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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材料组群发现细菌耐受新机制
咸漠和赵广研究组发现了一种大肠杆菌酸耐受性新机制，可以保证细菌在酸性环境下的正常生
长。除大肠杆菌外，这种酸耐受性系统还在伤寒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霍乱弧菌、鼠疫耶尔森氏
菌、绿脓假单胞菌等多种致病菌中广泛存在，有可能作为开发新抗菌药物的靶标。此外,在有机
酸发酵领域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环境下的正常生长。研究发现传感激酶CpxA可以通

科研人员构建了生产3-羟基丙酸的大肠杆菌工程菌

过组氨酸残基的质子化直接感应酸性环境，并激活

株。将该酸耐受性系统导入到工程菌株后，无论是

其配对的调控蛋白CpxR来启动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基

否调节发酵液pH，都可以得到相似的细胞浓度和3-

因fabA和fabB的表达，最终提高细胞膜磷脂中不饱和

羟基丙酸产量。这样可以大幅降低有机酸的发酵生

脂肪酸的比例。细胞膜磷脂成分的变化会降低细胞

产成本，提高有机酸生物合成过程的经济性。

膜的流动性和质子通透性，从而维持大肠杆菌细胞

相关工作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内部的pH不会受外界酸性环境的影响。小鼠体内实

Communications）杂志，咸漠研究员和赵广研究员为

验结果证明，缺失了这种酸耐受性系统的大肠杆菌

通讯作者，博士生许莹和赵喆为共同第一作者。该

突变菌株在小鼠肠道内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除大

工作还得到了南开大学刘斌研究员、亚利桑那州立

肠杆菌外，这种酸耐受性系统还在伤寒沙门氏菌、

大学Shi Yixin教授和山东大学祁庆生教授的帮助。该

志贺氏菌、霍乱弧菌、鼠疫耶尔森氏菌、绿脓假单

研究获得了国家基金委优青基金和山东省杰青基金

胞菌等多种致病菌中广泛存在，有可能作为开发新

的支持。

抗菌药物的靶标。

（文/图 赵广 赵喆）

这种酸耐受性机制在有机酸发酵领域也具有良

Xu Y, Zhao Z, Tong WH, Ding YM, Liu B, Shi YX,

好的应用前景。有机酸是一类重要的微生物发酵产

Wang JC, Sun SM, Liu M, Wang YH, Qi QS, Xian M*,

品，然而高浓度有机酸的积累会造成发酵液pH的下

Zhao G*. An acid-tolerance response system protecting

降，严重抑制生产菌株的生长和后续生产，所以在

exponentially growing Escherichia coli. Nat Commun,

发酵过中必须添加碱液维持中性状态。前期研究中

2020, DOI: 10.1038/s41467-020-15350-5.

环境友好催化过程研究组开发出高效电催化二氧
化碳还原反应催化剂

对于细菌来说在酸性环境中的生长能力至关

等会在这里快速繁殖并致病。目前已知的大肠杆菌

重要。例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会在宿主消化

酸抗性系统有五种，它们可以维持大肠杆菌在pH2左

道内定殖并引起疾病，而它们在侵染宿主的全过

右的环境中存活数小时，但却对大肠杆菌在pH4-6条

程中都要抵御外界的酸性环境：人的胃部呈强酸性

件下的生长毫无作用。

刘立成研究员带领的环境友好催化过程研究组研究发现直接包覆氨基官能团化的碳层可以有
效的调控非贵金属催化剂SnS的电子结构，从而加速了电极界面处的电子传导效率、增强了
催化剂对吸附态的CO2分子和反应中间体OCHO*的吸附能力，实现了反应电流密度和催化产
率的显著提升。该研究工作为提升过渡金属催化剂的催化活性提供了一种新策略。

利用可再生电力驱动CO 2 电催化还原为甲醇、

转化，对控制碳平衡、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等意义

（pH1.5-2.5），被认为是宿主防御肠道致病菌的第

近日，青岛能源所咸漠和赵广研究组发现了一

甲 酸 等 高 附 加 值 化 学 燃 料 ， 在 解 决 C O 2过 量 排 放

重大。由于CO 2 分子中C=O双键结合稳定，电催化

一道屏障；而小肠内呈弱酸性（pH4-6），大肠杆菌

种大肠杆菌酸耐受性新机制，可以保证细菌在酸性

的同时，还可以实现间歇性电能向化学能的直接

C O 2还 原 反 应 （ C O 2R R ） 所 需 要 的 能 量 较 高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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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材料组群提出不对称拆分聚合制备手性聚
合物新策略

王庆刚研究组提出了手性聚合物设计合成的“不对称拆分聚合”新策略，为手性聚合物材料的
高效合成与直接表征提供了新方法，为手性催化聚合反应机理的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图（a）SnS/Aminated-C复合催化剂的差分电荷分布图；（b）CO2RR活性电流密度对比图

手性科学与生命科学、人类健康、材料技术
和国民经济密切相关。源于生物大分子（DNA、

此，开发高效的催化剂提升反应催化效率是CO 2RR

产率的显著提升。该研究工作为提升过渡金属催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近十年来各类催化剂已经被开

化剂的催化活性提供了一种新策略。相关研究成

发后用于CO 2RR的研究，并且在提高产物选择性、

果已发表于《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期刊上

降低过电位等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Adv. Energy Mater., 2020, 10, 1903664）。刘立

但是CO 2RR的反应电流密度和催化产率仍然较低，

成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唯一通讯作者，陈志鹏博士为

无法进一步满足工业化应用的需求。

论文的第一作者。

针对上述科学难题，青岛能源所环境友好
催化过程研究组在开发高效电催化剂方面开展了

蛋白质等）的启发，科学家们发现手性现象也是

到目前为止，手性聚合物材料研究往往局

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特征之一。手性聚合物是一类

限于天然手性高分子材料和极少数人工合成手

特殊的高分子材料，具有区别于传统高分子材料

性高分子材料，其设计合成与应用研究处于刚

的特殊性质，比如空间排布、材料强度、介电性

刚起步阶段。手性聚合物材料领域的发展面临

能以及可塑性等方面。而这些特殊的性质赋予了

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合成难” “表征

手性聚合物独特的功能和应用，如手性分离材

难”是其核心瓶颈问题之一，这也直接制约手

料、手性液晶材料、手性传感材料和手性电磁材

性催化聚合机理、聚合物材料构效关系和功能

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合作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文/图 陈志鹏）

57, 12790；Small, 2019, 15, 1903668；J. Mater.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
full/10.1002/aenm.201903664

11, 2944；J. Mater. Chem. A, 2017, 5, 24651；

相关发表文章：

Nanoscale, 2019, 11, 18715等）。近日，该研究组

Chen Z, Zhang X, Jiao M, Mou K, Zhang X,

基于前期的研究工作，发现直接包覆氨基官能团化

Liu L. Engineering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Stannous

的碳层可以有效的调控非贵金属催化剂SnS的电子

Sulfide by Amino-Functionalized Carbon: Toward

结构，从而加速了电极界面处的电子传导效率、

Efficient Electrocatalytic Reduction of CO2 to

增 强 了 催 化 剂 对 吸 附 态 的 C O 2分 子 和 反 应 中 间 体

Formate.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2020, 10,

OCHO*的吸附能力，实现了反应电流密度和催化

1903664.

4

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市场价值。

该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洁

大量的研究工作（Angew. Chem. Int. Ed., 2018,
Chem. A, 2018, 6, 11236；ChemSusChem, 2018,

料等（图1）。因此，手性聚合物材料的合成和应

图1 手性材料的应用领域及合成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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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出新型双功能铁纳米
杂化结构催化剂
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在前期高效高稳定性铁基纳米结构催化剂研究的基础
上，以可再生生物质为C和N源及廉价的Fe(NO3)3、PPh3为金属前驱体和磷源，通过便捷高
效的制备工艺构建了一种兼有氧化性和Lewis酸性的双功能铁基纳米结构催化剂Fe@NPC-T
（T代表煅烧温度）。
图2 不对称拆分聚合反应（AKRP）

应用等领域的发展。

论文也展示了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在手性聚酯拆

青岛能源所王庆刚研究组提出了手性聚合物设

分聚合制备方面的系列成果，以及其它手性聚合

计合成的“不对称拆分聚合”新策略，为手性聚合

物设计合成的研究探索（New J. Chem., 2020, 44,

物材料的高效合成与直接表征提供了新方法，为手

1648; Polym. Chem., 2019, 10, 1832; Mater. Today

性催化聚合反应机理的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图2）。

Commun,. 2020, 22, 100747）。研究人员将通过优

“不对称拆分聚合”策略是将不对称拆分反应与高

化设计新型聚合单体和发展不对称催化聚合体系，

分子材料合成相结合，利用手性催化剂对外消旋单

探究手性催化聚合的反应机理和调控机制，实现不

体的识别反应速率差，实现手性聚合物材料的高效

同外消旋单体的催化拆分聚合，创制新型手性聚合

合成；利用聚合反应的转化率和剩余单体的对映体

物材料，期望在概念、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过量值对手性聚合物的整体光学性质进行表征；同

该研究组徐广强副研究员为该论文第一作

时利用不对称聚合过程中拆分常数的变化规律研究

者，王庆刚研究员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该工作获

手性聚合过程中可能的手性放大或者手性缩小等反

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人才工程基金、青

应机理。

岛能源所“一三五”重点培育基金和两所融合基金

该策略近期以“Asymmetric Kinetic Resolution

等项目的支持。

图1 双功能铁纳米杂化结构催化剂催化烯烃氧化转化

烯烃氧化反应是一类重要的工业反应，其氧化

制约了烯烃氧化反应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产物包含醛、酮、1,2-二酮、环氧化合物等，这些氧

近日，青岛能源所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

Polymerization (AKRP)”为题目发表在化学领域重

（文/图 杨茹琳 徐广强）

化产物在合成香料、医药中间体以及涂料、油漆等

化转化研究组在前期高效高稳定性铁基纳米结构

要综述期刊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2020,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

方面都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传统烯烃氧化反应方

催化剂研究的基础上（Chem. Sci., 2019, 10, 10283,

法（如：臭氧氧化、Wacker氧化、Lemieux-Johnson

Hot article），以可再生生物质为C和N源及廉价的

氧化、烯烃环氧化等）往往需要使用储量低、价格

Fe(NO3)3、PPh3为金属前驱体和磷源，通过便捷高效

昂贵、毒性大的贵金属催化剂，或者需要当量甚至

的制备工艺构建了一种兼有氧化性和Lewis酸性的双

414, 213296)上。该论文全面总结了过渡金属催
化、有机小分子催化和酶催化领域的不对称拆分聚
合研究成果，论述了该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现

j.ccr.2020.213296
相关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9/
C9NJ05074D

状，以及今后可能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为手性功能

https://doi.org/10.1039/C9PY00018F

是过量的重金属、高碘化合物作为氧化剂，反应条

功能铁基纳米结构催化剂Fe@NPC-T（T代表煅烧温

材料领域的研究发展提供方法途径和理论指导。该

https://doi.org/10.1016/j.mtcomm.2019.100747

件苛刻、操作复杂、催化活性低、选择性差，严重

度）。具有氧化性的Fe-Nx和Lewis酸性FePO4双活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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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suschemeng.9b05298
(2) Tao Song, Peng Ren, Jianliang Xiao, Youzhu

(3) Tao Song, Zhiming Ma, Peng Ren, Youzhu

Yuan, Yong Yang, Highly dispersed Ni2P nanoparticles

Yuan, Jianliang Xiao, Yong Yang, A Bifunctional Iron

on N,P-codoped carbon for efficient crossdehydrogenative

Nanocomposite Catalyst for Efficient Oxidation of Alkenes

coupling to access alkynyl thioethers. Green Chem., 2020,

to Ketones and 1,2-Diketones. ACS Catal., 2020, 10,

22, 651-656.

4617-4629.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20/

位点共同存在于催化剂表面，能够实现烯烃在温和

磷掺杂策略制得超细高分散纯相Ni 2P纳米结构催化

条件下以叔丁基过氧化氢 (TBHP) 为氧化剂、水为溶

剂，并成功实现含氮杂环和炔基硫醚等重要精细化

剂的高效氧化转化。研究发现，烯烃经形成环氧化

学品的高效绿色合成（如图2所示）。相关研究结

合物中间，通过反应条件的调控能够使反应路径在

果发表于Green Chem., 2020, 22, 651和ACS Sustain.

分子内Meinwald重排和分子间亲核进攻之间进行有效

Chem. Eng., 2020, 8, 267.

的高效转化 (如图1所示)。本研究工作将非贵金属纳

上述研究得到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和英国皇家
学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的资助。
(文/图 宋涛)

米结构催化剂的研究由单一功能拓展到了双功能领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catal.9b05197

生物基材料组群利用微生物合成萜烯化合物和芳
香族化合物的代谢工程策略

图2 超细高分散Ni 2P纳米结构催化剂在合成氮杂环（A）和炔基硫醚（B）反应中的应用

切换，实现烯烃到酮和1,2-二酮等重要合成砌块分子

gc/c9gc04137k

张海波研究组近期应邀在天然产物领域权威综述期刊《天然产物报告》期刊发表综述文章，对
近三年内通过微生物细胞产萜烯化合物的代谢工程策略进行总结和展望。同时，在《生物加工
过程》发表综述文章，针对甲羟戊酸途径的代谢支路的代谢工程策略进行总结和展望。另外，
近期应邀在生物技术领域重要综述期刊Biotechnology Advances发表综述文章，对微生物
合成芳香族化合物所面临的主要共性问题和对应的代谢工程策略进行总结和展望。

萜烯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是两种种类非常

合成中面临的共性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提

丰富的天然产物，广泛应用于材料、能源、医药和

出了较为全面的解决策略，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

食品等领域。以可再生糖为原料，通过代谢工程策

关注。

略，以微生物细胞工厂合成这两种化合物，产品附

在微生物中，代谢途径的前体往往参与多个

加值高，是当前生物化工领域的研究重点。但是，

重要的代谢途径，例如萜烯化合物合成的前体乙

域，进一步丰富了催化剂设计思路，也为烯烃氧化

相关发表论文和专利链接：

这些化合物的微生物合成都受一些共性问题的限

酰辅酶A，因此其供应的问题一直是生物化工领域

转化提供了绿色高效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1) Tao Song, Peng Ren, Jianliang Xiao, Youzhu

制，如前体和辅因子供应不足、代谢途径过长、代

的热点。该研究组总结了多种解决策略，包括减弱

ACS Catalysis（ACS Catal., 2020, 10, 4617.）上。文章

Yuan, Yong Yang, Highly Dispersed Single-Phase

谢支路干扰和产物毒性强等问题。

与副产物合成相关酶的表达、增强逆反应酶的表达

第一作者为青岛能源所宋涛助理研究员，通讯作者

Ni2P Nanoparticles on N,P-Codoped Porous Carbon

多年来，青岛能源所生物基材料组群精细化学

以将副产物催化合成为前体、引入新型的前体合成

为Jianliang Xiao教授和杨勇研究员。

for Efficient Synthesis of N-Heterocycles. ACS Sustain.

品研究组致力于多种萜烯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的

途径、改变碳源、改变前体等代谢工程策略。另

Chem. Eng., 2020, 8, 267-277.

微生物合成，包括蒎烯、法尼烯、桧烯、异戊二烯

外，辅因子供应，包括ATP和NADPH，也是重要

等，以及苯乙烯和苯乙醇等，对于解决上述微生物

问题。该研究组总结了在大肠杆菌中NADPH合成

近期，该团队以廉价低毒、储量丰富的非贵金
属镍盐及生物质竹笋为原料、以植酸为磷源，通过
8

https://pubs.acs.org/doi/abs/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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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微生物合成芳香族化合物所面临的主要共

C9NP00016J

性问题和对应的代谢工程策略进行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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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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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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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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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metabolic engineering strategies”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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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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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1

ppdc

ipdc

PAAL
adh

IAAL

2-PE

MVAPP

pmd

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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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

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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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n, Mo Xian*, Fuli Li*, Haibo Zhang*. Common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microbial production

进会和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资助。

of aromatic compounds and corresponding metabolic

（文/图 李美洁 王纪明）
文章链接：

ispA

FPP

Farnesene

DMAPP
TCA cycle

以上综述文章以及相关研究获得了山东省人才

IAA

TYR

Sabinene

2. Meijie Li, Changqing Liu, Jianming Yang, Rui

engineering strategies. Biotechnology Advances, 2020.
https://doi.org/10.1016/j.biotechadv.2020.107548.

1. Meijie Li, Feifei Hou, Tong Wu, Xinglin Jiang,

3. 徐镇祥, 李美洁, 门潇, 陈国强, 王纪明, 咸漠,

Fuli Li, Haobao Liu*, Mo Xian*, Haibo Zhang*. Recent

张海波*. 甲羟戊酸途径的代谢支路调控策略的研究

advances of metabolic engineering strategies in natural

进展. 生物加工过程, 18(1): 44-51. http://swjggc.njtech.

isoprenoid production using cell factories. Natural Product

edu.cn/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1006

图1 萜烯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的代谢途径

的三个途径，戊糖磷酸途径、TCA循环和NADH的

中大量累积，其毒性也是微生物合成面临的重要共

转化，因此过表达戊糖磷酸途径的Zwf1、TCA循环

性问题。该研究组总结提出了多种解决策略，包括

的sucAB、gltA和sdhABCD，和催化NADH转化为

选择无细胞合成体系或者抗毒性宿主，过表达转运

NADPH的Pos5是提高NADPH合成的三种策略。同

蛋白以将毒性产物排出细胞，将毒性产物转化为无

理，ATP由ADP转化获得，过表达相关基因能够提

毒性产物。

高ATP的合成。另外，萜烯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

基于以上总结和研究，该研究组近期应邀在

合成的代谢途径过长，导致毒性中间代谢产物累

天然产物领域权威综述期刊Natural Product Reports

积、细胞代谢负荷重、细胞生长受影响和代谢不平

（《天然产物报告》）发表题为“Recent advances

衡等问题。该研究组基于前期工作，提出了多种针

of metabolic engineering strategies in natural isoprenoid

对代谢途径过长的解决策略，包括代谢途径的模块

production using cell factories”的综述文章，对近三

化研究、外源基因的染色体整合表达和代谢途径的

年内通过微生物细胞产萜烯化合物的代谢工程策略

动态调控等。由于细胞内环境复杂，而且很多萜烯

进行总结和展望。同时，在《生物加工过程》发表

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也是细胞生长所必需的化合

题为“甲羟戊酸途径的代谢支路调控策略的研究

物，因此消耗代谢途径的中间产物或终产物的代谢

进展”中文综述文章，针对甲羟戊酸途径的代谢

支路也是面临的重要问题。该研究组总结了多种解

支路的代谢工程策略进行总结和展望。另外，近

决代谢支路的策略，包括支路关键基因的敲除、弱

期应邀在生物技术领域重要综述期刊Biotechnology

启动子或RNA干扰降低表达、动态调控关键基因的

Advances发表了题为“Common problems associated

表达、酶抑制剂和基因振荡器等。另外产物在细胞

with the microbial productions of aromatic compounds and

10

图2 代谢工程策略（以萜烯化合物的合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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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开发出全新的嗜热全菌催化
塑料生物降解策略
崔球研究员带领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与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Greifswald）
Uwe T. Bornscheuer团队合作，在塑料生物降解领域开展研究，建立了迄今为止已知的最
高效的全菌PET塑料降解策略，证实了嗜热全菌催化策略的优越性和应用前景。

之一。PET生物降解法具有环境友好、条件温和的

28日发表于应用生物学领域国际期刊Microbial

优势，而高温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塑料的生物降解效

Biotechnology。博士研究生颜飞为该论文的第

率，因此，嗜热PET降解体系一直是国内外科研人员

一作者，刘亚君副研究员、崔球研究员、德国

关注的焦点。

Greifswald大学韦韧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青岛能源所崔球研究员带领的代谢物组学

研究人员以热纤梭菌作为底盘细胞，将来自枝

研究组前期已成功建立了热纤梭菌这一典型嗜热

叶堆肥元基因组的嗜热角质酶LCC在热纤梭菌中进行

细菌的成熟的基因操作平台，可以通过对热纤梭

异源表达，从而成功建立了具有PET降解功能的嗜热

菌的任意遗传改造实现高效全菌催化剂的定向

全菌催化剂（图1）。该全菌催化剂可以在60℃条件

打造。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将基于热纤梭菌的全

下，14天内成功将60%的商业化PET塑料薄片转化为

菌催化技术成功应用于木质纤维素的生物转化领

乙二醇和对苯二甲酸等可溶性单体（图2）。这一以

域，建立了新型的整合生物糖化技术。基于此，

热纤梭菌重组菌株为全菌催化剂的PET降解性能显著

代谢物组学研究组与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高于之前报道的基于嗜中温细菌和微藻的全菌催化

（University Greifswald）Uwe T. Bornscheuer团队

体系。由于热纤梭菌可以通过合成纤维小体高效降

合作，在塑料生物降解领域开展研究，建立了迄

解木质纤维素，因此，基于热纤梭菌的全菌催化策

今为止已知的最高效的全菌PET塑料降解策略，证

略还有望在混纺织品废弃物的生物回收中发挥出巨

实了嗜热全菌催化策略的优越性和应用前景。研

大的应用潜力。

究成果以“Thermophilic whole-cell degradation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 using engineered

该工作得到了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Clostridium thermocellum”为题于2020年4月

（文/图 颜飞 刘亚君）

图1 PET降解嗜热全菌催化剂的构建及LCC活性分析

塑料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在可塑性、耐用性

不断的环境污染问题，仅中国每年就产生7000多万

和化学稳定性等方面都令传统材料望尘莫及，因此

吨塑料垃圾。不仅如此，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和生活领域。据统计，目

（PET）等塑料的物理化学结构稳定，自然环境下

前全世界每年的塑料产量已达4亿吨且与日俱增。

难以分解，会造成长期生态问题。因此，PET废弃

然而，塑料制品的大量生产和利用也同时带来源源

物的有效降解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图2 全菌催化剂孵育14天中PET薄膜表面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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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发表关于锂金属电池实
际应用面临的挑战的通讯文章

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开发出针对秸秆降解预处
理的新策略

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针对当前锂金属电池学术界与工业界试图通过抑制枝晶状形貌锂的产
生来实现锂金属电池的商业化应用做出评论：指出仅仅通过依靠电化学表征来验证锂金属电极
的循环性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提仪使用更广泛、全面的基础研究测试方法以增强我们对锂金
属电极工作原理的理解；强调只是通过抑制枝晶状形貌锂的产生并不能推动锂金属电池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应用，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应放在电化学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沉积锂的化学、电化学
本质以及它们的产生机制。

李福利研究员带领的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近期发表研究论文,利用新型预处理方法降解玉米秸
秆，减少糖化酶用量，有效提高了生物燃料的产量。并发表综述文章，广泛讨论了秸秆的各种
生物、化学和物理预处理方法。

5, 152；ChemElectroChem, 2019,

秸秆是农作物或牧草成熟后

2, 5787），该文章针对当前锂金

茎、叶、穗部分的总称。农作物光

属电池学术界与工业界试图通过

合作用的产物中有一半以上的能量

抑制枝晶状形貌锂的产生来实现

存在于秸秆中，其中不仅富含可降

锂金属电池的商业化应用做出评

解利用的碳水化合物，同时富含

论。该文章首先指出仅仅通过依

氮、磷、钾、钙、镁等微量元素，

靠电化学表征来验证锂金属电极

是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资源，

的循环性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可以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和生物基化

提仪使用更广泛、全面的基础研

学品。青岛能源所李福利研究员带

究测试方法以增强我们对锂金属

领的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长期致

电极工作原理的理解。此外，该

力于秸秆生物转化策略研究。近

文章还强调只是通过抑制枝晶状

期，该研究团队利用新型预处理方

形貌锂的产生并不能推动锂金属

法降解玉米秸秆，减少糖化酶用

近日，青岛能源所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今日

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当

量，有效提高了生物燃料的产量，

材料》（Materials Today）发表题为“Li based anode: Is dendrite-free

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应放在电化学

相关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sufficient?”的短篇通讯文章，该文章作者为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项

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沉积锂（包括

Research》杂志。该策略与之前采

目研究员孙富，通讯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陈立宝及青岛能源所研究员董

枝晶状形貌锂及其它形貌锂）的

用的预处理过程有很大不同，采用

达到318.6±17.8 mL/g VS，对比未处理组和AHP处理组分别提高了40%和

杉木。

化学、电化学本质以及它们的产

了AHP-LiCl/DMAc处理方法，即

10%。该研究进一步表明，离子溶剂LiCl/DMAc在不改变结构的情况下，

生机制。

使用（pH 10~11）的AHP溶液对玉

提高了发酵菌的纤维素溶解，有效改善酶解糖化过程。该论文的第一作
者为博士后Nasir Ali，吕明副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研究组在前期对锂金属电池的工作机理及衰退机制进行了研究，

图1 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耗总量为283 Gm3，进口125 Gm3，至2020年需求将超过
300 Gm3 /year

揭示了电池使用过程中电池整体电化学性能衰变与锂金属电极形貌衍

（文/图 孙富 董杉木）

米秸秆进行脱木质素反应，随后

化间的关系，即锂金属电极在电化学过程中的不可逆造成了锂金属

原文链接为：https://doi.

加入LiCl/DMAc进行处理。结果表

根据《中国天然气需求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

明，该策略使底物最大产甲烷量

总量约为2800亿立方米，进口总量约为1250亿立方米（图1），开展

电池电化学性能的衰退。根据前期研究成果（ACS Energy Lett. 2020,
14

org/10.1016/j.mattod.2020.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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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为原料的天然气生产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

高效利用的解决方案，为工业化应用提供方案，对

Mater., 2017, 1602055；Electrochem.

效益。针对秸秆的预处理策略，该研究组近期在

于在大规模生物精炼厂中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降解

Commun., 2017, 83, 72；Energy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杂志上

有重要意义。上述工作得到了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

Environ. Sci., 2017, 10, 2616-

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广泛讨论了各种生物、化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所

2625；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学和物理预处理的方法。论文指出纤维素酶、半纤

的资助。

2018, 10, 28, 23757-23765；

维素酶和木质素降解酶是高效的生物催化剂，可以

（文/图 吕明 Nasir Ali）

Advanced Materials, 2019, 31(11):

有效地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转化为糖类，进而加工

1. Combinations of alkaline hydrogen peroxide and

1805930）。针对储镁正极材料方

成人类所需的生物燃料、生物化工和生物材料。利

lithium chloride/N,N-dimethylacetamide pretreatments

面的问题，研究人员则重点关注具

用和转化纤维素生物质对解决环境污染、能源危机

of corn stalk for improved biomethanation. Environ Res.

有高比容量特性的转化型正极，基

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木质纤维素原料，是生产可

DOI: 10.1016/j.envres.2020.109563.

于前期自己开发的硼基镁电解质体

发酵成乙醇和其它有机化学品的糖的重要来源，而

2.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pretreatment of

系，研究组已开发了具有高能量密

预处理是克服木质纤维素抗降解屏障的必要步骤，

lignocellulosic materials for bio-based products. Appl

度的镁-硫、镁硒电池体系（Adv.

在生产重要的生物材料之前已经进行了近200年的

Microbiol Biotechnol. DOI: 10.1007/s00253-019-

Funct. Mater., 2017, 1701718；

研究。新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环保和时间上

10158-w.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2020, 26:

图 Cu +调控Cu 3Se 2镁化/去镁化过程的机理示意图

23-31），发现了在硫、硒等正极
中引入金属铜能够极大地提升正极

仿生与固态能源系统研究组开发出高比能储镁正
极材料

侧电化学反应的速率和可逆性，分

的可逆面容量可以提升至12.5 mAh cm-2。值得一提的是，电极和电解质

析其原因在于，金属铜的存在促使

之间的Cu +平衡也可能存在于其他铜硫化合物或铜硒化合物正极中，例

了正极侧铜硒化合物和铜硫化合物

如Cu 2S和Cu 2Se。这一电化学反应机制的揭示将有助于一系列高比能储

的生成，但关于铜硒化合物和铜硫

镁正极材料的开发研究。

化合物的具体储镁机理过程仍有待
揭示。

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青促会、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最近，该研究组在国际权威

的支持。

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

青岛能源所崔光磊研究员带领的仿生与固态能源系统研究组近期发现在Cu3Se 2这一铜硒化合
物正极中，Cu+作为活性载流子能够有效调控正极侧的电化学镁化/去镁化过程。这一电化学反
应机制的揭示将有助于一系列高比能储镁正极材料的开发研究。

最新研究工作，发现在Cu 3 Se 2 这
+

（文/图 杜奥冰 董杉木）
文章链接：

一铜硒化合物正极中，Cu 作为活

1. Aobing Du, Yimin Zhao, Zhonghua Zhang, Shanmu Dong*, Zili Cui,

性载流子能够有效调控正极侧的

Kun Tang, Chenglong Lu, Pengxian Han, Xinhong Zhou, and Guanglei Cui*,

电化学镁化/去镁化过程。具体而

Selenium Sulfide cathode with Copper Foam Interlayer for Promising Magnesium

+

言，Cu 在正极材料内部与其界面

Electrochemistry,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2020, 26: 23-31.

可充镁金属电池作为后锂离子电池时代最具竞

成Mg 2+在正极材料晶格内部受到库伦力作用的牵制

处液相电解液间建立了快速、可

https://doi.org/10.1016/j.ensm.2019.12.030

争力的储能体系之一，凭借其高比能、高安全和低

而造成离子扩散速度缓慢，所以常见的嵌入型正极

逆的化学平衡，从而在正极侧引

2. Xiangyang Cheng, Zhonghua Zhang, Qingyu Kong*, Qinghua Zhang, Tao

成本等诸多优点，正受到产学研界的日益关注。然

材料普遍表现出较差的可逆脱嵌Mg2+能力。

+

入了Cu /Cu氧化还原电对，而Cu+/

Wang, Shanmu Dong*, Lin Gu, Xiao Wang, Jun Ma, Pengxian Han, Hong-ji Lin,

而，镁金属电池的发展一直受限于两大瓶颈问题：

针对镁电解质方面的问题，青岛能源所崔光

Cu高度可逆的氧化还原反应极大

Chien-Te Chen, Guanglei Cui*, A highly reversible cuprous mediated cathode

（1）缺乏同时兼顾镁金属负极与相应正极需求的镁

磊研究员带领的仿生与固态能源系统研究组已经

地降低了充放电过程中正极侧的

chemistry for magnesium batterie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电解质体系；（2）缺乏性能优异的储镁正极材料，

开发出一系列硼基镁电解质体系，表现出优异的

极化电压并提升了比容量。通过

doi: 10.1002/anie.202002177.

因为二价镁离子（Mg 2+）具有较高的电荷密度，造
16

可逆沉积溶解镁性能和导Mg 2+ 能力（Adv. Energy

+

Cu 的媒介作用，镁电池正极反应

https://doi.org/10.1002/anie.20200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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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与大连化物所、荣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40万吨年甲醇转化制乙醇项目”落户山东

2

文化与科技协同发展 青岛能源所与青岛出版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月24日，青岛能源所与青岛出版集团举行合作座谈会暨战略合作协议
为推动山东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6月18日，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与山东省化工专项
行动办在济南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并举办专题报告会。山东省副省长凌文，沈阳分院院长韩恩厚，副院
长马越红，山东能源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省化专办副主任李莎，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
彭辉，党委副书记许辉，副所长蔡睿，山东荣信集团董事长司相芳等出席会议。
韩恩厚介绍了沈阳分院在山东院地合作的基本情况，并通过山东综合转化中心建立与各地市沟通的
网络，推进中科院与山东省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合作。
刘中民应邀作了《中国能源革命的挑战与机遇》专题报告，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发展建言
献策。

签订仪式。青岛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为达，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
辉参加座谈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重要指示精神和要求，助力国家能源
战略、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青岛出版集团与青
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本着合作、创新与发展的原则，将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围绕各自优势领域，力求相互赋能，为科技文化成果的社会化转换
做出贡献。

会上，马越红和李莎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与山东省化专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山东荣

此次战略合作，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双方将找到更多切入点和契合

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杜汉双与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晓光分别代表双方

点，携手共同推进文化与科技互动转化，与时俱进，用好数字化的表达方

签署“40万吨/年甲醇转化制乙醇项目专利技术许可合同”。甲醇转化制乙醇（DMTE）技术是大连化物

式，培养公民尊尚科学的民族素质和文化理念。

所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也是刘中民院士

此次战略合作着眼未来，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双方将扎实开展

团队继甲醇制烯烃（DMTO）技术之后又一项突破性科技成果。此前该技术已在陕西、新疆、河南许可

全面、深度、长期的合作，在科普课程研发、科普图书出版、科普研学、期

实施4套工艺装置，也是山东能源研究院引进落地的首个重大产业化项目。该项目以现有甲醇产品为原

刊出版、文化体验空间打造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策划组织有影响力的

料，建设40万吨/年甲醇转化制乙醇项目，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延伸产业链。项目总投资30亿元，达产后

全国性新能源高端论坛，在科技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创新探索与实践。

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35亿元、利税13亿元，带动当地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许辉、蔡睿、司相芳分别代表三方签署“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大连化物所-荣信集团”
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内容，三方将在煤化工、煤气制乙醇及其产业链延伸、芳烃衍生物、碳纤维、
高性能电池材料等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平台共建、人才培养等全面合作，
充分利用荣信集团的产业基础、资源优势和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的技术、人
才、成果等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步伐。

青岛能源所与南山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三方此次达成的战略合作，是山东能源研究院贯彻落实“着力建设打造人才汇聚的洼地、着力

18

打造科技创新的高地、着力打造成果转化的基地、着力打造交流合作的平台、着力打造机制创新的

7月28日，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与山东南山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样板”指导要求的又一重要举措，下一步按照“省院共建聚合力、整合资源增动力、创新机制促活

限公司在烟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党委副书记许辉代

力”的原则要求，以“高端定位、精心组织、聚焦重点、四边并举”为总体思路，以“汇聚人才、

表研究所参加签约仪式，沈阳分院分党组书记于海斌，院长韩恩厚，副院长

汇聚平台、汇聚成果”为根本任务，全面开展研究院的各项筹建工作，加快相关成熟技术在山东落

马越红，分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郭秀银，烟台市副市长张代令，龙口市委

地转化。

书记韩世军、市长吕波，南山控股董事长宋建波、总经理宋日友以及来自分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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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统研究所、转制公司的所级领导干部出席签约仪式。

上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对有效的参选设计方案进行排名，并

本次双方签约，将围绕高端化工、炼化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等领

确定排名。最终从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总平面布局合理、交通路线便捷清

域，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信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

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准确合理、规划设计及建筑风格符合能源研究院的文

合作，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提高经济效

化特色、能充分融合人文精神、科技进步、绿色环保等理念、为可持续发展创

益和核心竞争力，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造条件等方面的综合考虑，确定中选方案。

南山研究院隶属于南山控股，下设化工产业技术研究院、铝业产业

在此之前，
《山东能源研究院项目总体规划及建筑概念性设计方案比选文

技术研究院、纺织服装产业技术研究院、生命科学技术研究院，同时加强

件》6月4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招标公告，共有4家设计单位

科技信息研究中心和科研保障中心建设。南山控股始创于改革开放初期，

或联合体投标报名。比选结果已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中选公告。

形成了以南山铝业、纺织服饰、裕龙石化、科学教育、医疗健康、金融为
主导、多产业并举的发展格局，2019年综合实力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76
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74位。由南山控股主导的裕龙岛2千万吨/年炼化一
体化项目被列为山东省2020年第一号工程。

青岛能源所在聚合物固态锂电池研究领域取得
可喜成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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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研究院项目总体规划及建筑概念性设计
方案比选会顺利召开

5

近日，中国科讯发布聚合物固态电池论文及专利检索报告，对聚合物固态
电池领域的论文和专利发文机构及作者进行了分析。在发表文章方面，自2016
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青岛能源所的发文数量为71篇，位列全球聚合物固
态电池领域论文发文机构的第8位。在对该领域的论文作者进行分析中，青岛

6月29日，山东能源研究院项目总体规划及建筑概念性设计方案比选会在

能源所研究员崔光磊以59篇的发文量排名全球第1位。在专利方面，对聚合物

青岛能源所召开。经由专家库随机抽取，邀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作伟等

固态电池领域的专利发明人进行分析，崔光磊以35项专利排名第三。从文章和

5位评审专家组成评审组。崂山区规划分局、自然资源局、生态健康城、科创委

专利两个角度全面衡量，研究所目前处于国际并行水平。

等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比选会，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党委副书记兼

依托青岛能源所建立的青岛储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立足科学问题本身，着

纪委书记冯埃生及科研、管理、支撑部门人员参与了会议，研究所纪监审室全

眼固态锂电池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材料、界面、技术等发展瓶颈问题，国际上

程监督了比选过程。

首次提出“刚柔并济”固态聚合物电解质设计理念，实现了固态聚合物电解

在听取了参选单位方案介绍与答辩后，经专家组认真评议，最终清华大学

质综合性能的提升，完善了离子的多相界面渗流传输理论体系，获得2018年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青岛市旅游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方案中选。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设计和制备出具有宽电化学窗口（≥4.5 V）和室温

比选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比选文件的约定进行，确

高离子电导率（≥10-4 S/cm）的固态聚合物电解质新体系，并自主开发出可完

保全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比选人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各参选人讲解方

全匹配固态聚合物电解质的高锂离子迁移数的新型大阴离子硼酸盐；提出并

案并接受专家提问，评选委员会对方案进行综合评议，评委会在评议的基础

发展了原位固态化技术，有效解决了固态锂电池固/固界面传输困难和多重界

21

所情快讯

所情快讯

面载流子传输失效等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研制出高比能聚合物固态

设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的基本情况以及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目标和规划布

锂离子电池，单体比能量达到350Wh/kg，循环性能优异，在多次针刺和挤压

局等。
研究所科技处处长梁向峰重点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概况和山东能源研

等苛刻测试条件下保持良好的安全性能，成功通过了轻工业化学电源研究

究院建设方案与推进进展情况。低碳院院长助理、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所的第三方检测。
为满足国家重大海洋战略的需求，青岛能源所不断升级固态电池技术和

缪平介绍了新能源技术研发中心在氢能源技术、创新储能技术、智慧能源技

品质，满足特种电池“三高”的苛刻要求，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国产深海装

术、工业大数据4个方向的布局和进展。神华（北京）光伏科技研发有限公

备提供可靠能源动力。2017年3月，自主研制开发的“青能1号”固态锂电池全

司应用开发部经理王新宇主要从标准产品、BIPV产品、产品项目应用等三

海深电源系统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完成10918米全海深电源系统应用示范。

个方面介绍了GIGS薄膜技术在建筑光伏一体化中的应用。

2018年10月，自主研发的模块化固态电源系统随中科院探索一号科考船TS09

低碳院院长卫昶主持下午的讨论交流会。双方围绕能源大数据、氢能与

航次再次远赴马里亚纳海沟，为天涯、海角、万泉和原位实验号等全海深着

燃料电池、煤清洁高效转化利用、太阳能、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讨论，并就

陆器提供能源动力，单次下潜最长作业时间26天，创世界上单次连续作业记

能源大数据、氢能与燃料电池、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初步共识。
此外，彭辉一行参观了低碳院成果展，并考察了园区光伏建筑一体化示

录，表现出卓越的能量密度和高安全可靠等特性。2019年7月，自主研制的低

范、智慧能源集成示范、煤清洁高效转化利用实验室。

功耗长续航固态锂电池系统在南海开展了示范应用，成功实现了长达198天
持续无故障运行，充分验证了该电源系统的长期可靠性及超低静态功耗特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隶属于国家能源集团，成立于2009年12月，

性，为1000 kWh深海能源基站的成功构建奠定了技术基石。经中国石油和化

是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目前设有北京、美国、德国3个全

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该项成果创新性强，在全海深极端条件

球研发基地，近700名员工，拥有国家能源煤炭清洁转换利用技术研发中心

下，实现能源系统的成功应用，达到领先水平。

（国家能源局）、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纳米

青岛能源所将针对深海装备智能化与集群化发展对先进电源系统的工

结构薄膜太阳能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点科研平台。低碳院主要聚焦于

况要求，提供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固态电源系统，为深海装备提供安全、高

煤的清洁转化利用、煤基功能材料、氢能及利用、环境保护、分布式能源、

效能源供给，大幅度提升我国深海装备的续航能力，服务国家在深海领域重

煤化工催化、先进技术等领域，并全面开展了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

大战略需求，助力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在不少项目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青岛能源所赴北京低碳院交流

6

6月3日，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热化学转化研究组、先进有机功能材料
与器件研究组、电化学过程研究组、科技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综合
管理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赴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交流。
低碳院副院长张冰主持上午的座谈会，张冰首先对彭辉一行来访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低碳院的发展情况。彭辉简要介绍了研究所、两所融合建

22

青岛能源所一行赴甄崇礼院士团队调研

7

7月13日，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带领人事教育处、相关科研人员等
一行调研青岛国际院士港甄崇礼院士团队。
研究所一行首先来到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新南威尔士大学青岛先进制造
和材料技术研究院展厅，了解青岛国际院士港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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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布局、智力支持、成果转化、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共建情况。随后，

水发集团前身是山东省水利厅下属平台公司，2009年由山东省政府批

前往青岛国际院士港产业加速器园区，参观了甄崇礼院士的产业化团队、

准组建。2017年划归山东省国资委统一监管，是省属一级国有独资企业。

实验装备情况等，详细了解了在氢能领域的研究进展及成果转化情况，并

目前，已发展形成“水务环境、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三大主业，初步构

针对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团队情况、产业化进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交流。

建起水务、农业、环保三大省级产业平台、一个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一个

下一步，研究所将与甄崇礼团队在氢能产业链关键催化材料与产业化

民生服务产业集群、3个上市公司在内的“3+2+N”产业体系。

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探索人才团队整建制参与山东能源研究院平台建设的

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是水发集团专注能源主业的

体制机制，在人才队伍建设、重大项目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测试平

全资一级专业化平台公司，逐步构建形成清洁能源、绿色建筑、智慧制造

台、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方面共建共享，创造创新生态系统，促进人才和科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技资源快速汇聚。

8

省派高质量发展第十二服务队及水发集团调研访
问山东能源研究院

9

近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表扬2019 年度山东省人才工作先进单
6月23日，省派高质量发展第12服务队队长、省科技厅副厅长潘军，省
派高质量发展第12服务队队员、省发改委高技术处二级调研员王岩，水发集

位的通报》，山东省31家机关单位、医院、科研院所、高校及19家企业荣获表
彰，青岛能源所首次获此殊荣。

团总经理助理、水发能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清涛和水发能源集团副总经

2019 年度，青岛能源所贯彻落实国家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围绕中科院

理杨德海等一行来所调研，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党委副书记许辉，科技

“一三五”重要目标任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需求，实施“高端人才聚

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调研活动。

集”、
“骨干人才提升”、
“青年人才培育”等系列人才引领发展工程，取得了

潘军一行首先参观了研究所展厅，详细听取了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对研

显著成效。2019年度引进培养国家级人才计划4人、山东省人才计划4人、中科

究所的发展表示高度赞赏。在座谈会上，彭辉代表研究所和山东能源研究院

院人才计划3人；形成了以院士牵头、国家级领军人才为学科带头人、优秀中

向潘军一行来访表示欢迎，潘军简要介绍了此次来访的目的；科技处处长梁

青年科技骨干为中坚、具有硕博士学位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为后备力量的高

向峰介绍了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方案及进展简况，郑清涛介绍了水发集团

水平人才梯队，人才队伍建设在山东省科研院所中位居前列。

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能源领域的布局。

24

青岛能源所荣获“2019年度山东省人才工作先
进单位”

下一步，研究所将紧紧抓住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机遇，全面落实山东省

双方围绕清洁能源相关领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就重点领域方向的合作

“重点工作攻坚年”指示精神，进一步调整完善人才引进工作机制，多渠道、

进行了探讨，并就合作领域、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及战略合作达成初步共识和

多平台联动提升人才招聘宣传力度，提升人才管理与服务水平，以新的思路实

推进计划。

现新的突破，为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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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与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联合举办生
物能源研讨会

6月29日，青岛能源所和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生物能源视
频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落实两个研究所于本月8日签署的合作协议、推
进双方合作交流的重要举措。
此次视频会议由青岛能源所副所长吕雪峰和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Aparat Mahakhant联合发起，两所15位生物能源领域的科研人员在线
开展交流，围绕藻类制备高附加值产品、生物质生物转化、以及化学转
化制备生物燃料等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共同分享了有关科研布局、研究
进展和科技成果。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基于双方机构科技布局的一致性，此次视频研
讨会对两所科研人员建立互知互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两所继续围绕
生物能源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希望以此为契机建立四
个层面的持续交流机制，即持续开展学术交流、持续开展交换培养、持
续开展项目合作、持续增进产业交叉，共同推进两个机构的进一步深入
合作，为生物能源的示范应用做出积极贡献。
来自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青岛能源所的30余位科研人员在线参加

一心向党守初心，砥砺前行担使命
——青岛能源所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党员大会

了此次研讨会。

26

7月1日下午，为庆祝建党99周年，青岛能源所组

神，与大家共同分享了“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新冠

织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会议由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科研“逆行者”以及中科院2019年

冯埃生主持，研究所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260余人

度人物和年度团队的感人事迹，教育和引导大家不负总

参加了会议。

书记重托，追随老一辈科学家和优秀榜样人物的足迹，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首先，党委书记彭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最

辉为全体党员做了题为《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笃行

后，他结合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情况，引导大家思考

科技报国之志》的党课报告，他从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

“我们能做什么”，号召全体党员笃行科技报国之志，

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切入，带领大家回顾了《关于进一步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文件精

化的伟大事业中。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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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键时期，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和科技工作

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科技事业中去，为支撑国家能源

者，要对标身边先进典型，学先进、找差距，坚持高

创新体系建设、服务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

标准、严要求，努力提升业务能力，以时不我待、只

贡献！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6月4日，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2020年第4次理论学

技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自觉行动，要立足新时代国

随后，在党委委员张瑞东的带领下，10

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工作者

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定位，继续弘扬中科院老一辈科

名新入党的预备党员面向党旗进行了庄严的入

代表的回信精神，学习研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学家科学报国精神和优良传统，为研究所实现跨越发

党宣誓仪式。

度内涵和显著优势。会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党委委

展做出重大贡献。

党委副书记许辉向大会宣读了研究所党

党委副书记许辉作为主讲人，从世界发展潮流，

委关于表彰2019-2020 年度“两优两先”的通

会上，彭辉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全文，一

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结合

知，并对获得中科院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李福利

起回顾体会习近平对科技工作者殷切期望的30句话。与

当前疫情，深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

同志表示了祝贺，研究所党委委员为获表彰人

会同志交流了学习体会。党委委员结合当前科技创新工

涵。报告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

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和自身工作实际作了发言，表达了

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探索了国家治理体

要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以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使命，推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

动研究所科技事业不断前进。

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世界意义。

生物基材料研究室党支部书记王庆刚作
为获表彰人员代表，以“我的信仰”为题做了
汇报发言，通过讲述自己工作十年来的5个小

彭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工作者代表回

会议还集体学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故事，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对研究所和科研

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

十三次会议精神，党委委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解决科

事业的热爱。

时代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科技人才的关心厚

研瓶颈问题、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发展、山东能源研究院

爱。他强调，要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转化为推动科

建设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冯埃生指出，研究所当前正处于跨越发
28

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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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第三届党委、纪委领导人员宣布大会
6月17日，青岛能源所召开第三届党委、纪委领导

到“两个维护”。坚定贯彻落实院党组战略部署，发

人员宣布大会，沈阳分院分党组书记姬兰柱、组织人事

挥党委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统筹谋划

处处长曲文生，青岛能源所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

研究所未来发展和“十四五”规划，探索机制体制创

员、中层领导干部、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会议采取了

新，抓好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研究所承担

视频方式。

重大项目、产出重大成果的能力，实现研究所跨越式

姬兰柱宣布院党组任命文，彭辉同志为青岛能源

发展。所党委班子将团结一致，勇于开拓，推动科研

所党委书记、冯埃生同志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

事业再上新台阶，决不辜负院党组的期望和同志们的

辉同志为党委副书记。

信任。

彭辉在表态发言中说，作为所党委书记，将积

冯埃生表示要坚决做好纪委各项工作，把监督

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加强理

执纪融入到科研日常工作，发挥好纪委的保驾护航作

论学习，主动担当作为，恪尽职守，夙夜在公，勤勉

用。持之以恒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好创建模

工作。将团结带领党委班子成员，认真履行党建主体

范机关工作，建设务实高效的一流工作作风。持续做

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战斗堡垒作用，把研究所党建工

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巩固巡视整改成效。协助党

作、科技事业提高到新的水平，促进研究所科研事业

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

迈上新的台阶。

环境。

彭辉表示，当前研究所进入跨越发展关键时期，

姬兰柱对新一届党委、纪委领导班子表达了祝

新一届党委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和责任。所党委将进

贺，希望新一届党委和纪委班子团结一致，与所班子一

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

起齐心协力，带领研究所实现跨越发展。

位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责任清单》，不折

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展“不忘初心，弘扬优良家

不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认真执行《责任清

风”主题党日的通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单》基础上，要按照《规定》精神，结合研究所工作实

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部分重要论述及部分老一辈革

际，对相关职责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完善，明确具体目

命家、科学家的家风故事。

标任务，纪委要建立履行责任督查机制，推动全面从严

彭辉指出，党委办公室要组织开展好“不忘初

治党向纵深发展。他强调，新一届党委委员要根据工作

心，弘扬优良家风”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党

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门和领域全

员、干部讲述个人亲闻亲历的家风故事，把对党忠

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分管部门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育

诚教育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弘扬我院优秀传统

管理监督。各党委委员要带头遵守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各

和优良院风，培育出研究所蓬勃向上、积极作为的

项规定，自觉接受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示范表

文化氛围。

率作用。
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国科学院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

总结布署年度党建工作，对基层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

6月22日，青岛能源所第三届党委召开第二次会
议，全体党委委员参加会议，党委书记彭辉主持。

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党委落实

研工作任务“两张皮”问题。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
布署、同落实、同考核。

难点和不足进行研讨。党委书记彭辉，党委副书记冯

会议强调，科研党支部、党小组要增强组织力，在

埃生、许辉，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者等共计15人参

科研攻关、协同创新、凝心聚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加会议。

努力成为研究所科研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生党支

会前，参会人员通过视频收看了中国科学院庆祝建

部要加强意识形态责任落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

党99周年表彰交流大会。会后，各党支部书记围绕白春礼

与学生党员的日常沟通交流，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

同志讲话和专题党课报告、侯建国同志最后讲话要求，

做好日常宣传教育，筑牢理想信念根基。管理部门党支

结合党建实际工作，逐一谈了认识和体会。彭辉同志针对

部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按照研究所党委工作布署积极

每个发言做了解答并做出指示、提出针对性要求。

创建模范机关。结合“对标要求、强化责任”和作风建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责任清单》。彭辉指出，所党

会议指出，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院建党99

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三届党委委员工作分工，对照

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委（党

周年表彰交流大会精神，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计划，明确了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国科学院党

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科技事业创新发

各自具体责任，下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中国科学院院属单

展优势。找准党建工作结合点，着力破解党建工作和科

30

署安排了所“七一”庆祝建党99周年活动。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支部工作会议
7月1日上午，青岛能源所召开党支部工作会议，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委工作会议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研究所“三重一大”事项。布

设活动，找差距、抓落实。在全所担当作为、争做一流
方面走在前、作表率。
会议还对上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在当前疫情防控
情况下，布署安排了下半年度重点工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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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纪委会议

事业不断前进。

7月2日，青岛能源所第三届纪委召开第二次会

冯埃生讲话中指出，新一届纪委委员承载着研究

议，全体纪委委员参加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冯

所广大党员的信任和重托，在营造研究所风清气正的氛

埃生主持会议。

围、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中承担着重要职责。要把纪委委

为更好发挥研究所纪委委员作用，认真履行监督

员工作分工与实际工作深度融合，深刻开展思考分析，

执纪职责，针对新当选纪委委员，纪委副书记、监察审

提出切实可行的廉洁从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意见建议，

计室主任就纪委的工作原则与任务、组织机构、工作机

健全研究所内部控制制度。纪委委员要在日常工作中发

制、日常工作等做了学习培训，对研究所纪委工作制度

挥表率作用，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为研究所科研事业

做了讲解，汇报了全年工作计划进展完成情况。会议还

发展保驾护航。他要求，要加快推进完成年底工作计

审议讨论了纪委委员工作分工，通报了监察审计室近期

划，将责任人落实到位，明确时间节点，保证各项工作

重点工作事项。

做实并按期完成。

由在各方面打压着中国，无论是从芯片方面对华为釜

按照所党委部署要求，各基层党支部将传达学习

底抽薪，还是制裁或限制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纳入“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

者，都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

内容，结合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和研究所创新发展中

手里。我们必须要自信自强，着力攻坚，勇攀高峰，

心工作，认真开展学习活动。6月8日-12日，研究所

发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不断前进。

2个党总支、9个党支部分别召开党员大会，采取由

从习总书记的字里行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他和整

支部书记领学或邀请党委委员讲课的方式开展集中学

个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尊重和认可，更体会到他和整

习，党员们结合自身工作和研究所的发展纷纷畅谈学

个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鼓励和期许，期待着我们认清

习体会，党委委员分别深入到所在支部和联系支部领

严峻的形势，奋发有为，更上一层楼。

学并参与讨论。会后，各支部将学习材料发布在本支

程文涛：近一年来，我有幸参与团队的科技成果

部党员微信群中，鼓励党员同志持续开展深入学习。

转化工作，虽然没法和院士前辈的工作相比，但那也

邓理：与十几年前的SARS相比，这次的新冠病

是我们团队多年科研工作的成果结晶。看着眼前的景

毒具有传染性更强、发病周期更长等特点，在防控方

象从一片荒地慢慢蜕变，实验室、温室培养系统、室

面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更

外培养系统以及后勤保障系统一点点矗立起来，作为

加透明、大数据更加全面，在党中央正确决策的引导

一线参与人员，我由衷感到自豪。在这个过程中，我

下，我们很快对新冠病毒进行了有效控制并最大程度

们克服了天气变化、政策变动等外界因素，也攻克了

降低了损失。科技的进步还是要靠全体科技工作者的

一个个由实验室到规模放大过程中发现的难题，虽然

共同努力，总书记对我们也是寄予厚望，我们应该更

有过犹豫，但最终我们还是坚定地贯彻习总书记关于

加积极主动开展创新。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要求，只有把科研论文里的数

韩兴丰：作为生物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者，我感

据和实验室里获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

青岛能源所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

触很深。从疫情爆发初期，以钟南山、李兰娟等为

力，才能不负团队十几年来几十位科研人员和学生们

代表的科研工作者，无畏地冲在抗疫最前线。中国

的辛勤工作，才能在促进相关产品成果转化中贡献一

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精神

的科研工作者第一时间发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

份力量。

列，及时地向全世界公布，并以最快速度研发出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以及抗体检测试剂盒等确诊检

海”。前路依旧艰险，我们仍将坚定信心，紧密团结

测方法，为确诊，追踪和隔离的执行提供了坚实的

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创新，勇攀高峰，为国家科技工
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工作者代表

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科技

基础。同时，在对患者的治疗和疫苗的研发方面，

的回信精神，研究所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了相关

人才的关心厚爱。他强调，要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更是勇敢冲在最前面。他们夜以

刁志钿：作为一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工作并组织编印了学习讲义材料，在全所范围掀起了

转化为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自觉行动，要

继日地筛选成千上万的药物，与病毒赛跑，以期能

是最基本的品质。祖国是我们扎根成长的地方，她是

学习热潮。

立足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定位，继续弘扬中

更好地治疗患者，挽救生命。他们还要稳步地研发

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

6月4日，研究所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

科院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精神和优良传统，为研究

疫苗，与病毒抗争到底，以期在未来用疫苗彻底消

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祖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要

带头专题学习回信精神。党委书记彭辉领学了总书记

所实现跨越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党委委员逐一交流了

灭新冠病毒。当然，我知道疫苗的研发是最艰难

把人生理想融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回信全文，与党委委员共同回顾体会习近平对科技工

学习体会，并结合当前科技创新工作的新形势、新要

的，花费时间长还不一定成功，但这永远阻挡不住

的奋斗中去。作为一名研究生，要目光长远而脚步踏

作者殷切期望的30句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给科

求和自身工作实际作了发言，表达了要以坚定的决心

科研工作者的激情和决心。

实，既要有前瞻性科学研究的态度，又要有踏实做好

技工作者代表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和信心、以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使命，推动研究所科技

32

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势力正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

当前研究的定力。要敢于创新，不能总是走别人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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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要另辟蹊径。要更多的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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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要求，确保活动落深落实落细。要求科研党支部充分发

工作台账，一同研究、一同整改。

孙金燃：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写给科学家前辈的

挥战斗堡垒作用，找准结合点，着力破解党建科研“两

三、扎实整改落实，使主题活动有提升、见实效

信，感触颇深，尤其因为自己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张皮”问题，增强组织力，在科研攻关、协同创新、凝

开展“五微”活动，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针

另外，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不仅仅是做好科技

科学兴国，是吾辈之担当。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说过：

心聚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成为研究所科研事业

对需不断强化持之以恒开展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创新，科学普及也是同样重要。科学普及让全民素质

“社会如同一条船，每个人都要做好掌舵的准备。”

发展中坚力量，确保党建工作与科研业务工作同布署、

生物基材料研究室党支部不断创新，积极探索形式灵

普遍提高，并启发更多的科研爱好者从事科技创新，

而我们要做的，则是不辱国家赋予我们的科技兴国之

同落实、同考核。要求研究生党支部加强意识形态责任

活、内容丰富的党员学习教育活动，策划开展了“五

在前一段时间研究所举办的公众科学日活动中，我们

使命。先辈们已为我们迈出了坚实一步，钟南山院士

落实，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日常交流，及时掌握学生思

微”活动：“微讲员”即以党小组为单位，每月设定一

通过直播的形式让在线观看的小朋友们领略了科学的

连夜赶往武汉，前去抗疫一线贡献力量，袁隆平爷爷

想动态，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要求管理部门党支部强化

个主题，推选一名党员带头领学；“微党课”即以支委

魅力，激发了小朋友热爱科学的热情。相信通过举办

为水稻奉献一生……无数前辈的努力，造就了今日蓬

政治机关意识，积极创建模范机关，结合“对标要求、

会成员、各党小组长为主讲人，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更多的科学普及活动，一定会涌现更多年轻的科技工

勃发展之中国。我们作为新生代，当承其志，将中国

强化责任”和作风建设活动找差距、抓落实，在担当作

强党建与科研有机结合等为主题，在支部大会做主讲党

作者来一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发展以高铁般速度持续推进。

为、争做一流方面走在前、作表率。

课；“微平台”即利用“学习强国”、微信公众号等理

习他们的科研精神、爱国精神，做一名有理想、有修
养、有担当、有作为的研究生。

论学习新媒体平台，鼓励党员利用零散时间“随时随地

深入实施党建质量提升工程
——青岛能源所创新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

二、深入学习讨论，提升党支部创新活力

学”，适时开展学习竞赛；“微培训”即面向支委会成

加强过程指导，创新学习形式。党委委员到党支

员和党小组长，通过党务工作知识交流问答，提升党务

部、支部委员到党小组联系开展指导工作，现场共同

工作者能力素质；“微信群”即利用支部党员微信群，

讨论学习。党办按月、按时间节点推动任务落实，使

开展“每日一读”活动，推送各类学习资料，随时随地

“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按计划实施方案进行。创新

交流心得。

学习讨论方式，结合青岛市“述理论、述政策、述典

通过党支部、党小组“结对子”促进工作协同。

型”活动，支部书记、党小组长领读领学，带头读党

针对需进一步将党建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在推动科技

规、明党纪，对标先进典型，弘扬科学家精神，学习

创新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老科学家入党志愿书，坚守初心使命，广大党员深入

范作用的问题，管理部门党支部带头组织业务联系紧密

开展学习讨论，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积极交流心得

的党小组之间“结对子”，共同开展理论学习和业务交

感悟。

流，深入沟通，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管理部门党小组

结合作风建设常态化要求，认真自检自查。党支

与科研党小组、管理/支撑部门党支部与科研党支部、

部对标问题清单，通过座谈交流、问卷调研等形式，认

职工（导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两两结对，促进职能

青岛能源所党委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按照

讨论、自检自查、整改落实、达标总结“四步走”要求，制

真听取、征集党员群众对支部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

部门干部职工深入科技创新一线了解基层实际，提升服

院党组部署要求，聚焦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创

定每个步骤的具体时间节点。采取收集整理学习讨论相

各管理部门党小组结合作风建设常态化要求，以“服务

务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导师与学生加强沟通，

新、有序开展活动。着力建设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

关资料汇编印发支部，制定“党总支/支部自检自查问题

科技、支撑科技、高效管理、发挥表率”为目标，以

履行好育人职责使命。近期还将开展党小组间党建工作

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四强”党支部。凝心

清单”表格以及一系列党支部工作标准化文书模板等举

“研究所管理支撑部门加强作风建设八项要求”为标

对标互检互查等活动，促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

聚力，为实现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研究所跨越发

措，指导支部对标开展自检自查、及时整改。明确将达标

准，分别召开自检自查会议，研究所纪委书记参会指

断提升党建质量，推动形成党建围绕创新、服务创新的

展及推动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汇聚强大力量。

总结工作与研究所2020年度党支部工作考评相结合，进

导。通过作风问题查摆和整改落实，不断探索制度创新

长效机制。

一步完善党支部工作量化考评评价标准。

与改革，推进行政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切实改进

下一步，青岛能源所党委将继续以“基层组织建

召开支部专题座谈、分类施策。所党委召开专题

机关工作作风，调动机关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设年”活动为契机，深入实施党建质量提升工程，将党

党委会专题研究、精准部署。所党委召开党委会议，

党支部工作会议，党委书记与各支部书记围绕基层党组

主动性，带动全所作风建设成效显著提升。管理部门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切

专题研究研究所“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方案，按照学习

织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不足逐一交流并提出针对性改进

支部将各部门党小组自查问题纳入支部问题清单，建立

实激发创新活力。

一、精心部署，确保活动开展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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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吕雪峰为毕业生

青岛能源所举行2020年度研究生毕业典礼

在柳绿荷香的仲夏时节，美好如期而

36

满的记忆、淡淡的离愁别绪和收获的欣

刘中民、彭辉、冯埃生为在本学年获

喜，让人回味无穷。毕业生代表李现凯分

得奖学、奖教金及优秀称号的研究生、导

享了研究生成长的点点滴滴，表达了满腔

师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的感激之情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在读生代

和家属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参加了典礼。

至。7月3日上午，青岛能源所2020年毕业典

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典礼拉开了序

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所长刘中民，

幕。我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崔光磊宣读了

党委书记、副所长彭辉，党委副书记、纪委

2020年研究生学位授予及拟授予名单，2020

书记冯埃生，副所长吕雪峰，导师代表、毕

年我所共有40名研究生毕业，其中博士22

业生及获奖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毕业典礼。

人，硕士18人。

典礼由吕雪峰主持。未能亲临现场的毕业生

一一拨穗扶正流苏，授予学位。

毕业犹如一首动人的乐曲，承载着满

在欢快的进行曲中，16名导师代表为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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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同学们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看
透事情本质，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坚持底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线和红线思维，做出正确而不悔的选择，

海”，青春在此刻定格，愿你们扬起风帆，

成就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最后他祝愿同

谱写人生新的辉煌。

学们踏浪而行、成为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38

表杨瑞娟祝福毕业生同学乘风破浪、披荆斩

常特殊的一年，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在疫

棘，实现人生的理想。

情面前展现出强大的国家能力，亿万人民群

学位来之不易，不单有自己的奋斗，更

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众志成城打赢了疫情

离不开导师的循循善诱。姚礼山研究员勉励

防控阻击战。他对同学们在疫情中的勇于面

毕业生们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一如既往地追

对和积极应对给予充分肯定，祝贺他们在逆

求卓越，用知识和智慧，造福自己，造福身

境中迅速成长并取得学业成功。他勉励同学

边的人，造福全人类。

们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将个人命运与国

刘中民为典礼致辞，向2020届全体毕业

家和民族的前途相连，滋养家国情怀，苦练

生表达了最热烈的祝贺。他指出2020年是非

内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同时，希

领航者。

（文/图 苏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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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举办2020年 “清源聚能”
暑期线上夏令营活动

的青能人生。虽然整个夏令营期
间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但营员通
过B站直播间、腾讯会议室、微
信群等多种途径，全方位了解了
青岛能源所。
本次线上夏令营通过开营仪
式、学科介绍、前沿报告、导师
直播间、云游青能所、亲近青岛
活动、优秀师兄师姐交流座谈
会、夏令营结业考核及评优报
告、闭营仪式等精彩活动，为营
员们提供了了解中科院，了解研
究所的平台，使其能体验科学研
究和科技创新的魅力和力量，感
受科研院所浓郁的学术氛围，聆
听科学家们对人生、对科学的精
彩论述，使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

7月20日-24日，青岛能源所成功举办“中

350名余优秀学生报名，研究所从中选拔出200余

国科学院大学2020年清源聚能大学生夏令营”活

名优秀学子参加了夏令营活动。由于疫情影响，本

动。此次活动吸引了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届夏令营首次采用全程线上直播的方式，所有营员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学等87所高校的

相聚于云端，一同感受别样的青能风采，体味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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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索和科技创新的行列中。

员们游览了研究所展厅，全方位了解

组的12位导师代表介绍了各自研究

了研究所发展历程、人才队伍、学科

组的研究方向、发展前景、科研成果

建设等方面内容。

在开营仪式上，研究所副所长

展示、人才教育方式等内容，使营员

在“亲近青岛”直播活动环节

吕雪峰致欢迎词，对各位营员表示

们进一步加深了对研究所相关领域科

中，通过八大关“酷暑烈日正当头，

热烈地欢迎，希望大家能在这次云

学前沿及发展动态的了解，并与营员

海岸画卷走一走”、五四广场及周

端夏令营中有所收获，并对全体营

们分享了科研之路上的人生感悟，营

边“乘风破浪会有时，有时不如就

员发出诚挚邀请，欢迎这些优秀学

员们反响热烈，表示通过本次学术报

现在”、台东夜市 “酒香也怕巷子

间，详细介绍了我所生物、化工、材

告，自己受益匪浅，增进了自己对研

深，城市末梢的烟火气”等三个环

料三个学科的研究现状、进展和前

究所、对导师、对学术研究的认识。

节，直播小组的成员们带领营员们感

在云游青能所环节，主持人带营

受青岛的文化，并向营员们介绍了研

子毕业后来我所继续深造。
随后，吕雪峰研究员、江河清
研究员、崔光磊研究员分别做客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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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师直播间环节，来自各研究

景，与营员们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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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闭营典礼上，闭营视频全面回顾了本届线上
夏令营之旅的点点滴滴，营员们表达了对青能
所的向往。
本次夏令营营员们通过云端感受到了我所
的魅力，研究所导师和工作人员的严谨、认真
究所近期的科研成果、研究生教育的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

和热情，营员们由衷感谢研究所提供这次宝贵

基本情况，详细讲解了我所2021年招

化工、化学工程、材料学、材料物理

的学习机会，感谢导师们精彩的报告，并相约

生工作新政策。不仅向营员们展示了

与化学、生物与医药、化工与材料等8

2021年成为研究所的一员。

青岛的美食美景，更加展示了青能所

个专业，自愿报名参加结业面试的100

人的热情和魅力。

余名营员进行了综合面试。

营员面试环节，我所分别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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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陈芸燕 图/ 王梦婷 李晓东）

在研究所2020年优秀大学生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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