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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隆重召开 2019年工作会议暨八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
1月 21-22日，我所 2019

年工作会议暨八届三次职工代

表大会在能源楼会议中心学术

报告厅隆重召开。两所所领导，

我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咨询

委员、研究室（部）副高级以上

人员及党支部书记、分工会主

席、团委委员、团支部书记、职

能部门全体人员、职代会代表、

公司负责人、离退休党支部书

记、研究生会成员等近 700 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所长彭

辉、吕雪峰先后主持。会议以视频会形式

在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召开。

1月 21日上午，所长刘中民代表所班

子作了题为《迎七十载盛世华诞，谱新时

代辉煌篇章》的报告，总结了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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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计划重点推

进的工作。

刘中民全面回顾了我所 2018年及近

期主要科研工作，从经费、绩效、文章、专

利、奖励、标准等各项科技指标，“一三五”

规划推进落实情况，其他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重大项目方面的重要进展，项目争

取，资源争取，双创基地，战略合作，基金，

产业化，国际合作，期刊，质量体系，军民

融合等方面系统盘点了 2018 年科研工

作。另外，刘中民还对我所 2018年以来人

才队伍、财务报告、服务保障等方面工作

进行了介绍。

刘中民特别介绍了以争建国家实验

室为目标，我所全力推进创新研究院建设

和先导专项组织实施、积极与大连市合作

推进“大连先进光源预研”和国科大能源

学院建设、进一步增强研究所争建国家实

验室实力的情况。

刘中民强调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

上，谋划我所各项工作，实现发展新跨越。

通过分析我所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刘

中民代表所班子紧密围绕中科院 2019年

度工作会议精神和本届班子任期目标，提

出了 2019年我所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

特别强调了 2019年要继续切实推进“一

三五”规划促进重大成果产出，全力做好

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等工作，并以此为抓

手和着力点，全力推进国家实验室申请工

作，同时对全面启动所庆 70周年系列活

动等重要工作进行了部署。报告最后，刘

中民希望全所职工深入研讨，为把我所率

先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提出意见和建

议。

党委书记王华作了题为《不改初心，

心中向党，朝着世界一流研究所目标奋勇

前进》的党建工作报告，从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五

个方面汇报了 2018年我所党委工作。他

指出，按照院党组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要

求，2018年所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面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坚持

“三个面向”，落实“四个率先”，紧密围绕

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的实施，按照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不断提高我所党的建设质量，为率先

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提供坚强保

证。在报告的最后，王华对 2019

年党建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并

要求大家围绕 70周年所庆，大力

弘扬以化物所精神为核心的创新

文化，培养科技报国的爱国精神，

为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所贡献力

量。

王华就人才工作作专题报

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毛志远

就党风廉政建设、研究生教育

和群团工作作专题报告，副所

长金玉奇就军民融合、重大项目推进和管

理工作作专题报告，副所长蔡睿就成果转

化与支撑保障工作作专题报告。

大会报告结束后，彭辉希望大家根据

本次会议部署的各项重点工作，奋勇拼

搏、真抓实干、团结一心、争创一流，用最

饱满的姿态，最昂扬的斗志共同迎接新的

挑战。彭辉要求与会代表结合大会报告和

讨论提纲认真研讨，为研究所发展建言献

策。

大会还依照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分

党组要求，进行了所党政领导班子与成员

年度考核测评，同时进行了所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落实情况民主测评。

1月 22日上午，会议对 2018年度冠

名奖进行了隆重表彰。党委书记王华宣读

了冠名奖的表彰决定；会议采用颁奖词和

视频播放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 2018年

度冠名奖获得团队和个人的突出事迹；所

长刘中民为获奖团队和个人颁奖。会议宣

读了 2018年度专利奖和优秀辅导员奖表

彰决定。

会上，傅强、张洪章、吴凯丰、杨开广、

石松分别代表各小组汇报了讨论情况，反

映了与会代表倾听大会报告后的反响，表

示报告令与会代表备感振奋，深受鼓舞；

反映了与会代表围绕大会报（下转二版）



1月 22日下午，根据《中共中央纪委

机关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认真开好 2018

年度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组通字〔2018〕38

号）要求，按照中科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中科院沈阳分院分党组的安排

部署，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领导班子

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

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为主题，联合召开 2018年度领导班子

民主生活会，全体所领导参加会议。中科

院沈阳分院分党组书记、副院长姬兰柱到

会指导。会议由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王华

主持。

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所长刘中民

首先介绍了两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

准备情况，一是通过组织两所联合中心组

学习，参加沈阳分院组织的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培训班，参加沈阳分院所级领导暑

期培训班和党委书记学习日等，领导班子

成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二是

采取发送邮件、组织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

取全所职工和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共收集

意见和建议 52条；三是班子成员相互谈

心谈话，与党员代表谈心谈话，相互沟通

思想、听取意见，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四

是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深刻剖析产生

问题的原因，认真撰写班子对照检查材料

和个人发言提纲。

刘中民代表两所领导班子围绕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从思想政治、精神状态、工作作

风等 3个方面查找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方面作了对照检查。两所领导班子成员刘

中民、王华、彭辉、冯埃生、吕雪峰、许辉、

毛志远、金玉奇、蔡睿结合会前征求的意

见和建议，围绕会议主题，紧密联系分管

工作实际，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思想，

提出改进措施。在每位领导成员发言后，

其他成员分别对其开展了批评，提出客观

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姬兰柱对本次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

评，他认为，两所班子民主生活会准备充

分，会议紧扣主题，对照检查材料内容全

面，问题查找准确，整改举措得当，班子成

员能够坚持问题导向，严肃认真地查找存

在的问题，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充分

肯定了两所融合工作取得的进展，特别是

两所科研经费均有较大增长，肯定了两所

党建和纪检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提出六点

具体要求，一是落实好领导班子任期目

标，推进研究所“一三五”规划实施；二是

围绕世界一流研究所建设标准，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三是做好顶层布局设计，促进

重大科技成果产出；四是推动成果转移转

化，对地方经济做出贡献；五是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发挥院士、咨询委员智库作用；

六是进一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做好迎接

巡视准备工作。 （文 /图李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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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联合召开
2018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上接一版）告以及就战略目标与发展规

划、完善体制和机制建设、党的建设、管理

工作和制度建设、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民

主管理和 3H工程建设等议题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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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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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庆 70周年为契机，弘扬以化

物所精神为核心的创新文化，增强科技报

国的使命感，务实进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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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刘中民指

出，要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加强战略研

究。刘中民还回答了分组讨论中大家提出

的关于向“世界一流研究所”目标迈进、

“十四五”规划编制、所班子任期目标等方

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体制和机制建设，刘中民指出，

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两所融

合、做好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建设、组织

实施先导专项，以全力推进国家实验室申

请工作。刘中民还具体回答了分组讨论中

大家提出的关于考核、组群、基金等方面

的问题。

关于党的建设，刘中民代表所班子强

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并量化在行动

上，增强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和担当。刘中民

还回答了分组讨论中大家提出的关于学

风道德、廉政、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一

些具体问题。

关于管理工作和制度建设，刘中民再

次强调了基础与应用紧密融合的深远意

义，强调了以人为本、安全保密工作的重

要性，指出职能部门将管理寓于服务、加

强作风建设是现实要求，并具体回答了分

组讨论中大家提出的关于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生队伍建设、落实“放管服”提升管理

效能、军民融合、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建设

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支撑保障体系建设，刘中民具体

回答了分组讨论中大家提出的关于科研

平台、基础设施、园区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所职代会常设主席团（工会）主席毛

志远以书面形式向大会作了题为《立足新

时代，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为世界一

流研究所建设贡献力量》的所八届三次职

代会暨十一届三次工代会报告，提交代表

讨论后，通过审议。

会议最后，吕雪峰表示，历时一天半

的大会已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分组讨论

中，大家畅所欲言，就共同关心的重大事

项进行了热烈、认真、详细的探讨，积极为

我所的发展建言献策！新的一年里，让我

们同心协力，开拓创新，向着世界一流研

究所的目标不断努力，共同开启我所和青

岛能源所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会议还印发了“大连化物所 2018年

工作会议暨职代会八届二次代表会议讨

论意见落实情况通报”所报专刊、“大连化

物所 2018年工作会议暨职代会八届二次

代表会议讨论意见落实情况补充通报”等

材料。 （文 /赵艳荣图 /刘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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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成璋先生 1934年生于四川省夹江

县，1953-1957年在北京石油学院学习，毕

业后分配至我所，长期从事化工分离及膜

分离技术研究。历任助理研究员、副题目

组长、题目组长、副室主任、副研究员，

1989年晋升为研究员、室主任。1993年被

评为由国务院授权的博士生导师。

1981-1983年，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做访问学者。1988-1997年，任辽宁省第七

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成璋先

生曾任我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膜科学与

技术》编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获

得我所先进工作者、中科院重大项目先进

工作者、优秀研究生导师等荣誉称号。江

成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 10月

29日在大连不幸逝世，享年 84岁。

江成璋先生毕生从事化工分离研究

工作，在 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初参

与石油炼厂气加压深冷分离生产高纯度

乙烯和高浓度丙烯中型工业实验等研究

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

作为我国膜分离技术研究的先驱之

一，江成璋先生在反渗透膜、富氧膜、超

（微）滤膜、渗透汽化膜、有机蒸汽回收膜

制备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等方面取得了诸

多显著成就，并荣获多项国家和中科院成

果奖。

在反渗透膜方面。1974-1983年，江先

生开展了芳香聚酰胺平板和中空纤维反

渗透膜的研究工作，负责攻克了芳香聚酰

胺中空纤维成丝难、膜性能不稳定和纺丝

喷头设计加工等技术难关，在国内首次成

功研制出芳香聚酰胺中空纤维反渗透膜，

其性能达到以杜邦 B-9膜为代表的当时

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该成果获得中

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1983年）和辽

宁省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二等奖（1985年）。

在富氧膜方面。1985-1987年，江先生

负责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高分

子富氧膜及燃烧用富氧器的研制开发”的

“LTV-PS 富氧 φ100×1000mm 卷式富氧

膜组件、装置 -I型”课题的研究工作。江

先生领导的团队研发出结构均匀的聚砜

多孔支撑膜，并解决了 LTV硅橡胶涂层的

关键技术问题，制备出高性能且满足工业

化要求的富氧膜及卷式膜组件，填补了我

国膜法富氧装置的空白，获中国科学院科

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1990年，LTV-PS

富氧膜、卷式富氧膜组件与膜法富氧装置

获中国科学院重点推广新技术，并成功实

现工业应用。富氧膜的研究成果为后来我

国有机蒸汽膜的研制和大规模工业化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超（微）滤膜方面。1984-1990年，江

先生先后主持了国家“七五”攻关项目“新

型结构材料与功能材料开发”之“中空纤

维超滤组件的研制”、国家“七五”重点攻

关项目“膜分离技术、介质及设备”之“中

空纤维系列超滤膜、微孔滤膜及组件的研

制”和“增强微孔滤膜的研制”、国家 863

计划“新型药物、疫苗和基因治疗”之“生

物分离膜及器件的研制”等一系列研究与

开发工作。

在超（微）滤膜制备领域，江先生提出

了邻近比的概念，发展了小分子添加剂调

控孔径和孔径分布的理论，首次发明了聚

合物 /溶剂 /水 /盐 /表面活性剂五元组

分的制膜体系，成功研制了孔径分布极窄

的高性能系列中空纤维超（微）滤膜。其

中，截留分子量分别为 1万、3万、5万和

10万的中空纤维系列超滤膜的性能达到

同期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0.1μm聚

砜中空纤维微孔滤膜填补了国内空白。江

先生领导开发的“中空纤维系列超滤膜、

微孔滤膜及组件”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

“214”新产品，20世纪 90年代初就已经

成功用于生产医药工业中的无菌水、注射

用水、输液和食品工业中的饮料用水除

菌，以及电子工业超纯水制备中替代关键

进口设备等高端领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

外汇。

针对基因工程乙型肝炎疫苗的纯化

需求，江先生主持研发了生物相容性良好

的聚砜中空纤维超滤膜，用于去除乙肝疫

苗表面抗原（HBSAg）原料液中的杂蛋白。

HBSAg 的截留率达到 99.4%，HBSAg 的

回收率达到 90%，性能接近当时世界先进

水平，满足了乙肝疫苗表面抗原纯化的工

艺要求，填补了国内空白。江先生领导研

制的中空纤维系列超滤膜与膜组件用于

尿激酶和糖化酶的浓缩、人α1型基因工

程干扰素的分离与纯化以及酶膜反应器

裂解制取六氨基青霉烷酸（6-APA）等，性

能达到当时国外同类膜和组件的先进水

平。

江先生主持的“膜分离技术、介质及

设备”项目获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

集体荣誉证书(1989年)；“超纯水制备装置

中的 BW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获中国科

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负责的

“中空纤维系列超滤膜及组件的研制”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

“高渗透性聚砜中空纤维超滤膜制备”分

别获“93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第

七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1993年）；领

衔的“高渗透聚砜中空纤维膜制备”成果

获国家发明奖三等奖（1995年）。

在渗透汽化方面。1991-1997年，江先

生在中国科学院“八五”重点项目“高性能

渗透汽化膜”的支持下，创造性地采用内涂

方法，研发以聚丙烯腈中空纤维超滤膜为

基材，壳聚糖为分离层的中空纤维渗透汽

化复合膜。通过调节和优化中空纤维膜的

表面孔结构以及内涂式中空纤维复合膜的

制备工艺，成功开发出φ50×500mm不

锈钢膜组件，渗透汽化分离 95 wt%的乙醇

水溶液，渗透通量可达 620 g/m2·hr，分离

系数大于 5000，性能指标达到或接近当时

国际上报导的最好研究结果。

江先生不仅在膜制备基础研究领域

卓有成绩，亦是膜技术产业化的先行者和

实践者，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

望。早在 1987年就与荷兰 Twente大学等

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我国膜技术领域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了很多学术人才和

技术骨干，可谓桃李满天下。

江先生始终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

科学研究，大胆创新、小心求证，治学严

谨，实事求是，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爱国

奉献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谨以此文纪念为发展和提高我国膜

技术水平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江成璋先生！

（DNL0906组；天邦膜技术公司；大连

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追忆膜界前辈江成璋先生

始终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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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科院科发办字[2006]197号文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档案管理工作标准〉实施细则》的通

知要求，在相关部门负责人、兼职档案员和广大科研人员的支持下，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我所已

经完成 2017年度各门类档案归档、立卷工作。现将各门类档案归档情况通报如下：

一、文书档案归档情况：

因综合档案室
我所年度各门类档案归档情况一览

二、科研档案归档情况：

五、设备档案归档情况：

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
用前人的智慧照亮自己

用自己的心血照亮后人

八、其它门类档案归档情况：

办公室———电子（光盘）20张；科学传播处———刊物档案 5卷 30件；科技处———合同 /电子 8件；重质处———专利 6卷 117件，

插卷 50件；成果处———专利 98卷 1674件、插卷 233件，版权 4卷 31件；合同 /电子 363件 /360件；科研奖状 9件；人事处———会

计 4卷 12件；研究生部———学位论文 21卷 141件；综合管理处———会计 355件，合同 /电子 38件；基建处———电子（光盘）4张；财

务资产处———会计 3108件；7室———电子（光盘）3张，名人档案 7件；15室———电子（光盘）34张；1102组———电子（光盘）38张；

DNL12———电子（光盘）8张；DNL2001———电子（光盘）26张；DNL0305———电子（光盘）6张；DNL19T3———电子（光盘）2张；1805

组———电子（光盘）2张；501组———电子（光盘）2张；DNL16———电子（光盘）1张。

三、建设项目档案归档情况：

四、先导项目档案归档情况：

六、著作档案归档情况：

七、声像档案（照片、光盘）归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