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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所从中国科学院下发的《中

国科学院关于公布 2019年度中国科学院

院长奖评审结果的通知》获悉，中科院各

培养单位（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有 80

人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400人获

得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我所罗能超（导师：王峰）、谢聪鑫（导

师：李先锋）等 2名博士研究生获中科院

院长特别奖；李爱龙（导师：韩洪宪）、郑双

好（导师：包信和 / 吴忠帅）、阮崇焱（导

师：王晓东）、申兵学（导师：万伯顺）、陈若

天（导师：李灿）、安静华（导师：王峰）、高

文波（导师：陈萍）等 7名博士研究生获得

中科院院长优秀奖。 （文 /郑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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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4日上午，辽宁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陆治原到我所调研，辽

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

书记谭作钧一同参加调

研，我所党委书记王华

陪同调研。

陆治原先后参观了

低碳催化与工程研究

部、储能技术研究部，分

别听取了科研人员对相

关科研工作进展情况的

介绍，并就科研成果转

化等问题与科研人员进

行了深入交流。

陆治原对我所在科

研产出、成果转化方面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他表示，

辽宁省委将全力支持大连化物所的科技

创新工作，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从

人才政策、人才引进、人才保障等方面给

予全面支持。他希望大连化物所多出创新

成果，并实现成果在辽宁省的落地转化。

（文 /于瀚祥 图 /高杨）

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在大连举行

日前，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

院（筹）（以下简称“洁净能源创新院”）第

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委

会会议在大连举行。北京理工大学吴锋院

士等洁净能源创新院学委会委员、中科院

重大任务局相关负责人、洁净能源创新院

院长刘中民、洁净能源创新院共建单位代

表等参加会议。会议由吴锋主持。

会上，刘中民从重大需求和建设目

标、战略布局与重点任务、后续重点推进

工作等三个方面汇报了洁净能源创新院

战略规划布局。与会代表重点围绕洁净能

源创新院战略规划布局、体制机制建设和

国家实验室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中科院重大任务局材料能源处

副处长何京东宣读了洁净能源创新院第

一届学委会成员名单，刘中民为洁净能源

创新院第一届学委会委员颁发了聘书。

（文 /曹恒 图 /崔先庶）

我所召开巡视整改工作部署会议
9月 6日下午，巡视反馈会议后，我

所在能源楼（A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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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议。

会议对巡视整改问题进行了逐条梳

理，明确了各项问题整改的主管领导、协

管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人和时间节点，要

求全所上下要高度重视巡视整改工作，对

各项问题要逐项落实，切实完成各项整改

任务。

党委书记王华就巡视整改时间节点

作出了要求。他指出，要认真查摆巡视问

题，扎实做好全面整改工作。他要求，各职

能部门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加强协作配

合，相互补位、相互沟通、相互配合，要提

高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

提升站位，从全所大局出发，促进研究所

事业发展。

所长刘中民指出，全所上下要高度重

视巡视整改工作，对各项问题要逐项落

实。他强调，要通过对巡视问题的彻底整

改，加强科研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对制度有效性进行定期检查，确

保各项制度有效衔接。刘中民同时提出，

要以积极心态对待巡视整改工作，要把巡

视整改与主题教育活动及所内各项重要

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巡视整改工作促进全

所各项工作发展，谋求研究所新的发展。

（文 /于瀚祥）

我所 9名博士研究生获中科院院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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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院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专题会议
暨 2019年夏季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

日前，我所参加院党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专

题会议暨 2019年夏季扩大会议精神视频

传达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传

达会议精神，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

主持会议。我所在能源基础楼一楼会议

室、长兴岛园区分别开设视频分会场，在

所所领导、各研究室（部）主任、副主任中

的党员、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六级及

以上职员）参加会议。

7 月 26 日下午和 7 月 29 日至 31

日，中科院党组在京召开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专

题会议暨 2019年夏季扩大会议。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关于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的要求，检视剖析中科院在全面从严

治党、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领域、区域、机

构布局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下一

步改革发展的工作思路和重大举措，确保

完成“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目标任务，

加快实现“六个根本转变”，为谋划中长期

发展提供重要指导。

白春礼全面介绍了会议总体情况和

取得的重要成果，系统阐述了会议的重大

意义。他表示，会议经过广泛深入研讨，在

事关中科院全局和长远发展的若干重大问

题上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进一步明确

了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方向任务，研究

部署了若干重大改革发展举措，为深入实

施“率先行动”计划，推动全院下一步改革

和做好中长期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春礼就全院贯彻落实好此次会议

精神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一是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上来；二是要牢

记初心使命，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危机

感，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坚定推进自我革

命；三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真刀真枪

谋划和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四是要在更

高起点上建设和完善学科领域、区域、机

构的科研战略布局。五是要统筹各类人才

政策和人才发展机制，加快打造高质量人

才自主培养体系。

侯建国就院机关各部门、院属各单位

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提出要求。他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这次会议对中科院未来

发展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会议精神的传

达和学习；切实增强危机感紧迫感责任

感，谋划和推动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

统筹协调，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

好院党组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齐心协

力，真抓实干，形成推动全院改革发展的

工作合力。（文 /院网站、高杨 图 /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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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上午，所领

导班子对新任命的中层干

部进行了任前集体谈话。

所长刘中民，党委书记王

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毛志远分别对新任职中层

干部提出要求。

刘中民代表所班子向

新任职干部提出五点要

求：一是要讲大局，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要将个人的

事业发展融入到研究所的

发展中去；二是要讲规矩，

树立规矩意识，维护研究

所制度的严肃性；三是要

能干事，以高度的责任心

切实解决研究所改革发展

中面临的问题；四是要带

好队伍，部门之间与部门

内部要善于协同合作，做

好科研工作的服务与管

理；五是要有底线，坚持反

腐倡廉的红线不能越。

王华对新任职干部提

出五点要求：一是要政治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二是要勇

于担当实干尽责，以饱满

的热情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为科研工作做贡献；三是要树立服务科研

的意识，真正落实“放管服”精神；四是要

加强部门建设，调动部门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形成合力；五是要廉洁从业，切实

履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

毛志远要求新任职干部勤勉奋进，跟

上研究所快速发展的节奏，并对后续工作

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要求，并在具体工作中体现出

来，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二是

要加强部门建设，带好队伍，规范管理，重

视基础性工作，以钉钉子的精神履职尽

责；三是要自觉接受各项监督检查。

（文 /王 悦）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开展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前不久，新

源动力公司党支部组织公司党员参观了

关向应纪念馆。

当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新源动力

公司党支部的党员们在支部书记汪霞的

带领下，来到位于金州区的关向应纪念

馆。立于馆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气

势恢宏的关向应石雕，雕像

缅怀革命先烈 牢记时代使命
———参观关向应纪念馆有感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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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灿

青春年华奉献祖国科技

我 1983年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 读研究

生，先后师从吕永安老师攻读硕士学位和

夑郭 贤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其间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奖学金，并在日本东京工业大

学（导师为大西孝治教授）完成博士论文

研究，1988 年回国，1989 年毕业留所工

作。1993年我赴美国西北大学进行博士

后研究，历三年，又返所，工作至今，凡三

十六年。1999 年纪念研究所 50 周年之

际，曾撰文《情系大连化物所》，转眼间二

十年过去，在此采撷最近二十余年在研究

所工作点滴，作为建所七十周年纪念。

攻坚克难，研制紫外拉曼光谱技术

1996年 8月，我携全家辞别美国西

北大学回到大连化物所，一转眼二十三年

过去了。在西北大学心无旁骛、埋首研究

的三年时光，对我后来研究风格的形成影

响很大。

回国后，我回所开展的第一个研究课

题是启动我国紫外拉曼光谱催化表征研

究。那个年代尚没有对回国年轻人的特殊

资助，虽然回国当年我获得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但远不

足以购买研发工作必要的仪器部件。原中

国科学院基础局局长钱文藻得知这个情

况后，表示基础局特批资助 100万元，并

建议研究所也匹配 100万元。时任所长杨

柏龄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要求从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设备更新费中拨出专款予以资

助，经过一番努力，经费勉强有了着落。

刚回国时我没有研究生，组里辛勤老

师，所里林励吾、李文钊、杨亚书诸位老师

让我协助指导学生，此外，我还协助所外

的闵恩泽先生、李大东先生指导学生，这

使我的研究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两年

多的苦战，我们逐一攻破了紫外拉曼光谱

技术研制中的难题，终于在 1998年底成

功获得积碳分子筛催化剂的紫外拉曼光

谱，标志着我国第一台紫外拉曼光谱仪研

制成功。由于具有创新性且对催化材料表

征有重要意义，相关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好

评，C&EN News 将其评述为继 STM、SFG

之后研究表面催化的三项重大进展之一，

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发明奖和国家科技

发明奖二等奖。

后来，紫外拉曼光谱研究从催化研究

拓展到材料表征等更广泛领域，国际上大

部分光谱表征实验室配备了紫外和中紫

外拉曼光谱仪。近年来，紫外拉曼光谱技

术又成功应用于我国深海探测，在紫外拉

曼光谱技术研发基础上，我们又先后成功

研制了国际上第一台深紫外拉曼光谱仪

和第一台短波长手性拉曼光谱仪。

汽柴油脱硫，助力蓝天保卫战

2000年之前，在进行紫外拉曼光谱

催化研究的同时，我们又布设了两个重要

的研究方向：多相手性催化合成和燃料油

超深度脱硫。

我们试图通过固相手性催化剂的创

新走出一条不同于均相不对称合成的路

子。这个工作首先从 Sharpless手性环氧

化催化的多相化开始，后来与研究员杨启

华合作，先后确认了微纳米空间中手性催

化反应的限阈效应，发现了活性中心耦合

加速效应以及酶催化的稳定化效应等，在

国内外均相—多相手性催化学术界产生

较大影响，研究成果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催化基础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至今

仍在进行之中。

上世纪 90年代，我在欧洲、美国访问

时就了解到西方国家十分重视汽柴油的

清洁化问题。当时，我预见到随着我国家

用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大气污染问题将会

愈加严重。于是在 1997年，我开始进行超

深度脱硫的基础研究，发展了乳液催化脱

硫，将柴油中几百 ppm 硫含量降低到

0.1ppm以下，这是截至目前报道的最好结

果，与中石化抚顺石化院合作进行放大试

验取得了与实验室小试结果相近的结果，

可将柴油中含硫化合物完全脱除，远优于

国内外清洁油品硫含量标准要求。一时

间，乳液催化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高度关

注。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油品超深度脱硫

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形成了汽油和柴油

脱硫两项工业化技术，并得到推广应用。

例如，汽油催化反应吸附脱硫技术，可将

FCC加氢汽油中的硫含量从 100ppm左右

降低到低于 10ppm水平，达到国五标准。

该技术在陕西延长万吨级工业化示范后，

在山东等地的企业中推广，为助力蓝天保

卫战作出了贡献。

砥砺前行，直面太阳能光催化分解水

难题

世纪之交的 2000年，国际气候组织

呼吁全世界关注地球家园的生态问题。这

隐隐唤起我作为科技工作者的良心和责

任：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科学兴趣，更要

关注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思考更久远的

未来人类生存问题。

1999~2000年，我先后利用在英国利

物浦大学做短期访问教授和在日本做

JSPS Professor项目的机会，带着这些思

考对欧洲和日本进行了学术考察，之后做

出了科研生涯中一个最大的决定：将正在

进行的传统催化研究的重心转向以太阳

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启动太阳

能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和二氧化碳还原研

究。

尽管国内外许多科学家曾做过大量

探索性研究，但对于光催化分解水的关键

科学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研究初期，我们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甄别决定光催化系统

的最关键因素上，经过三四年的探索，基

本上搞清楚了光催化体系性能的三个瓶

颈：捕光、光生电荷分离和表面催化，且后

二项互为卷积关系。随后，我们分别在高

效捕光材料、光生电荷分离机制和高效助

催化剂三大方面部署了研究课题。为了在

这几个方面形成合力，我建议在洁净能源

国家实验室（筹）成立太阳能研究组群，鼓

励年轻学者集中攻克这些关键科学问题。

2008年左右，我们相继在宽光谱捕光材

料、电荷分离机制和双助催（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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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方面取得进展，国际光

催化领域开始关注我们的研究。

在光催化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在十余

年的探索中先后取得这个领域的多项标

志性成果：合成了含氮含硫复合物半导体

捕光材料，捕光范围拓展到 600nm；提出

双助催化剂策略，光催化质子还原制氢反

应量子效率达到 93%；发展了异相法电荷

分离理论，发现了晶面间电荷分离效应，

首先研发了光催化剂表面光生电荷成像

表征技术，直接观察到光催化剂表面光生

电荷的分布。这些基础研究的进展引起国

际学术界重视，并为推动国际太阳能研究

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光催化、光电催化分解水制氢取得

重要进展的基础上，受自然光合作用光反

应和暗反应耦合机理启发，我们采用可再

生能源分解水制氢，继而二氧化碳加氢制

甲醇的太阳能燃料合成路线，研制出高活

性、高稳定性的廉价电解水制氢催化剂和

二氧化碳加氢高选择性制甲醇固溶体催

化剂，并完成了实验室小试和中试，目前

正在进行工业放大试验，为太阳能燃料规

模化合成探路。

感恩时代，为祖国科研倾心奉献

自 1983年到大连化物所学习、工作，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 36年。在大连化物所，

我度过了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感慨万

千。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一个

西北偏远农村的农家孩子有了学习深造

的机会；感恩大连化物所导师们的悉心培

养，使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感恩改革开

放，使我在科学研究中能够发挥作用，有

幸参与了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感谢与我

共同奋斗的同事们，特别怀念我的两位英

年早逝的助手———任通博士和蒋宗轩研

究员，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历届研究生和博

士后，与他们共同的努力，使我的科研道

路充满信心和希望。

祝愿研究所的明天更加辉煌，为国家

乃至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李灿，1960年 1月生于甘

肃省金昌市，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外

籍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太阳能研究部部长。

展示的关向应同志身披一件

军大衣，穿着整齐的军服，昂首挺胸，满脸

透着刚毅和果断，仿佛正踏着历史的征

途，迎着战火的烟云，坚定地向我们走来。

石雕后面的纪念馆是一座简洁的中式风

格的大理石建筑，大理石厚重硬朗的自然

灰色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越发庄严

神圣。

跟着讲解员缓步走进馆内，立刻被墙

上一张张黑白老照片吸引住了目光。凝神

望着那张关向应与贺龙、任弼时的合照，

三张质朴清瘦却英姿勃发的脸庞，令人感

受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和

力量。纪念馆内展现的“从满族农家走出

的革命青年”、“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带领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创

建晋绥抗日根据地”、“鞠躬尽瘁、光辉永

存”等内容，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关向应同

志光辉的一生。

参观结束后，大家在支部书记汪霞的

带领下，面向党旗，高举右手，紧握拳头，

重温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

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

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庄严的关向应纪念馆

里，回荡着坚定而有力的宣誓声！

铭记历史的丰碑，铺展时代的画卷。

参观活动虽然结束了，但关向应同志“忠

心耿耿为国为民”的精神却深深镌刻在了

大家的心中，他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品

格，将时刻鞭策和激励着参加此次活动的

每一个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

不断前进！ （陈 宁）

七十载峥嵘岁月，

化物所心系新中国。

一年一大发展，

一代一大拼搏。

思想大解放，

生气蓬勃。

改革大开放，

波澜壮阔。

团结奋斗，

不懈求索。

科技发展跨大步，

化物所的根，

紧连着共和国的脉络。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是一叶扬帆的舟，

在改革的潮头上迎风逐波。

为改革的胜利，

砥砺开拓，

把丹心融进祖国的江河。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是一颗璀璨的星，

在玉宇的太空中光耀闪烁。

为科技的辉煌，

情热如火，

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是一朵嫣红的花。

在灿烂的花丛里盛开不落。

为丰收的喜悦，

茁壮结果，

把成果融进唱给祖国的颂歌。

◎李 灿

青春年华奉献祖国科技

（上接 3版）

（上接 2版）

颂化物七十载
◎退休职工 刘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