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科学院航天催化材料重点

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

我所召开。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领

导，我所所长刘中民、副所长金玉奇，以

及张涛院士、杨孟飞院士、周志成院士等

航天航空和催化领域专家，特邀专家顾问

和用户，中科院机关、我所职能部门与实

验室相关管理、科研人员共计 80余人参

加了本次会议。

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处长郭晓勇

首先代表院机关宣读了第一届中国科学

院航天催化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学术

委员会主任任命书：任命张涛为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主任，任命王晓东研究员为实验

室主任。刘中民向张涛及王晓东颁发了聘

书。金玉奇宣布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名单，张涛为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

书。

随后，举行了第一次学术委员会活

动，王晓东作了关于实验室情况介绍及发

展规划报告，实验室科研骨干黄延强研究

员、张万生研究员、王爱琴研究员分别作

了航天催化相关方向三个学术报告，与会

专家、委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实验室

的发展规划、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规章

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

见。

中国科学院航天催化材料重点实验

室于 2018年获准组建。本次会议的召开，

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实验室各项工作，巩

固和提升实验室的学科和技术优势，力争

实验室在航天催化材料研究开发领域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 /高源 郑阳 图 /刘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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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召开巡视整改工作部署会议

4月 26日上午，巡视意见初步反馈会

后，我所随即在能源基础楼一楼会议室召

开巡视整改工作部署会议，我所所领导、职

能部门和中科化物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巡视反馈问题逐一进行了梳

理，明确了问题责任部门和分管所领导，

要求针对问题进行全面整改。

党委书记王华通报了立查立改具体问

题，明确了责任分工并提出工作要求，他

要求各部门要传承化物所文化，保持拼搏

精神和士气，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改落实

工作的重要意义，对照院巡视组反馈的问

题和意见，认真查摆，全面整改，扎实做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

所长刘中民指出，针对巡视问题要做

到“立查立改，彻查彻改，举一反三”；强调

巡视整改是当前必须抓紧抓好的重要政

治任务，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两个月内对

立查立改问题整改完毕；要通过巡视彻底

整改，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更加完整

的管理和监督体系，通过整改轻装上阵，

谋求研究所新的发展。

会议还对成立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日常做好厉

行节约等工作做出了部署和要求。

（文 /赵文佳 图 /刘万生）

日前，大连市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

进集体和大连工匠表彰

命名大会在大连市国际

会议中心召开。大连市委

书记谭作钧，市委副书

记、市长谭成旭等市领导

及 600 余名获奖代表出

席会议，谭作钧在会上讲

话。

大会表彰了大连市

获得国家、辽宁省五一劳

动奖，以及获得大连市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

进集体和大连工匠各级

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

我所丁云杰研究员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许国

旺研究员荣获辽宁五一

劳动奖章，邵志刚研究员荣获大连市先

进工作者。丁云杰、许国旺出席了表彰

大会。 （文 /图 赵冠鸿）

中国科学院航天催化材料重点实验室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我所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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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4日，接到大连化物所

离退办田丽同志短信，告知大连化物所科

技处原处长葛树杰同志于 5月 3日晚因

心脏病突发，溘然仙逝，享年近 80周岁。

噩耗传来，不胜哀痛。我们却因工作原因

无法于 5月 5日赶回大连为老处长送行，

遗憾之极且更加悲痛。竟日以来，思念老

处长音容笑貌、过往种种，不胜唏嘘又难

以释怀，不得不以此文寄托哀思。

我们两人均先后在处长葛树杰同志

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科研管理工作，又在他

的影响和见证下走向研究所管理岗位，离

开大连后又因为老处长主持所志编撰工

作而继续有所交集。几十年来，我们仿佛

始终与老处长在共事和生活，当我们回望

过去，时间老人又仿佛在不经意间拨动岁

月的年轮，让我们深切回忆和怀念敬爱的

老处长葛树杰同志。

老处长是一位好党员。葛树杰同志

196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化物

所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因组织需要，

他毅然放弃他所钟爱的研究课题，出任科

技处长，一干就是十三年。多年如一日，他

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以国

家科技事业为重，以推动研究所发展为己

任。他家庭负担比较重，那时午饭都是从

家里带，他的午饭从来都是非常简单，衣

着虽整洁，但鲜有新装，可以说比较寒酸。

但他对自己要求极为严苛，公私分明，从

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哪怕一

丁点儿私利，也不允许下属谋取私利。当

年物质相对匮乏，逢年过节研究所会发放

一些诸如鸡蛋、苹果等福利，他总是等同

志们都挑选后，领取最后一份。尽管身为

处长，但最繁重的工作总是由他承担，且

从不会与下属“争功邀宠”。应该说，老处

长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人格，以他平凡的工

作和廉洁的操守默默地诠释着一位共产

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

神家园。

老处长是一位好管理者。葛树杰同志

多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形成了自己的管

理风格，并且经验极为丰富。他熟悉全所

的科研工作，对全所的数百项科研课题了

然于心，对科研课题立项、管理和结题的

把握恰到好处，令人信服；他善于与科研

人员沟通，从未见过他与科研人员红过

脸，更未见发脾气，科研人员遇到问题时

总是第一时间想到找他，并且都能得到无

私帮助。在 1998年底开始的中科院知识

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中，他作为协管科技工

作的所长助理，利用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和

高超的管理技巧，为大连化物所的科研体

制改革出谋划策，他不仅为所班子提出许

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而且还亲自上

手，积极推动实施。可以说，老处长为大连

化物所的改革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积极

贡献。

老处长是一位好师长。我们年龄和

老处长基本上属两代人，也可以说是师

生关系。在与他共事的岁月里，无论是作

为他的下级，与他搭班子，还是作为上

级，他都是毫无保留地热情指导、倾力支

持我们。他对待科技处的其他同志也都

是满腔热情地帮助指导。当我们在工作

中考虑不周，抑或出现错误时，他并不是

虎起脸批头盖脸地批评一顿，而是耐心

细致地指出不足，告知解决办法，甚至承

担责任；在工作分工上，他刻意提携后

进，将比较重要的工作大胆地压给年轻

人去做，但并非袖手旁观，总是在你最需

要帮助时出现；在制订管理政策或处理

棘手问题时，他总是能提出一些切实可

行的新想法，并不厌其烦地讲清优缺点，

以利决策。

老处长是个古道热肠的好人。当年的

大连化物所科技处十来位同事就像一个

和睦的大家庭，老处长就是一位老大哥，

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生活上，大家都能

时刻感受到他的关怀。他一般利用中午吃

饭休息时间与同志们交谈，时而聊工作、

时而聊生活，时而倾听、时而出主意。每当

同志们遇到生活上的问题，甚或不太顺心

的事情，都愿意和他聊聊，听听他的建议。

1990年 6月的一天，所里组织献血，一位

同志在献血后回家休息时，发现家里被

盗，但为保护现场，无法进门休息，老处长

闻讯后，立即把这位同志接到他家安排休

息，还让他夫人专门做了好几个糖水煮荷

包蛋，看着吃下去，以补充营养。这一幕使

这位同志终身难忘。

老处长还是一部活字典。葛树杰同志

从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大连化物所工作，又

多年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再加上他的勤奋

好学，对所里的学科发展历史以及科研布

局极为熟悉，如数家珍。不仅如此，老处长

还是一支“硬笔头”，写得一手好文章，许

多报告、文章乃至课题申请书都出自其

手。他善于把握事情发展规律，对科研、成

果转化以及管理工作，他都能窥一斑而看

全貌，及时总结鲜活经验，并形成文字。退

出领导岗位以后，老处长不顾年事已高，

毅然受托，主持大连化物所所志的编写工

作。这项工作耗时费力，非“活字典”而不

能为。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大连化物所所

志Ⅱ（1985年 ~2010年）》已编撰完成，即

将在建所 70年之际发布，可惜老处长已

看不到这一幕，令人唏嘘不已。就在 2018

年，老处长还参加了大连化物所新职工入

所培训，以他丰富的阅历，为年轻人介绍

大连化物所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

老处长还是一位不断进取的人。葛树

杰同志退休后，还继续在研究所科研一线

贡献自己的才能和管理经验。让人记忆犹

新的是，2002年，老处长同黄向阳一起参

加了新时代质量认证体系的培训班，完全

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重新学习质量管理

体系的基本要求和管理规范，并且取得了

更加优异的成绩。之后在重要的科研岗位

上，他把质量管理要求和丰富的科研管理

经验结合起来，为研究室高质量地完成科

研任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了合格的

高龄质量管理内审员。多年来他不断地传

帮带年轻人，以强烈的求知欲和高超的智

慧，向大家展示“化物所人想什么成什么、

干什么成什么”的严谨治学和协力攻坚的

精神。

老处长还是一个新潮的老人。在我们

老科技处的微信圈里，老处长是一个网络

达人，他经常发出很多养生、音乐、国家建

设成就、研究所成果等等信息，积极地向

大家推荐正能量内容，他是群里的主要活

跃力量和推动力量。就在 4月 29日，他在

老科技处微信圈发出了最后一条消息，说

“请各位爱护好自己的身体，



（上接 2版）

70年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科技成

果转化的质量和成就始终名列前茅、称誉

全国，其中凝聚了几代科研人员的严谨求

学、努力拼搏和不懈追求。当我们这些曾

经的和现任的科技处长以服务管理者的

身份，从 7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知识创

新工程和“率先行动”以来的发展历程，审

视大连化物所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中科技

成果转化这波浪潮时，可以从中窥探到科

技成果转化的几个脉络，它们既揭示了大

连化物所科技成果转化形态的变化，也展

示了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完善过程，更展

现了化物所人探索前行，不断丰富和完善

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转化机制的过程。

脉络一：从技术成果转化走向广泛的

四技合同服务和产业转化

上世纪，大连化物所的重大研究创新

基本以技术项目成果的形式进行保护和

开发。随着我国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

逐步建立，以及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全面

实施，成果转化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开展：

一是“四技”（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合同服务，其中包含产学研

合作、行业合作等；二是参股合作研究或

参股产业化。

这个时期（约 2001年以前）主要的措

施和办法有：一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解决国民经

济建设中急需或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科技

问题，如天然气（合成气）综合利用、膜分

离和膜反应技术等科技攻关项目；二是以

市场为导向，瞄准企业急需的核心技术，

开展委托研究和合作研究课题，以“四技”

合同的形式进行技术开发和服务，如干气

制乙苯技术、甲氰菊酯农药技术等；三是

产学研结合加强行业合作，通过成立产学

研联合体，承担企业急需的研究和开发项

目，特别是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大连

化物所与中石油集团公司、中石化集团公

司、中国烟草公司，在石油化工、石油炼

制、烟草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合作，取得很

大成绩；四是组建工程中心，将科研成果

孵化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通过组建

“国家催化工程中心”和“膜技术国家工程

中心”，为大连化物所开展成果转化活动

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五是以“产权明晰、规

模发展”为指导思想，在清洁能源、无公害

农药等领域组建成立一系列高技术产业

化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大连化物所一直坚持

从机制建设和组织管理上创造有利环境，

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激励办法来

推进成果转化工作。

脉络二：从技术成果鉴定走向全面知

识产权管理

自 1984 年我国实施专利制度以来，

大连化物所从“七五”科技攻关开始，就持

续地开展专利申请工作，在科研工作者中

涌现出一大批既懂研究工作又懂专利保

护的发明人。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又在全

面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积极探索，先后开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试点、产权办公室运

营、专利包转化、专利战略研究等，取得了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积极效果。

在大连化物所的知识产权转化历程

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我们记忆犹

新的：2000年大连化物所以 114件申请量

首次突破百件申请大关，并在国内的科研

院所中居第二位，其后的 2006 年突破

200件，2010年突破 300件，至 2018年已

达到 1388件。另外，2001年大连化物所一

下子申请了 5件国外专利。2007年被列

为首批“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2002年大连化物所成立了专门的知

识产权办公室，2008 年成立了知识产权

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体制和机制建

设，加强策划与运营。2007年仅甲醇制烯

烃专利工艺包技术转让费的数额就超过 1

亿元并引起极大反响。

这个时期的主要措施和办法有：一是

积极探索全面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发的新

体系；二是加强专利的“三性”目标管理促

进专利申请和保护；三是加强专利的实施

和转化；四是把专利工作同“四技”合同服

务统一起来，引导全所从以技术成果为合

同技术标的全面转向以专利或专利加技

术成果为合同技术标的；五是积极开展专

利试点和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探索全面知

识产权管理新模式。

脉络三：以规范化的技术合同管理保

障技术转移的顺利实施

科研人员创造出科技成果是技术转

移的关键，且技术合同的履行是由科研团

队完成的。不过，从管理分工的角度和实

际转化过程存在的合同纠纷实践来看，技

术合同签订也是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节点。

作为中科院技术转移先

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历程的几个脉络

化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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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不可思议的高铁（13000

公里北京 -墨尔本）即将建成，我们必须

好好活着还赶得上，到时相见在跨国高铁

上”，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一带一路”、对国

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美好憧憬和激情向往。他是多么积极乐观

向上的一位老人啊。

而今斯人已逝，老处长真的走了，他

金色的脚印留在我们的视线里，他爽朗的

笑声仍不绝于耳，在这刹那间我们突然明

白了，时间老人关上一扇生命的门，就必

然会打开一扇记忆的窗，葛树杰老处长无

私奉献的精神、淡泊名利的情操、孜孜不

倦的追求、古道热肠的爱心、诲人不倦的

慈祥和积极向上的乐观已永远铭刻于我

们的记忆里。

老处长一路走好！

二 O一九年五月八日

作者简介：邓麦村，现任中国科学院

党组成员、秘书长。

黄向阳，现任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

局局长。

（下转 4版）

◎葛树杰 黄向阳 张宇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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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版）进单位，大连化物所历来重

视技术合同的管理工作，从上世纪 90年

代起就制订了技术合同签订管理办法并

多次修订完善，将涉及技术合同的洽谈、

签订、履行等各方面内容加以规范，已形

成了比较完备的管理体系。严格规范的管

理有效促进了技术转移的开展，近 10年

来大连化物所的技术合同量每年都保持

在 200件以上，其中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

转让合同在 100件以上，合同执行情况一

直非常好，绝少出现合同纠纷情况，在业

界有着很好的口碑。

在规范的制度建设之外，科学的岗位

设置也很有特色。大连化物所的合同管理

工作一直由纵向科研计划管理岗位承担，

这样的岗位设置情况在中科院其他研究

所基本没有。将技术合同审查签订管理与

技术转移洽谈工作分立设置岗位，这种情

况一直到 2017年新成立了技术成果转化

处，将技术转移工作从科技处分出去为

止。这样的岗位设置，最大程度加强了对

技术合同的管理。

脉络四：实施“以大型骨干企业为牵

引的区域重点合作开发及成果转化战略”

随着知识创新工程和“率先行动”计

划的实施，大连化物所重大科技成果不断

涌现。自 2010年起，持续建立和深化与行

业骨干企业的战略合作，陆续与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中国石油集团、天津渤化集团

等企业建立持续稳固的合作关系。

其中与陕西省重点骨干企业延长石

油集团的合作尤为值得一提。2010年延

长石油集团与大连化物所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9年来，双方合作项目经费超过 3

亿余元，催生了油品超深度脱硫技术、钴

基催化剂合成气制油技术、甲醇经二甲醚

羰基化制乙醇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

果。2018年以来，双方商定合作探索性项

目经费不低于 400万元 /年，并根据项目

需要不设上限，多项结题探索性项目纳入

进一步中试支持。

甲醇制烯烃（DMTO）技术的工业化和

产业化在众多案例中无疑是一颗耀眼的

“明星”。2006年大连化物所与陕西新兴

煤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化

集团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三方合作完

成了世界首套万吨级 DMTO的工业性装

置试验，之后 DMTO技术正式进入商业许

可和市场推广过程。2010年与神华集团

合作，实现了神华公司 60万吨 /年 DMTO

装置顺利建设和开车。在此基础上，该技

术目前已签署了 22个技术许可合同，建

设和运行了 24套工业化装置。

新时代大连化物所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注重密切联系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

需求，灵活设置各类成果转化平台，打造

了辐射全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网络。在江苏

省苏州市设立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推

进大连化物所技术在长三角地区转化；在

辽宁盘锦设立盘锦产业技术研究院，推进

精细化工技术在盘锦中试产业化；在山西

大同设立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大同转化

基地，助力“煤都”做能源革命的排头兵；

在唐山设立洁净能源化工转化基地，打造

钢铁企业清洁利用新示范。这些工作进一

步拓宽了大连化物所的成果转化渠道，有

效推动成果的快速高效产业化。

作者简介：葛树杰，1940—2019年。

1940年生于山东省，研究员。曾任大连化

物所科技处长、所长助理。

黄向阳，1968 年生于湖北省，研究

员。现任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张宇，1970年生于辽宁省，正高级工

程师。现任大连化物所科技处副处长。

张晨，1981年生于辽宁省，研究员。

现任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

处长。

2019年我们迎来化物所建所 70周年，

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在这属于科技工作者的节日里，

我们向创新致敬、向梦想致敬！

我们也向多年奋斗在科研战线上的老科技工作者致敬！

老科技工作者素有爱国奉献、创新求实的优良传统，

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你们可能没有获得最高的奖项，

你们也可能不是著名的科学家，

但是你们淡泊名利，埋头苦干，

有十年磨一剑的韧劲；

你们耐住寂寞，长期坚持，

不惜体力和汗水，勤奋耕耘，

为了解决一个科研难题，你们锲而不舍，

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关，你们废寝忘食。

你们不仅是科技工作者，更是时代的大梦想家。

你们用朝气、聪慧和勤奋，把每一个梦想变成现实,

你们勇于担当，不忘使命，创新争先，勇攀高峰，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卓越的贡献！

你们敢于挑战传统，敢于超越前人，实现自主创新，

你们有高尚的人生理想，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技事业，

你们浇灌出丰硕的科研成果。

如今你们老了，头发白了，

你们仍然关心着我们所的科研工作，

勤奋、执着、敬业、奉献是你们的优秀品质！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这其中，离不开老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

多年来为我国科研事业建设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为我国科研事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退休职工 刘树本

向 您 致 敬
———献给老科技工作者

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历程的几个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