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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何岩书记一行到化学所座谈指导工作

2013年3月11日下午，院党组成员、北京分院党组书记、京区党委书记何岩，北京分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欧龙

新、李静，北京分院纪检组组长、京区党委副书记肖建春，以及北京分院京区党委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化学所

座谈交流。化学所全体所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王笃金副书记主持。

张德清所长首先介绍了化学所的基本情况，重点汇报了化学所“一三五”规划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和党建工作情况，并结合化学所基建和“3H”工程等工作，汇报了研究所下一步围绕“一三五”规划、

努力产出重大科研成果等工作重点。张所长感谢北京分院京区党委多年来对化学所的指导和帮助，并表示化学所

将继续坚持两个面向，围绕“一三五”规划，创新科研活动组织方式，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创造更多国

际一流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为化学科学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随后，与会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结合化学所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进行了讨论。黄仁权副所长针对

化学所人员多、需求大、资源少等难题，希望中科院、北京分院统筹协调，加大投入，发挥各研究所积极性，整

合资源，努力解决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住房等问题。毛兰群副所长谈了化学所科研条件紧张等现状。化学所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也结合自身工作，向北京分院领导汇报了推进“3H”工程、自有资金紧缺等问题。

化学所原党委书记杨淑霞在座谈中谈了自己的几点体会：何岩书记带队来所调研工作，体现了对化学所新一

届领导班子的支持和重视。她感谢自己在任期间，北京分院京区党委领导对化学所各项工作的支持。杨书记还结

合化学所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建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分院领导进行了沟通交流。

何岩书记向化学所人员介绍了北京分院的定位和职能，强调北京分院京区党委一直遵循“指导、服务、管

理、协调”的定位，努力为研究所履行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化学所作为院里科研工作最强、竞争力也最强的研究

所之一，多年来为中科院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相信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化学所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各项工

作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何岩书记

对化学所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三点希

望，一是制定切合实际的领导任期目

标，作为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全体职

工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二是坚持自己

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坚持“四位一体”

的管理体制；三是做好人才队伍建设规

划工作，稳定关键人才，加快培养青年

人才。希望化学所抓好“一三五”规划

落实工作，抓住机遇，加快重大应用项

目的成果转移和产业化工作，取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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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成果。何岩书记表示，北京分院京区党委一定会继续大力支持化学所各项工作，努力帮助协调解决研究所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综合处)

齐心协力，开拓创新，深入实施“一三五”规划

——化学所召开2013年度工作会议暨职工代表大会

2013年4月3日，化学所召开2013年度工作会议暨职工代表大会，所党政领导、院士、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副

高级职务以上人员，管理部门全体人员，党支部正副书记，团委委员和研究生会委员200余人参加了大会。杨国强

副所长主持会议。

张德清所长首先作化学所2012年度工作报告，他从科研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财务管理、党建与创新文化建

设、行政管理、基本建设等方面总结了化学所2012年各项工作情况。2012年，化学所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紧紧围绕“创新2020”，深入实施“一三五”规划，经过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面向化学科学前沿，取

张德清所长作工作报告 王笃金副书记传达院工作会议

和党建工作会议精神

毛兰群副所长作化学所2013年
科研工作要点报告

得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做

出了重要贡献；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取得优

异成绩。随后，结合研究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张所长从进一步实施“一三五”规划、

促进重大科研产出；引进与培养并重、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传承创新、求是、团结、奉献的优良文

化；落实好“十二五”基建规划，进一步改善科研工作条件；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安全和

保密管理，保障化学所健康稳定发展

等五个方面部署了近期工作要点。

王笃金副书记传达了白春礼院长

在2013年院工作会议上题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建设“三位

一体”中国科学院》的讲话精神，简

要通报了中国科学院2012年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精神，紧紧围绕“创新2020”，各项

工作取得的新成就，并对2012年中国
杨国强副所长主持大会 黄仁权副所长作化学所2013年基本建设

及安全工作要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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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在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创新2020”、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2013

年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进行了说明。王笃金副书记还传达了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院第一次党建工作会

议上题为《全面提高我院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施“创新2020”提供坚强保证》的报告精神。

毛兰群副所长对化学所2012年科研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并作了2013年科研工作要点报告，对2013年

科研任务的组织与申报、院重点实验室评估、研究所“一三五”专家诊断评估等工作做出了具体解读和说明。

黄仁权副所长作了化学所2013年基本建设及安全工作要点报告，通报了化学所天津武清基地建设项目、旧楼改

造工程及“十二五”基建规划工作进展情况，并就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责任制体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继

续加强各类安全检查、加强安全培训和宣传等方面强调了化学所2013年安全工作要点。

随后，与会代表们分成五个讨论小组，结合所长工作报告，围绕“一三五”规划，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化学所

优势、进一步加强交叉合作、促进重大科研产出以及做好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组讨论。分组会场讨论

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为化学所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下午大会前，各组召集人代表集中和所

务会成员交流了各组的讨论情况。

下午的大会上，杨国强副所长宣读了2012年度化学所集体和个人所获各项奖励。张德清所长、王笃金副书记

向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转发了“北京分院2012年度优秀领导集体”奖牌，向荣获2012年度化学所精神文明先

进单位的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党支部、分子识别与功能党支部颁发了流动红旗和荣誉证书。毛兰群副所长、

杨国强副所长、黄仁权副所长向获得精神文明表扬的有机固体党支部、分子动态学党支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党

支部、新材料党支部颁发荣誉证书。

最后，张德清所长进行了大会总结。他感谢大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对这些意见和建议的整理、讨论和

落实提出了要求。对于化学所如何抓住机遇、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张所长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

贯彻落实十八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抓好“一三五”规划实施工作，争取获得重大科研产出；二是充分发挥化

学所现有综合优势，加强学科交叉合作，协调好各类人员的平衡

发展，增强创新自信心，通过组织部署项目和调整评价体系等途

径，促进产生重大科研成果；三是继续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通

过有计划地组织课题组、实验室、研究所几个层面的国内外学术

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化学所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四是进一步

协调好科研、管理和支撑三方面的关系，相互理解支持，齐心协

力，共同促进化学所的大发展。张德清所长最后强调，本届所领

导班子将秉承传统，和全所职工、研究生一起共同努力，多做实

事，多做贡献，共同促进化学所更好更快地发展。（综合处）

张德清所长、王笃金副书记向万立骏所长、

杨淑霞书记转发“北京分院2012年度

优秀领导集体”奖牌

颁发2012年度化学所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流动红旗和荣誉证书

颁发精神文明表扬党支部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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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院党组领导到化学所宣布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子

2013年4月25日下午，北京分院

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京区党委

常务副书记马扬同志和北京分院组织

人事处处长杨旭同志到所宣布了化学

所新一届党委和纪委领导班子。化学

所上届党政班子领导、新一届行政班

子领导、实验室正副主任、党委纪委

委员、党支部书记、职代会常委、职

能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马扬书记主持会议并宣读了中国

科学院党组“关于王笃金、杨国强同志任职的通知”：王笃金同志任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国强同志任化学研

究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马扬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化学

所上一届党委的工作，并对新一届所党

委、纪委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马

扬书记说，十八大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中科院面临更大的责任

和使命，党的工作要紧紧围绕研究所的

中心工作，围绕“创新2020”的实施发

挥作用，促进研究所产出更多的科研成

果、取得更大的成绩；要坚决克服形式

主义等不良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党的自身建设；要将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有机结合，做好在科研骨干中发

展党员的工作；要扎实开展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遵循科研规律，做好科研经费的正确使用和管理。马扬书记

最后强调，新一届党委要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化学所党政密切配合的优良传统，要认真学习和贯

彻落实《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和所长负责制等实施细则，一如既往地按照规定发挥各自的作用。化

学所是中科院有着优良传统和强大实力的研究所，相信新一届领导班子坚持务实朴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不断思索

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已有的基础上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王笃金书记在讲话中感谢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以及全所党员和全所职工研究生的信任，感谢上一届党委为

研究所创新发展做出的贡献。王笃金书记表示，马扬书记对新一届党委工作已经提出明确要求，新一届党委班子

将不断加强学习，认真履行职责，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能力，

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院党组“十二项”要求，紧紧

围绕“一三五”规划的实施开展工作，在院党组和北京分院

党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所同志的支持下，新一届党政班

子密切配合，同心协力，共同促进化学所的发展。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杨国强在讲话中感谢院党组、北

京分院党组以及全所党员的信任，表示新一届纪委将在党委

的统一领导下，在院里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结合研究所

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马扬同志主持会议

并宣读任职通知

王笃金书记讲话

杨国强副书记讲话 张德清所长讲话

会场



2013年   第 3、4期

5

实际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张德清所长代表行政班子对新一届党委、纪委班子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他说，化学所党政密切配合有良好

的传统，在今后的工作中，行政班子将全力支持党委工作，党政班子通力配合，认真落实“一三五”规划，促进

重大科研产出。张所长感谢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对化学所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感谢全体党员、全体职工对新一

届党政班子的信任和支持，相信在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化学所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综合处)

科研进展

化学所利用离子液体包CO2型乳液制备大孔-介孔聚合物材料

传统乳液一般由油（有机溶剂）和水组成。与传统溶剂

相比，超临界流体和离子液体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质，如超临

界流体的性质可通过压力进行调控、有强的溶剂化能力和良

好的传质性能；离子液体的结构可设计、不挥发、热稳定性

好，是大多数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良溶剂。以超临界（或压

缩）CO2和离子液体分别替代传统的油相和水相形成新型的乳

液，将产生新颖的性质和特殊的应用效果。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

持下，化学所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

过对双亲分子/离子液体体系相行为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研究，

形成了稳定良好的离子液体包CO2型乳液。这种新型乳液体系

用于聚合反应有很多优点。例如，内相模板剂（CO2相）可以

通过卸压完全去除、乳液适用范围广、环境友好等。在该乳

液中制备了具有大孔-介孔结构的聚合物材料，孔隙率达84%

以上，而且大孔和介孔的尺寸可通过CO2压力进行有效的调

控。以这种多孔聚合物为载体的纳米Pd催化剂，对苯乙烯加

氢反应和Suzuki偶联反应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该工作发表在近期的《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1792-1795），并被选为“Hot Paper”。(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院重点实验)

图1 离子液体包CO2型乳液聚合制备大孔-介孔聚合物材料

化学所在小分子活化与转化机理研究方面
取得显著进展

甲烷、氮气、一氧化碳等化学性质相对稳定的小分子在低温乃

至室温条件下的催化转化是能源及催化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研

究这些分子在低温条件下催化活化转化的机理与规律是理性设计低

温催化反应的关键。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等的支持下，

化学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建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质谱仪器，

图1 “自由基触发-金辅助”导致多重碳氢键活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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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与国内外合作在溶液法制备有机薄膜晶体管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

人员与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光源和美国SLAC加速器实验室的

科研人员合作，在高性能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相

关结果分别发表在J. Am. Chem. Soc. (2013, 135, 2338); Adv. 

Mater. (2013, 25, 1401); Adv. Mater. (2013, 25, 313)上。

基于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与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有机

功能材料化学实验室前期在n-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研究的基础

上(J. Am. Chem. Soc. 2010, 132, 3697; Adv. Mater. 2011, 

24, 2448; Chem. Mater. 2011, 23, 1204; Org. Lett. 2012, 14, 

292)，相关科研人员对系列n型材料的薄膜聚集态结构、分子堆积

及器件性能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烷基链分支点位置的细微变

化对器件的性能有巨大的影响，研究了该类分子的烷基链分支点位

置、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薄膜状态下的分子堆积和器件性能之间的

关系。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采用溶液法制备了高性能n型有机薄膜

晶体管（OTFT），器件的电子迁移率达到3.5 cm2 V-1 s-1，该性能

是目前国际上同类器件的最优结果，相关结果发表在J. 

Am. Chem. Soc. (2013, 135, 2338)上。

器件的多功能性质研究对OTFT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具

有决定性影响。相关科研人员开发了简单有效的有机超薄

膜旋涂制备方法，基于该方法构建了多种单分子层、双分

子层和少数分子层的超薄膜OTFT，并成功利用n型超薄膜

器件构建了高灵敏度氨气传感器，灵敏度较普通薄膜OTFT

提高了一个量级。该工作对于促进OTFT的多功能应用具

有重要意义。相关结果以内封面形式发表在Adv. Mater. 

图1 材料的分子结构、薄膜结晶度与器件性能关

系曲线以及高性能器件的输出与转移曲线

以量子化学为指导，自下而上地系统考察了各种元素组成的原

子团簇与甲烷等小分子的作用与反应，并取得了显著进展。在

深入研究氧和各种元素形成的二元以及多元团簇与甲烷等烷烃

反应的基础上，总结发现氧自由基是导致sp3碳氢键室温活化的

关键因素，并且自由基的反应性受到其局部自旋和电荷分布的

控制（Acc. Chem. Res. 2012, 45, 382-390）；进一步，在

一些团簇中引入金原子，发现氧自由基触发反应后，Au 6s轨

道的稳定性导致团簇可以同时活化单个烷烃分子中的多个碳氢

键（图1），揭示了金在相关反应中具有奇特催化性质的本质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2444-2448）；在研究中小尺寸团簇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还将研究体系拓

展到纳米尺度，从而可以考察单一质量纳米颗粒的反应性并对一氧化碳低温催化氧化的分子机理进行了研究（J. 

Am. Chem. Soc. 2013, 135, 2991-2998，图2）。(分子动态与稳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图2 一氧化碳低温催化氧化的分子机理

图2 柔性透明超薄膜OTFT的照片，超薄膜器件的传感

工作曲线及当期内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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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5, 1401)上。

基于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性能和功能研究方面的工作基础，化学所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应邀以“Multi-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Organic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OFETs):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为题

撰写了综述文章，全面总结前人和本实验室的工作，详细阐述了OTFT的

功能、应用及实现器件多功能集成的策略，文章出版在Adv. Mater. 最近

出版的“Gated Systems for Multifunctional Optoelectronic Devices”专刊中

（Adv.Mater. 2013, 25, 313）。(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图3 OTFT多功能应用示意图

化学所在DNA光损伤反应动力学机理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从气相小分子体系扩展到更为复杂的凝聚相生物分子体系、与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形成

交叉，是化学动力学研究领域蕴含机会和富有挑战的方向之一。在基金委、科技部、中科院支持下，化学所分子

反应动力学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致力于发展时间分辨红外等光谱方法，深入研究导致DNA光损伤的激发态及自由

基反应的复杂过程，取得系列进展，发现并提出分子和量子态层次上认识DNA光损伤的多种化学反应新机理。

DNA光损伤的本质是生色团碱基分子吸收紫外光发生光化学反应。反应涉及到1ππ*、1nπ*、3ππ*激发态以及基

电子态等多个电子态的参与及电子非绝热效应，探测反应发生的非绝热途径是认识DNA激发态复杂反应衰变过程的

关键。对导致交联损伤的CPD反应，即嘧啶碱基双键的[2+2]环加成、生成环丁烷嘧啶二聚体(CPD)的反应，成功探测

到CPD生成动力学，揭示了反应的激发三重态机理及T1/S0势能面交叉的存在和反应发生的非绝热反应途径（J. Phys. 

Chem. A. 2011, 115，5335-5345）。对SP损伤反应，即胸腺嘧啶T碱基的CH3基团与相邻T碱基的C=C双键发生加成

反应生成SP交联产物，揭示了反应的双自由基分步机理和非绝热反应途径，解决了生物化学上对该反应是协同机理

还是分步机理的长期困惑（J. Phys. Chem. B. 2012, 116，11117-11123）。

在DNA光损伤反应中，还存在一类危害更大的UVA波段的

紫外光引发的损伤，主要是机体组织的内源性或外源性光敏剂

分子吸收UVA、产生活性氧ROS、引发一系列ROS氧化性损伤反

应。深入认识UVA光损伤发生的分子反应机制，需要从物理化

学上研究这些反应发生的动力学机理。以化学、生物、医药等

多个领域普遍关注的6-硫代鸟嘌呤(6-TG)分子为例，阐明了

6-TG吸收UVA光敏产生单态氧(1O2)、
1O2氧化6-TG生成致癌产

物GSO3的基元反应途径和关键反应中间体(图1)，发现并提出

新的反应机理（GSOOH→GSO2→GSO4→GSO3），揭示了生物分子水

环境下水分子协助调控反应的重要作用（J. Am. Chem. Soc. 

2013, 135，4509-4515）。(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图1 植入DNA的6-TG分子吸收UVA光敏产生1O2、

1O2氧化6-TG生成致癌产物GSO3的反应机理

化学所在锰族金属催化的C-H活化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C-H键活化策略直接利用分子中广泛存在的C-H键来构筑C-C键或C-X键，在很大程度上节

约了反应步骤，提高了反应效率，并且减少了对环境有害的无机废弃物的排放。当前，后过渡金属—特别是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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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麻生明院士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3年3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麻生明院士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联烯的不对称合成”的分子科学论坛

报告。范青华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张德清所长为麻生明院士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荣誉证书和奖牌。

麻生明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师从陆熙炎院士，曾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Negishi教授课题组做博士后

研究，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化学

系教授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麻院士在联烯及其类

似物化学方面作出了系统和创新性的成就，包括建立了高效的环状化合

物合成方法学，实现了联烯亲电加成反应的立体化学及区域选择性调控

和亚烷基环丙烷及环丙烯的选择性碳-碳键断裂，提出了杂环化合物的多

样性合成方法等。麻生明院士曾在国际重要杂志中发表论文150余篇，共

发表论文160余篇，撰写中文专著2本，章节2章，英文章节4章。

报告会后，麻生明院士与化学所分子识别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的

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科技处)
张德清所长为麻生明院士颁发荣誉证书

钌、钯、铱等“贵金属”—在C-H活化领域

发挥着主导作用。金属锰具有来源丰富、价

格便宜等优点，其催化的C-H活化研究在国

际上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科

院和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分子识别

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通过采用五

羰基溴化锰和二环己基胺的催化剂组合，发

展了锰/胺协同脱质子的C-H活化新模式（图1）；进而，通过锰配体间质子转移及分子内炔基辅助锰实现C-H活化

等关键步骤，构建了完整的锰催化循环；并与化学所光化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用计算化学的方法验证了此催

化循环的合理性（J. Am. Chem. Soc. 2013, 135, 1264-1267）。该工作是自1989年发现该类当量反应以来首次实

现的锰催化的芳烃C-H烯基化反应。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锰族金属铼

与主族金属镁催化剂的连续催化策略首次实

现了苯甲酰胺和炔烃的中性[4+2]环化反应

（图2）。该反应只采用催化量的铼/镁催

化剂，无需反应物的预官能化，直接通过

C-H/N-H官能化的方式合成了3,4-二氢异

喹啉酮，展示了很高的原子经济性和过程经

济性。同时，通过反应条件的调控，可以高

非对映选择性分别得到顺-3,4-二氢异喹啉酮和反-3,4-二氢异喹啉酮化合物，体现了该催化体系高度的灵活性

（J. Am. Chem. Soc. 2013, 135, 4628-4631）。(分子识别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 

图1 首例锰催化的芳烃与端炔的C-H烯基化反应

图2 首例铼/镁共催化的苯甲酰胺与炔烃的中性[4+2]环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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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王中林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2013年3月5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王中林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题为“Organic Nanogenerators as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 Piezotronics for Functional Systerms”的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杨国强副所长主持了会议，200多位师

生听取了报告。

王中林教授是国际纳米科技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科学家，他的研究

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引领性。他创立压电电子学和压电光电子学，在纳米

能源技术和自驱动纳米技术、纳米氧化锌材料的表征和应用等多方面取得了

多项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已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了700

篇期刊论文（其中包括《Science》10篇，《Nature》3篇和《Nature》子刊6

篇）,36项专利，5本专著和20余本编辑书籍。他的论文被引用48,000多次。

H因子(h-index)是105，是世界材料和纳米技术领域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前

五位作者之一。

王教授报告精彩、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引起了在座师生的广泛兴趣。

报告会上化学所师生与王中林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科技处) 王中林教授作报告

化学所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
成果在北京转化先进团队”技术

转移工作组织奖一等奖

为深入落实《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协议》，充分调动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和技术转移团队在京转化科技成果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经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联合评

审，化学所科研成果转化办公室获得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在北京转化先

进团队”技术转移工作组织奖一等奖。(科技处)

化学所两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荣获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根据《关于申报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的通知》，经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和王宽诚教育基金

会审定，化学所江浪、霍利军2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荣获2013年度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由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自2008年开始设立，旨在鼓励青年科技人才献身科技事业，为

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中国科学院每年奖励35周岁（含）以下、具有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

优秀青年人才50名。

截至目前，化学所共有9人获得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人事教育处)

宝洁公司代表团访问化学所

2013年4月26日下午，宝洁公司全球开放创新发展部研发总裁Michael Duncan 博士、研发总经理（北京）Rh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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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务动态

化学所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

2013年3月4日下午，化学所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副所长、安委会主任黄仁权和安委会副主任张志杰

分别主持。

黄仁权副所长首先就化学所新一届安全委员会人员组成、委员职责和委员会工作规范及化学所安全责任体系

构架进行了说明，并传达了院办公厅《中国科学院2013年安全工作要点》和院安保办《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两

会”期间安全工作的通知》两个文件。

张德清所长讲话指出：安全工作非常重要，是做好科研工作的保障，安全工作要从每个人做起，全所同志一定要

有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实验室主任、课题组长有义务、有责任做好安全工作，只有每个研究单元都安全了，全所才

能安全；要充分发挥安全员队伍的作用；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汲取以往教训，防范潜在的危险和事故，确保平

安稳定。王笃金副所长在讲话中强调：安全稳定关系到化学所的创新发展，一定要引起全所同志的重视；安全工作要

纳入室务会重要议题，“两会”期间尤其要做好各项安全工作。

综合处安全主管周利民汇报了今年1、2月份开展的安全工作

和“两会”期间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安委会副主任、综合处处长

石永军通报了2013年安全工作要点，并着重对“化学所安全员管理

规定”（初稿）进行了说明。随后，安委会副主任张志杰组织委

员们就“化学所安全员管理规定”（初稿）各项条款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综合处)

“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B实验楼等2项工程”结算工作会议召开

2013年3月13日，化学所基建办公室组织召开了“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B实验楼等2项工程”结算工作会议。

会议由黄仁权副所长主持，化学所基建办公室、财务资产处、造价咨询公司、监理公司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议。各单位汇报了“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B实验楼等2项工程”结算情况，并对咨询公司提出的结算方案进行了

讨论。黄仁权副所长对工程结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基建办公室)

Knox 博士等一行6人来到化学所，与化学所领导洽谈全面战略合作事宜。

张德清所长、毛兰群副所长、科技处相关人员及拟开展合作领域的科研人

员代表参加了交流会议。

张德清所长代表化学所对宝洁公司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并表示非常

支持化学所与宝洁的交流与沟通，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完成科

研和企业的对接，与宝洁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Michael Duncan 博士也表

示支持宝洁公司与化学所在原有合作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方向，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随后，Rhona Knox 博士和科技处李志波处长分别介绍了宝洁公司全球开放创新发展部和化学所的基本情况，宋

延林研究员和王毅琳研究员分别介绍了各自课题组的研究领域和未来与宝洁公司可能开展的合作方向，随后双方进

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后，宝洁公司一行人员参观了相关实验室。

此次交流强化了化学所及宝洁公司的合作关系，推动了实质性合作，为下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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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新一届伙委会成立

经所工会、研究生会推荐，化学所新一届伙委会成立，本届伙委会由17位代表组成。

4月17日，工会组织召开了伙委会全体成员与食堂承包人的交流座谈会，黄仁权副所长、综合处石永军处长及

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伙委会的主要职责，并就全所职工群众反映的各种意见、建议进行了交

流和沟通，要求食堂从食品安全、菜品质量、就餐环境等方面严格要求，提高质量，保障健康。

18日上午，伙委会成员到食堂实地检查了就餐环境、食品、操作间卫生等情况并提出了整改要求。(综合处)

化学所党委积极组织广大职工研究生向芦山地震灾区捐款

2013年4月20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县芦山地区发生7.0级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芦

山地震，牵动着每个人的心。连日来，化学所广大职工和研究生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灾区同胞的关心和对抗震

救灾的支持。

地震发生后，化学所党委积极响应院党组和京区党委的号召，发出向四川芦山地震灾区捐款的通知，号召大

家向灾区人民送去温暖，奉献爱心。通知发出后，全所职工和研究生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

良传统，积极踊跃捐款。在捐款过程中，很多细节令人感动，朱起鹤院士、江龙院士平时生活节俭，却一下子捐

出几万元支持灾区人民；有的职工身在国外，特别委托所内职工帮助捐款；有的同学拿出平时积攒的零钱；很多

家庭并不宽裕的职工和研究生也纷纷奉献爱心，在我所学习的留学生也加入了捐款的行列等等……。大家把点滴

的爱心积聚成大爱传递到灾区人民那里，给他们支持与帮助。

灾难无情人有情。短短几天内，化学所就有422名职工和研究生共捐出款项112370.33元。这些款项将带着化

学所广大职工和研究生的诚挚爱心，通过京区党委汇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民政部指定的捐款帐户，用于救助受

灾群众。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帮助下，芦山人民一定会更快地走出地震的阴影，重建美好的家园！(综合处)

化学所被评为2012年度中科院京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优秀单位，李红梅荣获海淀区2012年度人口

和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荣获北京市2012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单位，李红梅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人事教育处)

创新文化建设

化学所妇委会工会组织全所女同志“三八妇女节”登长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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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第十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拉开帷幕

春意融融的四月，化学所迎来了第十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为丰富文化生活，发扬团队精神，增强集

体凝聚力，4月26日下午，化学所团委、研究生会组织了一场精彩的拔河比赛，化学所篮球场阳光灿烂，热闹非

凡，正式拉开了化学所第十届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的帷幕。

所工会举办“创新杯”五人制足球友谊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