指标只有一个，

就是确保研究所内部平安无事。邓麦村秘书长还就安全经费投入、

安全工作考核和“一票否决”、危险化学品采购、危险气体钢瓶管

理使用等问题与所领导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座谈。

随后，邓麦村秘书长一行实地检查了化学所液体试剂库、分子杨淑霞书记作工作汇报

邓麦村秘书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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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和废液

回收库。在检查过程中，邓麦村秘书长仔细查看了实验记录本、实

验室规章制度、通风柜电源插座等，并和实验室老师、学生亲切交

谈，询问工作人员安全常识，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安

全问题等。

视察活动中，邓麦村秘书长、北京分院和院安保办领导对化

学所开展的各项安全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在安全常识普

及、实验过程安全防护和通风柜电源隐患方面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和建议。                                          (综合处)

化学所与寿光市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2010年10月23日，中科院化学所与寿光市科技合作

签约仪式在山东寿光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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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寿光市科技

局有关领导，泰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亿嘉农化集团、

寿光市规模企业和街道的有关领导，化学所所长万立骏

院士、杨淑霞书记、王笃金副所长、北京新化正隆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兆楼以及相关研究员、职能部门负责

人员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万立骏所长代表化学所与朱兰玺市长

签订了化学所与寿光市政府科技合作协议，王笃金副所

长代表化学所与泰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亿嘉农化集团

等签订了企业合作协议。

万所长介绍了化学所的概况以及近年来取得成绩，希望通过合作加快化学所的成果转化，并促进寿光市经济

结构调整和化工产业的更大发展。

朱兰玺市长在讲话中表示，与中科院化学所的合作将促进优秀科研成果在寿光的转化，大幅度提升寿光市化

工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对寿光海洋、化工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意义重大。

签字仪式结束后，万所长一行在朱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寿光市展览馆，并对富康制药、建隆贝尔公司等地进

行了实地考察。               （科技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马希荣副厅长一行访问化学所

2010年10月1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马希荣副厅长一行6人到化学所考察访问，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

记、毛兰群所长助理等接待了马副厅长一行。

万所长代表化学所对马副厅长的来访表示欢迎。马副厅长介绍了宁夏自治区科技发展整体情况，并通报了自

治区与中国科学院科技合作取得的成绩，希望化学所通过与神华宁煤的合作，支持宁夏自治区宁东煤化工基地的

发展。万所长对马副厅长的建议表示支持，并指示有关实验室加强与神华宁煤的科技合作，进而实现与宁东能源

参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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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基地的全面合作。随后，杨淑霞书记等与客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促进我国煤

化工技术的进步。

座谈会后，马副厅长一行参观了化学所展厅。          (科技处)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占剑主任一行来访化学所

10月20日上午，中关村街道办事处主任占剑一行到化学

所进行工作调研，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彬、中关村派

出所洪延所长、中关村交通大队张志良队长、中关村税务所

郝健所长、中关村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罗明雄、中关村街道办

事处各部门负责人等陪同调研。化学所杨淑霞书记、王笃金

副所长、黄仁权所长助理、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部分管理人

员参加了调研座谈会议。

党委书记杨淑霞首先代表化学所向占剑主任一行来访表

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化学所概况，同时感谢地方政府

各部门长期以来对化学所的支持和帮助。王笃金副所长从化

学所发展沿革、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研究单元、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工作进展等方面介绍了化学

所的概况，重点介绍了化学所信息、能源、环境、交通等领域开展的多项高技术研究成果，并对化学所院地合作

的主要方式和投资参股的高新技术企业做了详细介绍。

占剑主任也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的现状以及中关村街道及地区职能部门的职能变化。作为海淀区的

核心组成部分，中关村地区的发展日新月异，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交流了解化学所的科技创新成果等情况，希望

双方在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方面取得共识。中关村地区街道和企业联合会将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为企业和科研院所

创造交流的机会，搭建合作的桥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杨淑霞书记表示，化学所将继续以科技力量支持中关村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建立更好的沟通与合作平台，为

中关村地区整体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希望中关村街道继续支持化学所的各项工作。随后，与会人员就化学

所成果转化对接、公司注册登记、周边环境、子女入学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合处）

化学所2010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金秋送爽，9月3日上午8:00，化学所2010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化学所礼堂隆重举行。二百余名研究生新生齐聚

一堂，满怀喜悦和希冀，从这里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化学所所领导、实验室领导、党支部书记、研究生辅导员、

导师代表、研究生办公室全体老师及部分在学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典礼。开学典礼由化学所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徐辉

主持。

开学典礼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化学所副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杨振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

表化学所全体所领导和全体师生对各位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祝福全体新生在化学所度过美好

充实、积极向上的研究生时光，并向新生概括介绍了化学所的发展历史、导师队伍、学科建设、基础设施等总体

情况。同时提出了三点希望与要求：1.自觉培养科学道德精神，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端人才；2.既要树立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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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视野开阔，又要培养坚忍不拔的毅力，脚踏实地开展工作；3.要发

扬相互团结精神，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最后，他希望同学们能以化学所为

家，全身心的投入到科研工作当中，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化学所这片热土上

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人生乐章，为将来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才而努

力奋斗！

胡文平研究员代表导师发言。他结合自己的学习工作及培养研究生

的经历向同学们分析了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差别，鼓励新生主动学习实践、

尽快适应化学所科研生活，并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向大家说明了实践

和合作的重要性。他希望大家能够在化学所正确的面对挫折和逆境，相互学

习，相互合作，掌握扎实的基本功，实现自己的理想，毕业后更好的回报社会。

董全霄同学代表全体在所研究生欢迎新同学的到来，与新生们分享了学习、科研、生活等各方面的经验与体

会，希望同学们在新的阶段，刻苦努力，把握方向，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开始。新生代表陈莎同学发表了开学感

言表达了初入化学所的欣喜，倡议同学们要珍惜进入化学所的

机会，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素质，勤奋努力的学习工作，

实现自己的理想，做一名优秀的研究生。

最后，研究生办公室徐辉主任再一次欢迎新同学加入到化

学所这个大家庭，预祝全体新生在化学所度过美好的学习时

光，并勉励新生们一定要牢记领导、导师们的谆谆教诲，秉承

化学所精神“创新、求是、团结、奉献”，踏踏实实做人、做

事、做学位，志存高远，全面发展，激扬青春，放飞理想，与

化学所、化学事业一起腾飞。    （研究生办公室）

化学所赵进才研究员获日本光化学协会“Lectureship Award for 
Asian and Oceanian Photochemist”

2010年9月9日，化学所赵进才研究员获得日本光化学协会

“Lectureship Award for Asian and Oceanian Photochemist”。

日本光化学协会是国际光化学领域最具影响的协会之一。该协

会设立了“Lectureship Award for Asian and Oceanian Photochemist”

和“Honda-Fujishima Lectureship Award” 2个国际奖项，每年分别

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其它海外国家各评选出1名获奖者。今年该

协会将前者授予了化学所赵进才研究员，以表彰他在“染料污染

物可见光光降解及在绿色合成中的应用” (Photodegradation of dye 

pollutants on TiO2 under visible irradi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green 

synthesis)方面的突出贡献。              （光化学重点实验室）

科研进展

杨振忠副所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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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子的可控自组装、聚集态结构和性能研究方面新进展

通过分子设计和自组装实现对其聚集态结构、形貌、维数和尺寸的调控，从而调控其性能是化学、物理和材

料等学科的重要前沿研究领域。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科院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分子材

料的组装与性能调控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最近他们设计、合成了一类新的具有双亲基团的卟啉分子TEOP，

通过原位生长和自组装结合的技术，实现了TEOP 有序的纳米结构和性能的可控构筑。相关的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

Adv. Mater. 2010,22, 3532-3536。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自组装条件

可以在硅、石英玻璃等基底上实现大面积

(平方厘米级)、高有序生长分子聚集态结

构阵列（如图），不仅实现了对TEOP聚集

态结构的尺寸和形貌的精确调控，还实现

了在无模板条件下对该分子的有序性、阵

列有序性和维数的准确控制，为高有序、

大面积自组装分子聚集态结构材料提供了

新思路。更有意义的是，结合单晶结构的

分析，清楚的解释了其生长过程和机理。

TEOP分子为方砖形，可以通过卟啉分子间的π-π 堆积相互作用以“J”型边-对-边的排列形式在晶体中层层堆

积并在溶液中形成表面能量最小的球状结构，形成无序的球状聚集膜，这些球状结构通过挥发驱动的对流过程可

以在溶剂中移动、聚集、重排、组装，使得部分首先形成相互排列的直线，直线排列的有序结构为后面的有序排

列提供了模板，最终逐级组装形成大面积、高有序的球状阵列聚集态结构。该有序阵列的非线性吸收系数和非线

性折射系数比对应的溶液增强了1000倍，而无序结构对非线性吸收和折射无任何响应，展示了性能和有序结构独

特依赖关系，在新的光学器件等领域中具有极大的潜在应用前景。

另外，研究人员在先进分子的设计、自组装方法、固态结构和性质方面也获得了新的系列研究结果，这些结

果分别发表在Chem. Commun. 2010, 46, 3161; Chem. Commun. 2010, 46, 5698; J. Phys. Chem. C 2010, 

114, 12982; J. Phys. Chem. C 2010, 114, 15109; Org. Biomol. Chem. 2010, 8, 3923上。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卟啉分子TEOP结构、组装过程和有序纳米结构的可控构筑

化学所有机蓝光材料、蓝光主体材料研究取得系列进展

有机发光二级管（OLED）在全彩色平板显示和固态白光照明等领域展示出诱人的前景，引起了人们极大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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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相关课题组多年来

致力于有机光电材料及器件的研究工作，在关键性的蓝光材料、蓝光主体材料方面取得了系列进展（Adv. Funct. 

Mater.2010,20,3125-3135）。近年来，随着该课题组对一系列蓝光材料、蓝光主体材料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深入

研究（Chem. Mater.2009，21,1333-1342），利用互补色和部分能量下转换的原理制备了稳定的、高效率的白光

器件（J.Mater. Chem.2010,20,3186-3194）。

最近，该课题组设计了一种高热稳定性的无定型分子，它能与常用的高效率磷光发射材料FIrpic形成固态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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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从而实现高效率的蓝色磷光发射，该工作发表在Adv. 
Mater., 2010, 22, 4167-4171。FIrpic是一种天蓝色磷光

发射材料，也是目前报道的发射效率最高的材料，其发射

峰位于474 nm处左右，且发射光谱很宽。由于没有一个

良好的蓝色磷光主体材料在能级与化学相容性上与FIrpic匹

配，磷光发色团之间容易相互作用，从而引起发射光颜色

不纯和发射效率降低，因而限制了其用途。科研人员利用

苯基联二芴为核构建的咔唑类分子，是一种高热稳定性材

料，同时具有很高的三线态能级，能与FIrpic形成固态溶

液，使得FIrpic磷光分子得到很好的分散，从而实现了其本

征的蓝光发射（如图）。这一工作将为蓝色磷光主体材料

的设计提供新的指导思想。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研究生院苏刚教授应邀来化学所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9月25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苏刚教授应邀为化学所师生作

了分子科学前沿报告，并被聘为化学所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教授。

杨振忠副所长主持了报告会，万立骏所长为苏刚教授颁发了“分

子科学前沿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苏刚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是中科院“百人

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凝聚态

理论物理、统计物理及计算材料物理等方面的研究。苏刚教授在

报告中介绍了碳富勒烯、硼组成的非碳富勒烯方面的研究成果，

并将理论计算与实验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对比。整个报告内容丰

富、讲解透彻，精彩的报告引起了在座师生对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浓厚兴趣，报告会结束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热烈讨论。

报告后，苏刚教授在杨振忠副所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化学所展厅，并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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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办公室） 

学术活动

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代表团访问化学所

9月15日，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Thomas Sinkjær主任、Klaus Bock主席一行4人的代表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国际合作局西欧处鲁荣凯处长和范英杰博士的陪同下访问化学所，并参加了中丹国际合作项目合作交流会。

学术交流前，杨振忠副所长、Thomas Sinkjær博士和Klaus Bock博士分别代表化学所、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进

行了简短发言。随后代表团听取了6位项目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团充分肯定了研究人员

不同掺杂浓度薄膜器件的电致发光图谱、主体材料及器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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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被评为中科院基本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2010年9月14-16日，中国科学院基本建设工作总结交流大会在苏州隆重召开。

会议总结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3年以来中科院在科教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经验和不足，对于深刻理解“创新2020”的战略部署，明确基本建设工作新的历

史使命和任务，加快推进“十一五”建设任务，全面落实“十二五”规划制订和实施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对全院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化学所被

评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化学所原副所长、现

已退休的朱征同志荣获特殊贡献奖。      （基建办公室）

简讯

取得的成果，并对双方的进一步紧密合作与交流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丹麦国家研究基金

会（DNRF）在“新纳米结构及其功能（New Nano Structures and their 

Functions）” 研究领域共同资助两国科学家的合作研究项目。化学所刘

云圻研究员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Thomas Bjærnholm教授共同主持的“自

组装分子电子学纳米体系：从基础研究到新功能应用”获得批准。项目

开展一年以来，经过化学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纳

米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项目人员在研究工作方面取得多项研究进

展，并在合作交流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方式。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9月16日上午，化学所党委组织中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参观“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现场大量的展示图片、生动的电视画

面以及实景模拟展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让大家进一步理解了渎职侵权犯罪，认识了渎职侵权犯罪对社会的严重

危害。通过参观，进一步调动了党员干部参与和支持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积极性，明确了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恪尽职守，勤政廉政。          （综合处）

 2010年度中科院各奖项评选结果揭晓，化学所1名博士生荣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院长特别奖、4名博士生

荣获院长优秀奖。4名博士生荣获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７名博士生荣获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２篇论文获得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名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２名研究员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优秀

指导教师，１名研究员获得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研究生办公室）

 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评议，化学所刘会贞同学荣获2010年度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澳大利亚BHP Billiton 奖学金，其导师韩布兴研究员/姜涛副研究员获得导师科研奖。全院共有26位在学研究

生及其指导老师获此殊荣。            （研究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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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莹鲜花赠园丁，浓浓敬意献师长

	 	 	 ——化学所热烈庆祝第26个教师节

千里共月，喜迎中秋

	 	 ——化学所举行2010年中秋游园会

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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