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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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4 

合同负责人：张世鑫 合同/业务金额（元）：1200 

合同名称：固体杂质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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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做检测，按照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1.01.18.15:55:37 10.159.215.70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1.01.18.15:55:37 10.159.215.70    

评议意见（可附页）： 

于文广：同 
张世鑫：通过 
杨婷：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于文广 2021.01.18.19:14:13 10.159.207.42 
张世鑫 2021.01.18.16:44:22 10.159.228.16 
杨婷 2021.01.25.14:30:29 10.159.234.216 
冯天时 2021.01.25.15:21:02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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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5 

合同负责人：张世鑫 合同/业务金额（元）：3000 

合同名称：质子交换膜中的铂含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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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做检测，按照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1.01.15.16:48:03 10.159.215.70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1.01.15.16:48:03 10.159.215.70    

评议意见（可附页）： 

于文广：同意 
张世鑫：通过 
杨婷：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于文广 2021.01.18.18:14:13 10.159.207.42 
张世鑫 2021.01.19.10:38:23 10.159.228.16 
杨婷 2021.01.19.14:35:26 10.159.234.216 
冯天时 2021.01.25.15:17:22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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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804 申报日期： 2021-01-21 

合同负责人： 朱向学 合同/业务金额（元）：1260000 

合同名称：分子筛购销合同（DL-Z11(NA2101 型号)分子筛） 

关联方单位名称： 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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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干气制乙苯催化剂”的发展及技术进步，为了提高乙苯催化剂的性能，特别是

降低产物中二甲苯及杂质含量，提高催化剂使用寿命，大连化物所在原有以 ZSM-5
（CDM5）分子筛为基质的 DL0802A 催化剂基础上，开发成功新型以 ZSM-11 分子

筛为基质的 DL0822 催化剂，其性能明显优于 DL0802A(二甲苯由 1500 ppm(工业级) 
降到<700 ppm(食品级)。通过对 ZSM-11(DL-Z11)分子筛的 1L、100L 和 5000L 成功

放大及催化剂放大生产及反应评价，结果表明该分子筛及催化剂达到工业试生产的

应用要求，为此，根据实施企业的装置投产和催化剂更换需求(目前该技术已推广应

用至 20 余家企业建设了相应工业装置，新建装置或已投产装置的催化剂更换，需相

应的催化剂)，拟安排工业生产 14 吨分子筛，销售给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

司进行干气制乙苯 DL0822 催化剂生产，并直接应用于相关企业的乙苯装置。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朱向学 2021.01.21.15:51:46 10.159.227.5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田志坚 2021.01.21.16:34:39 10.159.242.213 

论证意见（可附页）： 

陈维苗：通过 
黄家辉：合同内容规范，分子筛产品价格合理，建议通过审核。 
史全：同意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产品2021024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陈维苗 2021.01.21.16:37:34 172.16.29.243 
黄家辉 2021.01.21.18:37:16 119.78.130.9 
史全 2021.01.21.16:40:18 119.78.130.9 
冯天时 2021.01.22.09:35:34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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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905 申报日期：2021-01-26 

合同负责人：康国栋 合同/业务金额（元）：5250 

合同名称：出口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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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组几年来出口马来西亚的设备均由大连东方公司代为办理出口手续，本次委托大

连东方公司将一套设备运至马来西亚石油公司，需支付出口货物总价的 1.5%作为代

理费给大连东方公司，后期还会支付其他代付费用，如清关费等。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曹义鸣 2021.01.26.13:09:04 172.16.30.211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1.01.26.13:39:48 10.159.219.76    

评议意见（可附页）： 

康国栋：同意 
于海军：同意 
介兴明：同意 
李婉君：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康国栋 2021.01.27.16:30:09 172.16.2.140 
于海军 2021.01.27.16:37:04 10.159.220.2 
介兴明 2021.01.27.16:30:18 10.159.245.15 
李婉君 2021.01.27.17:22:05 172.28.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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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002 申报日期：2021-01-29 

合同负责人：靳艳 合同/业务金额（元）：100000 

合同名称：具有 ACE 抑制活性的多肽及其在降血压药物中的应用、具有 ACE 抑制

活性的源于油菜花粉的多肽化合物及应用 

关联方单位名称：中科健康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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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健康技术（大连）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保健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等，本项目

与中科健康技术（大连）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十分吻合，双方合作交流频繁，有利

于产品后期市场化推广。因此，选择该公司进行技术转让。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1.01.29.13:59:00 10.159.215.70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靳艳 2021.01.29.13:59:00 10.159.215.70    

评议意见（可附页）： 

吴仁安：同意 
刘伟：同意审核通过此专利权转让合同 
王军虎：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吴仁安 2021.01.29.15:29:33 10.159.200.73 
刘伟 2021.01.31.21:57:18 123.185.181.92 
 119.78.130.9  
王军虎 2021.02.01.09:41:16 10.159.220.54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转2021004



冯天时 2021.02.08.15:13:06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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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601 申报日期： 2021-01-30 

合同负责人： 张默之 合同/业务金额（元）：10000000 

合同名称：榆林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及榆林多能融合大型集成示范基地

方案咨询合同 

关联方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榆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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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化物所提出的多能融合理念和能源技术方面的实力在能源领域遥遥领先，并且

非常契合榆林市国家级能源革命示范区发展先进能源技术、争建能源领域排头兵的

初衷，是榆林市国家级能源革命示范区创建方案的最佳选择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肖宇 2021.01.30.20:30:22 60.20.128.20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肖宇 2021.01.30.20:30:22 119.78.130.9 

论证意见（可附页）： 

俞红梅：大连化物所是我国从事能源研究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在多种能源研究于应

用领域具有长期积累，提出的多能融合理念是将多种能源技术深度耦合、互补利用

的关键，是打造我国能源新体系的可靠选择，有能力为榆林市创建国家级能源革命

示范区提供相应的咨询建议。 
汪国雄：榆林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示范区的目标是建设引领能源革命的先进技术示

范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提出的多能融合理念最为匹配，且开发了一

系列相关的能源技术，具有完成技术咨询合同的能力，审核通过。 
徐舒涛：大连化物所提出的涉及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核能的多能

融合的理念是目前国内最先进、最有可能落地实施的能源产业规划理念，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是符合榆林能源革命示范区建设要求的最佳选择。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咨2021002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俞红梅 2021.02.01.09:59:25 172.28.31.106 
汪国雄 2021.02.01.09:29:19 10.159.197.86 
徐舒涛 2021.02.01.09:43:42 10.159.225.248 
冯天时 2021.02.01.10:19:17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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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804 申报日期：2021-02-02 

合同负责人：朱向学 合同/业务金额（元）：540000 

合同名称：分子筛购销合同（DL-Z11(NA2104 型号)分子筛） 

关联方单位名称：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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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干气制乙苯催化剂”的发展及技术进步，为了提高乙苯催化剂的性能，特别是

降低产物中二甲苯及杂质含量，提高催化剂使用寿命，大连化物所在原有以 ZSM-5
（CDM5）分子筛为基质的 DL0802A 催化剂基础上，开发成功新型以 ZSM-11 分子

筛为基质的 DL0822 催化剂，其性能明显优于 DL0802A(二甲苯由 1500 ppm(工业级) 
降到<700 ppm(食品级)。通过对 ZSM-11(DL-Z11)分子筛的 1L、100L 和 5000L 成功

放大及催化剂放大生产及反应评价，结果表明该分子筛及催化剂达到工业试生产的

应用要求，为此，根据实施企业的装置投产和催化剂更换需求(目前该技术已推广应

用至 20 余家企业建设了相应工业装置，新建装置或已投产装置的催化剂更换，需相

应的催化剂)，拟安排工业生产 6 吨分子筛，销售给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

司进行干气制乙苯 DL0822 催化剂生产，并直接应用于相关企业的乙苯装置。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朱向学 2021.02.02.16:16:58 10.159.227.5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田志坚 2021.02.02.16:52:03 10.159.242.213    

评议意见（可附页）： 

陈维苗：合理公道，通过 
黄家辉：分子筛购销合同内容清晰，产品价格合理，建议通过审核。 
史全：同意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产品2021011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陈维苗 2021.02.02.17:19:17 223.104.176.202 
 119.78.130.9  
黄家辉 2021.02.02.17:55:25 172.16.19.192 
史全 2021.02.02.16:51:53 10.159.211.104 
冯天时 2021.02.03.08:35:49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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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2 

合同负责人：史全 合同/业务金额（元）：150000 

合同名称：敏感参数测试装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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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2.15:50:54 10.159.211.10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萍 2021.03.02.15:52:58 175.162.166.165    

评议意见（可附页）： 

刘健：符合程序，同意 
吴忠帅：同意 
朱向学：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刘健 2021.03.08.13:19:13 10.159.244.142 
吴忠帅 2021.03.02.16:19:10 10.159.201.124 
朱向学 2021.03.02.16:04:34 10.159.227.59 
冯天时 2021.03.09.09:44:15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支出202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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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804 申报日期： 2021-04-07 

合同负责人： 朱向学 合同/业务金额（元）：1260000 

合同名称：分子筛购销合同（DL-Z11(NA2102 型号)分子筛） 

关联方单位名称： 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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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干气制乙苯催化剂”的发展及技术进步，为了提高乙苯催化剂的性能，特别是

降低产物中二甲苯及杂质含量，提高催化剂使用寿命，大连化物所在原有以 ZSM-5
（CDM5）分子筛为基质的 DL0802A 催化剂基础上，开发成功新型以 ZSM-11 分子

筛为基质的 DL0822 催化剂，其性能明显优于 DL0802A(二甲苯由 1500 ppm(工业级) 
降到<700 ppm(食品级)。通过对 ZSM-11(DL-Z11)分子筛的 1L、100L 和 5000L 成功

放大及催化剂放大生产及反应评价，结果表明该分子筛及催化剂达到工业试生产的

应用要求，为此，根据实施企业的装置投产和催化剂更换需求(目前该技术已推广应

用至 20 余家企业建设了相应工业装置，新建装置或已投产装置的催化剂更换，需相

应的催化剂)，拟安排工业生产 14 吨分子筛，销售给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

司进行干气制乙苯 DL0822 催化剂生产，并直接应用于相关企业的乙苯装置。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朱向学 2021.04.07.15:55:01 10.159.227.5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田志坚 2021.04.07.16:25:23 113.227.174.79 

论证意见（可附页）： 

陈维苗：价钱公道合理 
黄家辉：合同内容规范，价格合理。 
史全：同意。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产品2021021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陈维苗 2021.04.07.16:31:43 172.16.7.181 
黄家辉 2021.04.07.17:02:35 172.16.19.192 
史全 2021.04.07.16:52:47 10.159.211.104 
冯天时 2021.04.07.18:10:10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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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申报日期：2021-05-10 

合同负责人：张增宝 合同/业务金额（元）：740000 

合同名称：光腔环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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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凯特利催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专门开发环境控制系统的单位，由于激光器的

特殊环境，开发光腔环控系统又涉及到相关激光器的参数，于是邀请该公司前期专

门针对 COIL 开发一套光腔环控系统用于模块平台，获得良好效果，质量得到验证可

靠。故本项目 COIL 邀请该公司针对激光器开发一套适用于该项目 COIL 的光腔环控

系统，保障 COIL 运行正常。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金玉奇 2021.06.05.16:25:45 172.28.71.236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金玉奇 2021.06.05.16:25:45 172.28.71.236    

评议意见（可附页）： 

王胜：同意 
赵许群：合同信息明确，技术规格合理，经费合理，同意通过审核 
刘伟：同意凯特力公司承担本系统开发 
刘艳廷：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王胜 2021.06.09.12:08:09 10.159.202.16 



赵许群 2021.06.05.18:37:43 113.234.165.199 
 119.78.130.9  
刘伟 2021.06.05.19:39:16 119.78.130.7 
刘艳廷 2021.06.08.17:16:31 119.78.130.7 
冯天时 2021.06.10.15:07:03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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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申报日期： 2021-05-12 

合同负责人： 蒋吉春 合同/业务金额（元）：2000000 

合同名称：技术转让（专利转让）合同（一种射频聚焦增强真空紫外光质谱电离源） 

关联方单位名称： 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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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亲属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本合同拟转让的专利为射频聚焦增强真空紫外光质谱电离源技术，主要用于呼出气

质谱的电离源，是向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呼出气质谱技术成果转化

（2019.11）后，为满足质谱仪性能提升的进一步技术需求。我组现有光电离质谱已

有超过 50 项发明专利授权进行保护，本专利仅属于其中一种改进型专利，并非我组

光电离质谱的核心基础专利，转让后不会影响研究组现有技术研究及后续成果研发。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李海洋 2021.05.12.12:46:33 119.78.130.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5.12.13:43:47 172.16.10.53 

论证意见（可附页）： 

冯亮：无异议 
陈吉平：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权责合理。 
张海军：同意 
冯天时：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5.12.13:53:46 172.16.10.53 
陈吉平 2021.05.12.13:55:23 10.159.20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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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军 2021.05.13.14:43:08 10.159.221.45 
冯天时 2021.07.02.11:02:37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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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申报日期： 2021-05-12 

合同负责人： 花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3500000 

合同名称：技术转让（专利转让）合同（用于质谱的光电离和化学电离复合电离源） 

关联方单位名称： 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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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亲属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1、此合同转让的专利为光电离和化学电离组合电离源技术，主要用于呼出气质谱的

电离源，是向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呼出气质谱技术成果转化（2019.11）
后，为满足质谱仪性能提升的进一步技术需求。 
2、因我组目前有光电离质谱超过 50 项发明专利授权进行保护，此项专利仅属于其

中一种改进型专利，并非我组光电离质谱的核心基础专利，所以转让后不会影响我

组现有的技术研究及后续成果研发。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李海洋 2021.05.12.12:51:46 119.78.130.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5.12.13:42:37 172.16.10.53 

论证意见（可附页）： 

冯亮：无异议 
陈吉平：转让合同技术与金额合理。 
张海军：同意 
冯天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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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5.12.13:53:33 172.16.10.53 
 119.78.130.9  
陈吉平 2021.05.12.13:53:37 10.159.203.229 
张海军 2021.05.13.14:44:50 10.159.221.45 
冯天时 2021.07.02.11:02:28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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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日期：2021-05-13 

合同负责人：田玉增 合同/业务金额（元）：27400 

合同名称：植物油中脂肪酸含量，酸值，过氧化值的测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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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进行了进出口植物油的常规检测项目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吉平 2021.05.13.08:49:46 10.159.203.22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5.13.09:02:16 172.16.10.53    

评议意见（可附页）： 

卢宪波：合同没有问题，同意。 
张海军：同意 
高媛：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卢宪波 2021.05.13.09:26:16 10.159.247.111 
张海军 2021.05.13.14:42:13 10.159.221.45 
高媛 2021.05.14.08:47:24 10.159.238.229 
冯天时 2021.05.14.09:23:25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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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201 申报日期： 2021-05-25 

合同负责人： 王瑞 合同/业务金额（元）：6000000 

合同名称：新型合成橡胶及聚酯催化剂开发 

关联方单位名称： 山东产研中科高端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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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材料研究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在聚烯烃、生物基聚酯方面积累深厚，具备解

决企业技术问题的能力，企业在相关领域有迫切需要，经过研究组论证并结合相关

市场行情与对方协商，合成橡胶和聚酯催化剂两方面工作分别 300 万经费，研发周

期 3年。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周光远 2021.05.25.10:50:01 119.78.130.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周光远 2021.05.25.10:50:01 119.78.130.7 

论证意见（可附页）： 

丁云杰：该合同符合所里的规定 

黄家辉：合同条款清晰，开发费用合理，建议审核通过。 

曹义鸣：同意 

冯天时：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丁云杰 2021.05.27.12:56:44 223.104.66.65 

 119.78.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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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辉 2021.05.25.16:31:39 172.16.19.192 

曹义鸣 2021.06.01.14:38:13 172.16.5.252 

冯天时 2021.06.03.11:15:33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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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日期：2021-05-26 

合同负责人：马慧莲 合同/业务金额（元）：100000 

合同名称：气体样本中 VOCs 定性定量检测分析项目 

关联方单位名称：湖南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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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职工家属是公司股东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该合同是常规的检测合同，对气体样本中 VOCs 进行定量检测，研究组根据市场价格

评估，为甲方提供的 100个样本的检测服务，总费用 10万元。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吉平 2021.05.26.14:17:59 10.159.203.22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5.26.16:06:10 172.16.10.53    

评议意见（可附页）： 

花磊：同意 

耿旭辉：通过 

许国旺：这是一室的合同，不属于 18室。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花磊 2021.05.27.09:46:51 36.130.169.86 

耿旭辉 2021.05.27.13:30:53 10.159.252.239 

许国旺 2021.05.27.11:32:58 172.16.21.96 

冯天时 2021.05.27.14:32:05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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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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600 申报日期：2021-06-16 

合同负责人：蔡睿 合同/业务金额（元）：100000 

合同名称：陕西省、榆林市等西北地区能源数据采集项目 

关联方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榆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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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地区是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具备开展多能融合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是

工程院多能融合综合能源示范区的主要所在地区。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榆林

分院立足榆林，深入参与了陕西省、榆林市及西北其他省市多能融合发展，前期开

展了大量调研，积累了丰富的一手数据，将为本项目开展提供多种数据和资料支持。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蔡睿 2021.06.16.11:15:43 39.144.55.122, 119.78.130.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蔡睿 2021.06.16.11:15:43 39.144.55.122, 119.78.130.9    

评议意见（可附页）： 

王春：同意。 
孙亮-成果处：同意，相关数据采集工作非常有意义。 
时蔚：同意 
肖宇：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王春 2021.06.16.13:18:20 172.28.102.124 
孙亮-成果处 2021.06.16.11:25:24 172.28.1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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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蔚 2021.06.16.11:19:00 172.28.102.219 
肖宇 2021.06.16.12:11:16 172.16.24.146 
冯天时 2021.06.16.15:27:08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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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600 申报日期：2021-07-13 

合同负责人：张默之 合同/业务金额（元）：80000 

合同名称：碳中和行动信息动态监测及分析 

关联方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榆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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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碳达峰工作背景下，国家、地方政府、能源行业重要企业等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法规、行动路线、规划等，对榆林市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参考价值。中国

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榆林分院委托我所对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行动路

线等进行收集，并分类汇总形成动态报告。同时，提供支持榆林分院临时安排的能

源化工相关调研与技术分析工作。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蔡睿 2021.07.13.10:25:22 39.144.55.120, 119.78.130.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蔡睿 2021.07.13.10:25:22 39.144.55.120, 119.78.130.9    

评议意见（可附页）： 

肖宇：同意。 
王春：同意通过。 
孙亮-成果处：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肖宇 2021.07.13.11:16:55 172.16.22.60 
王春 2021.07.13.17:08:53 172.28.1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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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成果处 2021.07.13.15:16:39 172.28.102.222 
冯天时 2021.07.20.15:46:38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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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905 申报日期：2021-07-16 

合同负责人：康国栋 合同/业务金额（元）：24838.05 

合同名称：出口代理协议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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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与马来西亚的设备均由大连东方公司代为办理出口手续，本次委托大连东方公司

将一套膜组件运至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清关费、港杂费、到港费用等均由大连东方

公司代付，目前膜组件已运至马来西亚，现我单位需将这部分费用及代理费支付给

大连东方公司。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曹义鸣 2021.07.19.08:37:50 172.16.30.253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1.07.19.08:49:52 10.159.208.246    

评议意见（可附页）： 

康国栋：同意 
介兴明：同意 
于海军：同意 
李婉君：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康国栋 2021.07.19.10:29:21 10.159.215.251 
介兴明 2021.07.19.09:18:22 10.159.203.66 
于海军 2021.07.19.10:29:33 10.159.209.88 



李婉君 2021.07.22.09:04:36 119.78.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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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日期：2021-08-04 

合同负责人：赵亮 合同/业务金额（元）：2500 

合同名称：检测样品中二甲基乙酰胺含量和水含量（2021） 

关联方单位名称：天邦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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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天邦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对样品中二甲基乙酰胺含量和水

含量进行分析检测（样品共 1 个），并出具检测报告，技术服务费用以市场价格为参

考确定为 2500 元人民币。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吉平 2021.08.04.17:12:15 10.159.203.36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8.04.17:43:37 10.159.202.5    

评议意见（可附页）： 

倪余文：同意 
马慧莲：同意 
金静：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倪余文 2021.08.05.15:33:42 112.42.108.163 
马慧莲 2021.08.05.08:35:27 10.159.226.151 
金静 2021.08.05.08:39:10 10.159.203.230 
冯天时 2021.08.06.09:56:21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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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201 申报日期：2021-08-04 

合同负责人：王志鹏 合同/业务金额（元）：500000 

合同名称：基于低沸点溶剂的无定形聚芳醚酮树脂合成及小试技术的研究 

关联方单位名称：浙江帕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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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帕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特种工程塑料聚芳醚酮材料生产，针对市场需

求，企业需要开发低沸点溶剂的无定形聚芳醚酮树脂，因此委托我所开展相关树脂

合成研究及小试技术开发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周光远 2021.08.04.16:47:03 10.159.204.122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周光远 2021.08.04.16:47:03 10.159.204.122    

评议意见（可附页）： 

王素力：同意 
黄家辉：合同条款清晰，开发费用合理，建议审核通过。 
高进：新材料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王素力 2021.08.04.17:36:44 10.159.222.86 
黄家辉 2021.08.04.18:33:28 223.102.86.88 
 119.78.130.9  
高进 2021.08.06.09:36:27 10.159.225.157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开2021056



冯天时 2021.08.06.13:49:49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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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日期：2021-08-17 

合同负责人：马慧莲 合同/业务金额（元）：112000 

合同名称：呼出气中 VOCs 定性检测分析项目 

关联方单位名称：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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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职工亲属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呼出气中

VOCs 定性检测分析项目》进行样品检测和分析的专项技术服务，并按照市场价格支

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对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 160 个样本进行检测服务，提供样本的定性分析结果，并出具分析检

测报告。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技术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11.20 万

元整（¥ 112,000 元）。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吉平 2021.08.17.16:44:12 10.159.203.36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8.17.21:47:08 10.159.202.5    

评议意见（可附页）： 

许国旺：应该是一室冯主任审批。 
花磊：同意 
陈创：双方就呼出气中 VOCs 定性检测分析达成服务合作合理，协议内容合理，切

实可行。 
冯天时：同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73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许国旺 2021.08.18.14:03:21 172.16.5.221 
花磊 2021.08.18.07:56:07 36.130.171.142 
 119.78.130.9  
陈创 2021.08.18.08:03:11 10.159.216.23 
冯天时 2021.08.18.15:59:21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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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902 申报日期：2021-08-25 

合同负责人：李敬美 合同/业务金额（元）：500000 

合同名称：催化湿式氧化处理异噻唑啉酮废水催化剂及其制备和应用和一种苯酐法

糖精钠生产废水处理方法专利许可 

关联方单位名称：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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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以“一种处理工业废水的贵金属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专利作为知识产权入股

成立的。 
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后，承揽催化湿式氧化处理高浓有机废水项目主要

采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提供技术服务，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催化剂的合作模式，共同承担项目。 
2018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两项发明专利转让给大连科铎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2018 年 8 月，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处理高浓高盐有机废水催化剂开发研究”。2018 年，大连

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承担大连市重点研发

计划“高浓高盐有机废水零排放关键技术”，正在走验收流程。双方在催化湿式氧化

技术领域合作密切。 
“催化湿式氧化处理异噻唑啉酮废水催化剂及其制备和应用和一种苯酐法糖精钠生

产废水处理方法”专利许可给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有利于促进处理高浓高盐

有机废水项目的实施，也有利于保护相关专利，减少技术秘密泄露的风险。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孙承林 2021.08.26.07:04:01 10.159.203.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1.08.26.13:43:56 10.159.208.246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转2021018



评议意见（可附页）： 

王树东：同意。 
曹义鸣：同意 
王胜：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1.08.26.14:06:15 10.159.208.246 
曹义鸣 2021.08.26.16:02:49 10.159.201.225 
王胜 2021.08.26.16:42:50 10.159.218.158 
冯天时 2021.08.27.09:37:44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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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合同负责人：马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920000 

合同名称：防火涂料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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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已于凯华公司多次合作，其人员可靠，工艺稳定，在相关领域有多次实际应用，

完全满足我方防火涂料任务的需求，故本次任务依旧与大连凯华公司合作。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万生 2021.08.27.16:20:21 223.104.177.36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1.08.30.08:41:11 10.159.204.240    

评议意见（可附页）： 

许国梁：凯华公司为该任务开发了专用材料，符合项目指标和施工要求 
单继宏：同意 
侯宝林：合同规范，内容详细合理！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许国梁 2021.08.30.09:56:28 175.167.146.157 
单继宏 2021.08.30.09:01:09 172.28.151.110 
侯宝林 2021.08.30.09:02:35 223.104.176.229 
 119.78.130.9  
冯天时 2021.08.30.11:44:39 172.28.102.22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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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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日期：2021-09-02 

合同负责人：马慧莲 合同/业务金额（元）：49000 

合同名称：呼出气体中 VOCs 定性检测分析项目 

关联方单位名称：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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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职工亲属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呼出气体中

VOCs 定性检测分析项目》进行样品检测和分析的专项技术服务，并按照市场价格支

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对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 70 个样本进行检测服务，提供样本的定性分析结果，并出具分析检测

报告。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技术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4.9 万元整

（¥49000 元）。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陈吉平 2021.09.02.13:51:57 172.16.28.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9.02.14:47:25 10.159.202.5    

评议意见（可附页）： 

陈创：技术服务合同，内容合理，可操作。 
花磊：同意 
薛兴亚：检测样品数量前后不一致。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陈创 2021.09.03.08:00:40 10.159.216.23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服2021072



花磊 2021.09.02.14:53:11 36.130.169.4 
薛兴亚 2021.09.03.14:03:21 10.159.221.93 
冯天时 2021.09.06.14:56:23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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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申报日期：2021-09-06 

合同负责人：尹恒 合同/业务金额（元）：100000 

合同名称：基于功能寡糖的健康食品开发 

关联方单位名称：中科健康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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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期多年合作基础上，我组与中科健康技术（大连）有限公司拟开展“基于功能寡

糖的健康食品开发”项目合作。请各位领导、老师审批。 
本研究组研发的壳寡糖、海藻酸寡糖等系列寡糖，经实验室相关实验及大量文献报

道，具有调节免疫、调节肠道微生物等系列生理活性。以此类寡糖为主要活性成分

的药品与功能食品已在市场上有所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此类产品大多价

格昂贵，且质控技术欠缺、鱼龙混杂。因此，基于本研究组在功能寡糖高效生产、

分析检测等方面的优势，是可以研发系列功能食品，从大健康角度“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 为人民群众提供物美价廉的有效产品的。 
但是，因为是健康领域的产品，在选择合作企业时就更为慎重，虽然有诸多企业对

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有兴趣，但经过审慎选择，我组计划于我所成立的公司“中科健康

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一方面双方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都是希望为民众

和市场提供低价高质的有效产品；一方面双方知根知底，管理可控，后续不存在夸

大宣传等风险。因此此次合作是具有广阔前景并十分必要的。 
双方前期已经开展了多次充分了解基础，并尝试开展了技术合作与产品预生产，已

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达成共识签署本合同，相关内容均真实可信且经过双方

认可。合同在经济性上兼顾了近期收益与远期收益分配方式，基本基于增量收入来

进行收益分配，合理可行。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尹恒 2021.09.06.09:07:04 172.16.4.232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开2021063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许国旺 2021.09.06.09:14:26 172.16.5.221    

评议意见（可附页）： 

冯亮：双方了解深入，风险可控，同意 
刘宇：同意 
卿光焱：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冯亮 2021.09.06.10:48:34 10.159.202.5 
刘宇 2021.09.06.09:28:07 172.16.25.165 
卿光焱 2021.09.06.09:35:37 172.16.7.159 
冯天时 2021.09.06.14:44:30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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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6 

合同负责人：马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960000 

合同名称：防火涂料涂覆（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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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已于凯华公司多次合作，其人员可靠，工艺稳定，在相关领域有多次实际应用，

完全满足我方防火涂料任务的需求，故本次任务依旧与大连凯华公司合作。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万生 2021.09.16.10:15:52 119.78.130.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1.09.16.10:19:28 10.159.204.240    

评议意见（可附页）： 

许国梁：凯华公司在涂料涂覆方面具有专业技术优势，满足防火涂料涂覆技术要求 
单继宏：同意 
侯宝林：合同内容明确，写作规范！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许国梁 2021.09.16.10:28:51 175.167.130.232 
单继宏 2021.09.16.10:42:57 172.28.151.110 
侯宝林 2021.09.22.09:17:50 223.104.177.68 
 119.78.130.9  
冯天时 2021.09.22.10:04:03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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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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201 申报日期： 2021-09-27 

合同负责人： 赵继永 合同/业务金额（元）：3000000 

合同名称：高性能高分子轻量化材料的研发、应用与产业化 

关联方单位名称： 江苏中科聚合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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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甲方在工程化以及市场方面的优势和基础，以及乙方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

双方就 PI 泡沫、高性能绿色环保阻隔薄膜以及聚芳醚酮发泡专用料相关工作开展合

作研究，期望通过优势互补，加快相关领域的研发进度，尽快开发出成熟的产品并

成功推向市场。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周光远 2021.09.27.08:46:23 10.159.204.122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周光远 2021.09.27.08:46:23 10.159.204.122 

论证意见（可附页）： 

王二东：同意 
高进：甲方提供经费，乙方技术服务。也有相关产权共享。 
丁云杰：通过 
冯天时：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王二东 2021.09.27.10:20:04 10.159.221.47 
高进 2021.09.28.16:58:01 10.159.225.3 
丁云杰 2021.10.09.12:24:11 10.159.210.11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技开2021079



冯天时 2021.10.12.13:55:52 172.16.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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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601 申报日期：2021-10-09 

合同负责人：高进 合同/业务金额（元）：120000 

合同名称：榆林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关联方单位名称：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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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必要性 
本项目甲方为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乙方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丙方为大连理工大学，丁方为榆林学院。甲方委托乙方、丙方、丁方组成联合

体，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调研和规划：在“双碳”目标下，探索发展榆林精细化工产业

举措和途径，构建高碳城市、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结合当地发展需求，深化论证

供给侧、需求侧结构性调整策略，以绿色化工为引领、明确高端精细化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研究榆林全域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完善榆林精细化工概念、分类及产业链，突破精细化工发展的劣势与瓶颈，提出发

展榆林精细化工产业相关政策需求。 
甲方看重乙方在精细化工方面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经验，并且具有相关方面的规划工

作经验，特委托乙方联合丙方和丁方进行榆林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研

究，因此，乙方参与本项目具有必要性。 
2、 真实性 
本项目乙方将联合丙方和丁方对榆林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

对榆林精细化工产业的发展提出参考建议，并且向甲方提交《榆林精细化工产业发

展现状与趋势研究及产业链发展建议》报告。甲方将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报告初稿

提出修改建议，组织专家对报告修改稿进行验收，并且出具验收报告。因此，本项

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经得起任何部门及任何人的质疑和检查。 
3、 经济合理性 
本项目合同总金额 32 万元，其中乙方金额 12 万元，丙方和丁方金额各 10 万元。乙

方要联合丙方和丁方对榆林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对榆林精

细化工产业的发展提出参考建议，并且向甲方提交《榆林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现状与

趋势研究及产业链发展建议》报告，有非常大量的工作要做，合同金额虽然偏低，

但考虑到甲方是乙方的关联单位，乙方也希望能为榆林地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本项目经济也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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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高进 2021.10.09.14:12:16 10.159.203.25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峰 2021.10.11.14:21:19 223.104.194.213, 119.78.130.9    

评议意见（可附页）： 

胡向平：同意 
路芳：同意 
万伯顺：符合规范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胡向平 2021.10.11.14:51:04 172.16.30.226 
路芳 2021.10.11.15:09:44 172.16.1.82 
万伯顺 2021.10.11.15:41:45 10.159.202.11 
冯天时 2021.10.12.15:58:39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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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305 申报日期： 2021-10-12 

合同负责人： 孙公权 合同/业务金额（元）：2000000 

合同名称：高温甲醇燃料电池技术相关专利 

关联方单位名称： 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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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授权时间等诸多因素影响，“高温甲醇燃料电池”项目技术入股设立公司仅选择八

件授权有效专利作为载体。本次专利技术转让所列专利均为该项目所覆盖的相关产

业化内容，将为该项目的产业化实施提供有利的保障，有利于所设公司的快速发展。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孙海 2021.10.12.16:29:44 10.159.207.5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邵志刚 2021.10.13.08:57:25 172.28.31.99 

论证意见（可附页）： 

汪国雄：通过 
邵志刚：同意 
耿旭辉：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汪国雄 2021.10.14.07:52:52 10.159.197.86 
邵志刚 2021.10.14.11:37:44 172.28.31.99 
耿旭辉 2021.10.14.11:34:31 10.159.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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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808 申报日期：2021-10-20 

合同负责人：许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98000 

合同名称：中试装置委托控制系统编程设计 

关联方单位名称：金铠仪器（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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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铠仪器（大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实验室仪器设备生产、技术开发和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根据项目需求，现阶段我组要设计建立一套中试装置，需

要对装置的控制节点进行编程设计，以保证中试的顺利进行。前期采购小组分别从

金铠仪器（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中科百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咨询过 PLC 软件控制系统编程设计。三家公司设计均可满足要求，但

是金铠仪器所报价更低，而且地址位于大连，方便沟通协商，所以选择金铠仪器（大

连）进行软件编程设计。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许磊 2021.10.20.11:59:27 10.159.203.2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田志坚 2021.10.20.12:15:52 119.78.130.7    

评议意见（可附页）： 

赵公大：该产品合格，价格合理，审核通过。 
张恒耘：产品性能符合要求，价格合理，同意采购。 
李萌：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赵公大 2021.10.21.12:31:52 119.78.130.7 
张恒耘 2021.10.21.10:57:16 10.159.251.246 
李萌 2021.10.21.15:46:28 10.159.215.165 
冯天时 2021.10.26.14:03:19 223.104.17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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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902 申报日期： 2021-11-08 

合同负责人： 李敬美 合同/业务金额（元）：3000000 

合同名称：催化湿式氧化处理广州中滔绿由废水 

关联方单位名称： 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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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科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搬迁项目 EPC 工

程，已与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商定项目合同金额为 6396 万元。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催化湿式氧化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方面技术领先，经验丰富。

为更好地完成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搬迁项目 EPC 工程，大连科铎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协助大连科铎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搬迁项目 EPC 工程。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孙承林 2021.11.09.07:23:33 10.159.217.24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树东 2021.11.09.08:21:32 10.159.215.13 

论证意见（可附页）： 

陈光文：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废水处理工程研究组在催化湿式氧化处理

高浓度难降解方面有过许多工程业绩，此次协助甲方审定工艺包、设计合同和设计

图等，并提供安全操作等知道与培养、分析方法与评价等合同内容，并支付相应的

服务费用。 合同内容合理规范，乙方也有能力完成该项工作。建议通过。 
康国栋：同意 
王胜：通过 
冯天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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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陈光文 2021.11.09.08:55:35 10.159.214.128 
康国栋 2021.11.09.08:28:15 10.159.212.189 
王胜 2021.11.09.09:43:38 10.159.217.232 
冯天时 2021.11.11.11:36:15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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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2600 申报日期：2021-11-22 

合同负责人：张默之 合同/业务金额（元）：80000 

合同名称：碳中和行动信息动态监测及分析（2022） 

关联方单位名称：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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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碳达峰工作背景下，国家、地方政府、能源行业重要企业等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法规、行动路线、规划等，对榆林市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参考价值。买方

委托我所对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行动路线等进行收集，并分类汇总形成动态

报告，定期发送给买方。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蔡睿 2021.11.22.13:12:46 172.16.5.6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蔡睿 2021.11.22.13:12:46 172.16.5.64    

评议意见（可附页）： 

肖宇：同意。 
孙亮-成果处：本项目建设非常有必要，将对榆林洁净能源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王春：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肖宇 2021.11.22.13:14:15 172.16.16.182 
孙亮-成果处 2021.11.22.16:34:22 172.28.102.253 
王春 2021.11.23.14:32:59 10.159.2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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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时 2021.11.24.10:27:19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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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2 

合同负责人：马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950000 

合同名称：防火涂料涂覆（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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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防护涂层涂覆过程是航天发射过程中热防护的关键过程，对施工过程质量稳定性、

可靠性有很高要求。并且，发射过程极为苛刻，难以通过模拟实验验证，只能通过

实际发射的效果来确认涂层涂覆质量。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涂层涂覆技

术已在该领域多次成功应用，且我方已于凯华公司多次合作，其人员可靠，工艺过

程稳定，完全满足我方热防护涂层涂覆任务的需求，故本次任务依旧与大连凯华公

司合作。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万生 2021.12.02.13:28:23 119.78.130.7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1.12.02.14:05:12 10.159.222.91    

评议意见（可附页）： 

许国梁：凯华公司是合格供方，已为化物所多次提供防火涂料方面的优质服务，同

意该合同 
单继宏：同意 
侯宝林：合同条款清晰 
冯天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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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许国梁 2021.12.02.16:42:33 119.78.130.7 
单继宏 2021.12.03.08:24:38 172.28.151.110 
侯宝林 2021.12.03.06:43:56 223.104.176.247 
 119.78.130.9  
冯天时 2021.12.03.16:01:53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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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804 申报日期： 2021-12-07 

合同负责人： 朱向学 合同/业务金额（元）：1350000 

合同名称：分子筛购销合同（DL-Z11(NA211201 型号)分子筛） 

关联方单位名称： 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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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干气制乙苯催化剂”的发展及技术进步，为了提高乙苯催化剂的性能，特别是

降低产物中二甲苯及杂质含量，提高催化剂使用寿命，大连化物所在原有以

ZSM-5(CDM5)分子筛为基质的 DL0802A 催化剂基础上，开发成功新型以 DL-Z11 分

子筛为基质的 DL0822 催化剂，通过对 DL-Z11 分子筛的 1L、100L 和 5000L 成功放

大及催化剂放大生产及反应评价，DL0822 催化剂其性能明显优于 DL0802A(二甲苯

由 1500 ppm(工业级) 降到<700 ppm(食品级)，运行结果表明该分子筛及催化剂达到

工业生产的应用要求。 
根据先期我所和依托我所成立的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的协议，大连贝

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负责干气制乙苯催化剂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等。目前，

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已推广应用至 20 余家企业，建设了相应的乙苯工业装置，新建

装置或已投产装置的催化剂更换需要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相应的

催化剂。鉴于基于我所 804 组新开发的 DL-Z11 系列分子筛所制备的催化剂具有更优

异的反应性能，为促进干气制乙苯技术的技术进步、提高市场竞争力，经协商确定：

大连贝斯特干气乙苯化学有限公司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采购 DL-Z11
系列分子筛用于干气制乙苯 DL0822 催化剂的生产（根据市场需要，本次采购 15 吨

分子筛，单价￥9 万元(玖万元)/吨)，应用于相关干气制乙苯工业装置。            
特此说明。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朱向学 2021.12.07.13:49:07 10.159.212.61 

Administrator
打字机
产品2021085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田志坚 2021.12.07.15:14:34 172.16.15.225 

论证意见（可附页）： 

陈维苗：同意 
史全：同意！ 
黄家辉：合同内容清晰，分子筛产品价格合理，建议审核通过。 
冯天时：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陈维苗 2021.12.07.15:20:14 172.16.21.44 
史全 2021.12.07.16:04:13 10.155.5.172 
黄家辉 2021.12.08.07:37:45 172.16.8.147 
冯天时 2021.12.08.08:41:00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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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9 

合同负责人： 马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2850000 

合同名称：防火涂料涂覆（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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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防护涂层涂覆过程是航天发射过程中热防护的关键过程，对施工过程质量稳定性、

可靠性有很高要求。并且，发射过程极为苛刻，难以通过模拟实验验证，只能通过

实际发射的效果来确认涂层涂覆质量。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涂层涂覆技

术已在该领域多次成功应用，且我方已于凯华公司多次合作，其人员可靠，工艺过

程稳定，完全满足我方热防护涂层涂覆任务的需求，故本次任务依旧与大连凯华公

司合作。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万生 2021.12.09.11:17:20 119.78.130.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1.12.10.14:36:50 10.159.222.91 

论证意见（可附页）： 

许国梁：同意 
单继宏：同意 
侯宝林：合同内容规范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许国梁 2021.12.10.15:24:36 119.78.130.7 
单继宏 2021.12.13.14:56:22 172.28.151.110 



侯宝林 2021.12.10.16:26:19 223.104.1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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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09 

合同负责人： 马磊 合同/业务金额（元）：1920000 

合同名称：防火涂料涂覆（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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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防护涂层涂覆过程是航天发射过程中热防护的关键过程，对施工过程质量稳定性、

可靠性有很高要求。并且，发射过程极为苛刻，难以通过模拟实验验证，只能通过

实际发射的效果来确认涂层涂覆质量。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涂层涂覆技

术已在该领域多次成功应用，且我方已于凯华公司多次合作，其人员可靠，工艺过

程稳定，完全满足我方热防护涂层涂覆任务的需求，故本次任务依旧与大连凯华公

司合作。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张万生 2021.12.09.11:17:47 119.78.130.9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1.12.10.14:36:55 10.159.222.91 

论证意见（可附页）： 

许国梁：同意 
单继宏：同意 
侯宝林：合同内容规范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许国梁 2021.12.10.15:24:14 119.78.130.7 
单继宏 2021.12.13.14:55:44 172.28.151.110 



侯宝林 2021.12.10.16:27:13 223.104.1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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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 申报日期： 2021-12-09 

合同负责人： 郑卓 合同/业务金额（元）：3200000 

合同名称：BPIP 制备新技术的开发 

关联方单位名称： 大连湘坤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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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家属 

申请理由（可附页，说明必要性、真实性、经济合理性等）： 

BPIP 是一类新型光稳定剂，广泛用于涂料、油漆、聚乙烯、聚丙烯、聚酯等合成高

分子行业。国际上只有巴斯夫和苏尔威两家公司生产，属国内空白产品。目前，国

内有多家合成高分子材料企业对该产品有不断增加的需求，也有多家企业开展了该

产品的实验开发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国内产品进入市场的报道。该产品的

开发和产业化对我国新型光稳定剂的应用、提高相关高分子材料的性能、取代进口，

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拟以丙酮和液氨为原料，经过四步工艺制备 BPIP，丙酮与液氨环合和异构化

制备四甲基哌啶酮，四甲基哌啶酮和己二胺缩合生产亚胺，亚胺催化加氢制备 BPIP。
本项目组在丙酮与液氨催化环合和亚胺催化加氢方面有较好的积累，也具备相应的

管式反应器和固定床反应器，具有较好技术积累和基础条件。 
大连湘坤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高分子材料添加剂的应用技术和市场开发工作，

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计划投资 320万元委托本室相关课题组开发BPIP的制备技术。

在前期工作积累和现有仪器设备的基础上，课题组拟安排两位科研人员进行该项目

的研发工作，计划三年完成。 
本项目拟定委托方先投入经费后开展工作的方式实施，对我所和课题组的风险较小。 
项目委托单位大连湘坤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仇敏是项目受托负责人郑卓的学生，仇敏

于 2009 年研究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其家属郭明彦在我所工作。 
合同金额确立依据：该项目拟定两位中级人员开展工作，三年完成，年人员费用约

50 万元，实验材料费、测试费约 15 万元，房租水电分摊约 5 万元，年投入约 70 万

元，项目总投入约 210 万元。项目完成后，希望能有超过 100 万元的经费结余，以

备更新仪器设备和开展其他项目研究的基础费用。因此合同经费 3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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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梁鑫淼 2021.12.09.09:09:31 10.159.210.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梁鑫淼 2021.12.09.09:09:31 10.159.210.4 

论证意见（可附页）： 

胡向平：同意 
周永贵：企业委托技术合同开发，大连化物所开发化合物 BPIP 合成技术，符合规范。 
侯宝林：合同格式规范！ 
冯天时：同意 

 

 

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胡向平 2021.12.16.07:53:23 172.16.20.199 
周永贵 2021.12.17.11:29:30 10.159.212.124 
侯宝林 2021.12.17.07:21:28 223.104.176.225 
 119.78.130.9  
冯天时 2021.12.22.10:26:16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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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申报日期：2021-12-17 

合同负责人：邓德会 合同/业务金额（元）：173500 

合同名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便携式氢氧仪 

关联方单位名称：金铠仪器（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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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许可的两件专利为：一种三维多级孔结构二硫化钼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

利号：ZL 201910351880.X）、一种高效的非贵金属电解水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专利申请号：201911285634.5），许可对象为金铠仪器（大连）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铠仪器”）。金铠仪器主要从事实验仪器设备生产、技术开发和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双方就“便携式氢氧

仪”进行合作，由 509组团队提供技术支撑，金铠仪器负责设备组装与后续推广及

销售。因研究组在相关方面有 10余年的研究基础，且研究团队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非贵金属整体式催化剂电极和配方电解质，因此金铠仪器非常强烈的提

出希望就研究组的两件专利进行许可使用。经过 509组对改技术研发投入的详细估

算以及氢氧仪的市场调研以及现有各家技术性能的对比，在仔细评估后，商定本专

利许可实施费用以提成的方式支付给研究组，具体支付方式为三年内分期支付，每

期金额为销售额的 5%，许可方式是普通许可，未来我所还可向其他方许可该技术，

本次支付的为第一年度许可实施使用费（2020 年 06月 01日至 2021 年 05月 31日销

售额的 5%）。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邓德会 2021.12.17.17:25:26 10.159.209.224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申文杰 2021.12.17.17:26:35 10.159.21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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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意见（可附页）： 

侯广进：该仪器具有体积小、便携带、氢氧气体可选、能耗低、安全无噪音等优点，

在家庭医疗保健和疾病治疗方面具有广大的应用前景。 

吴忠帅：同意 

刘健：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侯广进 2021.12.17.18:04:18 172.16.22.250 

吴忠帅 2021.12.18.16:02:16 10.159.204.166 

刘健 2021.12.18.09:21:34 10.159.201.141 

冯天时 2021.12.21.13:06:41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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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305 申报日期：2021-12-28 

合同负责人：王素力 合同/业务金额（元）：24750 

合同名称：产品购销合同（高温电解质膜） 

关联方单位名称：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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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参股企业

于 2021 年 3 月成立，目前公司正处于建设期。由于该公司相关生产设施尚未就位，

且急于交付高温甲醇电解质膜 15平米，经其公司评议决定委托化物所进行生产交付。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孙海 2021.12.28.10:37:00 10.159.212.235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邵志刚 2021.12.28.17:31:00 172.28.31.99    

评议意见（可附页）： 

汪国雄：同意 
夏章讯：同意 
杨丛荣：同意 
冯天时：同意 

 

 

                                  评议参加人签字/时间/IP： 

汪国雄 2021.12.29.08:16:03 10.159.197.86 
夏章讯 2021.12.29.09:20:36 10.159.212.102 
杨丛荣 2021.12.29.08:40:56 10.159.218.55 
冯天时 2021.12.30.08:50:15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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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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0305 申报日期： 2021-12-28 

合同负责人： 王素力 合同/业务金额（元）：1560000 

合同名称：高温甲醇燃料电池核心模块开发 

关联方单位名称： 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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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

称大化所）参股企业于 2021 年 3 月成立，主要从事高温甲醇燃料电池及其相关材料

的销售和开发，目前公司正处于建设期，其公司发展将与大化所紧密合作。根据公

司开拓船用高温甲醇燃料电池市场的特殊需求，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计划委托大化所，针对船用动力/辅助电源需求，开展高温甲醇燃料电池核心

模块技术研究，研制 10kW、5kW 高温甲醇燃料电池模块，满足其示范的需求。 

 

 

 

研究组意见：同意 

 

研究组负责人签字/时间/IP： 

孙海 2021.12.28.10:36:47 10.159.212.235 

研究室意见：同意 

 

研究室负责人签字/时间/IP： 

邵志刚 2021.12.28.17:33:39 172.28.31.99 

论证意见（可附页）： 

王晓东：同意 
侯明：同意 
汪国雄：同意 
冯天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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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参加人员签字/时间/IP： 

王晓东 2021.12.29.08:44:25 10.159.222.91 
侯明 2021.12.30.09:54:49 172.28.31.121 
汪国雄 2021.12.29.08:15:29 10.159.197.86 
冯天时 2021.12.30.19:19:01 172.28.1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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