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职能部门适用） 

申报部门：成果处 申报日期：2020-11-05 

合同负责人：张晨 合同/业务金额（元）：324131 

合同名称：二甲醚羰基化催化剂放大技术服务合同（编号：催 20191201） 

关联方单位名称：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化物所参股企业，该公司承接我所 DMTE 技

术。因该公司目前尚处于催化剂工厂建设阶段，不具备完整的独立的基础设施，为

保障其下游示范装置（兴化客户 10 万吨）的需求，进一步推广我所自主研发的 DMTE
技术，希望在不影响催化平台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在价格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借助

所里基础设施条件使用。 
 

 

 

 

本部门意见：同意 

 

 

 

部门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晨 2020.11.05.14:50:50 172.28.102.10 

评议、论证意见（可附页）： 

楚文玲：通过 
郭晓光：同意 
张增宝：合同符合规范，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楚文玲 2020.11.05.14:33:46 
郭晓光 2020.11.06.15:06:32 
张增宝 2020.11.10.14:54:06 
冯天时 2020.11.10.15:55:30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009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职能部门适用） 

申报部门：成果处 申报日期：2020-11-05 

合同负责人：张晨 合同/业务金额（元）：564902 

合同名称：二甲醚羰基化催化剂放大技术服务合同（编号：催 20200320） 

关联方单位名称：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化物所参股企业，该公司承接我所 DMTE
技术。因该公司目前尚处于催化剂工厂建设阶段，不具备完整的独立生产放大条件，

为保障其下游示范装置（兴化客户 10 万吨）的需求，进一步推广我所自主研发的

DMTE 技术，希望在不影响催化平台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在价格公平公正的前提下，

借助所里条件安排该公司小规模生产放大。 
 

 

 

 

本部门意见：同意 

 

 

 

部门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晨 2020.11.06.11:45:21 172.28.102.10 

评议、论证意见（可附页）： 

楚文玲：通过 
郭晓光：同意 
张增宝：符合规范，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楚文玲 2020.11.06.12:17:16 
郭晓光 2020.11.10.17:47:08 
张增宝 2020.11.10.14:54:39 
冯天时 2020.11.11.08:33:04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0097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102 申报日期：2020-11-15 

合同负责人：花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304000 

合同名称：进口代理协议（光电离质谱仪（返修）） 

关联方单位名称：大连东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我组销售给美国宝洁公司的质谱仪器，需要更换部件并重新调试，由于疫情人员无

法出国，因此选择将仪器运送回国，调试维护好之后再邮寄出去，大连东方进出口

公司是专业的进出口代理公司，从质量、服务和代理费用上都优于其他代理公司，

且公司位于大连，方便办理仪器进出口相关事宜。因此选择东方公司代理本次进出

口业务。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李海洋 2020.11.15.08:09:24 119.78.130.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0.11.16.09:55:40 172.16.10.53    

评议意见（可附页）： 

陈吉平：同意 
张海军：同意 
冯亮：仪器返修，没有疑议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陈吉平 2020.11.17.15:54:10 10.159.203.229 
张海军 2020.11.18.09:54:04 10.159.250.9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支出2020132



冯亮 2020.11.16.09:26:34 172.16.10.53 
冯天时 2020.11.20.10:45:39 172.28.102.22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1501 申报日期：2020-11-19 

合同负责人：马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760000 

合同名称：防火涂料涂覆技术服务合同 

关联方单位名称：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该合同为马磊老师，火箭军项目的技术服务合同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万生 2020.11.20.07:55:41 119.78.130.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0.11.20.13:35:55 10.159.208.8    

评议意见（可附页）： 

侯宝林：同意购买 
吴春田：同意 
许国梁：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为防火涂料配套研制了专用产品，具有多年

经验，同意该公司为本项任务继续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侯宝林 2020.11.23.07:50:08 172.28.151.149 
吴春田 2020.11.23.08:00:12 172.28.151.220 
许国梁 2020.11.23.07:51:12 172.28.151.109 
冯天时 2020.11.23.13:08:22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支出2020146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DNL0901 申报日期：2020-11-20 

合同负责人：程昊 合同/业务金额（元）：226000 

合同名称：工矿产品购销合同（DNL-SCRH9012 催化剂） 

关联方单位名称：大连凯特利催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本组一直和凯特利合作进行 VOCs 和 SCR 脱硝催化剂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本次是

我组负责提供催化剂产品，凯特利负责设备及其他工艺部分，整套技术将应用于延

长中科。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0.11.20.14:13:25 10.159.219.76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0.11.20.14:13:25 10.159.219.76    

评议意见（可附页）： 

曹义鸣：同意 
任吉中：同意 
孙承林：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曹义鸣 2020.11.20.16:03:01 172.16.30.211 
任吉中 2020.11.20.15:02:08 172.16.15.83 
孙承林 2020.11.20.15:04:26 10.159.223.146 
冯天时 2020.11.20.23:37:14 119.78.130.9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产品2020064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DNL1700 申报日期： 2020-11-23 

合同负责人： 李先锋 合同/业务金额（元）：1800000 

合同名称：电化学储能关键材料的开发 

关联方单位名称： 中科能源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中科能源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作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控股直系公

司，其产业发展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紧密合作，公司主要从事能源领域相

关材料的销售。根据目标用户的特殊要求， 中科能源材料科技（大连）有限公司委

托大连化物所储能研究部开展储能电池关键材料、储能单电池装置研究开发，包括

膜材料、双极板材料的制备以及批量化生产技术，液流电池单电池设计、组装技术，

最大限度满足用户个性化需要。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李先锋 2020.12.01.16:26:59 172.16.27.180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李先锋 2020.12.01.16:26:59 172.16.27.180 

论证意见（可附页）： 

孙志刚：赞同 
汪国雄：审核通过该技术开发(委托)合同。 
黄延强：合同签订合理合规，不存在关联交易。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开2020091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孙志刚 2020.12.02.10:14:24 10.159.209.4 
汪国雄 2020.12.02.10:42:01 10.159.197.86 
黄延强 2020.12.02.10:18:40 10.159.250.48 
冯天时 2020.12.02.17:03:40 172.28.102.22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DNL1903 申报日期：2020-11-23 

合同负责人：史全 合同/业务金额（元）：150000 

合同名称：反应风险测试装置开发 

关联方单位名称：金铠仪器（大连）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金铠仪器（大连）有限公司在技术和质量上都符合该装置开发的要求，价格合适，

所以优先选择该公司。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史全 2020.11.23.14:30:13 10.159.211.10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萍 2020.11.24.13:48:04 172.16.13.234    

评议意见（可附页）： 

刘健：开发合同规范，审核通过 
吴忠帅：本合同内容清晰、合理，乙方能够满足甲方在反应风险测试装置开发方面

的各项需求，具有可行性；且收费合理，甲乙双方能够就该项目的后续事宜达成一

致。 
邓德会：通过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刘健 2020.11.25.11:28:48 10.159.224.181 
吴忠帅 2020.11.26.18:49:21 10.159.227.84 
邓德会 2020.11.25.09:20:31 10.159.217.215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支出2020143



冯天时 2020.11.27.11:26:55 119.78.130.9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职能部门适用） 

申报部门：成果处 申报日期：2020-11-23 

合同负责人：杜伟 合同/业务金额（元）：0 

合同名称：专利权转让合同 

关联方单位名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附件为 15 件，2020 年研究组不缴年费专利，经协商，并协助运营，将张家港产研院

作为共同专利权人，由张家港产研院支付 2020-2022 年的专利年费。 
 

 

 

 

本部门意见：同意 

 

 

 

部门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晨 2020.11.24.17:23:44 172.28.102.10 

评议、论证意见（可附页）： 

文志勇：同意 
范辉：同意 
勾剑：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文志勇 2020.11.24.16:46:35 172.28.102.243 
范辉 2020.11.24.16:50:41 172.28.102.240 
勾剑 2020.11.24.16:45:36 172.28.102.44 
冯天时 2020.11.24.17:37:23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转202001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DNL0809 申报日期： 2020-11-25 

合同负责人： 黄家辉 合同/业务金额（元）：12000000 

合同名称：苯酚羟基化制苯二酚 2 万吨/年工业化成套技术 

关联方单位名称： 潍坊三力本诺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我所职工在此企业兼职。苯酚羟基化项目已进入中试准备阶段，潍坊三力本诺有较

强的工业化实力，与我所也已合作过其他项目，有利于高质量、短期内成功实现苯

酚羟基化的工业化。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黄家辉 2020.11.25.14:29:41 172.16.19.192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田志坚 2020.11.25.15:27:22 172.16.29.168 

论证意见（可附页）： 

朱向学：同意。 
李秀杰：技术层面没有问题，同意签署！ 
乔波涛：合同翔实，价格合理，建议通过。 
冯天时：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朱向学 2020.11.25.15:52:14 10.159.227.59 
李秀杰 2020.11.25.15:40:40 10.159.207.52 
乔波涛 2020.11.27.11:07:46 172.28.152.90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转2021001



冯天时 2020.12.01.11:43:21 172.28.102.22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1809 申报日期： 2020-11-27 

合同负责人： 秦洪强 合同/业务金额（元）：2000000 

合同名称：子宫内膜癌位点特异性糖型疾病标志物的筛选鉴定 

关联方单位名称： 大连润生康泰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访问学者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我所在蛋白质糖基化分析方面有着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尤其近年来在完整糖肽分析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初步结果显示其有望用于临床恶性肿瘤标志物的早期筛选。大

连润生康泰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在临床检测方面尤其是代谢物检测方面具有丰

富的经验，并且具有临床大队列样本信息。本项目集合双方的优势，有望在子宫内

膜癌肿瘤诊断方面有所突破，实现共赢。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叶明亮 2020.11.27.14:07:07 10.159.218.35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许国旺 2020.11.27.16:03:53 10.159.242.33 

论证意见（可附页）： 

吴仁安：同意 
王方军：该合同真实可靠，将显著推动我所在疾病标志物筛选和应用方面的研究进

展。 
靳艳：1809组在蛋白质糖基化方面有很好的研究积累，合作企业的技术需求正是 1809
的技术所长，同意通过。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开2020090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吴仁安 2020.12.07.11:47:06 10.159.200.73 
王方军 2020.12.07.14:34:11 119.78.130.9 
靳艳 2020.12.07.15:32:17 10.159.215.70 
冯天时 2020.12.07.16:23:40 172.28.102.22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DNL2001 申报日期：2020-12-14 

合同负责人：张世鑫 合同/业务金额（元）：10320 

合同名称：元素含量分析及同步式热分析测试 

关联方单位名称：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付费测试，按照平台标准收取测试费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青 2020.12.14.14:45:39 10.159.235.3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0.12.14.15:10:16 10.159.215.70    

评议意见（可附页）： 

张青：同意 
赵旭：同意 
杨婷：同意 
于文广：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张青 2020.12.15.14:06:40 10.159.235.34 
赵旭 2020.12.14.15:18:15 10.159.237.116 
杨婷 2020.12.16.10:40:14 119.78.130.9 
于文广 2020.12.15.17:44:01 10.159.207.42 
冯天时 2020.12.16.16:05:11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0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关联业务申报审批表（研究组适用） 
申报部门：DNL2001 申报日期：2020-12-21 

合同负责人：张世鑫 合同/业务金额（元）：29600 

合同名称：材料物性结构（微观形貌、组分、比表面积等）表征测试 

关联方单位名称：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 √ )我所参与投资的企业  (  )我所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 (  )特定关系人参与投

资的企业（详细说明特定关系）：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平台测试，按照收费标准正常收取测试费用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青 2020.12.21.17:17:14 10.159.235.3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0.12.22.08:36:33 10.159.215.70    

评议意见（可附页）： 

于文广：同意 
杨婷：同意 
王畅：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于文广 2020.12.22.11:41:45 10.159.207.42 
杨婷 2020.12.22.11:44:21 119.78.130.9 
王畅 2020.12.22.09:25:51 10.159.208.42 
冯天时 2020.12.22.14:17:53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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