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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新一届所领导班子成立

2013年1月4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詹文龙副院长带队

到化学所宣布新一届所领导班子任职决定。人事教育局

局长李和风，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马扬，

人教局领导干部处副处长张放，北京分院干部工作处

处长李浩然，化学所新老领导班子成员、院士、党委委

员、纪委委员、中层管理人员、研究员、副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以及各类职工代表近200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

马扬主持。

李和风局长宣读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张德清等职务

任免的通知》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王笃金等同

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张德清同志任化学所所长，王笃金、毛兰群、杨国强、黄仁权同志任化学所副所长（任期5

年）；王笃金同志任化学所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詹文龙副院长为离任的万立骏、杨淑霞、杨振忠三位同志颁发了荣誉证书。詹文龙副院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化学所上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他指出，过去的十年是化学所发展最快的十年，化学所的科研成果产出及科研

实力都得到显著增强，特别是“创新2020”和“一三五”规划工作做的非常好，为化学所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他感谢万立骏、杨淑霞、杨振忠三位同志在各自工作中为化学所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和支持化

学所以后的发展。同时，詹文龙副院长对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并提出几点希望和要求：第一，希望新一届

领导班子认真学习十八大有关文件，掌握和领会十八大精神，继续加强战略研究，动态优化“一三五”规划和布

詹文龙副院长讲话 李和风局长宣读任职决定马扬书记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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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凝炼科学目标，加强重大成果的转移转化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二，进一步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培养为主，按需引进，积极创造好的条件，发挥好各类人才的作用；第三，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

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凝聚力，进一步改善科研条件，不断提高科研人员待遇。詹文龙副院长祝化学

所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广大职工和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随后，万立骏、杨淑霞、杨振忠同志先后发言。万立骏同志感谢院党组、京区党委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

感谢在任期间化学所广大职工和研究生的支持，感谢所班子成员的支持和配合，相信张德清所长会带领新一届班

子把化学所的工作做的越来越好。杨淑霞同志感谢院党组、人教局、京区党委多年来给予的指导，感谢化学所老

领导、科学家、科研管理支撑部门给予的支持，谈到体会时，她表示自己在任期间得到了所班子成员的尊重和支

持，得到了化学所职工研究生的支持和理解，她希望化学所广大职工和研究生以后一如既往地支持新班子工作，

相信新的领导班子会形成一个团结奋进积极拼搏的集体，带领化学所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杨振忠副所长对院党

组、京区党委和长期以来支持自己工作的所班子成员、全体职工、研究生及家人表示了感谢，对新班子的成立表

示祝贺，他结合自身在化学所的成长经历表达了自己对化学所深厚的感情，并祝愿化学所的明天会更美好。

最后，张德清所长代表新一届所领导班子讲话。他首先感谢院

党组和北京分院党组、化学所同仁对新班子的信任和支持。他说，

化学所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经过50多年的发展，在院领导的指导

下，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性的成果，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

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形成了“创新

求是团结奉献”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他感谢几位离任领导为化学所

做出的贡献。张所长表示，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国

家战略指导思想，中科院更加注重重大成果的产出，詹院长也对化学

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新班子将按照院党组的要求

认真思考化学所的发展目标，努力工作，秉承服务的理念，带领全体

职工和研究生进一步推动化学所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好“一三五”规

划，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评价体系，努力产出重大科研成果；按照院里

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用好中科院和国家的人才计划，做好

引进和培养青年人才工作，进一步用好现有人才；进一步加强党委核

心作用，进一步发挥学委会、战略规划委员、职代会等多方面的作用，为化学所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进一步落实好

基建“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改善科研条件；努力工作，提高大家的工作生活待遇。新班子将和全所职工研究生一

起努力，共同促进化学所的新发展。（综合处）

张德清所长讲话

万立骏同志发言 杨淑霞同志发言 杨振忠同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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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2013年2月4日，化学所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化学

所第十届党委和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党

委和纪委。大会由党委委员张德清所长主持，196名党

员代表、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等共200余人

参加了会议。京区党委副书记、京区纪委副书记肖建春

出席了会议。

王笃金副书记（主持工作）代表中共化学所第十

届委员会做了题为《坚持围绕科技创新，不断加强党

的建设，努力构建和谐奋进的研究所》的党委工作

报告，从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

优活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推进创新文化建设、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做

好工青妇和统战工作、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党建工作所获奖励等方面全面回顾了上一届党委五年来开展

的工作，同时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并对下一届党委工作提出了三点建议：1.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十八大精神为主线，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2.以深化和推动创先争优长

效化为契机，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3.深入推进创新文化建设，努力营造适应科技创新的

文化氛围。

随后，王笃金副书记做了题为《关口前移，强化监督，为研究所发展保驾护航 》的纪委工作报告，从积极开展

党风廉政教育、抓好反腐倡廉工作落实、加

强重点领域监督检查、确保信访举报渠道畅

通等方面总结了纪委工作，并谈了工作体会

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另外，王笃金副书记还

做了《关于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

告》。

本次党员代表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党委

和纪委工作报告，随后审议通过了大会选举

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张德清所长主持大会 王笃金副书记作报告

化学所荣获“北京分院2012年度          
优秀领导集体”

2013年2月27-28日，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2013年度

工作会议上，北京分院党组表彰了5个2012年度换届的领导集体。化

学所以万立骏为所长、杨淑霞为党委书记的上届领导班子荣获“北京

分院2012年度优秀领导集体”。（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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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尔畏副院长到化学所慰问朱道本院士并进行工作调研

2013年1月10日上午，施尔畏副院长在院士工作局王敬泽副局长的陪同下，到化学所慰问朱道本院士，并就化

学所相关工作进行了工作调研。化学所原党委书记杨淑霞、张德清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国强副所长、黄仁权

副所长陪同慰问和调研。

在慰问朱道本院士时，施尔畏副院长感谢朱院士多年来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代表院党组向朱道

本院士致以新年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并就化学所科研和产业化等工作与大家进行了交流。朱道本院士对院党组

和院领导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后，施尔畏副院长参观了化学所新建实验楼

部分实验室，并与化学所所领导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座

谈。张德清所长汇报了化学所“一三五”规划的实施

与进展情况，王笃金副所长汇报了化学所院地合作相

关工作，黄仁权副所长汇报了化学所基建“十一五”

项目进展及“十二五”项目规划情况。

施尔畏副院长为化学所取得的成绩由衷地感到高

兴，他结合美国康宁公司的发展历程，并结合中科院

及研究所的现状，就如何做好创新工作、加快成果转

化，以及加强一流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与大家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综合处）

会议选举程序由总监票人化学所原

党委书记杨淑霞主持。与会党员代表通

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党委和纪委。大会期间，

京区党委还下发了《基层党委工作考核

评价表》，对化学所上一届党委工作进

行了测评。

选举结束后，肖建春副书记做了讲

话。他首先代表京区党委祝贺大会成功

召开，对新一届党委纪委表示祝贺。

他对化学所上一届党委纪委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紧紧围绕科技创新，服务研究所快速发展，深

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较好地发挥了党

委的政治核心、保证监督、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感谢上一届党政领导班子对化

学所党建工作做出的贡献，同时希望新一届党委纪委与行政班子密切配合，党政齐心协力，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中科院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发

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按照“创新2020”跨越发展体系的总体部署和“一三五”规划，促进重大

成果的产出，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预祝化学所在“创新2020”跨越发展阶段取得新的更大的成

绩。（综合处）

京区党委副书记、京区纪委

副书记肖建春讲话

总监票人化学所原党委书记杨淑霞

主持会议选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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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事杰化学科学奖学/奖教金捐赠仪式暨化学所                 
杰事杰奖学金签约仪式”在化学所举行

2013年1月8日，“杰事杰化学科学奖学/奖教金捐赠暨化学所杰事杰奖学金签约仪式”在化学所举行，出席

签约仪式的有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桂生董事长、吴桂华常务副总裁等一行3人，中国科学院

大学苗建明副校长和张晋连主任，化学所原所长万立骏院士、原党委书记杨淑霞、张德清所长、王笃金副所长、

杨国强副所长和职能部门相关人员。苗建明副校长、杨桂生董事长与王笃金副所长签署“杰事杰化学科学奖学/

奖教金”捐赠协议，杨桂生董事长与杨国强副所长签署“化学所杰事杰奖学金”捐助协议，苗建明副校长向杨桂

生董事长颁发“杰出教育贡献奖”奖牌和证书，万立骏院士、张德清所长向杨桂生董事长颁发“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工程塑料实验室荣誉研究员”聘书。

签约仪式由王笃金副所长主持，万立骏院士首先代表化学所对杰事杰公司长期以来对化学所的支持表示感

谢，并对国科大在我所研究生培养和奖学/奖教金设立方面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苗建明副校长介绍了中科院研

究生教育基金会的整体情况，并对如何实现基金的奖励效果给予建议和指导；杨桂生董事长介绍了杰事杰公司的

成长历程和发展现状，并感谢化学所培养了他一丝不

苟、锲而不舍、宽容失败等重要品质；张德清所长和

杨淑霞书记也作了重要讲话。

仪式结束后，三方领导就未来的合作领域、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等进行了交流讨论。

杰事杰公司是由“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杨桂生博

士创办，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经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自1992年创立之日起，杰事杰公司就致力

于工程塑料等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建

立了遍布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的销售网络，形成了强

大的研究开发、技术支持和销售服务体系，成为工程

塑料和复合材料领域的国内领军企业。（科技处）

化学所推荐拉奥教授获得“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奖”

由化学所推荐的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进科学研究中心教授C.N.R.Rao（拉奥）获得了中国科学院“2012

年度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2013年1月23日，白春礼院长为拉奥教授颁发了获奖证书和荣誉奖章，并对化

学所给予了表彰。

拉奥教授曾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印度科学院院长，现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理事会成员、印度总理科技

顾问团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进科学研究中心教授。他主要致力于固态和材料化学以及结构化学方面的研

究，为固态和材料化学的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拉奥教授一直重视发展国家科学院(TWAS)和中国科学院(CAS)的

密切合作关系，曾多次访华，为加强中国科学院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的合作，中印两国的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以

及提升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月24日，拉奥教授访问了化学所，并与我所科研人员就石墨烯和纳米材料研究领域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

论。毛兰群副所长对拉奥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对拉奥教授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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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领导春节前看望慰问老同志

2013年2月5日上午，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化学所新老两届领导班子成员率职能部门有关同志，前往化

学所三十多位老院士、老领导和老科学家家中看望了老同志，代表化学所全所职工和研究生向他们表示了节日的

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所领导仔细询问了老同志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并向老同志介绍了2012年化学所按照“创新2020”总体部

署，深入实施“一三五”规划，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感谢老同志们为化学所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多年

来对研究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在听到化学所取得的许多成绩后，特别是科研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新实验楼已建成投入使用时，老同志们由

化学所举行2013年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3年2月1日上午，化学所召开2013年化学所学术委员会和分子科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学委会主任朱道

本院士、唐有祺院士、张存浩院士、黄志镗院士、王佛松院士、朱起鹤院士、张礼和院士、佟振合院士、江龙院

士、张希院士、万立骏院士、赵进才院士及学委会五十多位委员出席会议。全体所领导参加了会议。

首先，化学所原所长万立骏院士、原党委书记杨淑霞分别对学委会各位委员长期以来对化学所的支持和关心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化学所在新班子带领下取得更大的发展！ 

学委会主任朱道本院士对各位委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总结了2012年学委会的工作情况。

张德清所长向学委会报告了2012年化学所的科研进展，详细介绍了化学所一年以来在经费争取、人才培养、

论文发表及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取得的重要成果。

接下来的座谈中， 各位委员先后发言，并对化学所2012年取得的科研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大家认为，化学所近

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科研成绩，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正在跻身于世界一流研究所的前列。希望化学所继续按照

“一三五”规划的整体部署，进一步夯实分子科学基础研究，

营造创新科研氛围，不断产出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推

动化学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入

推进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及产业化，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

最后，张德清所长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感谢学委会及

前任所班子对化学所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各位委员

继续给予指导和支持。张所长也表示将与全体职工一起，

继续加强科研创新环境的营造，加强人才培养，注重合作

与交流，创造更多的重大成果！（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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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连续雾水收集研究方面重要进展

水是生命的根基，但由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用水量的剧增，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危

机。传统的海水脱盐及废水回收二次加工的方法不但设

备复杂，而且成本昂贵。雾水收集--将空气中含有的隐

性水资源（直径为5-40 μm的小液滴）转化为显性的可

利用的水资源，简单低耗，有望成为解决水资源危机的

有效途径。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力支持下，化

学所有机固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

作，继世界上首次发现蜘蛛丝方向性集水 （Nature 463: 

640-643）之后，在连续高效雾水收集方面又取得新突

破。该结果最近以全文的形式发表在《自然》系列杂志

《自然通讯》上（Nat. Commun. 2012, 3:1247），并被

作为当期的Featured Image 进行了重点报道。结果一经发

表就被科学杂志（Science）以“Thirsty Cacti Collect Fog 

on Spines” 为题在一周新闻里做了专门报道。

研究人员通过对生长于沙漠的耐旱植物仙人掌（Opuntia microdasys）的研究，发现这种植物经过长期的进

化，发展出了独特的结构特征：肥厚多汁的茎上分布有簇状的刺和绒毛。对单根刺的观察表明，刺的前端被定向

排列的锥形小刺覆盖，中部被宽度渐变的沟槽覆盖，尾部

则由带状结构的绒毛覆盖（见图1）。这一结构的整合导

致了在雾水到来的时候，凝结在刺前端的液滴被收集后，

经由中部沟槽的输运，被根部的绒毛快速吸收，新生成

的表面准备开始下一个雾水凝结-收集-传输-吸收的循

环，从而形成了连续的雾水收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认为

刺的锥形结构导致产生的拉普拉斯压梯度和沿刺身方向宽

度渐变的沟槽导致产生的表面能梯度共同驱动了凝结在刺

前端的小液滴向刺根部快速运动（见图2）。对仙人掌这

一特殊结构-功能关系的研究，为设计开发连续高效的雾

水收集器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缓解世界水资源危机提供了

出路，对世界范围内农业，工业，国防领域的发展有重要

意义。（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科研进展

图1 仙人掌(Opuntia microdasys)形貌以及结构

图2 仙人掌连续集雾过程示意及内在机理分析

衷地感到高兴。尽管有的老同志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一直关心着化学所的发展。老同志们表示，一定会继续为

化学所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余热，同时祝愿化学所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稳步发展，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取得

新的更大的成绩。（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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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超高密度信息存储材料研究领域新进展

具有强电子给受体结构的有机功能材料往往具有独特的光电性能，并可以通过给受体基团的控制实现对分子

能级的有效调节。近年来针对给-受体型电荷转移分子在有机存储器件、太阳能电池、场效应晶体管等领域的研

究受到广泛关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和新材料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从分子

设计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备了一系列具有强电子给、受体的有机分子，通过调控给、受体在分子骨架中的位置，

发现不同的分子结构对存储器件开关比及读写可逆性等存储关键性质具有重要影

响 (J. Am. Chem. Soc. 2007, 129, 11674；Adv. Funct. Mater. 2010, 20, 

803-810)。他们对这类具有电子给-受体型有机分子及高分子的信息存储特性

及器件开展了系统研究（J. Phys. Chem. C 2009, 113, 8548-8552；Appl. 

Phys. Lett. 2009, 94, 163309； Appl. Phys. Lett. 2010, 96, 213305；Appl. 

Phys. Lett. 2010, 97, 253304），并应邀撰写Future Article (J. Mater. Chem., 

2011, 21, 3522�3533) 和出版了专著（High Density Data Storage: Principle,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9）。

在以上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与北京大学裴坚教授等合作，设计合成了一

类包含三聚茚及三苯胺的新型电荷转移分子薄膜存储体系。研究了光电协同效应

对给-受体型的电荷转移分子的存储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光电协同效应能

够有效提高纳米尺度信息存储的开关比。进一步利用扫描隧道显微技术成功写

入纳米尺度的信息点，并可通过调控外光场、扫描偏压等存储参数，实现对信息点显现和隐藏的可逆操纵。这一

结果为设计高信噪比信息存储材料和信息加密器件提供了新思路，相关工作被选为J. Mater. Chem.杂志 “Organic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特别专辑的封面论文 (J. Mater. Chem., 2012, 22, 4299-4305)。

除了利用STM技术实现纳米尺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外，探索提高单个存储单元的存储维度，也是实现高密度信息

存储的重要发展方向。最近，他们利用这一类新型电荷转移分子，构筑了三明治型结构的存储器件，并利用光电协同作

用实现了多位信息存储(图1)。在暗条件下,存储器件具有高低电导态之间写-读-擦的双稳态存储性能；而在紫外光照

射协同作用下，扫描电流电压曲线过程会出现一个存储中间电导态(图2)。光电协同的作用可以使存储器件在“0,1,2”

三种电导状态间相互转变，从而实现了多比特高密度信息存储的性能。他们还与帅志刚教授等合作，系统地讨论了实现

多比特存储的机理，为未来新型存储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

基础。有关工作发表在近日的美国化学会志上 (J. Am. Chem. 

Soc. 2012, 134, 20053�20059)。（新材料实验室）

图2 存储器件I-V特性曲线。(a) 暗条件下双稳态的写-读-擦的存储

性能。(b) 紫外光照下存储器件的I-V曲线出现一个中间电导状态。

图1 利用光电协同作用实现多位信息存储器件在“0，1，
2” 三态之间转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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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在共轭聚合物设计与生物医药应用领域取得系列进展

共轭聚合物具有较强的光捕获能力，可用来放大荧光传感信号，在疾病诊断以及生物检测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共轭聚合物在细胞与动物水平的荧光成像以及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也获得了高度关注。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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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轭聚合物

设计与生物医药应用领域取得系列新进展。

癌症相关基因启动子上甲基化的变化是癌症早期诊

断的一种有潜力的生物标记。相比于单甲基化变化，积

累分析多个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有望提高癌症检测的精确

度和灵敏度。他们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相关

人员合作，利用基于阳离子共轭聚合物的新型荧光共振

能量转移技术，分析了结肠癌七种相关基因的DNA甲基

化水平。通过逐步判别分析和累积检测分析，获得了

较高精确度和灵敏度的结肠癌检测结果与鉴别诊断结

果。结合启动子甲基化变化的累积分析与阳离子共轭聚合物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该技术有望用于结肠癌的筛查

和鉴别诊断，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2, 3：1206。 该工作发表后，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13, 10, 3)杂志以Research Highlights 形式发

表了题为“The help of epigenetic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的专门评述。他们还设计、合成了具有不同主链以及侧链结

构的水溶性荧光共轭聚合物，获得了红绿兰三基色聚合物

体系。通过调控不同荧光颜色聚合物在同一个因工程改造

的微生物模板上的自组装，获得了单一激发波长下多色发

射的共轭聚合物微纳粒子。通过荧光光谱、荧光显微镜以

及流式细胞仪等技术对多色编码聚合物微纳粒子在细胞成

像以及细胞编码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结果发表

在Adv. Mater. 2012, 24, 637-641上。研究人员还设计、

合成了新型阳离子支状侧链聚芴分子，该分子可作为高效

基因转染材料，同时还具有荧光成像功能。该转染材料可

有效地保护DNA不被核酸酶水解，绿色荧光蛋白质粒转染实

验表明其转染效率为92％，与商业化的转染剂脂质体2000

（lipo2000）和聚乙烯亚胺（PEI）相当，可用于基因转染

的实时跟踪与定位，该研究结果发表在Adv. Mater. 2012, 

24, 5428-5432上。

光动力疗法（PDT）作为新的疾病治疗方式已经应用

于临床，但该方法依赖于外界光源的照射。研究人员设计

发展了新模式的光动力治疗体系，不需要外界光照射，利用化学分子激活产生活性氧的原理，实现了对肿瘤与

微生物感染的有效抑制。该体系中鲁米诺分子在过氧化物氧化酶以及双氧水存在下产生的生物发光通过能量转移

（BRET）过程可以高效转移到阳离子寡聚对苯撑乙烯分子（OPV）上，激发态的OPV分子敏化周围环境的氧气分子产

图1 基于阳离子共轭聚合物的新型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

原理以及结肠癌相关基因甲基化水平分析结果

图2 化学分子激活的的光动力治疗新模式

原理图与抗肿瘤活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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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手性研究方面重要进展

手性是自然界的重要现象，手性研究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挑战性课题。发生在二维表面的手性现象，对异

相手性催化、手性物质的分离与拆分、手性晶体、乃至对探索生命起源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研究发现，手性分子和非手性分子均可在固体表面形成各种各样的手性纳米结构，但是表面手性是如何产生、

传递和放大的目前仍不清楚，组装过程的手性特征缺乏控制，组装结构随机地表现出左手性或右手性，并且手

性只局限于表面的局部区域，整个表面仍表现为外销旋特征，这些不利于人们对手性现象的认识及对表面手性

结构的设计构筑，也严重制约了手性表面的应用。最近，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成功利用简单的手性共吸附分子实现了对表面组装过程的手性特征的控制，获得了具有整体左手性或整体

右手性的表面二维多孔网格结构，首次发现了固/液界面基于非手性分子的手性非线性放大现象，并从分子层

次上研究了非手性分子组装过程中手性的产生、传递和放大过程，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Nature Commun.

（2013，4:1389) 上。

图1 手性分子与分子聚集体的选择性相互作用实现手性控制的示意图

生活性氧（ROS），继而杀死相邻的肿瘤细胞与病原微生物。该体

系可克服经典光动力疗法中光源不能透过深部组织的缺点，为设计

新模式的光动力治疗体系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果发表在J. Am. 

Chem. Soc. 2012, 134, 13184-13187上。大多数分子靶向抗肿瘤

体系依靠抗体进行细胞表面靶向识别，由于不能进入细胞使得该

体系不能对细胞内的蛋白进行识别。为此他们设计并合成了多功能

聚合物-药物（聚噻吩-他莫昔芬）二元体系，该体系可靶向识别

MCF-7癌细胞内的特异性信号蛋白（雌激素受体），在光照射下，

该共轭聚合物可以敏化氧分子产生ROS并进一步失活信号蛋白，从

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另外聚合物的荧光特性赋予该体系可同时用

于细胞内的荧光成像跟踪，研究结果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 2012, 

2: 766。

最近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会期刊《化学评论》（Chem. Rev. 2012, 112, 4687-4735）发表了综述文章，重

点介绍了近五年来共轭聚合物在荧光成像，疾病诊断和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存

在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展望。（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图3 多功能聚合物-药物二元体与细胞内的特异

蛋白识别与活性调控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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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两项成果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2013年2月21日上

午，“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暨2013年北

京市科技工作会议”

在京召开。北京市人

民政府公布了“关于

2012年度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励的决定”，

化学所两项成果获得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化学所毛兰群研究员、于萍副研究员等完成的项目“基于表界面化学的活体分析新原理和新方法的研

究”获得201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化学所李化毅副研究员、王笃金研究员等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共同完成的项

目“氢调法高流动聚丙烯催化体系、聚合工艺开发及工业化应用”获得201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科技处）

科研活动

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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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表面手性研究，已经成功实现了表面手性分子绝对构型的鉴别(Angew. 

Chem. Int. Ed., 2002, 41, 3408-3411)，非对应异构体的表面拆分(J. Am. Chem. Soc., 2008, 

130, 8878-8879)，表面手性结构的构筑及调控(J. Am. Chem. Soc., 2010, 132, 5598-5599; 

2011, 133, 21010-21015)等。最近，研究人员设计了具有多重氢键稳定的双组份分子网格体系，BIC

（5-(benzyloxy)-isophthalic acid derivative）和1-辛醇。通过控制1-辛醇中与氢键作用位点相邻的碳

原子的手性，实现了手性特征的调控，获得了具有整体左手性或整体右手性的表面二维多孔网格结构。研

究发现，两种组分的氢键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立体选择性，当在辛醇的氢键作用位点附近引入手性碳原子

后，碳原子的手性可通过立体选择性相互作用转化为BIC/辛醇分子结构基元的手性，并进一步传递至整个

二维网格结构（图1）。在此过程中，手性辛醇分子既是手性种子也是构筑基元，BIC与辛醇分子间存在强

的选择性相互作用，这些都有利于对组装过程的手性特征的控制。研究中还发现了一种手性非线性放大现

象：在溶液相中，(S)-2-甲基辛醇或(R)-2-甲基辛醇的微小对映体过量（≥5.2%），便会导致整个表面

网格结构表现出其对应的手性特征，另一种手性特征的网格结构则完全消失（图2），这是迄今为止首次有

关固/液界面基于非手性分子的手性组装过程的“the-majority-rules”的报道。研究还发现，这种表面整

体同手性结构具有手性记忆效应，在用非手性1，16-十六二醇分子替换掉手性2-甲基辛醇分子后，具有手

性特征的网格结构仍可保持。这些研究结果为表面手性调控开辟了一种简单有效的途径，加深了对手性形

成和放大机制的理解，并为手性表面在异相手性催化及手性分离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础。（分子纳米结

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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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舫研究员获美国化学会2012年              
高分子学术报告奖

近日，美国化学会高分子材料部门颁发了2012高分子学术报告奖(Macro2012 

Lecture Award)，该奖项是通过对于2012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召开的世界高分

子大会(IUPAC World Polymer Congress)上的邀请报告进行评选而产生的。

化学所李永舫研究员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Two-dimension-conjugated 

polymers with conjugated side chain for high efficiency polymer solar cells”的邀

请报告获得了此奖。获得该奖项的共有8人，仅有李永舫研究员一名学者来自中

国大陆（http://pmse.sites.acs.org/）。（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召开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研讨会

2013年1月10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召开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研讨会，对正在组织策划的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进行了研讨。

会议由化学所张德清所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刘鸣华局长、化学所学委会主任朱道本院士、中国科学

院基础科学局综合规划处燕琳处长、化学与交叉科学处郭大军处长、刘耀虎副处长以及有关人员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和领导认真听取了张德清所长有关化学所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方面的整体构想，并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刘鸣华局长充分肯定了化学所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战略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张德清所长表示，化学所将认真研究、吸纳领导及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先导专项方

案。同时，感谢各位专家和领导长期以来对化学所的支持和帮助。（科技处）

化学所组织召开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

专项“纳米光子学测试仪的研制与推广”项目启动会

2013年1月11日，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纳米光子学测试仪的研制与推广”项目启动会在化学所启

化学所两个产业化项目获得2012年度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为了表彰我国在产学研合作创新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经科技部和国家科技奖励办

批准，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设立了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与促进奖，并分设了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产学研

合作促进奖、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及产学研合作突

出贡献奖四个奖项。

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和“羰基合成

醋酸催化剂的研制和工业化应用”两个产业化项目获得2012年度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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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主持的两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通过验收

2013年1月26日，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在化学所组织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

目“节能相变储能材料及应用示范”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和纤维级树脂研究”结题验收会。验收专家组，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戴博伟副局长、曹红梅处长、唐清研究员，化学所张德清所长、毛兰群副所长、项目负责人

和项目研究骨干共20余人参加了验收会。会议由院高技术局曹红梅处长主持。

张德清所长首先感谢高技术局领导及验收组专家的莅临指导，并希望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得到各位领导和

专家的支持。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戴博伟副局长介绍了两个项目的立项背景，并对项目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望和

建议。

项目负责人董金勇研究员和杨振忠研究员分别对所承担项目的立项背景、主要进展和指标完成情况作了汇报。

验收专家组在听取项目汇报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两个项目完成了任务书中规定的研究内容和考

核指标，同意通过验收，并建议中国科学院继续给予支持与关注。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曹红梅处长对项目的完成情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感谢专家对项目的支

持，她也表示今后会进一步关注项目的研究进展和应用。（科技处）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续签合作协议

2007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在过去5年中，双方在研究人员互访、联

合举办学术交流会、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2013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续签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表面化学、超分子化

学、有机化学、光化学和电化学等相关领域开展合作。（科技处）

动。国家科技部条财司吴学梯副司长、条财司条件处孙增奇处长、郑健副处长，中科院计划财务局曹凝副局长、

科技条件处杨为进处长、基础局综合规划处燕琳处长，化学所张德清所长、毛兰群副所长、科技处郭晴副处长，

项目专家组成员、用户委员会成员和项目组成员代表等共30余人参加了启动会。

会议由毛兰群副所长主持。项目负责人化学所姚建年院士对到会的领导、专家及项目组成员表示感谢。

科技部吴学梯副司长首先祝贺项目启动，并指出在项目执行中，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认真落实法人机制，

做好管理和监督工作。他同时也强调要严格执行国家各项规定，加强经费管理。中科院计财局曹凝副局长

要求项目要把握好定位，充分做好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张德清所长在致辞中首先对科技

部、科学院及各位专家在百忙之中的莅临指

导表示感谢。他表示，化学所会高度关注此项

目，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支持，争取把该项目做

成示范项目。

最后，化学所赵永生研究员介绍了项目总

体情况、计划安排和管理要求，专家组对项目

的实施以及产业化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讨

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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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组织开展春节前安全工作大检查

2013年1月31日上午，化学所召开春节前安全检查工作会议，会议由化学所安全委员会主任、黄仁权副所长主

持，原党委书记杨淑霞、王笃金副所长、毛兰群副所长、杨国强副所长、党支部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科住物

业公司项目经理和主管近30人参加了会议。

杨淑霞书记首先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对今后的安全工作提出了希望：安全至关重要，新老两届领

导班子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大家要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安全工作，全力保障研究所安全。

综合处石永军处长对部分重点安全检查项目进行了说明，如实验室门窗是否关闭、实验过程是否有人值

守、冰箱试剂存储是否规范、废液是否及时处理、实验垃圾和生活垃圾是否分装等。综合处安全主管周利民通

报了近期实验室发生的几起火警，并从安全检查力

度、实验室自检自查和安全宣传等几个方面提出了

建议和设想。

最后，黄仁权副所长对安全责任制的落实、安

全检查制度的执行、充分发挥安全员作用、安全宣

传培训等安全工作要点进行了强调和工作部署。

集中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分成六个检查小组在

全所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对于检查

中普通存在的问题，所里已发布《关于做好2013年

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通知》，请各部门认真自查整

改落实，确保春节假期安全。（综合处）

所务动态

化学所开展2012年度精神文明考核工作

2013年2月26日下午，化学所召开精神文明考核与检查小组会议，开展2012年度精神文明考核工作。所精神文

明考核与检查小组副组长黄仁权副所长主持会议。

综合处安全保卫主管周利民通报了化学所2012年度安全工作情况。党办主任李蕴能通报了2012年度各支部在

党建网稿件发布情况及各支部配合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工作的情况，感谢各支部对党委工作的配合与支持。

各支部按照化学所精神文明公约实施条例的要求进行了自查，并结合支部在2012年开展的工作、举行的活

动、配合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及效果等方面做了发言。精神文明考核与检查小组成员听取了各支部的工作汇报并

进行了评比打分。

化学所原党委书记杨淑霞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各党支部开展的工作和对所党委工作的支持，感谢大家多年来

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各支部在新一届党委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王笃金副书记感谢杨书记多年来在为化学所党的工作付出的努力，感谢支部书记一年来的辛勤工作，对各支

部在2012年度围绕研究所和实验室的中心工作，开展特色工作，取得的明显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希望各

支部在新的一年里，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围绕所的中心工作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王笃金副书记还对科研

骨干的组织发展工作、党支部配合实验室科研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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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建设

“放飞梦想、爱我家园”

——化学所隆重举行2013年新春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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