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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张忠研究员荣获2008

年度“中国科学院-拜耳青

年科学家”奖。

快讯：中心提交的“硒化镉

量子点纳米晶体表征方法

国际标准”提案在 I S O /

TC229第七届年会上获得通

过。

“2008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召开

   “2008’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于2008年10月28

－ 29日在江苏溧阳召开。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廖小罕副司长到

会致辞，介绍了科技部在会前召开的“纳米研究”重大科学计

划专家组工作会议的背景、意义，并指出有关纳米重大研究计

划将列入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中。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做了大会报告，他介绍

了纳米科技作为 21世纪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和新工业革命的主

导技术之一，在各个国家的重视程度、资金投入以及在美、日、

欧盟等国家的研发及产业化的格局情况，分析了纳米科技近来

的发展趋势，并指出要清醒看到国内纳米技术产品与国际纳米

技术产品市场高端化趋势的差距在拉大。

    在两天的会议中，强伯勤院士、陈凯先院士等数十位学者

专家作了报告，与会代表与报告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理事长解思深院士做了会议总结，并介

绍了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中纳米科技计划的初步设想。

科技部基础司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调研

    为落实科技部关于开展“十二五”战略调研的工作部署，

基础司廖小罕副司长、基地处周文能处长、重大项目处韩苍穹

副处长于 10月 20日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调研，了解国际和国

内纳米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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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学中心的科研工作和基地建设情况。

    中心王琛主任、查连芳书记、朱星副主

任等参加了调研活动，王琛主任从国际纳米

科技发展态势、中心的定位和建设工作、取

得的科研成果，以及对我国纳米科技发展的

建议等方面向廖司长一行进行了汇报。

    随后，就“十二五”的纳米科技发展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廖司长充分肯定了中

心作为国家级公共纳米科技平台和研究基地

的作用，以及在纳米加工与纳米器件、纳米

材料与纳米结构、纳米医学与纳米生物技术、

纳米结构表征与检测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希望中心进一

步发挥在我国纳米科技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在国家实验室建设、人才引进、学科发展、科

研成果转化等方面为科技部提供更多的建议。

实验室认可知识培训讲座在京举办

    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支持下，由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技

术委员会纳米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与中国质量

协会科学技术分会联合举办的“实验室认可

知识培训讲座”于 2008年 10月 28日在北京

顺利举行。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

技术和管理人员等 40多人参加了这次培训。

    科学技术分会办公室主任梅其初研究员

致欢迎词，CNAS实验室主任评审员、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合格评定咨询中心高级顾问沈

平子研究员介绍了实验室认可的概况和意义、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如何开展检测实验

室的认可工作。CNAS能力验证处翟培军处长

介绍了实验室间比对的能力验证中的相关知

识和注意事项，并与参会人员开展了讨论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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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化镉量子点纳米晶体表征——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方法”

和“金纳米棒表征——紫外 /可见 /近红外吸收光谱方法”

标准送审稿通过评审

    2008年10月29日，“硒化镉量子点纳米

晶体表征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方法” 和“金

纳米棒表征 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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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表面疏水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接触角测量法）”

标准送审稿通过专家评审

    2008年 10月 14日，由全国纳米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项目号：20074434-T-491）“玻璃表面疏水

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接触角测量法）”标准

送审稿专家评审会在京召开。

    评审会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朱星教授主持，来自19家单位

的20位专家参加了此次评审会。该国家标准

第一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王慧彬代表

标准编写工作组向专家组做汇报，与会专家

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对标准送审稿的

格式和内容开展了热烈讨论。专家组认为：

该国家标准达到国际水平，目前国内尚无类

似标准。该标准的制定将有助于规范我国利

用接触角测量技术检测玻璃表面污染的工作。

经投票表决，与会专家同意该标准送审稿通

过审查。

    该标准编制任务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

担的第一批国家标准制定项目之一，也是纳

米中心第一个通过评审的标准送审稿，这为

今后的标准编制和修订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法”专家评审会在京召开，来自17家单位的

19位专家参加了此次评审会。

    会议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Ì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第 4页 共 6页

究员、亚非处张英兰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以色列驻华使馆科技官Ezra Shoshani博士代表

以色列基金委作大会致辞。来自国内多家大

学和研究所的14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以色列

希伯来大学、伯希来大学、魏兹曼学院和以

色列理工大学的16位教授和高级研究人员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为期两天，共分四个主题，分别是

“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纳米结构用于药物

标记和表征”、“纳米医药”和“纳米生物系

统”。双方就报告主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28

日，双方就进一步合作的意向和前景召开了

圆桌讨论会议。29日以色列纳米科技代表团

访问了中国科学院京区相关研究所。

“中 -以纳米生物材料与结构双边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以色列科

学基金委联合支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办

的“中-以纳米生物材料与结构双边研讨会”

于2008年10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常青研

副主任委员沈电洪研究员主持，北京钢铁研

究总院胡荣泽研究员担任评审组组长。标准

第一起草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葛广路副研究

员和吴晓春研究员分别汇报了制定这两项国

家标准的背景、意义和作用，与会专家听取

汇报后，对两个标准送审稿进行了逐条详细

审查，对标准送审稿的格式和内容开展了热

烈讨论。专家组认为：两个标准分别规定了

硒化镉量子点纳米晶体粒度及浓度表征的紫

外/可见吸收光谱方法和金纳米棒表征的紫

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方法和平均轴比

的计算方法，两个标准的建立将促进我国新

型纳米材料制备与使用的规范化，并将分别

为量子点和金纳米棒纳米材料的生产、应用

和推广提供依据。经投票表决，与会专家同

意两个标准送审稿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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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全面启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2008年 10月 22日上午，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

中心党委书记查连芳作了动员报告，深刻阐

述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紧

迫性，明确了学习实践活动的目标要求并对

中心的学习实践活动作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

中科院京区党委检查指导组第四小组副组长

王敬泽、成员霍妍丽到会指导，并对中心学

习实践活动提出了要求和期望。中心全体党

员和部分职工代表参加大会。

    前一阶段，中心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前期准备工作有序推进，认真学习了

路甬祥同志的动员讲话精神，召开了党委专

题会议，成立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领导小组，发放了相关学习材料，研究制

定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目前，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局良好、

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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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专家一行访问中心

    10月 24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高级科技政策分析员 Nancy E. Miller以及部

分NIH行政官员和研究所所长一行访问了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听取了王琛主任对于中心整

体情况的介绍，了解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在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

相关信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作为美国公

共健康和社会福利部的一个部分，是重要联

邦政府职能部门之一，也是政府支持的独立

科研机构，双方存在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合作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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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战略研讨会

    10月31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了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战略研讨会，中心中层干

部及副研以上科技人员 40多人参加了会议。

    王琛主任首先代表中心领导班子做了报

告，介绍了中心主要进展情况，进一步明确

了中心的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希望科技人

员更大限度发挥各自专长，在学科建设中进

一步融合、交叉，在中心重点领域的研究中

有所突破，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多学科交

叉前沿研究，促进基于纳米结构的系统和集

成技术的发展，在专业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实

现集成技术平台的功能。希望通过研讨会，

听取大家对中心的发展建议，建立更好的协

调机制，将中心的资源与个人的发展更好的

结合起来，进一步凝聚力量，做出更有特色

的、有显示度和发展前景的工作，促进中心

更好的发展。

    随后中心各研究片和检测实验室代表分

别作了学术报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也就近

期工作内容和今后工作重点向大家做了汇报。

    在研讨中，与会人员围绕中心的战略定

位、发展目标、团队建设、如何更好的促进

学科的交叉融合、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等进

行了深入讨论，交换意见。

    查连芳书记在研讨会上强调，这次战略

发展研讨会是中心深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体现。我们应

将科学发展观融合贯通于中心各项实际工作

中，努力使中心保持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要把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站在学科前沿、

站在国家需求的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来指

导制定中心的战略规划，来谋划中心布局和

未来发展，抓住机遇，实现中心跨越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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