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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

于 2005 年 4 月 5 日正式成立。学会挂靠于清华

大学，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教育部、国家民政

部。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院士为学会理事长，

总装备部丁衡高院士、中科院白春礼、顾秉林

院士任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微米纳米学会是致力于推进微米纳米

技术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

一级学会，是全国从事微米/纳米技术的科技工

作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团体自愿结成并依法

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学

术团体，是联系广大微米/纳米技术工作者的纽

带，是发展我国微米/纳米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

力量。 

本学会已经成功举办多种丰富多彩的活

动，包括组织各种学术会议、展览会、战略研

讨会、国际交流等等。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的历次学术年会已经成了国内本领域的第一品

牌，是国内同行业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

国微米、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 

所有会员在参加本学会主办的各类活动

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可以优先参加学会组

织的活动，可以免费获取《会讯》等刊物。高

级会员享受赠送本会出版的学术刊物，并可以

通过本会参与相关的科技评审、咨询、技术服

务、培训等工作。 

我们热烈欢迎从事微米纳米科技领域相关

研究、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加入学会，共同推动

学会的发展，为中国微米纳米科技和产业进步

做出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的辉煌时代！ 

 

微博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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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工作 

学会人员参加全国学会 2015 年度检查工作部署会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人员参加了，全国学会 2015 年年度检查

工作部署会。本次会议在科技会堂召开。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学术部副部长苏小军、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处长公维娜出席会议，共有来自 196 个学会的 200 余位年检工

作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学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玉平主持会议。  

 

 

 

 

 

 

 

 

 

 

 

首先，苏小军总结了 2014 年年检整体情况，指出全国学会在日常管理、制度建设、

经费收入、业务活动四个方面能力都有提升，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改进。针对 2015

年年检工作，苏小军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全国学会重视年检工作，按照社会团体年

度检查改进建议书完成学会整改，规范学会日常工作；二、希望各学会充分利用年检工

作契机，做好学会基础数据梳理工作。苏小军还指出，根据中国科协深化改革工作要求，

中国科协将建立全国学会动态调整机制，年检将作为其重要依据之一。随后，公维娜详

细说明了民政部对 2015 年年检工作的相关政策和要求，并就年检工作进行了全面介绍。

会上，学会服务工作处就 2015 年年检具体工作做了说明，并对网上填报年检补充信息

进行演示。 

（田洁  供稿） 

（本期《会讯》发稿前，学会2015年年检工作已经完成，学会2015年年检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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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成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挂靠于清华大学，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部，登记在民政部。

作为教育部下属全国唯一的理工科学术团体，学会自成立以来，接受教育部社团管理办

公室的工作指导和监督稳步成长，不断壮大。 

由于学会宗旨与中国科协的宗旨是一致的，研究领域属于科协研究领域的一部分；

加之我国绝大部分理工科学术团体业务主管单位都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在组织各

项学术活动时，与科协主管学术团体在业务上有诸多交叉之处，出于更好发展的需要，

学会积极申请加入中国科协团体会员。经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挂靠单位、

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批准，学会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加入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团体会员。 

经中国科协八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中国科协 2016 年 2 月正式接纳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科协函学

字【2016】21 号）。 

学会加入中国科协团体会员后，仍将坚定

不移接受教育部社团管理办公室对各项工作指

导和监督，同时在现有发展基础上，不断创新，

加强与其他社团尤其是理工科学术团体的交流

与联系，不断提高学会的学术性和影响力，搭

建更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刘颖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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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举办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举行。此次参会人员主要是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委员

会委员、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学会常务理事。 

工作会议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秘书长王晓浩教授主持，王晓浩老师大概介绍

了学会加入科协后的工作变化和发展。会议第一项期刊工作会议由叶雄英老师主持，叶

老师首先介绍了第三届期刊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和《期刊工作条例》，学会办公室副

主任李娟老师和《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裘祖荣老师先后分别介绍了 2016 年学会创刊

工作并从三方面讲解了创刊需要准备的条件包括资金来源、可行性分析、编辑部的设立

等等、目前该《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的现状以及申请成为 SCI 期刊面临的问题。 

 

 

 

 

 

 

 

 

 

会议第二项青年工作会议由学会办公室刘颖介绍了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

《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随后由中北大学的老师介绍目前正在申请的第一届青年

科学家论坛工作。 

会议第三项科普委员会工作由学会副秘书长王晓浩老师介绍了目前学会科普工作

计划，介绍科普对于国民素质提高的意义。与会老师积极参与到各项会议的讨论中，并

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会议最后，学会副秘书长王晓浩老师对学会工作给予厚望，希望在以后的发展中创

立学会自己的中文期刊，大力帮助学会主办的《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进入 SCI 期刊的

行列，多举办一些好的青年科学家论坛，多推送优秀的关于微米纳米技术方面的科普知

识。相信学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能积极的参与到学会的工作中来，与学会一起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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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人员参加 2016 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 

 

2016 年 4 月 6 日 2016 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此次参会的

人员主要是来自全国的 33 个学会代表、科协书记处领导、相关部委领导、新闻媒体记

者等，此次发布会由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主持。 

 

 

 

 

 

 

 

 

 

 

由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介绍了 2014-2015 年度 33 个学科的进展状况。主要从发展趋

势、存在的问题、一些建议三个方面讲述了学科近两年的发展动态。目前学科总体呈现

增长的态势、研究成果显著、基础研究呈现多重发展趋势、应用研究稳步发展、学科交

叉融合孕育创新、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成果显著，但是仍然存在很大问

题：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意识不强、学科划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交叉不够、科技成果转化难，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也 提出了一些建议，建议改革评价

体系，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优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交叉、重视科学与技术交融、协调

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原始创新意识，营造原始创新文化。

在答记者问的环节，很多媒体记者和与会人员都针对当前的生活环境、教育、核安全、

石油勘探等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各学会的专家也给出了相当精彩的回答。 

参加此次会议受益匪浅，不仅能了解都目前各个学科的发展趋势，也了解到目前存

在的问题，这样能更好的响应国家的号召，配合中国科协做好学会的学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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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机器人分会成立 

 

2016 年 5 月 13 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机器人分会成立大会在江苏省苏州

市举行。中国微米纳米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副所长王跃林教授出席

会议并致辞，微纳机器人分会有关人员 30 余人参加会议。苏州大学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院杨湛副教授主持会议。 

王跃林教授在致辞中对微纳机器人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希望微纳机器人分会在总

会的带领下，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紧密团结微纳机器人技术相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

位，为国内外微纳机器人技术人员搭建好交流的平台。他代表中国微米纳米学会宣布微

纳米机器人分会成立。 

 

 

 

 

 

 

 

学会副理事长王跃林（左）向微纳机器人分会理事长孙立宁（右）教授颁发分会分支机构登记证书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蒋庄德院士通过视频传输发表致辞，他在讲话中表示，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机器人分会的成立将会带来本领域学术思想的繁荣，学术交

流的积极开展，并能拓展国际合作，推动科学普及，发现并培养学术骨干和领军人才，

促进中国微米纳米技术科技创新和学术发展。祝愿微纳机器人分会能紧密团结广大科技

工作者，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发展前沿，为我国微米纳米技术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香港城市大学李文荣教授代表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纳米委员会致辞。IEEE 

会士、香港城市大学孙东教授代表 IEEE 机器人学会致辞并作题为《Cell Surgery 

Robotics》的学术报告。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孙立宁教授作题为《微纳米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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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应用》的学术报告。 

日本名古屋大学微纳机电系统实验室主任福田敏男教授代表 IEEE Division X 通过

视频传输发表致辞，祝贺微纳米机器人分会成立。 

随后，微纳米机器人分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孙立宁教

授当选为微纳机器人分会理事长，苏州大学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杨湛副教授当选为微纳

机器人分会秘书长。 

 

 

 

 

 

 

 

微纳机器人分会成立现场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微纳米机器人学会与 IEEE 合作研讨会、中国微米纳米学会与

微纳机器人分会有关职能、财务等专题会议、微纳米机器人学会产业界合作会议、微纳

米机器人学会 2016-2017 年度工作会议。 

 

 

 
 

（李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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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学会举办“CSMNT 学科前沿——微纳光学研修班” 

 

2016年4月14日-16日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的“CSMNT学科前沿——微纳

光学研修班”在北京举行。此次培训主要是以理论授课为主，现场实践和线上应用为辅，

培训的主题是“微纳光学技术”。参会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生。 

“CSMNT学科前沿——微纳光学研修班”的理论授课内容主要是由清华大学的王

佳老师、COMSOL公司的王海莉博士、中科院力学所的靳刚老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

祝连庆老师讲授。王佳老师主讲了“近场光学与纳米光学测量基于近场光学/纳米光学原

理和方法的光学测量仪器”，王海莉博士主讲了“COMSOL Multiphysics、高频电磁场

Workshop”， 靳刚老师主讲了“椭偏成像蛋白质微阵列生物传感器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祝连庆老师主讲了“光纤传感技术与器件”。课堂气氛活跃，学员时不时会请教授课老

师一些问题。课后还开展了产学研的交流会议，让更多的学员能在实践中掌握好微纳光

学知识。 

 

 

 

 

 

 

 

 

 

这次培训班不但能够使学员们了解微纳光学技术研究的基础理论及科研发展现状、

产业化推进状况及市场前景展望，还能够使他们更多的了解微纳光学在不同技术领域内

应用的情况，以及实践微纳光学仪器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培训结束后中国微米纳米技

术学会向所有的参加培训的学员颁发了《CSMNT学科前沿-微纳光学技术研修结业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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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NT 学科前沿——电声 MEMS 器件 

及其射频/传感应用研修班成功举办 
 

  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 26 所、电子科技大学微固学院联合承办的电声 MEMS 器件及其射频/传感

应用研修班于 6 月 24-26 日在成都举办。 

 

 

 

 

 

 

 

 

图为研修班高杨研究院授课现场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电子气团等科研院所 20 余名科技工

作者参加了研修班。研修班课程设置如下： 

  

 

日期 时间 教师 内容 备注 

6 月 23 日 全天报到 

6 月 24 日 

9:00-11:30 高杨 
体声波射频频率器件与高灵敏度

传感器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电子工程研究所 

14:00-17:00 袁明权 
MEMS关键工艺与电声MEMS器

件工艺集成方法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电子工程研究所 

6 月 25 日 

9:00-11:30 马晋毅 声表面波与体声波器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 26 所 

14:00-17:00 石玉 柔性薄膜体声波(FBAR)谐振器 
电子科技大学微固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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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班同期举办了“川渝地区微纳米技术创新协同沙龙”，沙龙内容如下： 

 

  

 

 

 

 

 

 

 

 

 

研修班和沙龙的举办，加强了川渝地区微纳米技术的交流，加强了当地及全国科技

工作者对川渝地区的了解，有助于川渝地区智能技术产业的发展。 

                                                    

 

 

 

   （李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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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一届会士遴选工作进程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于 2015年 10月 11日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2016 年开始进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议遴选，以表彰在微纳米技术学术或者产业应

用有重大成就，对本会有杰出贡献的会员。 

学会秘书处办公室于 2016 年 3 月份发布会士遴选通知，经提名人提名，5 月初进行

初审，6 月份经提名人之外的其他三名评议专家评议，产生了 6 位候选人，分别为（以姓

氏首字母排序）： 

1. 邓中亮，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学会理事； 

2. 丁建宁，常州大学副校长，学会常务理事； 

3. 黄庆安，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学会常务理事； 

4. 邱介山，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学会副理事长； 

5. 张其清，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 

6. 赵亚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学会常务理事。 

评委会将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晚召开评审会议（评委 2/3 以上参会会议有效），对会

士候选人进行最终评定，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遴选，按票数排序，排序靠前（符

合遴选数额，不超过会员数的 1%）且票数达到参会委员的 2/3 以上者当选。 

 

 

 

 

（徐晓晴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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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届（2018 年）学术年会暨 

第九届国际会议承办单位申请通知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届学术年会暨第九届国际会议（简称CSMNT2018），

将于2018年举行。CSMNT2018承办单位的申请工作现已启动。希望各专业分会、团体

会员单位、科研院所积极申请承办。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目前已成功举办了17届。会议规模不断扩大，学

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已成为国内微米纳米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目前每年

的参会人数在500人左右。年会录用的论文均被推荐至SCI、EI检索期刊发表，

CSMNT2014的EI检索论文296篇，SCI检索论文60篇；CSMT2015的SCI检索论文80篇，

EI检索论文正在推荐录用中。第十八届学术年会将于2016年7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年会已邀请18位国内、外微纳米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做大会报告（其中含7位中外院士

的报告），另有120名学者做分会场报告交流。 

随着《中国制造2025》颁布及“创新型国家”基本战略的提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

学会学术年会将更好地发挥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的作用，加强国内外微米纳米科技

界的沟通，帮助广大科研工作者及时准确的把握新技术发展动向，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和

产业化，助力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年会同期将举办微米纳米技术展览会及优秀

论文评选活动。 

承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可以加强承办单位的与其他单位的学术交

流，促进举办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地方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CSMNT2014由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电子科技大学联合承办，CSMNT2015由上海交通大学承办，

CSMNT2016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承办，CSMNT2017年将由大连理工大学承办。 

请有意承办CSMNT2018单位，填写《承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申请表》，

并与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联系。申请截止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10-62772108                  

邮箱：csmnt@mail.tsinghua.edu.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mailto:csmnt@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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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申请表 

 年    月    日  

会议名称 
中文：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届学术年会暨第九届国际年会 

英文：The 20thAnnual Conference of CSMNT (The 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 

会议拟定 
时间 举办地点 预计规模 

   

承办单位 

全称： 

所在地址： 邮编  

单位性质：□企业 □事业单位 □社团 □其他 
法定代表

人 
 

主申请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Email： 是否CSMNT会员：□是  □否 

职称： 现任职于： 职务： 

承办单位简介（限250字）： 

可以显示承办能力的案例（限300字，如不够，可附另页说明）： 

申请单位拟对会议的经费投入或融资方案： 

其他资源（城市交通、餐饮住宿条件、学术氛围及城市特色等）： 

我单位正式向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提出申请承办此会。接受主办单位的承办要求，有能力将会议办

好。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所填项目完整方被受理。详细承办方案可作为附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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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八届学术会议大会报告人简历 

 

 

Judy Bai 

Publisher, Nautre Publishing Group| 

Introduction: Judy Bai is Publisher for Nature Partner Journals at Springer Nature 

based in Shanghai. She i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he NPJ program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Prior to joining Springer Nature, she was Publisher of the 

biotechnology portfolio & Project Manager at Elsevier. She has managed projects 

related to production and editorial roles and has broad experience of journal 

management,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Oliver Brand 

Professor ; Executive Director, Institute for Electronics and Nanotechnology 

Bioengineering, Microelectronics/Microsystem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search: MEMS/NEMS; Microsensors for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Microsensor Fabrication based on IC Technologies; Microsystem 

Packaging 

Homepage: https://www.ece.gatech.edu/faculty-staff-directory/oliver-brand 

 

 

 

Tarik Bourouina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aris East, France 

Research: Dr. Bourouina is now full Professor at ESIEE Paris, Université Paris-Est 

since 2002, appointed as Dean for Research in 2012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SYCOM Laboratory since 2009. His current interests include optofluidics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on-chip, seek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MEMS in the areas of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Smart-Cities. He is the Co-Laureate of the French 

Excellence Grant for Large Equipments (EquipEx ‘Sense-City’), gathering 

researchers from ESIEE Paris, IFSTTAR, CSTB and Ecole Polytechnique.               

Homepage: http://www.esiee.fr/en/research/major-fields/sustainable-city 

http://csmnt-man2016.csp.escience.cn/dct/scripts/fckeditor/editor/65578
http://csmnt-man2016.csp.escience.cn/dct/scripts/fckeditor/editor/6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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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hong Cui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 Light: Scinece & Applications 

Research: Research area is Micro/Nan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MEMS/NEMS). Long-term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undamental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principles of new materials for MEMS/NEMS and low-cos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pproaches, utilizing nanotechnology including 

“bottom-up” nanomanufaturing techniques and   nanomaterial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micro/ nanosystems. Present research effort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bottom-up” nano self-assembly with “top-down” hot embossing and other micro- and 

nano-fabrication technologies. This aims to investigate new MEMS/NEMS including devices and systems 

using graphene, nanotubes, nanoparticles, nanocomposites, and new polymers for new actuators, sensors, 

and thin-film electronics for applications to biomedical devices and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cooling 

systems. 

Homepage: http://www.me.umn.edu/people/cui.shtml 

 

Andreas Hierlema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 Zurich 

Research: His research in general is rooted in Physics and in the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nd is targeted at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microtechnological,microfluidic, and microelectronic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questions in biology and biomedicine. Three major research lines encompass (1) 

CMOS Microsystems including microelectrode systems and chemo & biosensor 

systems, (2) Microfluidic Systems to address and handle single cells and 

microtissues, and (3) Electrophysiology and Neuroscience. 

Homepage: https://www.bsse.ethz.ch/bel/people/person-detail.html?persid=89956 

 

 

 

Jean Christophe Eloy 

President & CEO, Yole Développement, France 

Introduction: Jean-Christophe Eloy is CEO and Founder of Yole Développement, 

the "More than Moore" market research and strategy consulting company. Since 

1991,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MEMS markets at 

device, equipment and also materials suppliers’ level. Jean-Christophe Eloy is also 

board member in several organisations in Europe and in North America. 

Webpage: www.yole.fr 

 

http://www.me.umn.edu/people/cui.shtml
http://www.bsse.ethz.ch/bel/people/person-detail.html?persid=89956
http://www.yole.fr/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17 — 

Chih-Ming Ho 

Member,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Member, Academia Sinica; Ben 

Rich-Lockheed Mart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Research: He is known for his contributions in phenotypic personalized medicine, 

micro/nano fluidics, and turbulence. He was ranked by ISI as one of the top 250 

most cited researchers in all engineering category around the world (2001-2014). In 

1997, Dr. Ho was inducted 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n the next year, he was elected as an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which 

honors scholars of Chinese origin with exceptional achievements in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He received Doctor of Engineering Honoris Causa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Ho holds ten honorary chair 

professorships including Einstein Professor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Homepage: http://ho.seas.ucla.edu/about 

 

 

Zhuangde Jia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Optic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rach: Prof. Jiang's Research Interests inludes: (1) 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 and Micro-Nano Technology. (2) Precision Instrument & 

Sensing Technology. (3) Precision Optoelectronic Testing & Measurement 

Technology. (4) Precision and Ultra-precision Machining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recipient, Prof. Jiang once won one National Award for Science 

Development 2nd Prize, one National Award for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2nd 

Prize, o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ward for Science Technology Progress 1st 

Prize. More than 210 published academic articles, which include 25 articles indexed by SCI, 123 by EI, 72 

by ISTP. 42 patents authorized, including 33 invention patents, and 12 software copyright authorized. 

Homepage: http://gr.xjtu.edu.cn/web/zdjiang/7 

 

 

Ming Liu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earch:  Her recent research areas include semiconductor nano-materials, 

nanofabrication and nano electrical devices. She has author or co-author of more 

than 100 journal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cluding invited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nferences and invited talks/seminars in governmental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e has also co-authored 3 scientific books.  

Homepage: http://english.ime.cas.cn/pe/cm/201601/t20160108_158583.html 

http://ho.seas.ucla.edu/about
http://gr.xjtu.edu.cn/web/zdjian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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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un Park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NanoBiotech Laboratory, Dept. of Bio and Brain 

Engineering,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 

Research: Nanotechnology-based integrative bioengineering (Integrated 3D cell 

culture & assay system, Multiplexe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Nanobiosensor 

& nanobiotechnology); BioMEMS for cell & tissue engineering (Biomechanical 

& biomedical microdevices, Biomimetic cell scaffold fabrication, and Organ 

function-on-a-chip); Lab-on-a-chip and microfluidic analytical technologies 

(Hydrophoresis, Inertial microfluidics, Magnetophoresis, Microdroplets, and 

Optoelectrofluidics). 

Homepage: http://nanobio.kaist.ac.kr/Prof.htm 

 

 

 

Albert P. Pisano 

Professor and Dean, UC San Diego Jacobs School of Engineering 

Introduction: Pisano is a highly accomplished mechanical engineer who, in 2001, 

was elec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sign, fabric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of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 A self-described technology polymath, 

Pisano's research is driven by his passion for developing, mastering and advancing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One of Pisano's new projects is 

development of an inexpensive yet rugged sensor system that will predict 

landslides in the Philippines, a country where landslides are a deadly, national 

problem. 

Homepage:http://jacobsschool.ucsd.edu/about/about_leadership/leadership_dean/pisano.sfe 

 

 

 

Terrence W. Sim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Research: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xperiments in heat and momentum 

transfer in turbulent, transitional and unsteady flows and heat transfer with 

change of phase.  Experimental methods include flow visualization, energy 

balance techniques, thermocouples, 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ion, hot-wire 

anemometry and liquid crystal visualization. Work on turbulent and transitional 

flows includes the investigation of heat and momentum transfer through 

boundary layers and within oscillatory flows.  Studies of 3-D flow and heat 

transfer focus on the endwall and film cooling mixing zones of gas turbines.     

Homepage: http://www.me.umn.edu/people/simon.shtml 

 

 

http://nanobio.kaist.ac.kr/Prof.htm
http://jacobsschool.ucsd.edu/about/about_leadership/leadership_dean/pisano.sfe
http://www.me.umn.edu/people/sim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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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Sun 

Member,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troduction: Yu Su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with joint appointments in the Institute of 

Biomaterial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He is a McLean 

Senior Faculty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he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Micro and Nano Engineering Systems. In 2012-2013, he directed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Nanofabrication Center. He was elected Fellow of 

ASM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and CA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or his work on micro-nano devices and robotic systems. His research group designs and 

constructs enabling micro and nanosystems (e.g., micro-nanorobotic systems and MEMS/microfluidic 

devices) to manipulate and characterize cells, molecules, and nanomaterials. 

Homepage: http://amnl.mie.utoronto.ca/   

 

Susumu Sugiyama 

Professor, Research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tsumeikan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 Director, Support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on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MEMS, Piezoresistive Mechanical Sensor Devices, and LIGA 

Process Technology have been researched at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icro 

System Technology. Recent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olymer MEMS 

Process Technology has been mainly studied. The research group is achieving 

many practical results for Sensors, Actuators, and Process Technology by the 

collaboration with industries. 

Homepage: http://www.ritsumei.ac.jp/se/~sugiyama/English/main.htm 

 

 

Ian White 

Fellow of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Research: Ian White has built up a substantial research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optoelectronics an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his team numbers 

approximately 45 people publishing on average 60 papers a year. In terms of 

research output, the group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field of optoelectronic 

systems in the UK. Highlights of his research have inclu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all-optical laser diode flip flop, the first negative chirp 

electroabsorption modulator and the invention of a technique for transmitting 

radio frequency signals over long distances of multimode optical fibre. Several 

of these advances have already made commercial impact, the offset launch technique for enhancing the 

bandwidth of optical fibre links having already been adopted within Gigabit Ethernet standard. 

Homepage: http://www-g.eng.cam.ac.uk/photonic_comms/files/cps_home.php 

http://amnl.mie.utoronto.ca/
http://www.ritsumei.ac.jp/se/~sugiyama/English/main.htm
http://www-g.eng.cam.ac.uk/photonic_comms/files/cps_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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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lyn 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ail E. Kendal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Research: She is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Solid State Solar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S3TEC) Center, a DOE Energy Frontiers Research Center 

and an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Microsystems Technology Laboratory (MTL) 

at MIT.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undamental studies of micro/nanoscale 

heat and mass trans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thermal management 

and storage, solar thermal energy systems and water desalination systems.  Her 

work has been honored with awards including the 2012 ASME 

Bergles-Rohsenow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in Heat Transfer, as well as 

several best paper awards at various conferences. She is a fellow of the ASME. 

Homepage: http://meche.mit.edu/people/faculty/enwang@mit.edu 

 

 

 

Steve Wereley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urdue University 

Research: Microfluidic MEMS devices; development of new microfluidic 

diagnostic techniques; biological flows at the cellular level; micro-scale 

laminar mixing; flow transitions and instabilities. 

Homepage: https://engineering.purdue.edu/~wereley/ 

 

 

 

 

 

 

Roland Zengerle 

Professor, Head of Laboratory for MEMS Applications and co-director of 

Hahn-Schickard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Prof. Zengerle and his team is focused on 

microfluidics and specializes in: (1) lab-on-a-chip systems; (2) contact-free 

microdosage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3) miniaturized and implantable 

drug delivery systems; (4) analysis and modeling of porous electrodes in 

batteries and fuel cells; (5) biofuel cells. 

Homepage: https://www.imtek.de/laboratories/mems-applications/staff/person

al-websites/zengerle?set_language=en 

 

 

CSMNT2016 更多会议报告信息，请登录http://annual2016.csmnt.org.cn。  

http://meche.mit.edu/people/faculty/enwang@mit.edu
http://engineering.purdue.edu/~wereley/
http://www.imtek.de/laboratories/mems-applications/staff/personal-websites/zengerle?set_language=en
http://www.imtek.de/laboratories/mems-applications/staff/personal-websites/zengerle?set_language=en
http://annual2016.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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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工作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提纲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在北京隆重

召开。这次大会与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一道召开，是建国以来层次最高、

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科技盛会，也是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动员会，树立了我国科技

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的胜利召开，对于团结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会基本情况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切实履行为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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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

者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创新争先、再立新功。 

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审议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工

作报告，审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中国科协新一届领导机构，

审议《中国科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草案）》。 

2016 年 5 月 30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两

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巨幅会标高挂在大礼堂主席台上方。上

午 9 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亲临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

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2016 年 5 月 30 日下午，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了重要讲话，刘云山同志主持。 

5 月 31 日上午，中国科协九大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标悬挂在大礼堂主席台上方，主席台后幕正中悬挂着中国

科协会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作了题

为《科技工作者要争做创新发展的时代先锋》的祝词，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协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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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分别代表科

技界和各人民团体向大会致贺词。科技工作者代表施一公宣读了《关于在科技工作者中

开展“创新争先行动”的倡议》。大会第一阶段由韩启德同志主持。大会第二阶段，韩

启德同志受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尚勇同志主持。 

6 月 2 日下午，中国科协九大闭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闭幕会并作重要讲话。李源潮同志向韩启德同志授中国科协荣誉主

席证书。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为“中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获奖者颁奖。闭幕式由尚勇同志主持。严隽琪、韩启德、林文漪等领导同志出席。中国

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万钢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协九大开得十分成功，真正

开成了一次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团结协作、民主和谐的大会，在科技界和全社会产生

了广泛影响。 

二、领导同志讲话主要精神 

（一）习近平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我们召开这个盛会，

就是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号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

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出发

点。 

习近平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到 2030 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

科技强国。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大家

责任重大、使命重大，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习近平强调，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经过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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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

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

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

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加强组织，

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习近平就此提出 5 点要求。一是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准确判断科技突破方向。判断准了就能抓住先机。科学技术是世界

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及时确立发展战略，

坚定创新自信，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

发展。 

二是强化战略导向，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当前，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

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科技面向 2030 年的长远战略，决定

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

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三是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

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

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大幅增加公

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 

四是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

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

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 

五是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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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活动。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

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

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 

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

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协各级组织要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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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

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促进科技繁荣发展，促进科学普及和

推广。 

习近平最后强调，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我国科技界追求真理、服务国

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勇担重任，勇攀高峰，当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 

（二）李克强重要讲话 

李克强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创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有许多遥

遥领先的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贡献巨大。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屡次与世界

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全面独立的科学技术体

系，开启了全面创新的时代。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两院院士创造了许多重大科技

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也功不可没。 

李克强指出，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和交互影响，创新

既是我国实现“双中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培育国

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

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使创新贯穿到经济

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努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李克强强调，要落实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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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领作用。一是补好基础研究短板。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到 2020 年研发投入强

度达到 2.5%，组建国家实验室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充分发挥科研

院所和高校主力军作用，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性，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二是突破应

用研究产业化瓶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机制，部署推进一批体现国

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形成一批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新产业领域和经济

增长点。三是大力推动协同创新。依托互联网打造开放共享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平台，推

动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等创新主体协同，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协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以及区域创新协同，加速释放创新潜能，培育新动

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李克强指出，要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在选人用人、成果处置、薪酬分配等方面，给科研院所和高校开

展科研更大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

完善保障和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

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

合起来，解决“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大财

政科技投入，改进科研活动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 

（三）刘云山祝词 

刘云山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九大祝词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科技创新在

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述推进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

要求，发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有力号召，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

我国科技事业跨越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求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切

实用讲话精神指导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实践，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争做创新发展的时代

先锋。 

刘云山说，中国科协八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取

得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作出突出贡献。中国科协

和各级科协组织切实履行自身职能，在引领服务科技工作者、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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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科学素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刘云山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要进一步聚焦党和国家发展重大需

求，确定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任务目标，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着

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二是要勇于攀登科技发展高峰，推动自

主创新实现新突破。三是要始终秉持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追求卓越、脚踏实地，要敢

为天下先、敢啃硬骨头，要精诚合作、协同创新。四是要带头树立良好社会风尚，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良学风，甘为人梯、提携后学。 

刘云山对科协组织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牢牢把握科协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自觉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对科技界的思想政治引领。二是要提高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能力

水平，健全组织网络，创新服务模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推进海外人才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打造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服务品牌。三是要持之以恒促进全民科学

素质提升，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崇

高精神。四是要有力有序推进科协组织改革创新，确保在一些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尽早

取得突破。 

（四）李源潮重要讲话 

李源潮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协八大以来的工作成绩，就科协组织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创新争先建功立

业，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争做创新

发展的时代先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做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成为科技

创新的重要力量。坚持“四服务”职责定位，发挥“两促进”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推进

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 

二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对科协组织和工作的各项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中发

挥独特作用。牢牢把握科协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紧紧团结在党的周

围。紧紧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心任务，发挥好组织动员作

用。切实提升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能力水平，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创新科普方式，

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大力推进科普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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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科协组织与工作改革创新。建设“三

型”组织，创新体制机制。面向世界面向前沿开放创新，面向一线面向基层联系服务，

面向公众面向青少年搞好科普；把各类科技工作者组织连接起来，把产学研等创新主体、

创新要素连接起来，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建好学术交流平台、创新创业

平台、人才成长平台、科学普及平台、决策咨询平台，努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建设网上科协，创新工作方式。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进学会治理结构和

治理方式变革。建立直接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制度，改进干部作风。 

三、会议主要文件 

（一）工作报告 

中国科协九大代表对韩启德主席代表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进行了认真审议。6 月 2 日，大会表决通过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认为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工作总结实事求

是，对形势的分析透彻深入，对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切实可行，决定通过第八届全国委

员会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全文 1.5 万余字，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五年来中国科协的

主要工作。八大以来，中国科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群团工作

的整体部署和科协系统深化改革总体要求，坚持“想事干、创新招、强协调、重实效”

的进取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坚持为科

技工作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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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圆满完成中国科协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的有关情况。 

报告从七个方面对中国科协八大以来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一是坚决落实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不断保持和增强科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二是以提升学术交流

服务层次为突破口，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成效显著。三

是以科普信息化为龙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实现跨越式提升。四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

策，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五是深入开展建家交友活动，不断创新联

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机制。六是拓展国际民间科技交流的渠道，推进开放协同创新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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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七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加强自身建设。 

报告系统总结了八大以来工作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是科协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以鲜明的问题导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科

协事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坚持把学会工作作为主体工作，是科协进军科技创新

和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组织保障。四是坚持“想事干、创新招、强协调、重实效”的

进取精神，是科协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经验。这四点经验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九大

代表的广泛认同。 

工作报告第二部分对未来五年工作提出了建议。在深刻分析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基础上，报告要求各级科协及所属团

体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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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团结引领广大

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短板攻坚争先突破、前沿探索

争相领跑、转化创业争当先锋、普及服务争做贡献，真正成为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 

报告对未来五年工作提出 8 个方面的建议：一要强化对科技工作者的团结引领，更

好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二要以拓展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通道为着力点，

充分激发和释放创新创业潜力。三要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科技繁荣发展。四

要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经济建设主战场。五要以建立普惠

共享的现代科普体系为切入点，全力开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新局面。六要以建设高水

平科技创新智库为抓手，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强有力支撑。七要全面落实《科协系

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扎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八要坚持党的领导，全

面加强科协组织自身建设。 

（二）中国科协章程 

八大以来，科协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及时对章程进行修改意义重大。

本次修改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全面贯彻中央对科协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在宗旨任务、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9 — 

组织结构、学会治理、纪律要求等方面及时做了调整完善，较好地体现了科协事业发展

规律，对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进“三型”组织建设，履行“四服务”

的职责定位，都进行了充分的体现，是新形势下指导科协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依据。修

改后的《章程》共十一章 60 条，总计 5000 余字。 

一是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等，对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的宗旨表述作了适当调整修改，并据此对“任务”一章作出必要的归并和凝练，主要

体现在《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和第二章中。 

二是为鼓励和支持大型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国家重点科研机构等科技工作者密集

的单位建立科协组织，进一步扩大科协对科技工作者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对中国科

协团体会员有关规定做了修订，主要体现在《章程》第一章第三条和第三章中。 

三是根据科技发展亟需打破学科、专业、行业壁垒，加强协同创新的需要，本次《章

程》第三十四条明确提出，全国学会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组建学会联合体。 

四是针对原《章程》中有关纪律约束不明晰的问题，本次修订对全国学会、全国委

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科协工作人员等都提出具体、明确的纪律要求，体现责、

权、利相统一，切实维护科协的组织权威和纪律权威。 

五是为加强上级科协对下级科协的工作指导，参照其他人民团体章程中关于地方组

织领导人选的有关管理规定，在本次修改的第三十九条中增加了“地方科学技术协会主

席、副主席选举结果应报上一级科学技术协会备案”的表述。  

（三）中国科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规划的制定充分贯彻开放民主原则，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全面体现了科协组织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的新定位，充分体现了中央关于发展新理念的要求，以及中央

关于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四服务”的职责定位、“三型”组织的改革方

向。规划全文约 2 万字，由十个部分组成。 

第一、二部分总结了“十二五”时期科协事业发展成就，分析“十三五”面临的新

形势，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科协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规划以

创新争先行动为引领，提出十三五科协事业发展的七大任务。 

第三至第九部分为规划的七大发展任务，即推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建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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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改革与创新能力建设、推进现代科普体系建设、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建设、推

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民间科技开放与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推进科协组织体系建设。 

第十部分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四、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 

本次大会共有正式代表 1323 名，是从 8100 万科技工作者中层层推选产生的，充分

体现了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科技工作者的大团结。代表构成体现三个特点：第

一，代表年龄结构合理。60 岁以上的代表 95 名，占代表总数的 7.2%；45 岁以下的代表

453 名，占代表总数的 34.2%。第二，代表性别、民族、党派比例均衡。女性代表 335

名，占代表总数的 25.3%；少数民族代表 111 名，占代表总数的 8.4%；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代表 156 名，占代表总数的 11.8%。第三，基层科技工作者代表显著增加。来自高校、

企业、科研院所、农村等基层一线代表 944 名，占代表总数的 72.1%，其中企业代表 254

名，占代表总数的 19.2%。 

大会经过严格的民主程序，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新的全国委员会共有委员 384 名。6 月 2 日，召开了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万钢同志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举了 18 位副主席和 54 位常务委员。在此后

举行的九届一次常委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科协新一届书记处书记人选，尚勇同志任第一

书记。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与会代表的共

同努力下，中国科协九大圆满成功。 

五、关于大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同志在闭幕会上就贯彻落实

大会精神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各省市科协要及时召开全委会，各全国学会要抓紧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传达学习大会精神，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李克强总理

讲话和批示、刘云山同志祝词和李源潮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精神。高校、企业、科研

机构等基层一线代表，要向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汇报大会的主要精神，并在较大范围内

传达。各地方要结合实际组织好领军人才和科技骨干的专题学习，领会大会精神。 

二是要认真组织开展好“创新争先行动”。要在充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和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31 —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的基础上，认真组织设计、精心策划本地区本单位开展“创新

争先行动”的实施方案，要紧扣“行动”主题，聚焦四大方面，通过多种形式组织科技

工作者广泛参与，务求实效。各级科协组织和各学会、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

协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动员和激发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勇于创新创造，形成万马奔腾、千帆竞发的创新争先热潮。 

三是要认真研究提出落实大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的措施。各全国学

会和地方科协要把落实大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密结合“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立足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就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和

大会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各级科协组织和大会代表，要本着认真

负责的精神，加强对大会精神落实情况的督促，及时发现落实情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

切实推动解决。有关落实情况应及时报送中国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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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天地 

苏州研材微纳有限公司 

苏州研材微纳有限公司是面向国内科研市场面向中国微纳加工领域，专门从事半导

体、MEMS、生物芯片等方面耗材销售和委托加工业务的科技创新公司，是中国科学院

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合作单位，一起致力于帮助客户提供最专业的科研耗材及技

术支持服务。 

公司目前经营的产品及业务范围为提供各类衬底产品、光刻胶、MEMS 设备、无尘

耗材产品及提供工艺流程设计咨询和微细加工服务。 

衬底产品 

 

 

 

 

 

硅

片 

进口硅片 
直径：2-8 英寸；掺杂：N/P；晶向：<100>/<110>/<111> ；电阻率：0.001~2000Ω.cm。

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国产硅片 
直径：2-8 英寸；掺杂：N/P；晶向：<100>/<110>/<111> ；电阻率：0.001~2000Ω.cm。

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测试片 
直径：2-8 英寸。该类片可作为工艺陪片使用，或者作为对电学性能没有要求的正

片使用。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Dummy 片 
直径：2~12 英寸。一般作为没有洁净度要求的单项工艺测试。详细情况请来电详

询。 

高阻硅片（进口） 
FZ 硅片，MCZ 硅片，直径 2～8 英寸；掺杂：N/P ；电阻率：10Ωcm~20kΩcm 及

以上。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氧化硅片（国产/进口） 
直径：2～8 英寸；氧化层厚度：100Å～25um。氧化层厚度>1um，需根据用户需求

定制。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SOI 硅片 
直径：4～8 英寸，根据用户提供顶层硅、氧化硅、载片这三层的指标参数，检索库

存或特殊定做。 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外延片 
直径：2～8 英寸，根据用户提供的衬底和外延层详细指标进行定制。详细情况请来

电详询。 

其他特殊硅片 

1. 超厚硅片  2. 超薄硅片 3. 金属化硅片（硅片表面镀有各类金属，Cr，Ti，Ni，

Cu，Au，Pt 等等） 4. 氮化硅硅片（普通 LPCVD 生长，或低应力 SiN）5. 超平硅

片  6. 特殊晶向硅片  7.穿孔硅片 8.绒化硅片，详情请来电详询。 

玻

璃

片

及

石

英

片 

7740 玻璃片（Corning） 

BF33 玻璃片(Schott) 

直径：4～8 英寸 ；厚度：200~500um。    

参数及包装标准：表面光洁度：<0.5nm(两面光学研磨) ；可定制切边：32.5±1mm(4

寸) ；导角： 0.05～0.2mm  ；真空包装盒包装，25 片/盒。 

石英片 

直径：2～6 英寸 ，厚度 0.5~2mm，分为单晶石英片和融石英玻璃片。详细情况请

来电详询。 

其 砷化镓片 直径：2～6 英寸 ； 晶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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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衬

底

材

料 

蓝宝石片 直径：2～4 英寸； 晶向：C，A 等，厚度 200um~1mm。 

铌酸锂、钽酸锂、GaN

等特殊衬底 

直径：2～4 英寸，可根据需求定制，详细情况请来电详询。 

 

                              

 

 

 

 

 

 

苏州研材微纳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Research Materials Microtech Co., Ltd 

Tel: 0512-68636965 

Fax: 0512-62872362 

Email: info@rdmicro.com 

销售 1 线：13739174085 

销售 2 线：13771734012 

销售 3 线：13771758154 

Address: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若水路 398 号苏州纳米所加工平台 B705 

合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苏州美图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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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拓科技”）是中国唯一的专业椭偏仪器高科

技企业，是国际高端椭偏仪器的主要厂商之一。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

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和“海淀区创新企业”等资质，并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此外，公司也成为“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中关村光电产业协会”、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单位。 

量拓科技成立于2008年4月，专业致力于椭偏测量仪器的方法研究、技术开发、产

品制造和仪器销售，并提供椭偏测试服务和椭偏测量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以“发展国际

领先的椭偏测量技术，提供纳米薄膜检测整体解决方案”为企业使命，希望通过长期不

懈的努力，在国际椭偏测量领域树立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ELLITOP形象。 

量拓科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发展椭偏测量技术为专业，已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在核心的椭偏测量技术方面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申请了软件著作权登记多项。

公司的研发项目曾获得“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专项（创新基金）”资助，并获得

“第五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公司初选入围 “2011年度光伏行业十大创新设备

供应商”。2013年公司荣获“光电产业年度贡献奖”。 

量拓科技针对科研、工业现场、教学等领域的不同需求，研发了包括光谱椭偏仪、

激光椭偏仪、教学椭偏仪、偏振态检测仪、波片检测仪等多个产品系列。公司椭偏仪已

拥有包括晶澳太阳能、美国II-VI公司等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多个中小企业，以及

中科院、航天科技、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仪器已销往国际市场。 

量拓科技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提供给了椭偏和偏振测试服务，每年为客户提供

几百种样品的测试，对椭偏仪在中国的应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量拓科技已与中国计量院、国家纳米中心、苏州纳米所、中科院、北理工等多个科

研单位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量拓科技积极推动椭偏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积极向国家标委会递交椭偏相关

的标准建议书，并参与编写《光电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等公益研究报告。 

关于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Ellitop Scientific Co.,Ltd）详细信息，可登陆网址：

www.ellitop.com查询。 

http://www.ellit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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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特邀通讯员、会员招募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报名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职  称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党  派  

工作单位  是否院士  

办公电话  传真  住宅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本人学历及工作简历： 

 

 

 

主要学术贡献（包括主要论文、获奖情况）： 

 

 

 

 

 

在其他学会、社团兼职情况： 

 

声明： 

本人自愿加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遵守学会章程，积极参加学会活动，按

时缴纳会费。 

本人签字： 

注：欲加入学会，成为学会会员，请填写此表格，附带两张两寸照片，回寄至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经理事会审核，会通知是否通过后再寄会费。收到会费，会制作会员证，并连同会徽寄送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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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团体会员报名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负 责 人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单位简介以及在微米纳米技术方面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员、设备、研究项目、成果等） 

 

 

 

单位参加其他学会、社团情况： 

 

 

 

声明： 

 

本单位自愿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遵守学会章程，积极参加学会

活动，按时缴纳会费。 

 

负责人签字：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 

1) 欲加入学会，成为学会会员，请填写此表格回寄至学会秘书处办公室。经理事会审核，会

通知是否通过后再寄会费。收到会费，会制作会员单位牌匾，并连同会徽寄送给您。 

2) 会员单位，可以免 8 名个人会员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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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16 年会费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现在开始办理 2016 年会员会费收缴工作，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学会建议会员可

一次交纳两年的会费，最多可一次缴纳四年的会费，具体办法如下： 

1. 个人会员会费标准 

（1）高级会员（理事，或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200 元/人/年 

（2）普通会员：100 元/人/年 

（3）学生会员：10 元/人/年 

2. 团体会员会费标准 

（1）事业单位每年 2000 元 

（2）企业会员每年 5000 元 

交款方式： 

1. 到学会办公室交 

地  址：清华大学 精仪系 3301 房间 

2. 通过邮局汇款 

地  址：北京 清华大学 精仪系 邮  编：100084 

收款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3. 通过银行汇款 

账户名称：清华大学 

账    号：0200 0045 0908 9131 550 

开 户 行：工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汇款时，请注明“会费”字样、并写清汇款人、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和邮编。

如发票抬头有特殊要求，请申明。汇款后请打电话 010-62796707/010-62772108 确认。

我们将在收到汇款后一周内寄出发票。去年已缴纳过会费的会员，如果还未收到会员证，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为您补办。 

欢迎随时咨询。 

电话：010-62796707/010-62772108    Email: csmnt@mail.tsinghua.edu.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