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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能源学院（以
下简称“能源学院”）揭牌仪式在我所礼堂举行。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兼校长李树深，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卢柯，
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谭成旭、常务副市长卢林
等领导出席仪式。中国科学院大学、中科院沈
阳分院、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有关单位，三
寰集团领导，全体在连所领导、部分在所院士
等代表参加仪式。揭牌仪式由我所党委副书记、
能源学院党委书记毛志远主持。

揭牌仪式上，党委书记王华首先介绍了
能源学院项目情况。他表示，能源学院由辽
宁省人民政府、大连市人民政府共建，是地
方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学院
立足地方，接受辽宁省教育厅和大连市教育
局的管理和指导；学院建设预计总投资 13.5
亿元，建筑总面积 14.2 万平方米；现已完成
项目用地、方案设计、共建模式等前期筹备
工作；预计 2020 年 9 月底前迎接首批新生
入校，届时大连市乃至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发
展及科技创新水平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能源学院将为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
建设蓄积能量。最后，王华代表我所对中科院、
省、市领导长期以来对能源学院建设关心和

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谭成旭在致辞中代表大连市委、市政府，

向中科院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大连市的关心、
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卢柯在致辞中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向中
国科学院大学能源学院揭牌仪式的举行表示
热烈的祝贺。

李树深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科学院，
对辽宁省和大连市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对广大教职工的辛勤付出，表示崇
高的敬意。

2017 年 1 月 22 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与
中科院签订《共建中国科学院大连科教融合
基地框架协议》，决定在大连高新区建设以能
源学院和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大连
科教融合基地。　　　　　　　（摘自所网站）

中国科学院大学能源学院揭牌仪式在我所举行

11 月 24 日，由中国化工报社主办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纪念活动
在山西太原举行。本次活动带领大家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激情澎湃的光
辉岁月，让大家感受到了 40 年大发展给我们国家石油和化工行业带来的巨变。活动还为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行业突出贡献人物颁发了纪念牌，我所刘中民院士
当选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改革开放 40 周年行业科技创新突出贡献人物。        （文 / 叶茂）

刘中民当选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改革开放40年行业突出贡献人物



11 月 5 日，我所组织召开 2018 年度离
休干部座谈会，有 6 位离休干部参加了会议，
党委书记王华出席了会议。

会上，王华作了题为《我所近期情况汇报》
的报告，向离休干部介绍了一年来我所在发
展规划、科研进展、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
面的工作情况，重点就人才队伍发展、中国
科学院大学能源学院及长兴岛园区的建设等
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离休干部表示，王书记的报告让人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他们十分珍惜一年一度座
谈会的机会，了解到我所各项工作的最新进
展和成果。对我所人才培养、能源学院建设
等方面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王华也
祝愿老干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快乐。

（文、图 / 孙凤鸣）

我所召开离休干部座谈会
11 月 20 日在所能源基础楼会议室，党

委书记王华作了“学习总书记讲话，树立正
确科技价值观，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
斗”离退休老同志集体党课报告。

王华向参加会议的老同志从 1. 创新—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介绍了习总书记关于人
类发展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创新的重要性，科
技革命、工业革命与科技强国崛起的历史进
程等论据；2. 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
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介绍了习总书记科技
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施创新驱
动是形势所迫等论据；3. 自主创新—中国发
展的必由之路，介绍了从古到今我国科技发
展状况，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成功经验
等阐述科技人员要树立正确科技价值观，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

与会老同志表示，王华的报告全面介绍了
习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论述的思想，为我所下
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我所的科研发展
多出成果，
为 国 家 的
经 济 建 设
多做贡献。

（文 /
思 源，图
/ 刘万生）

离退休党员集体党课

11 月 22 日，我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老同志代表收听收看了“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
展形势报告视频会”。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作了主题报告。

侯建国向参加视频会议的离退休老同志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科院所取得的主要工作
进展、重大创新成果以及下一步工作的考虑。他表示，院党组高度重视和关心离退休干部工作，
通过加强全院离退休干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持续支持，不断加强离退休干部“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和组织力建设”，充分发挥老同志们正能量作用，积极推动“五位一体”的服务管理体
系建设，坚持“深入基层、精准服务、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用心用情、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老同志表示，侯建国的报告介绍了中科院改革发展的新变化、新成就和未来的战略布局
与重点方向，也希望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越来越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文 / 思源）

我所老同志参加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形势报告视频会



志愿者协会参观大连市健康养老小镇

志愿者协会开展工作培训

10 月 31 日，离退休服务中心组织开展老
同志志愿者协会工作培训会。邀请大连市中山
区葵英街道林海社区党总支书记于丽琴做“老
同志志愿者工作”专题报告，王秀岩研究员就
智能手机使用与大家交流。有 20 多位志愿者
协会的骨干同志参加会议。

于丽琴有着丰富的志愿服务工作经验，获
得过“中国好人”、全国优秀社区志愿者“奉献之星”等多项荣誉，她所在的林海社区在依托
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于书记介绍了林海社区开展志愿服务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分享了她对组建志愿者队伍的
看法和建议，并提出许多极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理念。于书记以其亲身经历，与志愿者们探
讨了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关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帮扶模式、宣传引导、安全保
障等方面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王秀岩就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功能等，介绍了基本方法和现场演示，针对不同品牌手机出
现的问题，也与老同志进行了交流。会后还成立了“怎样使用手机”微信群，随时与感兴趣
的老同志保持联系。

通过这次培训活动，志愿者们感到受益匪浅，加深对志愿服务的理解，更加提高了认识、
拓展了思路、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文、图 / 孙凤鸣）

11 月 23 日，我所老同志志愿者协会一
行 20 人参观了大连市开发区双 D 港维特奥
健康养老小镇。

虽以进入冬季，志愿者们还是饶有兴致
地应邀参观了维特奥健康养老小镇中的康体
中心、治疗中心、睡眠管理、红绳拉伸运动馆，
以及舒适的住房设施等，独特的设计和优美
居住空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加深了对
大连市养老机构的了解，为今后助老服务增
加了新的选择。

自 7 月 10 日老同志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
以来，报名参加的本所老同志已有 30 人，他
们陆续开展了走访慰问、解疑释难、精神慰
藉等多项志愿服务：王秀岩老师在活动室和
微信里为大家讲解如何使用好智能手机；赵
林老师帮助住在养老院的黄祖贤买药、上医

院看病、家里漏水维修等问题；周淑芳关心
照顾在康复医院治疗的徐美云等等，可以说
志愿者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部分老同志遇到的
生活困难。

通过这些有益的活动，加深了老同志之
间的感情，做到生病有人过问，困难有人帮助，
喜悦大家分享，使老同志的晚年生活更加幸
福快乐。　　　　　　　　　　（文、图/思源）



11 月 15 日，129 街我所退休职工与
更新社区退休人员 20 余人，参加更新社
区举办的《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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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成

现化物所石油同窗，年龄最小 80 最大
88 岁，皆是古稀老耄，今秋再次聚会，彰显
矍铄风流，百寿准能实现！

石油学子聚金秋，相见乐悠悠。
古稀矍铄扬彩，魅力数风流。

神气有，体格牛，健康优。
福星高照，鹤发童颜，百寿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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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党委委员、人事处党支
部书记孙军到离退休老同志南山活动室参
加南山退休党支部的党日活动。活动中，
孙军给老党员作了“研究所工作汇报”，从
研究所的基本情况，科技人才计划体系，
近期重要工作进展等 3 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10 月 31 日，我所老年大学合唱团一
行 50 人，在大连理工大学礼堂，参加了
由大连市老教授协会举办的“2018 年大
连市高校（科研院所）合唱联盟第六届合
唱展演”。展演歌曲：《走向复兴》和《大
漠之夜》，指挥：于静茹老师。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30 日。中
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研究决定开展

“诗画科学之路 - 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
诗、画作品征集活动，并编印出版。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我
所开展所庆 70 年主题征文活动，并编印
出版《光辉的历程》续篇。

具体内容详情与离退休服务中心联系。

院诗画作品、所征文征集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