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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员尧社会各界朋友院

神州呈瑞彩，玉犬展祯祥。满怀丰收的喜悦，我们

迎来华章初展的 2018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化工学

会理事会，向奋战在全国石油和化工各领域的广大会

员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学会

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7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也是中国化工学会砥砺奋进、成果丰硕的一

年。一年来，在中国科协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会员单

位和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学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认真履行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以

党建强会为基础，全面深化学会改革，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全力

开拓学术交流、创新驱动、科学普及、学科建设、人才举荐等工

作，为推动学术思想活跃、激发科技创新潜力作出了应有贡献。

一年来，学会胜利召开中国化工学会第 40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并完成换届工作；成功举办 2017中国化工学会年会暨成立

95周年纪念大会，对学会 95年来走过的辉煌历程进行了回顾

总结；很好完成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全国科普日、侯德榜化工科

学技术奖、《化工名词》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学科编纂、青年

人才托举、高端智库咨询等多项活动；有序开展承接政府转移职

能工作。特别是经过激烈竞争，成功获得了 2025世界化学工程

大会暨亚太化工联盟大会首次在中国的主办权。

一年来，学会把自身能力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持续推动治理

结构和治理方式改革，切实加强系统建设和分支机构管理，完成

了信息化平台系统搭建，完善了会员发展与服务方式，个人会员

发展取得突破，注册个人会员从 2016年的 2000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1.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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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工作得到方方面面的充分肯定，学会先后荣获中国科协“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一类资助单位”“综合治理改革项目一

类奖补单位”，石化联合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系统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杆。2018年，中国化工学会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紧紧围

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四个服务”职责定位，

进一步推动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建设，努力向着打造社会信誉好、发展能力强、学术

水平高、服务成效显著、内部管理规范、国际知名的一流学会持续迈进。重点是，继续培育高

水平多样化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化工科技繁荣发展；以创新驱动助力为抓手，促进化工科

技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创新科普工作方式，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贡献；夯实学科建设、拓展

科技工作者成才通道，充分激发和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建设高水平智库、提升为党和政府科

学决策的服务能力，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全面推进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建设。

新时代赋予广大化工科技工作者和学会组织新的历史重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奋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创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化工创造美好未来。让我们共同祝愿我国化工事业发展再创辉煌！祝愿各级领导、各位

朋友、各位会员吉祥安康！

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度报告

理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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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工作总结

2017年，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的指导下，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会员单位和广

大会员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化工学会第 39届、40

届理事会带领学会切实履行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

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

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全面深化学

会改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在学术交流、科学普

及、创新助力、学科建设、人才举荐、承接职能、自

身改革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7年学会获中国科协“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中国科协创

新驱动助力工程一类资助单位”、“中国科协综合

治理改革项目一类奖补单位”、石化联合会“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系统先进单位”等荣誉。

2017年 3月，学会获得了 2025世界化学工程大会

暨亚太化工联盟大会的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获

得该世界型大会的举办权。

渊一冤积极繁荣化工学术氛围

促进产业学科融合发展

2017年，学会积极繁荣化工学术氛围，学术交

流工作成果丰富。一是圆满召开中国化工学会年

会。10月 14-15日，学会召开 2017中国化工学会

年会暨成立 95周年纪念大会。第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委员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

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等领导以及十多位海内外院

士出席开幕式。来自化工学术、科技、产业界的

2000余名学术带头人、科研工作者、企业界代表、

高等院校师生参加了会议。本届年会的规模、水平

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受到广泛认可和好评。二是

注重学术活动针对性和实效性，继续成功举办

“2017中国国际烯烃与聚烯烃大会”、“2017 中国

芳烃产业链发展大会”、“2017第四届全国化工行

业（园区）污染综合治理大会”。三是结合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深化区域性专题学术活动落地，成功举

办“2017中国（德阳）磷钛化工绿色发展论坛”、

“2017中国（濮阳）石化产业精细化发展大会”等。

此外，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围绕本领域本行业

热点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四是不断

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学会会刊《化工学报》、《中

国化学工程学报（英）》、《化工进展》和《储能科学

与技术》等四份期刊的精品化、国际化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

渊二冤大力开展化工科普工作

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

学会依托行业专家力量，聚焦化工热点问题，

化工科普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引导公众对化

学工业的科学认知、维护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16、2017年度均荣获中国科

协“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全面深化改革发展 提升核心服务能力

3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度报告

一是 2017年 5月，由学会与中国科协企业创

新服务中心、全国石化行业企业科协联合会、中国

石化长炼科协联合编写的《石化与生活》系列科普

丛书（5册）正式出版发行，这套丛书也成为首个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的献礼之作。二是在 2017年全国

科普日期间，学会承担了中国科协北京主场的

“‘化’说科学”PX主题活动，以专家讲座、科普展

览、现场答疑、网络直播、有奖答题等丰富多彩的

形式，为现场及线上观众进行了答疑解惑，获得了

中国科协评选的“优秀科普日主场活动”。三是 7

月 15日，我会作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科普联盟

的成员之一在北京举办“2017中国石油和化工行

业科普论坛”，会上启动了第一批 10家“中国石油

和化工科普基地”，充分利用基地资源，形成了化

工联合科普的大格局，为化工产业发展营造和谐

的社会环境。四是学会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社

联合举办了“2017 年度全国中学生化学科普竞

赛”，参赛学生 1000余人，200名青少年获获得化

学专业的一二三等奖。

渊三冤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2017年，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继续深入开展并

取得新进展，工作成效逐步显现。全年共举办针对

创新驱动示范市需求的论坛及会议 8次；各种形

式的考察对接等活动 12次，与地方和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 8项，成立学会工作站 6个；组织对接活动

的专家 60余人次，其中院士 4人；推动技术合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 1项等。2017年获得中国科协实

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一类资助单位。

一是巩固会展模式，丰富活动内容。分别在濮

阳、德阳和宁波举办了“2017中国（濮阳）石化产业

精细化发展大会”（第二届）、“2017中国（德阳）磷

钛化工绿色发展大会”（第三届）、“2017中国（国

际）烯烃大会”（第三届）三项服务地方的学术活

动，取得圆满成功，会展模式得到进一步巩固。二

是会展模式带动系列助力平台形成，创新驱动合

作引向深入，把学会专业体系建设与德阳磷钛化

工产业创新驱动助力有机结合起来，增设了学会

分支机构“中国化工学会硫磷钛资源化工专业委

员会”，与德阳市科协共同成立“中国化工学会创

新驱动德阳工作站”、“中国化工学会资源化工绿

色转型先进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化工学会资源化

工绿色转型先进技术培训中心”。这些工作机构的

形成，将实现联合研发、人才培训等综合性实体化

助力平台的落地。三是会企务实合作，推进产学研

联合攻关，帮助安徽香枫公司与专业研究机构达

成环保型增塑剂项目联合攻关合作协议，项目取

得重大进展。四是积极开展地方企业考察对接活

动，逐步建立创驱工作平台，继续组织专家与地方

和企业考察对接，涉及吉林、芜湖无为、湖州长兴、

什邡、辽宁阜新、广西、台州三门、宁夏石嘴山、黔

南州、淄博临淄等地，走访企业 30余家，参与专家

60余人次。五是加强高端智库建设，为国家和地方

政府创新助力工程建言献策，以舒兴田院士领衔

完成了的“吉林省石油化工产业链条延伸研究”课

题高端咨询。六是加强科技助力精准扶贫，积极履

行学会社会责任，联合广西化学化工学会、辽宁省

化工学会完成了“高效安全农化新产品在广西边

远贫困地区的应用示范”、“助力辽宁阜新氟化工

产业基地”等项目。

渊四冤努力抓好学科建设工作

夯实化工学科发展基础

作为学术团体，学会始终以学科建设为己任，

2017年积极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学科基础建设任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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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致力于本科工程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

一是学会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

托承接的《化工名词》（定义版）《石油炼制》分册和

《海峡两岸化学工程名词》（第二版）于 2017年 9

月出版。二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化工学科

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目前已有基本有机化工、燃料

化工、无机化工三个分支全部提交了初稿，总提交

条目数约 1500条。三是我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

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圆满举办，全国共有 287

所高校、1019支队伍参赛并提交了完整作品，参与

学生人数达 5000余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四是

学会作为本科工程教育认证（华盛顿协议）化工与

制药类分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积极参与相关工

作。2017年度，共参加全国 10余家次化工类、材料

类高等院校的工程教育认证。

渊五冤积极培养举荐优秀人才

助推科技精英脱颖而出

长期以来，学会始终把培养和举荐人才作为学

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来抓，

2017年主要工作：一是不断扩大“侯德榜化工科学

技术奖”影响，扩充评审专家人数、优化评奖程序

等，同时强化了侯德榜奖的对外宣传和申报发动工

作，业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二是继续做好

推选两院院士候选人工作，2017年我会向中国科协

推选的候选人全部通过了中国科协的初选入围。三

是积极组织推荐全国各类奖项。如积极推荐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全国女科技工

作者、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候选人，并大多成功入选。

四是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017年通过先

进材料联合体推荐“青年人才托举”人才 4名。五是

由于学会奖励评选知名度扩大，获得 2017年直接

向国家奖励办推荐国家科技奖励资格。

渊六冤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服务政府科学管理决策

2017年先后承担的中国科协“新材料领域前

沿跟踪研究”“新能源材料前沿跟踪研究”化工部

分两个软课题研究项目，以及自行车水漆标准研

制项目取得良好进展。“新材料领域前沿跟踪研

究”项目（化工新材料部分）于 2017年 7月完成上

报并已验收；“储能技术学科方向预测及路线图”

研究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这些项目都是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迫切需求选题，由学会组

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协同完成，展现了学会承接

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和作用。

渊七冤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提升学会国际影响能力

2017年，学会进一步深化与国际对口组织的交

流与合作，对外交流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增

强学术交流，与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合作举办了第

九届中美化学工程会议；与日本化学工学会联合主

办了第八届中日化工学术研讨会；参与第 10届世

界化学工程大会组织工作，在西班牙成功举办了储

能分论坛。二是联合教育部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天津大学，共同发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大

学生 Chem-E-Car竞赛”（化学能汽车），国内 20所

高校组队参赛。该赛事成为 Chem-E-Car国际竞赛

的中国分赛区选拔赛，在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学生工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方面，起到了显

著的效果。三是加强与世界化学工程联合会和亚太

化工联盟组织的联系和活动参与度，在有关院士专

家的大力协助下，经过激烈竞争，学会成功获得

2025世界化学工程大会暨亚太化工联盟大会主办

权，这是中国首次获得该项国际性盛会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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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人才建设工作，举荐优秀人才参

与国际奖项的评选，2017年有一人获“亚洲杰出科

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奖”。

渊八冤全力推进学会深化改革

推动学会能力不断提升

依据《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及中国科协

关于学会改革工作要求，2017年着重推进学会治理

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改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一是顺

利召开第 40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圆满完成换届改

革任务，实施了理事会聘任秘书长制、选举产生了监

事会，更新了新一届理事会配套规章制度，全面体现

了新时期职责定位和改革精神，为改革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二是改革会员发展与服务方式，个人会员发展

取得突破，通过推进专项《会员发展促进方案》、建设

会员管理信息化系统、推进分支机构协同、加强地方

学会 /工作站渠道建设、修订《会员制条例》、全面完

善会员服务产品等全方位措施，会员发展取得重大突

破，注册个人会员从 2016年的 2000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1.1万人。三是推进互联网 +学会工作的建设，

信息化平台系统成效显著，2017年信息化平台的系

统建设完成一期至四期工程，共包括学会新网页、会

员管理系统、会议管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等四大平

台，大幅提升会员管理的效率和服务能力。四是加强

分支机构管理，2017年重点加强整顿和清理，督促 14

个专委会完成换届工作；同时新成立了过程模拟及仿

真、石化设备检维修、硫磷钛资源化工、微波能化工应

用、超临界流体技术等五个专业委员会。

渊九冤着力加强学会党建工作

发挥核心作用促进野党建强会冶

2017年，中国化工学会在中国科协科技社团

党委、中国石化联合会党委、中国化工学会理事会

党委的领导下，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党

建强会”计划。一是加强理事会党委的核心作用，

在第 40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中充分体现党委的指

导意见，召开了两次党委会议，并表决通过了党委

工作规则。二是组织全体党员及员工全面学习十

九大精神，内部组织专题学习三次，参加科协、石

化联合会组织学习班五次，要求所有分支机构进

行专题学习，并制定了《中国化工学会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工作方案》；三是丰富党支部活动，

组织参加了“党建强会安阳行活动”、“‘化’说科

学”PX主题活动等多项活动；四是积极发展新党

员，2017年培养党员积极分子一名，列入预备党员

培养对象。学会以党建工作为保障，充分了发挥学

会理事会党委的政治核心、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

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切实增强了党组织活力和凝聚力，促进了学

会改革发展实现跨越发展。

总体而言，2017年中国化工学会以“党建强会”为基

础，以学会治理机制改革为抓手，以换届为契机，着力夯

实制度及实体建设，大大增强了团队创新及建设能力；以

基础建设为驱动，以学术交流、创新驱动助力、科学普及、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等核心业务能力

建设为主体，大幅度提升了会员发展及服务能力。改革发

展全面展开，成效显著，切实提升了学会服务创新、服务

社会与政府、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自身发展的能力，推

动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建设，向着打造社会信誉

好、发展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服务成效显著、内部管理规

范、国际知名的示范学会持续迈进。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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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所获荣誉

奖励名称 颁奖单位

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学会综合治理改革工程一等奖补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一类资助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17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优秀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协“党建强会计划”十百千特色活动组织奖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石化联合会系统先进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石化联合会系统先进集体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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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第 40届理事会

第 40届理事会领导人

理事长

戴厚良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工程院院士

副理事长

李静海 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

蔺爱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 炜 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工

何仲文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胡徐腾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黄 维 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

李良君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刘良炎 华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

潘正安 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谭天伟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传江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张 方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创新与战略部总监，教授级高工

张锁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秘书长

华 炜 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工

中国化工学会第 40届理事会尧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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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59名，按姓名拼音排序）

安楚玉 陈 群 陈芬儿 陈国华 陈建峰 褚良银 崔学军 戴宝华

董 栋 段 雪 房倚天 傅向升 葛亮明 顾宗勤 何盛宝 贺高红

胡迁林 李洪钟 李小年 刘长令 刘中民 鹿长荣 骆广生 马新宾

欧阳平凯 任其龙 阮 新 宋恭华 孙 云 田红玉 王 霞 王军峰

王子康 王子宗 吴长江 谢在库 徐春明 杨清雨 姚建年 于海斌

于建国 张 跃 赵晓东 朱建民

第 40届理事会理事
（121名，按姓名拼音排序）

白 桦 白 杰 陈国瑞 陈晓春 陈元鹏 邓启刚 丁彩峰 丁福臣

范代娣 范益群 方烨汶 高金森 郜长水 葛 蔚 郭晓峰 郝小明

何建波 胡 杰 胡常伟 黄 和 黄丽娟 黄尚顺 纪红兵 蹇锡高

雷 林 李 军 李 中 李伯耿 李海涛 李浩然 李宏光 李清彪

李效玉 李玉发 廖晓君 刘 虹 刘 虎 刘春平 刘大斌 刘国际

刘红光 刘金亮 刘进荣 刘卫东 刘有智 卢卫民 鲁建春 栾 波

吕永康 马连湘 马良清 马良兴 马晓迅 马紫峰 梅 平 邱学青

屈撑囤 屈一新 任保增 商照聪 佘远斌 申有青 石贤举 苏春海

苏海佳 孙明业 孙万付 孙中心 唐盛伟 滕厚开 田洪池 童张法

王存文 王公应 王光辉 王靖岱 王运东 魏 飞 魏 忠 魏优昌

魏子栋 吴 宏 吴福胜 吴贵岚 伍振毅 郗向丽 夏淑倩 邢新会

胥维昌 徐克明 徐立新 许春华 闫福安 杨 松 杨朝合 杨为民

杨予广 姚献平 殷曰勤 虞惠民 袁 明 袁仲雪 张 春 张电吉

张立群 张树才 张香平 张晓丰 张志炳 赵 彤 赵家春 赵颖力

郑 成 郑永杰 钟 宏 仲晓萍 周子填 朱建国 朱庆山 朱群雄

庄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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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第 40届理事会尧监事会

中国化工学会第 40届监事会

监事长

杨元一 曾任第 39届理事会专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监 事

洪定一 曾任第 38届理事会秘书长、第 39届常务理事

钱旭红 曾任第 38届、第 39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度报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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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重点活动

渊一冤组织建设

中国化工学会第 40 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

10月 13日，中国化工学会第 40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 40届理事会第

1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李寿生，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宴兵出席

会议并讲话。王基铭、费维扬、陈芬儿、李

洪钟、谭天伟、张锁江、黄维院士等出席

会议，来自全国石油和化工界有关部门、

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以及相

关单位的会员代表 250余位代表出席会

议。大会修订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第 40

届理事会、监事会，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新

的工作制度和条例，是中国化工学会发

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2017全国化工学会理事长/秘书长联
席会

2017年 3月 22日，中国化工学会

举办的“2017各省市（化学）化工学会

理事长 /秘书长联席会”在浙江省宁波

市召开，来自 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化学）化工学会的理事长、秘书长等

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国

科协近两年来的重要改革精神，重点

安排了中国化工学会第 40 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暨 40届理事会换届事宜，

并就学会改革发展、业务协同等进行

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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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学术交流

2017中国化工学会年会暨成立 95周年纪念
大会

10月 14日 -15日，由中国化工学会主

办，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和北京化工大学协办的 2017中国化

工学会年会暨成立 95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

盛大召开。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务员会副委员长顾

秀莲，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学会学术部部长

宋军，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原会长李

勇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

会长李寿生，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李静海院士等出席开幕式。参加会

议的还包括王基铭、费维扬、舒兴田、陈芬儿、李洪钟、钱锋、谭天伟、张锁江、黄维、唐勇、Monty Alger等十

几位院士在内的海内外知名学者。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全国化工学术、科技、产业界的 2000余名学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重点活动

中国化工学会 39届理事会第 14次常
务理事会议

5月 10日，中国化工学会 39届理

事会第 14 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

开。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戴厚良主持会议，包

括李静海院士、王静康院士、李洪钟院

士等在内的 58名常务理事出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化工学会第

40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相关文件及配

套文件草案等。

第 39届理事会党委会议
10月 13日，学会第 39届理事会党委会

议在北京召开，12名第 39届党委委员参会，

15名第 40届理事会党委委员候选人列席会

议。会议汇报了筹备第 40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第 40届 1次理事会议的相关工作，并审议通

过了关于中国化工学会第 40届理事会党委工

作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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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向大会致辞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向大会致辞

术带头人、科研工作者、企业界代表、高等院

校师生参加了会议。

大会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静海院士、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

Monty Alger、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院

士、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 Dr. Khalil

Amine博士作主旨学术报告。同时设立了 20

个专题分会场，涵盖了石油化工、化工过程

强化、化工分离、纳米材料、储能科学、精细

化工、生物化工、煤化工、化工安全、离子液

体、介尺度等众多前沿技术领域。其中，四个

异地分论坛分别在德国汉堡、湖北宜昌、广

西南宁、贵州黔南州等地同步召开。中国化

工学会年会每两年举办一届，正逐步成为国

际化、多学科、跨地区的高水平学术盛会。

众多的海内外知名学者、院士、学术带

头人、科研工作者向中国化工学会成立 95

周年表示祝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

副委员长顾秀莲题词“贺中国化工学会成立

95周年：化工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推动

国家化工科技前进步伐”；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原会长李勇武题词“贺中国化工

学会成立 95周年：创新征程凝心聚力 继

往开来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AIChE）、德国德西玛协会（DECHEMA）、日本化学工学会

（SCEJ）、中国煤炭学会、中国金属学会等 30余家友好单位发来贺信，150余家会员单位同贺庆典。

获得 2025 年世界化学工程大会的主
办权

3月 6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化

学工程联合会（WCEC）执委会暨日本化

学工学会年会上，WCEC执委会委员通过

表决，通过了亚太化工联盟关于中国化工

学会的提名，中国化工学会最终获得了

2025年第 12届世界化学工程大会（WC-

CE 12）暨第 21 届亚太化工联盟大会

（APCChE 2025）的主办权。中国化工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李静海院士出席了会议，

常务理事陈建峰院士代表学会进行了申

办答辩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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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重点活动

第八届中日化工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化工学会和日本化学工学会主办，清华大学

工业生物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共同承办的“The 8th China-Japan Symposium

on Chemical Engineering（第八届中日化工学术研讨

会）”于 10月 14-15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

为智能化工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重点关注方向为生物技

术与制造，能源环境技术，绿色精细化工生产，工厂安全

技术过程模拟和系统集成和化学工程大数据。国内外

100余名化工学术界代表参加会议，促进了中日化工学

者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2017 第四届全国化工行业 渊园
区冤污染综合治理大会暨展览会
由中国化工学会、江苏省化工

行业协会、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全

国功能高分子行业委员会、南京苏

贝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17第四届全国化工行业（园区）

污染综合治理大会暨展览会”于 4

月 19-21 日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隆重召开。本届大会展场面积达

12000平米，参会代表超过 1200人

次，专业观众达 7800人次，均比上

届增长 20%以上。

2017中国国际烯烃及聚烯烃大会
3月 20-22日，由中国化工学会、汤森咨询

（Townsend Solutions）主办的“2017 中国国际

烯烃及聚烯烃大会”在宁波隆重召开。大会由宁

波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宁波工程学院承

办，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日本化学工学

会、德国德西玛化工与生物技术协会等单位共

同协办。来自中国、美国、瑞士、荷兰、意大利、沙

特阿拉伯、日本、韩国等 12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余位代表参加大会。本次大会也是中国化

工学会、宁波市科协响应中国科协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号召，与宁波市政府及各级单位密切合作，落

实石化产业战略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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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渊濮阳冤石化产业精细化发展大会
5月 24-25日，2017中国（濮阳）石化产

业精细化发展大会在河南省濮阳市召开。本

次大会由中国化工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

会和濮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范县人民政

府、濮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承办。大会举办

了高端论坛、学术研讨、企业参观、成果展示、

合作洽谈和项目签订等形式的活动，来自全

国学术、科研院所、企业等产学研各界约 400

人参加了大会，就目前国内外石化产业精细

化发展的热点新技术以及濮阳市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洽谈与合作。

2017中国芳烃产业链发展大会
8月 24-25日，2017中国芳烃产业链发

展大会在辽宁盘锦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化

工学会、盘锦市人民政府主办，由辽宁省化工

学会、辽东湾新区管委会承办，协办单位是大

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来自国内外石化、芳烃

等领域的产学研各界近 200 位代表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我国芳烃产业链的发展和科技

创新。

中国渊德阳冤磷钛化工绿色发展大会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中

国（德阳）磷钛化工绿色发展大会在

四川省绵竹市举办。大会由中国化

工学会、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德阳

市人民政府主办，来自全国产学研

及学术、行业组织的 200余位业界

人士参加会议。大会聚焦“绿色发

展、转型升级”主题，设置了主旨报

告会及“新型肥料与硫磷钛资源综

合利用”、“硫磷钛循环经济与功能

材料”两个专题分会。同时设置了专

家与德阳党政领导及企业代表对话

会、技术需求与供给发布会、绿色化

工青年硕博交流论坛、磷钛化工技

术成果展等精彩分支活动，全方位、

多角度推进磷钛化工领域学术交流

和信息共享。专家与德阳党政领导及企业代表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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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科学普及

叶石化与生活曳系列科普丛书出版
5月 31日，由中国科协企业创

新服务中心、全国石化行业企业科协

联合会、中国化工学会、中国石化长

炼科协联合编写、中国石化出版社出

版的《石化与生活》系列科普丛书（5

册）发布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

行，以此庆祝和纪念首个全国科技工

作者日。

渊四冤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中国化工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长兴

服务站落户长兴

4月 7日，中国化工学会长兴新

能源产业发展论坛暨国家级学会服务

站授牌仪式在湖州市长兴县举行。中

国化工学会和长兴县人民政府签订了

《中国化工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长

兴服务站共建合作协议》中国化工学

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长兴服务站落户

长兴。

全国科普日院野耶化爷说科学冶PX主题活动
9月 14-18日，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在中国科技馆举行，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化工学会承办的

“‘化’说科学”PX主题活动为主场区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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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兴田院士领衔 野高端智库咨询服务
行动冶

4月 4-7日，由中国工程院舒兴田院

士带领的专家组在吉林省开展“高端智库

咨询服务行动”———吉林省石油化工产业

链条延伸研究专题调研活动。

中国化工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吉林经开区服务站挂牌

8月 6日，中国化工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吉林经开区服务站在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吉林市

16家企业代表参加“中国化工学会、吉林市科协、吉林经开区创新驱动座谈会”。

中国化工学会无为专家工作站授牌

6月 20日，中国化工学会无为专家

工作站授牌暨香枫股份与南化集团研究

院技术开发协议签约仪式在安徽香枫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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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五冤学科建设尧人才举荐尧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成功举办

8月 18-23日，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办，浙江大学承办的 2017年“东华科技———陕鼓杯”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浙

江大学成功举办。全国共有 287所高校、1019支队伍参赛并提交了完整作品，参与学生人数达 5000余人，

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大赛经过全国 7个分赛区初赛，决出 60个代表队来到杭州参加全国总决赛。

四川德阳市野专家行冶开展创新助力服务
7月 4-5日，中国化工学会组织专家

赴四川德阳市开展创新助力工程调研工

作，实地走访什邡、绵竹磷钛化工企业，了

解技术需求，开展对接合作工作。此次调

研实现了专家和企业一对一、需求点对点

的精准对接模式，为以后的企业调研开启

了新思路。

中国化工学会创新驱动德阳工作站成立

11月 8日，在中国（德阳）磷钛化工绿色

发展大会上授牌成立“中国化工学会硫磷钛

资源化工专业委员会”、“中国化工学会创新

驱动德阳工作站”、“中国化工学会资源化工

绿色转型先进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化工学

会资源化工绿色转型先进技术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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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大学生 Chem-E-Car竞赛圆满
举办

6月 3日 -4日，由中国化工学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天

津大学联合主办，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承办的

“第一届中国大学生 Chem-E-Car竞赛”在天

津大学顺利召开。来自国内 20所高校的队伍

参加了比赛，10所高校的师生前来观摩和学

习；来自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AIChE)代表和

首届竞赛委员会专家成员、各高校代表队师

生等 270余人出席了竞赛及会议。

第九届"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 "在京
颁发

10月 14日，在 2017中国化工学会

年会暨成立 95周年纪念大会上，由中国

化工学会组织评选的第九届“侯德榜化工

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姜春明等 49位优

秀化工科技工作者得到了表彰和奖励。顾

秀莲、李勇武、李寿生、李静海、宋军等领

导出席仪式并向获奖者颁发奖杯和荣誉

证书。

储能技术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项目课题进

展顺利

2017年，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承担的

“2016年度中国科协学科发展引领与资源整合集成

工程项目”之子项目“储能技术学科方向预测及技

术路线图项目”进行实施方案讨论及中期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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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过程模拟及仿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3月 14日，中国化工学会过程模拟及仿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委员代表大会在中国

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所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过程模拟及仿真领域

相关专家、学者和领导 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业委员会第十届代表大会暨化肥行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

3月 20日 -22日，由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业委员、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化工学会化

肥专业委员会第十届代表大会暨化肥行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论坛积极响应国家“十三

五”政策，立足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需要和肥料产业转型升级新形势下，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工、农产业链

有机结合，促进我国化肥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近 200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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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业委员会

首届青年学者论坛

5月 9-11 日，2017生物发酵与

食品添加剂协同创新与绿色发展研

讨会暨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业

委员会首届青年学者论坛会议在徐

州顺利召开。会议以“协同绿色创新，

助力食品安全”为主题，来自 20余所

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 100余名代

表参会。

中国化工学会石化设备检维修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

6月 15日，中国化工学会石化设

备检维修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石化

设备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

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来自中

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中化

和神华集团以及地方炼化的生产企业、

检维修企业、设备供应商及高等院校的

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交流。

中国化工学会矿业工程专业委

员会举办第一届国际磷资源开

发学术研讨会

6月 16日至 6月 19日，第

一届国际磷资源开发学术研讨

会在宜昌召开。此次会议由武

汉工程大学、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美国弗罗里达工业与磷酸

盐研究所和中国无机盐工业协

会共同主办，来自全球各地的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350余人汇

聚于此，共同探讨磷资源开发

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问题。会

议邀请了美国工程院院士 P. Somasundarana院士、Jan Miller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传尧院士和邱冠

周院士，美国佛罗里达工业与磷酸盐研究所副所长张进荣博士，美国佛罗里达磷矿选矿公司总裁 Glenn

Gruber，巴西国家矿物技术研究中心 Elves Matiolo博士等专家、博士教授及矿业学科学者就各自研究工

作和生产实践作相关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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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火安全材料学术会议

7月 20日 -22日，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工新材料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

主办的第八届全国火安全材料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内六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超过 350

人参会。全国火安全材料学术会议已经成为国内火安全材料学术领域最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

第 37届中国化工学会无机酸碱
盐学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暨"2017
无机化工节能环保"主题年会在大
连召开

8月 28日～31日, 由中国

化工学会无机酸碱盐专业委员

会、中国石油学会海洋石油分

会联合主办，中海油天津化工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大连金

玛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承办，大连理工大学、河北大学

联合协办，《无机盐工业》杂志、

《工业水处理》杂志联合支持的

“第 37届中国化工学会无机酸

碱盐学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暨

“2017中国无机化工节能环保”

主题年会在辽宁大连市召开，来自全国 180家单位的 232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通过解读产业规划、讲解环保法规、交流学术报告、介绍成功案例等，将行业的热点、难点充分展

示出来，与会专家代表们针对大会主题以更加细化的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并根据各自特点结合“中国制造

2025”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我国无机化工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代表们一致认

为“绿色化工、循环经济、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必将成为无机化工行业新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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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橡塑绿色制造委员会会员
大会

9月 19日，由中国化工学会橡塑绿

色制造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特种功能性

材料及新型环保技术研讨会暨 2017 年

度橡塑绿色制造委员会会员大会”在上

海召开。微化工等过程强化新技术，纳米

碳管、石墨烯等新型碳材料在橡胶加工

中的应用，收益型“三废”组合治理技术

等绿色新技术成为亮点。

全国化工前沿及期刊建设高端论坛暨中国化工学会会刊编委会会议

9月 22日，全国化工前沿及期刊建设高端论坛暨中国化工学会会刊[《化工学报》、《中国化学工程学

报》（英）和《化工进展》]编委会会议在杭州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业出版社主办，浙江工

业大学承办，包括袁渭康、费维扬、李静海、谭天伟、张锁江院士在内的 150余位编委和代表参会。

中国化工学会超临界流体技

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9月 28日，中国化工学

会超临界流体技术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会

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大连顺利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本领域

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

会，会议由浙江大学任其龙

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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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15届水性技术年会
10月 23-26日，中国化工学

会水性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在

江苏苏州举办了 2017 第 15 届

水性技术年会。会议包含了 4场

主题报告，21 场专家报告，6 场

技术讲座，1场标准宣贯和 6篇

优秀论文评选，来自政府单位、

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和各类企业

的 5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届会

议。

2017中国粉末涂料与涂装行业年会暨展览会
10月 17-20日，由中国化工学会涂料涂装

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2017年中国粉末涂料与涂

装行业年会暨展览会及配套系列活动在烟台成

功召开。本次系列活动主要分为展览会和年会

两大板块。展会板块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粉

末涂料原料、设备企业参展，近 300个展台，

4000多名观众到场参观交流，国际化程度大幅

提升。展会同期举办的还有专家组会议、技术讲

座和专家会诊大型公益活动。年会板块吸引了

来自全球近 400名代表参会。5场主题报告、32

场论文交流，让行业全方位了解粉末市场、全球技术发展动态及新领域拓展及应用。

2017中国粉末涂料与涂装行业年会召开，促进学科交流的同时，在推动粉末涂料技术进步方面产生

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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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硫磷钛资源化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中国化工学会硫磷钛资源化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代表大会于 2017年 11月 7日

在绵竹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的硫磷钛资源化工领域相关专

家、学者和领导 30余人出席了会议。

叶储能科学与技术曳第二届编委会第 2次会议暨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第一届委员会第 4次会议
2017年 11月 5日，《储能科学与技术》第二届编委会第 2次会议暨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第一

届委员会第 4次会议在江苏溧阳涵田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和中国化工学会主

办，《储能科学与技术》编辑部和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承办，溧阳市政府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协

办。中国化工学会华炜秘书长、杨元一监事长，化学工业出版社周伟斌社长，北京理工大学吴锋顾问委员，英

国伯明翰大学丁玉龙主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黄学杰常务副主编，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主任

马紫峰教授以及两委会委员等 7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科院物理所李泓副主编主持。会议

同期召开了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第一届委员会第 4次工作会议。会议上，编委就如何吸引优质稿

源，进一步提高刊物内容质量以及如何充分调动编委在办刊中的作用，落实“四个一”（即编委每年要投一

篇、审一篇、荐一篇、用一篇）等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编委均对杂志在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

定，纷纷表态要支持《储能科学与技术》的办刊工作，多投优质稿件，并期待杂志能够于近期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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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分支机构重点活动

中国化工学会离子液体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换届暨第二届委员会会议

11月 11日，中国化工学会离子液体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换届暨第二届委员会会议在湖南长沙

成功召开，会议由离子液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锁江院士主持。来自全国各地几十所高校、研究所及企

业的 60 多位委员、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化工学会微波能化工应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11月 25日，中国化工学会微波能化工应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

6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的微波能化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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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进展渊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冤
http://www.hgjz.com.cn

1981年创刊，现为月刊。EI收录期刊，CSCD收录期刊，中国化工学会会刊，总被引频次等指标在化工

类期刊中排名第二。曾多次入选“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连续被评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以反映国内外

化工行业最新成果、动态，介绍高新技术，传播化工知识，促进化工科技进步为办刊宗旨；始终倡导科技期

刊为学科发展及化工产业服务的理念，关注科研、技术及产业。

叶化工进展曳2017年所获奖项院
第四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22篇论文入选 2016年度精品期刊顶尖论文平台领跑者 F5000项目

2017学会期刊业绩

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工作的一翼。中国化工学会主办《化工学报》、《化工进展》、《中国化学工程学报

（英）》和《储能科学与技术》四份学术期刊。

2017年四个学术刊保持被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化工学报》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综合评

价总分保持化工学科排名第 1；《化工进展》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综合评价总分化工学科排名第 2；

《储能科学与技术》2017年进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

2017年期刊喜获多个奖项：6项机构奖，多项个人奖和论文奖。

化工学报渊CIESC Journal冤
http://www.hgxb.com.cn

1923年创刊，现为月刊。EI收录期刊，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综合评价总分在化工类期刊中排名第

一。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入选历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化工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原

创性的、代表我国基础与应用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

叶化工学报曳2017年所获奖项院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2017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第四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一篇论文入选“中国科技期刊 2017年度优秀论文”

一篇论文入选“2016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22篇论文入选 2017年度精品期刊顶尖论文平台领跑者 F5000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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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学报 渊英文版冤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渊English Edition冤 http://www.

cjche.com.cn

1982年创刊，现为月刊。本刊以促进国内外化工学术发展与交流为宗旨，主要刊载原创性的化工科技

成果。内容范围包括化学工程、化工工艺、化工设备、过程开发、化工冶金以及与之相关的生物、信息、能

源、材料、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本刊自 1996年以来连续被 SCI Search、EI、Scopus、CA、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等国内外著名的检索系统收录，读者覆盖五大洲的 90多个国家。

叶中国化学工程学报曳渊英冤2017年所获奖项院
2017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一篇文章入选中国科技期刊 2017年度优秀论文

2篇论文入选 2017年度精品期刊顶尖论文平台领跑者 F5000项目

储能科学与技术渊Energy Stor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冤
http://www.energystorage-journal.com

2012年创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核心数据库收录。依靠强大的编委队伍，立足储能行

业，报道储能科学基础与应用研究、产业动态和发展趋势，既具有学术性和前瞻性，又注重实用性和导向

性。

2017学会期刊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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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员 风 采

渊一冤中国化工学会系统 2012-2017年度先进集体

储能工程专业委员会 离子液体专业委员会 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

化肥专业委员会 涂料涂装专业委员会 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

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 无机酸碱盐专业委员会 陕西省化工学会

化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橡胶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化工学会

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化工学会 学会“四刊”编辑部

程有忠 胡常伟 刘 虹 史来娣 郗向丽 杨玉梅

冯 涛 黄尚顺 刘家新 孙 旭 邢新会 于希椿

郭云龙 李 欣 刘昱霖 王 方 胥维昌 张树才

何东升 李春山 刘长令 王莉华 徐依菡 赵云峰

何玉娟 廖晓君 马紫峰 伍振毅 徐振元 郑永杰

渊二冤中国化工学会系统 2012-2017年度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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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渊三冤第九届野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冶获奖名单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姜春明 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叶晓峰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海斌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元英进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张立新 沈阳化工大学

第九届“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成就奖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杜艳泽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葛 蔚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骞伟中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李 春 北京理工大学

李金兵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李晋平 太原理工大学

罗正鸿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马紫峰 上海交通大学

邱 挺 福州大学

汤亚杰 湖北工业大学

王海辉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王志荣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武占省 石河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尹梅贞 北京化工大学

赵 玲 华东理工大学

第九届“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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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 作 单 位

陈可泉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邓志勇 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

段学志 华东理工大学

冯小海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红帅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郭 凯 南京工业大学

过 良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贺鑫平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姜 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 壮 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卢 元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彭 冲 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饶中浩 中国矿业大学

苏荣欣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孙 冰 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汪 伟 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王宝冬 神华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

王利民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王 拓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王新威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向中华 北京化工大学

杨启炜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余 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炳森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张国杰 太原理工大学煤化工研究所

张亚涛 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

张治国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赵祥迪 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赵雪冰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第九届“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青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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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渊四冤推荐奖项

绎推荐并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宗保宁 中国石化石科院，教授级高工

绎推荐并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向中华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李军配 清华大学化工系，博士后

谢小吉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王际童 华东理工大学，副研究员

★推荐并荣获“亚洲杰出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奖

（The SCEJ Award for Outstanding Asian Researcher and Engineer）”

巩金龙 天津大学，教授

★推荐教育部青年科学奖

李建荣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推荐“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巩金龙 天津大学，教授

王宝冬 神华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教授

★推荐“第 14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陆盈盈 浙江大学，研究员

余 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推荐“2017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

王雪璐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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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大事记

1月
1月 7日 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业委员会青年学者工作委员会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1月 8日 中国化工学会组织召开中国科协“储能技术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项目

工作会议。

2月
2月 17日 2017年中国化工学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
3月 1日 中国化工学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3月 6日 中国化工学会获 2025年第 12届世界化学工程大会主办权。

3月 9日 全国中学生化学科普竞赛圆满举办。

3月 10日 中国化工学会推动雄县塑料包装材料检测实验室建设取得进展。

3月 14日 中国化工学会过程模拟及仿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

3月 20日 -22日 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业委员会第十届代表大会暨化肥行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在

上海隆重召开。

3月 20日 -22日 2017中国国际烯烃及聚烯烃大会在宁波隆重召开。

3月 22日 中国化工学会举办 2017年各省市（化学）化工学会联席会。

4月
4月 7日 中国化工学会长兴新能源产业发展论坛暨国家级学会服务站授牌仪式在湖州市

长兴县举行。

4月 4日 -7日 中国化工学会吉林开展高端智库咨询服务行动。

4月 19日 -21日 第四届全国化工行业（园区）污染综合治理大会暨展览会在南京隆重开。

5月
5月 10日 中国化工学会三十九届理事会第十四次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

5月 9日 -11日 2017生物发酵与食品添加剂协同创新与绿色发展研讨会暨中国化学会生物化工

专业委员会首届青年学者论坛会议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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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 -25日 2017中国（濮阳）石化产业精细化发展大会召开。

5月 31日 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筹备座谈会在京召开。

5月 31日 中国化工学会《石化与生活》科普丛书发布。

6月
6月 3日 -4日 首届中国大学生 Chem-E-Car竞赛在天津大学成功举办。

6月 6日 -7日 中国化工学会橡塑产品绿色制造专业委员会微化工反应技术与智能制造产业化

推进会召开。

6月 12日 莱芜润达烷基酚乙炔增粘树脂评价暨推介会召开。

6月 15日 中国化工学会石化设备检维修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办。

6月 20日 中国化工学会赴芜湖设立专家工作站并促成技术开发合作协议。

6月 24日 -26日 中国化工学会多项活动添彩中国科协第十九届年会。

7月
7月 4日 -5日 中国化工学会专家组赴德阳开展技术调研。

7月 14日 中国化工学会成功举办“第二期全国学会法治能力建设沙龙”。

7月 20日 中国化工学会转发中国科协关于印发《科技工作者道德行为自律规范》的通知。

7月 20日 -22日 第八届全国火安全材料学术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

8月
8月 2日 -7日 中国化工学会专家组赴吉林开展交流调研。

8月 24日 -25日 2017芳烃产业链大会在辽宁盘锦隆重召开。

8月 18日 -23日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

9月
9月 14日 -18日 中国化工学会“‘化’说科学”PX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圆满落幕。

9月 13日 合成气直接制烯烃科技评价鉴定会召开。

9月 19日 特种功能性材料及新型环保技术研讨会暨 2017年度橡塑绿色制造委员会会员大

会召开。

9月 22日 全国化工前沿及期刊建设高端论坛暨中国化工学会会刊编委会会议在杭州召开。

9月 22日 -24日 2017年全国光催化材料及创新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顺利召开。

9月 28日 中国化工学会超临界流体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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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月 1日 -5日 中国化工学会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第十届世界化学工程大会（WCCE10）系列交

流活动。

10月 1日 中国大学生在世界 Chem-E-Car竞赛中连创佳绩。

10月 13日 中国化工学会第 40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0月 13日 第 39届理事会党委会议召开。

10月 14日 第九届“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颁奖。

10月 14日 -15日 2017中国化工学会年会暨成立 95周年纪念大会盛大召开。

10月 14日 第八届中日化工学术研讨会召开。

11月
11月 3日 中国化工学会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11月 4日 中国化工学会组织召开中国科协“储能技术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项目中

期讨论会。

11月 5日 2017天目湖先进储能科学与技术讲坛暨《储能科学与技术》第二届编委会第 2次

会议在江苏溧阳召开。

11月 7日 中国化工学会硫磷钛资源化工专业委员会成立。

11月 7日 -9日 2017中国（德阳）磷钛化工绿色发展大会圆满召开。

11月 11日 中国化工学会离子液体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换届暨第二届委员会会议召开。

11月 17日 中国化工学会推荐的天津大学巩金龙教授获“亚洲杰出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奖”。

11月 25日 中国化工学会成立微波能化工应用专业委员会召开。

11月 29日 祝贺我会理事长戴厚良、常务理事谢在库、39届理事杨万泰当选院士。

12月
12月 8日 -10日 2017全国复合材料技术发展与应用交流研讨会举行。

12月 21日 中国化工学会秘书处 2017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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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中国化工学会简介

中国化工学会（The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简称 CIESC）于 1922年 4月 23

日在北京成立，是由化工科技工作者和有关单位自愿结成、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获得民政部评估的 5A等级全国性社会组织。中国化工学会是党和政府

联系化工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我国化工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

组成成员。

中国化工学会的宗旨是：认真履行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促进化工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化工科学技术的普

及和推广，促进化工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化工科技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维护广大化工科技工

作者的合法权益；建设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学会组织，把广大化工科学技术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凝

聚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化工学会 9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化工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先驱侯德榜、吴蕴

初、闵恩泽等一代代科技精英创建并壮大了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学会第 40届理事会涵盖我国石油和

化工领域多位院士、知名学者与科技工作者，拥有理事 180名，其中常务理事 59名。目前学会拥有单位会

员 150余家，个人会员 12000余人，系统下设 5个工作委员会，以及化学工程、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化

工、化肥、农药、染料、涂料与涂装、橡胶、无机酸碱盐、矿业工程、生物化工、化工新材料、化工环保、信息技

术化工应用、工业水处理、化工机械、化工自动化及仪表、化工安全、特种化工、离子液体、储能工程、水性

技术应用、混合与搅拌、橡塑绿色制造、过程模拟及仿真、石化设备检维修、超临界流体、硫磷钛资源化工、

微波能化工应用等 30个专业委员会。学会与 27个地方化工（化学）学会保持密切的业务联系。

中国化工学会与国际学术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并与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日本化学工学会、德国化

工技术与生物工程协会、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韩国化学工程师学会等十多个学术团体建立了双边、多边

交流和合作关系，是世界化学工程联合会（WCEC）执委会九个成员之一，是亚太化工联盟（APCChE）理事

会 13个成员之一。2017年，经过多轮激烈竞争，中国化工学会成功获得 2025年第 12届世界化学工程大

会（WCCE 12）暨第 21届亚太化工联盟大会（APCChE 2025）主办权。

近年来，中国化工学会在中国科协和学会理事会的领导下，坚持立足石化科技发展、推动技术转化升

级、加强化工科学普及、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助力精尖人才培养的工作方针，大力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

及、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学科建设、人才举荐、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国际合作等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化工科

技工作者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支撑国家化工科技事业发展、促进化工科技人才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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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学会组织架构图

中国化工学会年会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全国科普日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化工学科

《化工名词》审定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中国大学生 Chem-E-Car竞赛

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

青年人才托举

中国（国际）烯烃聚烯烃大会

化工行业污染防治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阿赫玛亚洲展

中国化工学会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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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中国化工学会秘书处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院 华 炜

驻 会 副 秘 书 长院 戴国庆 崔胜利 宫艳玲

副秘书长渊不驻会冤院 王玉庆 胡迁林 方志平

办公室渊人事部冤
负责综合管理、人事劳资、组织工作、综合项目、理

事会及地方学会、对外宣传等工作。

电话：010-64441885，010-64449479

国际合作部

负责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电话：010-64440548

评估中心

负责科技成果评价、工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

科技咨询等工作。

电话：010-64438624

党建办公室

理事会党委、秘书处党支部党建、党务工作。

电话：010-64455951

绎公共联系邮箱院admin@ciesc.cn

学术交流部

负责学术交流、科学普及、创新驱动、人才举荐等

工作。

电话：010-64434970

会展部

负责会议展览组织、合作等工作。

电话：010-64438624，010-64410497

会员部

负责会员管理与发展、会员服务、信息化建设等工

作。

电话：010-64440548，010-64410497

财务部

负责学会财务管理等工作。

电话：010-6444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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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三

中国化工学会分支机构

中国化工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是根据化工及相关领域的生产、研究、应用和教学的发展需要而设

立的专业分支机构，是中国化工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学会的统一领

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专业委员会接受中国化工学会直接领导，在本会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发展会

员，其发展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均为中国化工学会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专业委员会坚持学术民主、

组织健全，和谐、开放，根据学科发展的需求开展活动。目前中国化工学会设有 30个专业委员会和 1个培

训中心。

序号 专委会名称 主任委员 秘书长 电话 邮箱

1 化学工程 屈一新 陈晓春 010-64429057 chenxc@mail.buct.edu.cn

2 石油化工 王玉庆 白 杰 010-59202815 baij.bjhy@sinopec.com

3 生物化工 谭天伟 伍振毅 010-62311037 wzy@263.net

4 精细化工 伍振毅 仲晓萍 010-64263223 zykjzlb@sina.com

5 煤化工 吴秀章 黄丽娟 010-64519466 huagongjz@126.com

6 化工安全 孙万付 张树才 0532-83786653 zhangsc.qday@sinopec.com

7 环境保护 刘春平 郦和生 010-59202231 Lihsh.bjhy@sinopec.com

8 工业水处理 滕厚开 刘艳飞 022-26689023 lyf@iwt.cn

9 化工机械 孙中心 孙明业 0931-7310688 jsc@cthkj.com.cn

10 化工新材料 李效玉 张晓丰 010-64433718 zhangxf@mail.buct.edu.cn

11 无机酸碱盐 刘红光 刘艳飞 022-26689023 lyf@iwt.cn

12 化肥 李良君 刘 虹 021-52803605 Sh62736666@163.com

13 橡胶 马良清 黄丽萍 010-51338216 huanglp86@qq.com

39



中国化工学会 2017年度报告

附 录

序号 专委会名称 主任委员 秘书长 电话 邮箱

14 农药 刘长令 张敏恒 024-86859187 zhangminheng@sinochem.com

15 染料 胥维昌 王 瑛 024-85869219 wangying3@sinochem.com

16 涂料涂装 苏春海 陈 红 0519-83299523 chenhong15@cnooc.com.cn

17 信息技术应用 李 中 姜 彦 010-64444098 jiangyan@itsc.chemchina.com

18
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

业委员会
顾幸生 李宏光 010-64434797 lihg@mail.buct.edu.cn

19 特种化工 赵 彤 刘 锋 0371-67763385 liufeng@zzu.edu.cn

20 矿业工程 王 君 张电吉 13871012250 dianjizhang@wit.edu.cn

21 离子液体 张锁江 李春山 010-82544875 csli@home.ipe.ac.cn

22 储能工程
朱庆山

马紫峰
郗向丽 010-64519601 Esst_edit@126.com

23 水性技术应用 赵晓东 陈 红 0519-83299523 chenhongpci@163.com

24 混合与搅拌 王运东 刘作华 023-65678932 liuzuohua@cqu.edu.cn

25 橡塑绿色制造 张立群 李书琴 18610609519 xsgy2025@163.com

26 过程模拟及仿真 葛 蔚 王利民 010-82544942 lmwang@ipe.ac.cn

27 石化设备检维修 王子康 白 桦 010-59964525 baih@sinopec.com

28 超临界流体技术 任其龙 鲍宗必 0571-87952773 baozb@zju.edu.cn

29 硫磷钛资源化工 唐盛伟 王辛龙 028-85408098 wangxl@scu.edu.cn

30 微波能化工应用 黄卡玛 朱铧丞 028-85470659 zhuhuacheng@126.com

31 培训中心 刘 虹 021-52803605 sh6273666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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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专委会名称

1 化学工程领域学术研讨会 待定 化学工程

2 物料干燥技术研讨会 待定 化学工程

3 乙苯 /苯乙烯技术交流会 5-6月 石油化工

4 2018生物质能与绿色制造高端论坛 4月 生物化工

5 第二届生物化工技术青年学者论坛 5月 生物化工

6 2018'绿色精细化工新技术新产品交流会 9月 精细化工

7 全国有机电化学与工业学术交流会 待定 精细化工

8 全国皮革科学技术会议 待定 精细化工

9 第四届中国（洛阳）新型煤化工国际研讨会 5月 9-11日 煤化工

10 2018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 5月 4-6日 煤化工

11 安全可靠、清洁环保型炼厂构建高峰论坛 5月 化工安全

12 膜分离技术应用研讨会 8月 环境保护

13 2018中国水处理技术研讨会暨第 38届年会 10月 工业水处理

14 2018全国工业园区水环境、危废综合治理及提标改造高级论坛 9月 工业水处理

15 中国化工学会化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2018年度年会 8月 化工机械

16 第三届全国新能源与化工新材料学术会议暨全国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学术研讨会 4月 13-15日 化工新材料

17 2018第二届全国太阳能材料与太阳能电池学术研讨会 6月 化工新材料

18 2018第二届全国光催化材料及创新应用学术研讨会 8月 化工新材料

19 第四届先进材料国际会议 AM2018 11月 化工新材料

20 2018第二届全国先进复合材料科学与应用研讨会 11月 化工新材料

21 第六届全国烟气脱硫脱硝及除尘除汞技术年会 4月 无机酸碱盐

22 第三十八届全国硫与硫酸技术年会 8月 无机酸碱盐

23 全国聚氯乙烯技术年会 5月 无机酸碱盐

24 全国氯碱技术年会 10月 无机酸碱盐

25 第 38届暨 2018无机盐学术年会 9-10月 无机酸碱盐

26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展览会肥料专区 3月 化肥

27 全国第 39次复混肥技术年会 6月 化肥

28 2018中国钾盐（肥）科学技术交流大会 6月 化肥

29 全国第 23届新型肥料技术及新工艺推介研讨会 9月 化肥

30 2018中微肥产业发展大会 10月 化肥

31 中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大会 10月 化肥

32 第三届国际农业生物刺激剂大会 11月 化肥

33 2018中国国际钾盐（肥）产业发展大会暨钾肥年会 12月 化肥

34 2018年中国炭黑展望会 4月 16日 橡胶

35 第 14届橡胶基础研究研讨会 待定 橡胶

附 录 四

中国化工学会分支机构 2018年主要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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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专委会名称

36 第 20届中国轮胎技术研讨会 9月 橡胶

37 第十届农药科技与应用发展学术交流会 3月 8日 农药

38 第十八届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年会 8月 15-18日 农药

39 第十四届全国染料与染色学术研讨会暨信息发布会 9月 染料

40 第 16届环保车用涂料及涂装年会 4月 涂料涂装

41 2018防腐蚀涂料年会 5月 涂料涂装

42 2018全国高装饰功能性建筑及地坪涂料高峰论坛 6月 涂料涂装

43 第 5届耐高温防腐与防火技术研讨会 8月 涂料涂装

44 第 19届氟硅涂料行业年会 9月 涂料涂装

45 2018粉末涂料年会暨展览会 10月 涂料涂装

46 2018塑料涂料与涂装研讨会 11月 涂料涂装

47 涂料创新·上海论坛 12月 涂料涂装

48 第六届全国石油化工生产安全与控制技术交流会 8月 信息技术应用

49 2018先进控制技术和自动化装备应用学术交流会 8月 化工自动化及仪表

50 2018军用特种有机高分子材料论坛 6月 特种化工

51 军用关键有机高分子材料能力调研 3月 特种化工

52 技术交流会 6-8月 矿业工程

53 2018 CAS-TWAS Symposium on Green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CT2017) 9月 离子液体

54 The 6th Asian-Pacific Conference on Ionic Liquids and Green Processes 9月 离子液体

55 《化学与化工协同创新发展》咨询报告 11月 离子液体

56 香山科学会议 12月 离子液体

57 第五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 10月 储能工程

58 第四届储能工程大会———储能技术与储能材料关键技术论坛 7月 储能工程

59 2018水性技术年会 10月 水性技术应用

60 全国搅拌技术会议 5月 混合与搅拌

61 橡胶助剂微化工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推介会 4-5月 橡塑绿色制造

62 农药微化工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推介会 9-10月 橡塑绿色制造

63 第一届全国过程模拟与仿真学术会议 8.25-27日 过程模拟及仿真

64 国际分子模拟会议 8.25-26日 过程模拟及仿真

65 第九届（2018）石油化工设备维护检修技术交流会 6.14-16日 石化设备检维修

66 第十二届全国超临界流体技术学术及应用研讨会 9.14-16日 超临界流体技术

67 第五届海峡两岸超临界流体技术研讨会 9.14-16日 超临界流体技术

68 硫磷钛资源化工学术年会 11月（暂定） 硫磷钛资源化工

69 2018微波能应用全国会议 8月 微波能化工应用

70 ICMMT 5月 7日 微波能化工应用

71 四川省电子学会微波能应用专委会年会 5月 微波能化工应用

7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高级研讨班 4月 培训中心

73 2018危险废物管理与技术高峰论坛 5月 培训中心

74 Aspen Plus与化工流程模拟培训班（高级） 5月 培训中心

75 化工工艺设计指导专题培训班 6月 培训中心

76 工艺安全管理（PSM）实践及案例分析高级培训班 9月 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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