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楫扬帆新时代，科技报国谱新篇。告别
硕果累累的 2019 年，我们即将踏上充满机遇
与挑战的 2020 年新征程。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所班子全体
成员，向全所广大员工、离退休同志、学生，
以及海内外给予我们支持、关怀的各界人士，
并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人，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最诚挚的感谢和最衷心的祝福！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
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也是我所建所 70 周年。
70 载筚路蓝缕，一代代化物所人以国家需求
为己任，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新中国科
技发展的伟大事业中；70 载峥嵘岁月，我所
以基础研究筑根基，促产业应用求发展，在革
故鼎新中铸就了矢志报国、勇争一流的文化品
格，在争创世界一流研究所的征程中硕果不断、
人才累出，成为铿锵有力的国之重倚。在这一
庆典之年，我们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科技
领域要求，进一步增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发
挥不可替代作用的责任。这一年，我们将政治
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一流研究所建设的动力引
擎，通过整改轻装上阵，谋求研究所新发展。
这一年，我们举办了系列学术和文化活动，隆
重召开发展战略研讨会暨建所 70 周年纪念大
会，更加坚定了化物所人秉承矢志、科技报国
的信念。这一年，我们收获满满，取得了一系
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多项
科技成果应用于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洁净能
源创新研究院建设和争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工作快速推进，进一步奠定了我所在洁净能源

领域的地位。
回首2019，基础研究多点突破，群星闪耀。

在阐明代谢小分子抑制肺癌转移的分子机制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杂
志上；在分子反应动力学、限域催化、单原子
催化、光 / 电催化转化、光电材料动力学、生
物质催化转化、生物分离分析等方面均取得重
要进展。本年度共发表SCI科技论文1117篇。

《能源化学》和《催化学报》SCI 影响因子继
续提升，首次双双进入中科院期刊分区一区。

回首 2019，应用研究又出新成果，硕果
累累。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技术完成全球首
套千吨级中试试验，实现了从原始创新到工业
实验的重大跨越；合成气直接制高碳醇技术完
成了全球首套万吨级工业试验；甲醇制低碳烯
烃新型催化剂应用到多套 DMTO 工业装置，
DMTO 技术新增许可两套，累计达到 26 套，
投产装置达到 14 套；世界规模最大的煤制乙
醇项目开工建设；我国首台 4500 米级深海原
位荧光传感器工程样机成功完成海试试验；绿
色无毒单组元推进剂技术首次实现商业应用；
金属 / 海水电池首次登岛应用于南部海域；毒
物现场快速检测装置助力达沃斯会议食品安保
工作；化学激光、燃料电池工作均【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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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2020年工作会议暨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圆满召开

1 月 7 日 上 午，我 所
2020 年工作会议暨八届四次
职工代表大会开幕，近 70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视频
会形式在青岛生物能源与过
程研究所召开。 

所长刘中民代表所班子
作了题为《七十载光辉历程
同心科技报国 新时代使命担
当共创世界一流》的报告，
总结了 2019 年主要工作进
展；介绍了扎实推进国家实
验室申请建设情况；提出了
2020 年计划重点推进的工
作。

党委书记王华作了 2019
年度党建工作报告，从加强
政治建设、落实巡视整改、
建设过硬组织、厚植爱国情
怀和指导离退休、工会、妇
委会、团委 5 个方面汇报了
2019 年我所党委工作。

王华就研究所未来发展
作专题报告，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毛志远就政务、党
务、创新文化和纪检工作作
专题报告，副所长金玉奇就
重大项目融合、推进和管理
工作作专题报告，副所长蔡
睿就区域经济协同研究所发

展作专题报告。 　　
王华宣读了 2019 年度

冠名奖的表彰决定，刘中民
为获奖团队和个人颁奖。

下午，与会代表根据本
次会议部署的各项重点工作，
结合大会报告和讨论提纲认
真研讨，为研究所发展建言
献策。

1 月 8 日上午。副所长

金玉奇主持了闭幕会议。
会上，各小组汇报了分

组讨论情况。
所长刘中民结合分组讨

论和汇报情况做了大会总结
讲话。他指出，本次大会进
行了充分交流和深入研讨，
部署了 2020 年重点工作。
他通过分析当前我所面临的
形势和机遇，要求全所上下
紧密围绕我所战略目标，结
合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建设，
凝心聚力，追求一流，为我
所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科技
事业做出历史性贡献。

（文 / 摘自所主页新闻　图 /
刘万生）

五绝·瑞雪兆新年

雪装披化物，万树李花开。
奋进新时代，丰收硕果来。

□刘伟成

题记：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大连喜下大雪，一二九街所区披上
了银装。应时的好雪，预兆即将来
临的二零二零新年，又是丰收之年。



中科院老年人大学大连化物所·化物所社区分校
举行2019年学习成果交流汇演

2019年12月24日上午，
中科院老年人大学大连化物所·
化物所社区分校学习成果交流
汇演在我所能源楼会议中心隆
重举行，十余个班级和协会
100 多位学员欢聚一堂，带来
了包括舞蹈、合唱、朗诵、器
乐演奏、太极表演等 16 个形
式多样的节目，展示了老年大
学丰硕的教学成果。

中科院老年人大学大连化
物所·化物所社区分校校长、
离退休服务中心主任田丽讲
话，祝贺教师、学员一年来取
得的教学成绩，感谢老师们对
分校的大力支持和对学员们的
倾囊相授，感谢班长们在教学
期间发挥的协调作用，感谢学
员以校为家，共同营造和谐向
上的分校氛围。田丽对明年教
学工作提出了几点希望，分校
在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取
得了优良的办学成果和社会反
响，希望学员们继续弘扬“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精神，享
受在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并
祝愿师生们老有所学，学有所
获。

在开场舞《我爱你中国》

的优美舞姿中，演出正式开始。
丰富多彩的节目纷纷亮相——
诗朗诵《老有所乐》《化物之
韵》，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
粮忙》，琵琶独奏《唱支山歌
给党听》，钢琴独奏《浏阳河》

《仙女的竖琴》《献给爱丽丝》
《童年》，女声小合唱《妈妈的
爱让我像鲜花一样开放》，大
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
和我的祖国》，舞蹈《花儿为
什么这样红》《龙文》，太极扇
表演《中国功夫》，模特表演《中
华古韵》……文艺演出期间穿
插了摄影协会、书法班和绘画
班师生的作品展示，将整场演
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赢得
了满堂喝彩。在老年大学合唱
团深情演绎了《游子情思》《祖
国万岁》两首曲目后，伴随着
热烈的掌声，演出落下帷幕。

整场演出的节目均由老年
大学各班级、各协会自编自演，
内容丰富，展现了较高的艺术
水平。他们尽情展示一年所学，
让人仿佛忘记了台上台下参与
汇演活动的都是老同志，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已有92岁高龄，
依然精神矍铄地活跃在舞台之
上。学员们用抒情真挚的朗诵，
优美娴熟的演奏，悠扬悦耳的
歌声，翩跹曼妙的舞姿，行云
流水的表演，精彩纷呈的作品，
生动地展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和时代风采，多角度地诠
释了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也
充分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和讴歌。

精彩的节目离不开老师的
悉心指导、班长的精心组织和
学员们的用心学习。本次活动
还表彰了优秀教师 10 人、优
秀班长16人、优秀学员27人，
分校校长田丽、分校副校长、
化物所社区书记孙美玲分别为
优秀教师、优秀班长和优秀学
员颁发了奖品。

这次汇报演出，不仅展
示了老年大学的教学成果，
也给学员们搭建了展示自我
的舞台，进一步增强了分校
的凝聚力。

（文 / 孙凤鸣  图 / 李成宝、
张明）



【上接 1 版】取得新进展。本年度荣获各级奖
励 17 项，其中，省部级奖励 5 项。全年专利
申请 1508 件，授权专利 620 件。我所成为
全国首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认证的科研机构。

回首2019，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再创佳绩。
紧密结合国家、中科院和地方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变化与新要求，持续完善研究所科
技人才计划体系，扎实推进研究所各类人才
政策落实，为人才发展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获得各类荣誉、奖励和
支持，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工作取得可喜
进展。实施“优秀新生奖学金”，“双一流”高
校优秀生源数量、中科院院长奖和中科院优
博论文获奖人数同创新高。

继续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研究所
国际化。中科院与英国皇家学会、中科院与
南非科学院等高层次双边、多边能源论坛在
我所召开，李灿院士、陈萍研究员等荣获相
关领域国际奖励，我所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顶层谋划进一步加强院地合作工作。在
西部资源富集地开展多能融合示范，与榆林
市共建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积极参与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进一步推进与中国石油、
中海油、延长石油、渤海化工、贵州茅台、
阳光电源等公司的合作；坚定担当东北振兴
科技创新重任，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要，
与大庆市、盘锦市搭建区域研发平台；立足
大连，在高新区筹建辽宁实验室、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等一系列高端技术研发、孵化平台，

强化大连在洁净能源领域的龙头地位。
在中国科学院的正确领导下和各方的大

力支持下，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第一
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在全院
2019 年度交流评议中名列前茅；“大连先进
光源”预研项目正式获批；国科大能源学院
建设快速推进，我所研究生将享受更优质的
学习和生活条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2020 年是“十
三五”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
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承前启后即将开启“十
四五”帷幕之年，国家实验室建设将迎来重
大战略机遇，我所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布局
面临新的挑战，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乘着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
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抓住时代机遇，顺势而起，蓄力勃发，建成
世界一流研究所。

务实笃行齐奋进，凝心聚力展宏图。展
望 2020 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勇做新时代科技
创新的排头兵，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再创
新辉煌、谱写新篇章。

所长  刘中民 
2019 年岁末

勇 迪

新年口占新年口占

余生有幸结诗缘，返老还童学少年。余生有幸结诗缘，返老还童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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