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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

28届院士大会在意大利开幕，我所张涛

院士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张涛长期从事工业催化材料领域的

研究，负责研制的新型催化剂广泛应用于

我国航天、航空和石油化工等领域，曾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中科院杰出成就奖，以

及何梁何利奖等多项奖励。近期主要从事

航天无毒推进剂催化分解技术、生物质催

化转化、单原子催化和纳米催化等方面的

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纤维素一步法催

化转化制乙二醇的新反应，开辟了生物质

转化新路线；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Sin-

gle-Atom Catalysis)”的概念。张涛已在国

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五百余篇，申请发明专

利一百五十余件。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为第三世界

科学院，简称为 TWAS（Third World A-

cademy of Sciences）。TWAS是由诺贝尔

物理学奖获得者、巴基斯坦物理学家阿布

杜斯·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发起的

一个自治的国际科学组织，成立于 1983

年，总部设在意大利 Trieste。TWAS的院

士从发展中国家的著名科学家中选举产

生，外籍院士从发达国家的著名科学家中

选举产生。候选人一般应是所在国家的院

士（若该国家设立院士制度），并对发展中

国家的科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迄今为

止，TWAS 共有 1221 名院士，分别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数学、物理

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

学、工程科学、社会和经济学等 10大领

域。2018年共选出 46名新院士，中国大

陆有 14名科学家当选。

我所张存浩院士、李灿院士和包信和

院士先后于 1992年、2005年和 2011年当

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文 /高源 图 /刘万生）

我所建成全球首套甲苯甲醇制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
移动床（DTMPX）万吨级工业试验装置

近日，许磊研究员团队（DNL0808）与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建成全球首套甲苯甲醇制对二甲苯联产

低碳烯烃移动床（DTMPX）万吨级工业试

验装置。该装置采用了由许磊团队开发的

催化剂择形改性技术和分子筛型移动床

催化剂成型制备技术，于 2018年 9月完

成了工业试验，并通过了由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现场考核标定。

该技术的 72小时考核结果为：在甲苯甲

醇进料分子比为 1/1条件下，甲苯单程转

化率为 26.42%，混合二甲苯中对二甲苯

选择性为 90.79wt%，C1-C5中乙烯和丙烯

选择性为 80.29wt%。

该技术的开发，不仅在对二甲苯的生

产中实现了石油化工和煤化工的结合，而

且可以为聚酯的生产同时提供所需的两

类基本原料———对二甲苯和低碳烯烃，为

合理规划对二甲苯 -对苯二甲酸 -聚酯

产业布局，建立一体化基地或产业园区提

供了技术保障，从而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运

营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11月 30日，“甲苯甲醇制对二甲苯联

产低碳烯烃移动床（DTMPX）技术”科技成

果在北京通过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组织的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

一致认为该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

性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所

副所长蔡睿出席鉴定会并讲话。

（文 /图袁扬扬）

张涛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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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
◎ 辛 勤

(下转 4版)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了一个

硬道理：科技强则中国强。回首这些年在

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的综合国力愈发强

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

国”等这些与科技相关的主题词都成为最

响亮的时代音符，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又

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化物所人沿着科技报国之路，为国家、

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化物所也成长

为兵多将广、设备精良的综合性研究所。

伴随着科学春天的脚步，国家对科学

技术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要发展科学技

术需要同国际接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也

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解国际催化学术

界和向国际催化学术界介绍中国，1980

年，中国大陆派出科学家首次参加了在东

京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催化大会。郭燮贤应

邀在第七届国际催化大会的“Post Sym-

posium”作了题为《中国催化研究概况》的

报告。报告介绍了中国催化研究历史、现

状、队伍、研究领域、实验设备……这一系

列活动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为了聚集人才强化国家急需的科学

技术，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

立中石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

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工程中心。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催化基础重点实验室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首批建成的实验室。由

此，也开启了中国催化界同仁走向国际催

化学术交流平台的新阶段———了解和学

习阶段。为此，国家开始向美国、欧洲、日

本派出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生。邀请国外

知名科学家访问中国，我所前后派出上百

名时间长短不等的不同层次的访问学者、

留学生。这些人中有些人留在国外，其中

有的已成为名教授或事业有成；大部分学

成回国，很多人现已成长为栋梁之才和催

化学术界的精英，这些人成为现阶段的顶

大梁的柱石。回过头来看当时高举改革开

放大旗的领导人的决策，在培养人才这步

棋上真是远见卓识，为发展夺得了先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化物所成为催化学科领域的领头羊，并且

在国际上也成为颇具影响的催化研究中

心，国际上名家、教授访问讲学频繁，双方

合作研究来往不断。

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乃至中国

催化学术界如何尽快走向国际催化学术

交流舞台，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造就学贯

中西的大批人才？这是当时中国催化学术

界重点考虑的问题。鉴于当时的条件和形

势，郭燮贤先生等筹划：先后开展同以美

国加州大学的 A.T.Bell教授（加州大学化

工系主任、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日本东

京大学的田丸谦二教授（东京大学副校

长、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和北海道大学

的田部浩三教授（北海道大学校长）；比利

时新鲁温大学的 B.Delmon教授（比利时

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法国巴

黎第六大学的 M.Che教授（国际催化委员

会主席）等为代表的国际学术合作，从合

作对象领军人物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国际

合作的起点都很高。合作方式以举办和参

加双边、多边的国际学术会议为主。例如：

先后主办了中日贵金属学术会议、中日美

催化会议、第四届国际溢流会议———这是

我国催化界组织的第一个十五个国家参

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第五届无机膜国际会

议等。会上，签订双边协议，开展实质性国

际学术合作，实验室以这种方式派出了上

百名学生和访问学者。回顾当年，为组织、

筹备中日美催化会议，郭燮贤等可谓煞费

苦心，竭尽全力促成会议圆满召开。第一

届在大连召开的中日美催化会议举办得

非常成功，为后来的国际催化精英聚会开

了个好头。随后在北海道（札幌）、厦门、芝

加哥、札幌、北京，又召开了五届中日美三

国催化学术会议，这六届中日美三国催化

会议成为颇具代表性的系列国际学术会

议。2000年，在西班牙哥拉纳达国际催化

大会上，中日美三国催化学术会议拓展为

亚太催化大会（Asia-Pacific Congress on

Catalysis 简称 APCAT），常设秘书处在大

连，肖丰收教授任秘书长。后来，分别在韩

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举办

APCAT会议。这个系列会议已连续举行

了十三届，它已经与北美催化会议、欧洲

催化会议并列成为世界催化三大区域性

系列会议，它的规模和学术水平、影响仅

次于四年一届的国际催化盛会(ICC)，参会

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科学家，这也说

明中国催化学术界在世界催化界有了一

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极大地

促进了我国与国际催化学术界的频繁交

流，加强了我们与国际的联系，我国科学家

也逐渐赢得了国际学术声望与地位以及

学术交流的话语权。一九八四

1989年 7月第四届中日美催化会

议主席团成员（日本札幌）

右起：郭燮贤院士、田丸谦二教授、

田部浩三教授、A.T.Bell教授、陈懿教授



“绳”彩飞扬身手矫健 跃动梦想助力科研

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带动和活跃长兴岛园区职工冬季健身文

化生活，11月 16日 -30日，所工会联合长

兴岛园区综合处在长兴岛园区共同举办

跳绳比赛活动，跳绳活动得到了长兴岛园

区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

在活动中，参赛人员个个身手矫健，

轻巧灵活，争分夺秒，助威观战的人员也

都兴致勃勃，跃跃欲试。比赛不乏紧张激

烈的角逐，选手们不断超越自我，比赛的

记录也一次次被打破，最好成绩是每分钟

179次。

通过举办跳绳比赛活动，倡导了积极

健康的运动方式，强化了工作人员快乐工

作、健康生活的意识，丰富了长兴岛园区

工作人员的体育文化生活。本次活动达到

了引导园区工作人员加强冬季体育锻炼

的目的，同时也激励广大工作人员以更加

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斗志做好科研等

各项工作。 （长兴岛园区综合处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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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王悦来到我所后在财务处

负责 973、863、自然基金等项目的经费核

算，工作勤勉努力，很快成长为骨干力量，

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认可。2012

年底，我所为了充实内部审计力量，将王

悦从财务处调到了监察审计室，负责内部

审计工作。从此，王悦踏上了审计的道路，

服务研究所发展。6年间，王悦在内部审

计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防

控廉政风险、规范管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

献，获得了我所 2012、2014、2015、2016年

度优秀员工，也被聘为中科院核心审计团

队成员。

脚踏实地，认真钻研业务

为了促进科研管理工作规范开展，我

所每年都要开展多项审计工作，如职能部

门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科研经济业务真

实性合法性审计以及一些专项审计等。近

年来，科研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各类制度

规定持续更新，给审计工作带来了新挑

战。同样一件事情，上次审计可能认为是

允许的，下次审计可能就被认定为违反规

定的。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完成审计工

作，服务研究所发展需要，每次审计开始

前，王悦都要集中梳理国家、中科院及我

所的各项制度规定，吃透审计依据。

与外部审计相比，研究所内部审计既

要发现问题，更要充分了解研究所实际情

况，保证提出的整改意见或建议切实有

效。因此，王悦在审计过程中，一方面坚持

以凭证为审核依据，一方面深入了解问题

背后的因果关系，力争找出最符合研究所

发展的整改方案。

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我所经过近 70年的发展，科研管理

工作已经比较规范。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

员的流动，为防止不合规现象的出现，发

现苗头后，王悦及时提醒。她从来不简单

地下结论，而是与经办人、研究组组长或

职能部门负责人认真沟通，了解事情发生

的全过程，然后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

是职责不清，还是对制度理解不到位，还

是责任心不足造成的，之后给出合适的整

改意见。

与其他业务类沟通不同，审计工作的

沟通是为了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随之而

来的就是责任划分和一系列后续整改工

作。因此，沟通注定了需要勇气和担当。王

悦在审计过程中，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严，是对同事的保护；宽，是对研究所持续

发展的奉献。宽严之间，靠的是对制度的

理解和对现实的把控。正是靠着这份难得

的担当，王悦一次次圆满完成了我所各项

内部审计及整改工作。

服务中心，与时俱进

内部审计的宗旨是服务科技创新，规

范研究所管理，必须与时俱进，绝不能固

步自封。为了让审计工作符合科研活动规

律，王悦经常与科研人员沟通，及时传达

上级信息，分享案例，同时了解科研人员

工作中的困惑，提供咨询建议。

目前，中科院开展的政治巡视将研究

所的内控体系建设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而

关于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要求

强烈倒逼管理空间，审计工作也无法置之

度外，这是一个新课题。

面对新形势，王悦经常思考审计工作

的再定位、工作内容和方式方法。为了充

分发挥审计工作的价值和影响力，通过审

计发现问题整改规范研究所科技管理工

作，王悦开始学习纪检、监察、人事等业务

工作的政策与发展态势，逐步探索审计与

上述工作相互嵌入的新途径。

审计之路是孤独的，因为要做一名清

醒的旁观者；审计之路又是幸福的，因为

一直要登高望远。衷心祝愿王悦“人生当

如彩蝶，间或停憩，勿忘翩跹”。

（监察审计处、科学传播处联合党支

部 刘卫锋）

小 肩膀 大 担当

题记：12月 8日（周六），大雪节气

的第二天清晨，漫天飘落飞雪，所区陡

披银装。智鑫师傅清晨 5点到位，及时

清理园区积雪，生物楼前宛若一架飞碟

降落。作文留念，致敬辛苦！

———记监察审计处王悦

长兴岛园区举行冬季跳绳活动

大雪时节雪纷纷，

智鑫扫雪趁清晨。

借问飞碟何处有？

生物楼前假乱真。

（十八室 曹旭鹏 摄影）

晨雪·飞碟
◎于 浩



勤思善政惠民生，

长路修远不畏艰。

决胜发展要实现，

砥砺求索共赴前。

强化着力新局面，

深化改革走前列。

众志成城中国梦，

鲲鹏御风竞云间。

◎凯华公司 张迪昊

锦绣河山，

凤舞龙腾，

花灿大千。

喜神州巨变，城乡共进；

民生改善，满目新颜。

改革创新，协调发展，

奋发图强国梦圆。

黎民乐，

赞人和政善，

国泰民安。

中枢良策超前，

率亿万人民赋巨篇。

聚精英睿智，繁荣百业，

扶贫致富，合力攻坚。

雄才大略，自强不息，

经济腾飞捷报传。

瞻前景，

达小康社会，

如日中天。

在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电堆业务

部有一个人，默默奉献，十年如一日坚守

在个人的工作岗位上，纵然平凡，依旧含

芳。她就是窦永香，是兢兢业业奋战在公

司业务岗位职工中的一员。

窦永香于 2008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

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并取得该专业硕士

学位，之后入职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从事燃料电池堆研发工作。窦永香责

任心强，事业心重，工作积极主动，虚心向

前辈请教，遇到解不开的难题就查阅各种

文献资料，反复测试一遍遍去验证数据，

一步步脚踏实地走来，如今早已是公司一

名业务骨干。她先后参与了多种金属双极

板设计工作，在电堆密封、匹配设计等方

面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窦永香还善于进

行技术总结和成果转化，发明了涂层快速

评价方法，目前正在申请发明专利。

在研发的甘苦中沉淀，在不断的挑战

中升华。窦永香十年坚守，敬业进取，祝愿

她在未来不断取得新成绩！

（新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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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坚守 敬业进取
———记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电堆业务部研发人员窦永香

(上接 2版)年，蔡启瑞、郭燮贤被推举为国

际催化理事会理事（第二任是郭燮贤、陈

懿，第三任是李灿、何鸣元，现在是包信和、

王野），李灿还被推选为国际催化委员会副

主席随后升任主席，中国开始介入国际催

化理事会的事情了。

国际催化大会是催化学术界的最高

盛会，如同奥运会一样，每四年召开一次，

我国几代催化人经过连续三次的申办终

获成功。2016年，国际催化大会在中国北

京举行，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世界催化大国

行列，进一步增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原因实验室设

施陈旧，设备水平低，改革开放前催化基

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色 -质谱仪、多功

能电子能谱仪、原位红外光谱装置。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改革开放后，国家

不断增加科学研究投入，化物所引进了大

批先进仪器设备：超高分辨分析电镜、多

功能能谱仪、固态核磁谱仪……现在的化

物所实验室设备很精良，同行来实验室访

问或进行学术交流都赞不绝口。

不但如此，我们还自行组装了许多国

际很少有的大型仪器设备：如原位红外 -

质谱 -热脱附装置、紫外拉曼光谱、皮秒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深紫外光电子发射

电子显微镜等，还研制建立了各种原位装

置、紫外拉曼光谱、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

激光诱导荧光光谱、纳秒瞬态吸收和发射

光谱仪、皮秒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飞秒

瞬态吸收和受激发射光谱仪、深紫外光电

子发射显微镜……这些仪器、设备、装置

的设计、加工、安装、调试和运行成功大大

强化了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保证了我们

站在学科前沿进行科技创新。

为了提升科研人员对这些大型高精

尖仪器设备的使用水平，进行一流水平的

研究，我们举办了各种讲座、学习班。其

中，从 2007年至今，在大连、金华、成都、

合肥、桂林、兰州、抚顺、郑州、广州等地先

后办了十届高级讲习班，做到理论助技

艺，仪器显威力。

化物所老一辈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多

年来形成了优良传统：科学研究始终同国

家、社会的重大需求密切结合，从建国初

期直至“文革”期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

要贡献：合成氨净化流程三个催化剂使我

国合成氨工业从 40 年代水平提升至 60

年代水平（当时的国际水平），研制成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生产重水新途径，在大庆

建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规模最大的航空

煤油厂……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化物所人与时

俱进、奋发有为，不断开拓创新，为国家做

出了新贡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当下，我国正在从催化大国向催化强

国迈进，需要鹏程万里展宏图，前程似锦

开伟业。我们尚需强化科学和团队精神，

成大业需要团队精神，就像西游记中唐

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你挑着担，

我牵着马”，各有各的任务，一同去进取！

祝愿化物所不断取得新成绩，祝愿化物

所人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因 退休职工 李中昌

科学的春天
◎ 辛 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