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辞 

艳阳高照，又是一季郁郁葱葱之夏，看杨柳舒展枝条，只为欢迎天南地北的游

子； 

欢喜热烈，又值一岁校庆院庆之际，恰化工学院七十华诞，喜庆隆重而又意义非

凡。 

真诚的欢迎你们——共赴这一场盛宴的朋友们！ 

七十年来，化工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初期的化工系，一路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到如今具备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的雄厚实力； 

七十年来，化工学院用持续快速的发展、举世瞩目的成绩为学校建设增光、为祖

国发展添彩，展现出老牌工科奋发进取的前进姿态； 

七十年来，一代代化工人用青春与智慧创造着我校化工的辉煌历史，筚路蓝缕、

无私无畏，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的丰碑； 

七十年来，一个个化工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爱校报国的情怀从未改变，致力于传

承和发扬大工的红色基因，筑牢化工人的红色印记。 

化工学院七十载庆典，是对大工致敬、更是为祖国献礼，作为主办方，我们愿以

最高涨的热情、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周到的服务办好本次院庆，为到场的各届校友及

宾朋营造良好的与会氛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让我们用青春搏击挑战、用激情点燃梦想、用汗水浇灌成果、用奋斗再创化工辉

煌！ 

真诚欢迎您的到来！祝您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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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简介 

学院历史悠久，底蕴雄厚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始建于1949年建校初期，由张大煜、彭少逸等著名化学家创办，时为大

连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是学校办学实力最强的学院之一。1952年全国部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时，聂恒锐、侯毓芬、林纪方等一批著名化学和化工专家汇集大工，奠定了学科发展基业。化工学

院被誉为我国高端化工人才培养的摇篮，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化工领域唯一的优秀国家

重点实验室，化学和工程学两个学科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重点学科。目前，学院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已从传统化工优势领域，拓展到智能材料、先进能源、安全工程、生物医学等新兴高新技术领

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学院建设有国内一流的化学、化工学科群 

化工学院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化工学院，下设：化学系、化工机械与安全系、化学工程系、

催化化学与工程系、材料化学系、药学系、高分子材料系、化学工艺系、精细化工系、化学分析测

试中心、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化工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和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化学

工程与技术”在历次国家评估中名列前茅。 

学院目前以学科交叉为特色，用高端精细化学品创制，来解决医学诊断、信息材料、环保材料

等卡脖子难题，引领行业科技创新，屡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奖。目前正大力

开展新工科建设，以绿色、智能、大数据理念为特征，前景广阔。 

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学院具有全国最雄厚的师资队伍。含特种高分子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智能光学材

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孝军、太阳能利用专家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孙立成、生物医学探针专家土

耳其皇家化学学会院士AKKAYA等学术大师，中青年教师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8位、“优青”7

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5位，其中生态染料专家张淑芬教授、膜专家贺高红教授多次

获得国家科技奖。学院同时建有国家级工科化学、化工两个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国罕见。全

员教职员工多达400余人，规模国内外最大。 

学院十分重视人文关怀和文化建设 

学院秉承“团结、进取、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以“化育臻善，工于至诚”为院训，提倡

“以创新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传承大工红色基因，多次荣获“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学院以“双一流”和“三全育人”建设为契机，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地位、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保

障体系、强化专业优质资源的建设、进一步凝练方向、汇聚队伍、整合创新，重内涵发展，提升质

量文化，续写辉煌！   



二、大连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化工学院建院

（系）70周年系列活动安排



大连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化工学院建院（系）70 周年系列活动安排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主要报告人/嘉宾 主办单位 活动地点 

6 月 14日 

8:00-16:30 
化学工程系“新工科”

创新培养论坛 

1. 柏  巍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

2. 宋天一  隆华科技集团  总经理助理/总工

3. 周兴东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BAC大连有限公

司  总工 

4. 陈  博  中国石化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  高级工

程师 

5. 罗  强  中国寰球工程建设公司东北炼化分公司

教授级高工 

6. 刘红晶  沈阳工业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综合 2

号教学楼

B106、B306教

室 

9:00-17:00 高分子材料研讨会 

1. 张会轩  长春工业大学  校长/教授

2. 梁爱民  北京化工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

3. 唐  涛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杰青/研究员

4. 崔冬梅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5. 李  林  北京师范大学  杰青/教授

6. 周光远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7. 段春晖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8. 张  洁  北京大学  优青/教授

9. 孟跃中  中山大学  教授

10. 张步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 总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综

合楼 D102报

告厅 



11. 钱新华  抚顺石化公司  党委书记

12. 曹  俭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副会长

13. 丰佩川  显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 杜国栋  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李成恩  大连理工大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教授 

16.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

授 

14:00-17:00 材料化工学术论坛 

1. Jin-Woo Lee 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副主编 

2. 张丽娟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编辑

3. 刘  彬  南洋理工大学  教授

4. 张亚婷  西安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5. 胡  涵  中国石油大学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材料化工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综

合楼 A217 

14:00-17:20 催化产学研创新论坛 

1. 李明丰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2. 潘秀莲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碳基能源纳米材料

研究组  组长/杰青 

3. 侯章贵  中海油炼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

院长 

4. 杨德俭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孙  海  醇类燃料电池及复合能源研究中心 主任

6. 臧甲忠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催

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任 

7. 崔  义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研究员

8. 卞俊杰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9. 柴茂荣 日本琦玉工业大学特聘教授 

10. 孙维国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1. 杨东旭 华锦化工集团盘锦乙烯公司  总经理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催化化学与工

程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实

验楼 C220 



12. 张  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3. 周锦霞  大连大学  副教授 

14. 王祥生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15. 王桂茹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16.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

授 

6 月 15日 

8:30-18:00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 
部分国内外友好高校领导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大连高级

经理学院 

8:30-9:30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为大工助跑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代表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音乐喷泉 

8:30-9:40 
化工学院建院 70周年 

纪念大会 

1. 钱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 

2. 谢克昌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刘中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4. 黄  维  西北工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

院院士 

5. 胡永康  中石化大连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 

6. 华  炜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7. 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8. 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所

长/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杰青/研究员 

9. 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10. 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综合教

学 2号楼 B301

百川报告厅



教授/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11.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12.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原副校长/杰青

/教授 

13. 宋春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杰出教授/能源

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14. 马新宾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15. 王铁峰  清华大学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16. 邢华斌  浙江大学  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教授 

17. 张正国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8. 魏子栋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

者/教授 

19. 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

者/教授 

20.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

者/教授 

21. 刘又年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2. 韩一帆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23. 佘远斌  浙江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4. 宫艳玲  中国化工学会  副秘书长

25. 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26. 刘振宇  北京化工大学  杰青/教授

27. 李文英  太原理工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28. 鲁  谆  光明日报社  原副总编辑/大连理工大

学“校友年度人物” 



29. 孙维国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30. 杨忠义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

经理 

31. 马韵升  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32. 朱建民  奥克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长/教授

33. 朱国怀  元盛行有限公司  董事长

34. 薛  亮  四平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35. 齐爱华  华洋科仪有限公司  董事长

36. 杨德俭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37. 杜国栋  大连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38. 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杰出校友 

38. 鲁  毅  北京风控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长 

40. 俞新荣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

理 

41. 赵继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

总监 

42. 王寒松  大连理工大学  党委书记/教授

43.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教授 

44. 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

士/教授 

45.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

授 

大连理工大学其他校领导、校内部分学部（院）及机

关部处领导、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化工学院

各系领导、学院离退休教师代表、在校师生代表、其



他企业代表、校友代表 

9:50-12:00 能源创新论坛（Ⅰ） 

1. 谢克昌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刘振宇  北京化工大学  杰青/教授

3. 李文英  太原理工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艺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综

合楼 D102报

告厅 

10:00-12:10 
化工学院建院 70周年 

学术报告会 

1．钱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 

2．刘中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 

3．黄  维   西北工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 

4．胡永康  中石化大连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 

5．华  炜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6．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7．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所长 

/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杰 

青/研究员 

8．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9．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教 

授/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10．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11．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原副校长/杰青 

/教授 

12．宋春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杰出教授/能源研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综合教

学 2号楼 B301

百川报告厅



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13．马新宾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14．王铁峰  清华大学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15．邢华斌  浙江大学  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长 

江学者/教授 

16．张正国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7．魏子栋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教授 

18．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教授 

19．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教授 

20．刘又年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1．韩一帆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22．佘远斌  浙江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3．宫艳玲  中国化工学会 副秘书长 

24．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25．孙维国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26．杨忠义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27．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杰出校友 

28．鲁  毅  北京风控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9.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教授 

30. 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



士/教授 

31.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

授 

大连理工大学其他校领导、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化工学院各系领导、在校师生代表、其他企业代

表、校友代表 

13:30-17:00 
化工“新工科”建设 

校长/院长论坛 

1. 乔  旭  南京工业大学  校长/教授

2. 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3. 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

教授/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4.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5.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原副校长/杰青/

教授 

6. 马新宾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7. 王铁峰  清华大学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8. 邢华斌  浙江大学  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长

江学者/教授 

9. 张正国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0. 魏子栋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

者/教授 

11. 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

者/教授 

12.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

者/教授 

13. 刘又年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4. 韩一帆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实

验楼 F213会

议室 



15. 佘远斌  浙江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6. 刘福胜  青岛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7. 方岩雄  广东工业大学  轻工化工学院院长/教

授 

18. 刘红晶  沈阳工业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院长/教

授 

19. 朱  泓  大连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20.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教授 

21. 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

士/教授 

22.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

授 

大连理工大学其他机关部处领导、化工学院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化工学院各系领导 

14:00-17:00 林纪方创新论坛 

1. 林安西  大连理工大学  第四任校长、第九任党

委书记/教授 

2. 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

教授/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3.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4. 杨友麒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教授级高工

5. 柏  巍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

6.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实

验楼 A102报

告厅 

14:00-17:00 
奥克产学研融合 

创新论坛 

1. 朱建民  奥克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长/教授

2. 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3. 吕小兵  大连理工大学 杰青/教授

4. 安维中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5. 徐  坚  中科院化学所 原所长/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综

合楼 D102报

告厅 



6. 刘兆滨  奥克集团  高级副总裁

7. 仲崇纲  奥克集团  高级副总裁

8. 张洪林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事业

部总经理 

9. 孔凡志  奥克集团工研院  首席信息官

10. 陈杨英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刘  枫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公司技术中心  总经

理 

12.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教授 

14:00-17:50 化工机械与安全论坛 

1. 张宝君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工

程师 

2. 何广利  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

新能源中心  主任助理、氢能源研发部 

门经理/高级工程师 

3. 朱家骅  四川大学 化工学院前院长/教授

4. 胡  军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总工程师

5. 鲁  毅  北京风控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工机械与安

全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H203会议室 

14:00-17:00 化学系学术交流论坛 

1. 李志峰  中石化国际事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石晓超  上海大学 教授/东方学者

3. 宋锋玲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4. 王冠军  复旦大学 副教授

5. 刘  野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系 

大连理工大学

校本部化学楼

404会议室 

15:40 
《大工校友画像》 

新书首发仪式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代表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校史馆 

15:00-16:30 华大基因尹烨报告会 
1. 尹  烨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CEO

2.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实



院院士/教授 精细化工系 验楼 F203 

19:00 
化工学院师生合唱团 

献礼校庆专场演出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部分化工学院校友及在校师生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综合教

学 2号楼 B301

百川报告厅 

6 月 16日 

9:00 建校 70周年纪念大会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国内外部分高校代表、企事业

单位代表、校友代表及在校师生代表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刘长春体育馆 

13:00-17:00 
校庆嘉年华暨 

第 11届校园嘉年华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大连理工大学校友、在校师生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主校区校园内 

13:30-17:40 
纪念侯毓汾教授 

染料创新论坛 

1. 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2. 胥维昌  沈阳化工研究院  院长/教授

3. 周春松  永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授

4. 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胡葆华  烟台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 薛  亮  四平市精细化学品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7. 万相见  南开大学 优青/教授

8. 侯  军  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9. 徐兆超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万人/优青

10．崔景强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 

经理 

11. 段乐乐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12. 伍广朋  浙江大学 教授

13. 杨伟波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教授

14. 仉  华  河南师范大学 优青/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实

验楼 F213报

告厅 



15.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教授 

16. 孙立成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瑞典皇家工程院

院士 

13:30-16:30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会第

一届理事会第三次（扩

大）会议及杰出校友、

校友年度人物访谈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理事会、杰出校友、校友年度人物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大学生活动中

心音乐厅 

14:00-15:30 大工制药论坛 
1. 王宏林  上海交通大学  杰青/特聘教授

2. 梁鑫淼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药学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综

合楼 D102报

告厅 

14:30 重点中学校长研讨会 部分大连理工大学优秀生源基地中学校长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经管学院 B211 

19:30 
“同心·同行” 

建校 70周年纪念晚会 

大连理工大学校领导、国内外部分高校代表、企事业

单位代表、校友代表及在校师生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中心体育场 

6 月 17日 

14:00-17:00 能源创新论坛（Ⅱ） 

1. 樊栓狮 华南理工大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教授 

2. 李永生 华东理工大学  国际交流处处长/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艺系 

大连理工大学

西校区化工实

验楼 C420会

议室 



  

 

三、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活动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6月14号  第一天（报到） 

全天 

- 接站 机场/高铁站 

- 报到、发放参会材料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18:00 晚餐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6月15号 第二天 

上午 

8:00前 早餐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8:05 中巴集体前往西综B301 - 

8:30-9:40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

年纪念大会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

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9:40-10:00 茶歇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

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10:00-12:10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

年学术报告会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

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12:15 中巴集体返回酒店 - 

中午 12:30-13:15 午餐 大连理工大学博园餐厅2楼 

下午 

13:15 
中巴集体前往化工实验楼

F213会议室 
- 

14:30 参观校史馆（自愿参加） 大连理工大学校史馆 

13:30-15:10 
化工“新工科”建设校长/

院长论坛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

楼F213会议室 

15:10-15:30 茶歇 - 

15:30-16:50 
化工“新工科”建设校长/

院长论坛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

楼F213会议室 

16:50-17:00 合影留念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广场 

17:10 乘中巴返回酒店 - 

晚上 

18:00 晚宴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学员餐厅一楼 

19:00 
化工师生合唱团献礼校庆

专场演出（自愿参加）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

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时间 内容 地点 

6月16号 第三天（可根据时间自愿参加) 

全

天 

全天 送站 机场/高铁站 

8：30前 早餐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9:00 
参加大连理工大学建校70

周年纪念大会/参观校史馆 
大连理工大学刘长春体育馆/校史馆 

11:40-12:40 午餐 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晚

上 

18:00 晚餐 - 

19:30 

“同心·同行” 

建校70周年纪念晚会 

大连理工大学中心体育场 



  

 

四、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纪念大会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8:30-9:40（约7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三、主持人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郭新闻教授 

四、参会人员 

（一）部分校外嘉宾 

1. 钱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2. 谢克昌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刘中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4. 黄  维  西北工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5. 胡永康  中石化大连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6. 华  炜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7. 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8. 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所长/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杰青/研究员 

9. 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10. 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教授/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11.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12.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原副校长/杰青/教授 

13. 宋春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杰出教授/能源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14. 马新宾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5. 王铁峰  清华大学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16. 邢华斌  浙江大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7. 张正国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8. 魏子栋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9. 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20.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21. 刘又年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2. 韩一帆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23. 佘远斌  浙江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4. 朱家骅  四川大学 化工学院前院长/教授 

25. 纪红兵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常务副校长/杰青/长江学者 

26. 刘福胜  青岛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7. 方岩雄  广东工业大学  轻工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8. 刘红晶  沈阳工业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9. 宫艳玲  中国化工学会  副秘书长 

30. 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31. 刘振宇  北京化工大学  杰青/教授 

32. 李文英  太原理工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33. 鲁  谆  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34. 孙维国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35. 杨忠义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36. 马韵升  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37. 朱建民  奥克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长/教授 

38. 朱国怀  元盛行有限公司  董事长 

39. 薛  亮  四平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0. 齐爱华  华洋科仪有限公司  董事长 



  

 

41. 杨德俭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42. 杜国栋  大连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43. 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杰出校友 

44. 鲁  毅  北京风控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45. 俞新荣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6. 赵继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 

47. 周春松  宜兴国际环保股份公司 董事长 

48. 徐  坚  原中科院化学所  所长/教授 

49. 胡葆华  烟台万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0. 胥维昌  沈阳化工研究院 院长 

51. 刘兆滨  奥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52．仲崇纲  奥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二）校内嘉宾 

王寒松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大连理工大学其他校领导、校内部分学部（院）及机关部处领导、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化工学院各系领导、学院离退休教师代表、在校师生代表、其他企业代表、校友代表 

五、会议流程 

1、奏唱国歌（3分钟） 

2、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介绍到场嘉宾（10分钟） 

3、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彭孝军院士致辞（10分钟） 

4、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炜致辞（5分钟） 

5、“京博奖”启动仪式（5分钟） 

6、捐赠企业代表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韵升先生致辞（5分钟） 

7、企业及校友捐赠签约仪式（5分钟） 

8、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薛冬峰教授致辞

（5分钟） 

9、校友代表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49级优秀校友、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鲁谆先生致辞（5分

钟） 

10、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教授讲话（10分钟） 

11、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五、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学术报告会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0:00-12:10（约13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三、主持人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教授 

四、参会人员 

1．钱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2．刘中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3．黄  维  西北工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4．胡永康  中石化大连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5．华  炜  中国化工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6．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7．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所长/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杰青/研究员 

8．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9．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教授/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10．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11．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原副校长/杰青/教授 

12．宋春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杰出教授/能源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13．马新宾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4．王铁峰  清华大学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15．邢华斌  浙江大学  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6．张正国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7．魏子栋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8．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9．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20．刘又年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1．韩一帆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22．佘远斌  浙江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23．宫艳玲  中国化工学会 副秘书长 

24．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25．孙维国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26．杨忠义  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27．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杰出校友 

28．鲁  毅  北京风控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9.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 

30. 蹇锡高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 

31.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其他校领导、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化工学院各系领导、在校师生代表、

其他企业代表、校友代表 

五、会议流程 

1、主持人宣布报告会开始，介绍嘉宾（5分钟） 

2、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黄维院士做学术报告（30分钟） 

3、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陈国华教授做学术报告（30分钟） 

4、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蹇锡高院士做学术报告（30分钟） 

5、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做学术报告（30分钟） 

6、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六、化工“新工科”建设校长/院长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3:30-17:00（约21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F213会议室 

三、主持人 

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李志义  大连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沈阳化工大学原校长/教授 

朱家骅  四川大学 化工学院原院长/教授 

四、参会人员 

1. 乔  旭  南京工业大学  校长/教授 

2. 邱学青  华南理工大学  副校长/杰青/教授 

3. 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4.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5. 马新宾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6. 王铁峰  清华大学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7. 邢华斌  浙江大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8. 张正国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9. 魏子栋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0. 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1. 纪红兵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常务副校长/杰青/长江学者 

12.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3. 刘又年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4. 韩一帆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授 

15. 佘远斌  浙江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6. 刘福胜  青岛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7. 方岩雄  广东工业大学  轻工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8. 刘红晶  沈阳工业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19. 朱家骅  四川大学 化工学院原院长/教授 

20. 朱  泓  大连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21. 李志义  大连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沈阳化工大学原校长/教授 

22.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23.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24. 贺高红  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系 系主任/杰青/长江学者 

25. 叶俊伟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副院长/教授 

26. 潘艳秋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教指委主任/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其他机关部处领导、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化工学院各系领导 

五、会议流程 

13:30-15:15 （会议发言+讨论，每人15分钟） 

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并介绍到场嘉宾（10分钟）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朱弘教授致辞（5分钟） 

3、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教授作报告（15分钟） 

4、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陈国华教授作报告（15分钟） 

5、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辛忠教授作报告（15分钟） 

6、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马新宾教授作报告（15分钟） 

7、清华大学化工系党委书记王铁峰教授作报告（15分钟） 

8、浙江大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邢华斌教授作报告（15分钟） 

15:15-15:30 

茶歇（15分钟） 

15:30-17:00 

9、华南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张正国教授作报告（15分钟） 

10、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魏子栋教授作报告（15分钟） 

11、浙江工业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佘远斌教授作报告（15分钟） 

12、自由讨论（45分钟） 

13、主持人总结 



七、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各分论坛会序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材料化工学术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4日  14:00-17:00（约18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综合楼A217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材料化工系 

四、主持人 

于  畅 

五、参会嘉宾 

1. Jin-Woo Lee  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副主编

2. 张丽娟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编辑

3. 刘  彬  南洋理工大学 教授

4. 张亚婷  西安科技大学 教授/化工学院院长

5. 胡  涵  中国石油大学  教授/ 

六、会议流程 

1．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副主编Jin-Woo Lee作报告，题为

《Amorphous Tin Oxide Nanohelix Structures Based Electrode for Highly Reversible Na-

ion Batteries》 

2．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编辑张丽娟作报告，题为《Journal of Energy Chemis-

try+文章查重给编辑的启示》 

3．南洋理工大学刘彬教授作报告，题为《原位技术探究电化学反应》 

4．西安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张亚婷教授作报告，题为《煤基石墨烯系列材料制备及应用研

究》 

5．中国石油大学胡涵教授作报告，题为《层次结构储能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催化产学研创新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4日  14:00-17:20（约20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C220会议室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催化化学系 

四、主持人 

张安峰 

刘家旭 

五、参会嘉宾 

1. 李明丰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2. 潘秀莲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碳基能源纳米材料研究组  组长/杰青 

3. 侯章贵  中海油炼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 院长 

4. 杨德俭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孙  海  醇类燃料电池及复合能源研究中心 主任 

6. 臧甲忠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催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任 

7. 崔  义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研究员 

8. 卞俊杰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9. 柴茂荣  日本琦玉工业大学  教授 

10. 孙维国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1. 杨东旭  华锦化工集团盘锦乙烯公司  总经理 

12. 张  晨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3. 周锦霞  大连大学  教授 

14. 王祥生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15. 王桂茹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16.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六、会议流程 

1．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催化化学系主任陆安慧教授致辞（10分钟） 

2．大连化物所潘秀莲研究员作报告（30分钟） 

3．日本琦玉工业大学柴茂荣教授作报告，题为《能源革命与氢能社会》（30分钟） 

4．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明丰作报告，题为《石油炼制行业的未来及技术研

发》（30分钟） 

5．中海油炼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侯章贵院长作报告，题为《甲苯甲醇烷基化制对二甲

苯固定床工艺技术开发》（25分钟） 

6．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德俭作报告（25分钟） 

7．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崔义研究员作报告，题为《苏州Nano-X能源催化研究进展》（25分钟） 

8．中国海洋大学卞俊杰教授作报告，题为《沸石基微结构催化剂用于微藻液化油的原位提质

研究》（25分钟）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高分子材料研讨会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9:00-17:00（约42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综合楼D102报告厅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系 

四、主持人 

张守海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系主任/教授 

牛  慧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副教授 

刘  程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副教授 

五、参会嘉宾 

1. 张会轩  教授 长春工业大学  校长/教授

2. 梁爱民  北京化工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

3. 唐  涛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杰青/研究员

4. 崔冬梅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5. 李  林  北京师范大学  杰青/教授

6. 周光远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7. 段春晖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8. 张  洁  北京大学  优青/教授

9. 孟跃中  中山大学  教授

10. 张步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
师

11. 钱新华  抚顺石化公司  党委书记

12. 曹  俭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副会长

13. 丰佩川  显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 杜国栋  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李成恩  大连理工大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



16. 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六、会议流程 

1．开幕式，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成恩教授致辞

2．全体与会嘉宾合影 

3．北京化工研究院梁爱民副院长作报告，题为《中国合成橡胶产业现状及发展战略思考》 

4．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唐涛研究员作报告，题为《聚合物发泡材料结构调控与功能

化》 

5．北京师范大学李林教授作报告，题为《电池隔膜及聚合物电池》 

6．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崔冬梅研究员作报告，题为《稀土催化可控聚合》 

7．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周光远研究员作报告，题为《从呋喃二甲酸到生物基聚酯》 

8．中山大学孟跃中教授作报告，题为《二氧化碳的化学利用：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 

9．长春工业大学张会轩校长作报告，题为《碳纤维生产的基础科学问题》 

10．华南理工大学段春晖教授作报告，题为《聚合物太阳电池的活性层材料设计》 

11．北京大学张洁教授作报告，题为《基于聚合物/金属氧化物的有机无机杂化自组装材料》 

12．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曹俭副会长作报告，题为《塑料加工业发展新动能一一创新与变

革》 

13．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步峰副总工程师作报告，题为《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

的国产化与新技术开发》 

14．大连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杜国栋总经理作报告，题为《氢气膜分离技术及应用》 

15．座谈交流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化学工程系林纪方创新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4:00-17:00（约18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A102报告厅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系 

四、主持人 

贺高红 

五、参会嘉宾 

1．林安西  大连理工大学  第四任校长、第九任党委书记/教授 

2．郭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3．杨友麒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教授级高工 

4．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5．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6．柏  巍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副书记 

六、会议流程 

1．大连理工大学第四任校长、第九任党委书记林安西教授致辞（10分钟） 

2．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教授级高工杨友麒作报告，题为《化学工业的转型升级与PSE》（40分

钟） 

3．香港理工大学陈国华教授作报告，题为《用化学蒸气沉降法在线氧化聚合导电高分子包覆

新一代锂电池正极颗粒材料》（40分钟） 

4．华东理工大学辛忠教授作报告，题为《加强“绿色工程”教育——高等化工院校的责任担

当》（40分钟） 

5．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副书记柏巍作报告，题为《职业生涯规划和企业面试经验分享》

（40分钟） 

6．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郭新闻教授致辞（10分钟）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化学系学术交流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4:00-17:00（约18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本部化学楼404会议室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化学系 

四、主持人 

徐铁齐 

五、参会嘉宾 

1．李志峰  中石化国际事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应化1998级本科入学 

2．石晓超  上海大学 教授/东方学者 应化2002级本科入学 

3．宋锋玲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应化1995级本科入学 

4．王冠军  复旦大学 副教授 应化1993级本科入学 

5．刘  野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应化2004级本科入学 

6．纪  敏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化学系主任  教授 

六、会议流程 

1．开幕式，化学系主任纪敏教授致辞，化学系简要介绍（20分钟） 

2．中石化国际事业（新加坡）有限公司李志峰总经理作报告，题为《中石化新加坡事业介

绍》（24分钟） 

3．上海大学石晓超教授作报告，题为《稀土催化C-H逐步聚合》（24分钟） 

4．大连理工大学宋锋玲教授作报告，题为《具有延迟荧光性质染料的结构性能与应用研究》

（24分钟） 

5．复旦大学王冠军副教授作报告，题为《高活性分子/离子的红外光谱探索元素周期律的边

界》（24分钟） 

6．大连理工大学刘野教授作报告，题为《可持续性高分子材料的创制》（24分钟） 

7．自由讨论，领导总结致辞（20分钟） 

8．合影（20分钟）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化学工艺系能源创新论坛（Ⅰ）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9:50-12:00（约13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综合楼D102报告厅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艺系 

四、主持人 

胡浩权  教授 

五、报告嘉宾 

1．谢克昌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院士 

2．刘振宇 北京化工大学  杰青/教授 

3．李文英 太原理工大学  长江学者/教授 

六、会议流程 

1．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院士作报告，题为《能源体系构建中的煤化工发展思考》 

2．北京化工大学刘振宇教授作报告，题为《煤化工对我国的意义及关键问题研究》 

3．太原理工大学李文英教授作报告，题为《中低变质程度煤热解分级转化研究》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化学工艺系能源创新论坛（Ⅱ）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7日  14:00-16:00（约12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C420会议室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艺系 

四、主持人 

胡浩权  教授 

五、报告嘉宾 

1．樊栓狮  华南理工大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2．李永生  华东理工大学  国际交流处处长/教授 

六、会议流程 

1．华东理工大学李永生教授作报告，题为《硅基杂化材料及其生物医药性能研究》 

2．华南理工大学樊栓狮教授作报告，题为《天然气水合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化工机械与安全系化工机械与安全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4:00-17:50（约23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H203会议室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化工机械与安全系 

四、主持人 

周一卉 副教授 

五、参会嘉宾 

1. 张宝君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2. 何广利  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中心  主任助理/氢能源研发部门经

理 

3. 胡  军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总工程师 

4. 朱家骅  四川大学 化工学院前院长/教授 

5. 鲁  毅  北京风控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六、会议流程 

1. 张宝君主任作报告，题为《现代机械密封技术发展与应用》 

2. 何广利助理作报告，题为《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发展分析》 

3. 胡军总工程师作报告，题为《先进压力容器设计方法与未来发展》 

 

 



化工学院精细化工系纪念侯毓汾教授 

染料创新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6日  13:30-17:40（约25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F213会议室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 

四、主持人 

张文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主任/教授 

张淑芬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长江学者/杰青 

高  岩  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书记/副主任 

刘  涛  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教授 

五、参会嘉宾 

1．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院士

2．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精细化工1977级校友 

3. 孙立成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

4．胥维昌  沈阳化工研究院院长  院长/教授 

5. 周春松  永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授

6．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7．胡葆华  烟台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8. 薛  亮  四平市精细化学品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9．万相见  南开大学 教授/优青  精细应化2000级硕士入学 

10．侯  军  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精细应化2000级硕士入学 

11．徐兆超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万人/优青 精细应化2001级硕士入学 

12．崔景强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精细应化2006级博士入学 

13．段乐乐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精细应化2004级硕士入学 

14．伍广朋  浙江大学  教授  精细应化2005级硕士入学 



15．杨伟波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教授  精细应化2005级硕士入学 

16．仉华  河南师范大学 优青/教授  精细应化2010级博士入学 

六、会议流程 

1．开幕式，彭孝军院士致辞，侯毓汾先生功绩简要介绍（20分钟）

2．史献平会长作报告，题为《染料工业现状及发展趋势》（30分钟） 

3．沈阳化工研究院院长胥维昌教授作报告，题为《染料清洁生产》（15分钟） 

4．合影、茶歇（15分钟） 

5．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宋西全董事长作报告，题为《芳纶创新》（15分钟） 

6．烟台万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葆华作报告 

   题为《从有机合成到分子设计》（15分钟） 

7．南开大学万相见教授作报告，题为《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与器件》（15分钟） 

8．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侯军总经理作报告 

   题为《中国半导体功能精细化学品的发展机遇》（15分钟） 

9．大连化物所徐兆超研究员作报告，题为《荧光染料的生命之路》（15分钟） 

10. 茶歇（10分钟）

11．河南驼人医疗器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崔景强总经理作报告 

    题为《改善医疗体验，呵护生命健康——驼人集团的研发创新之路》（15分钟） 

12．南方科技大学段乐乐教授作报告，题为《过渡金属配合物电催化小分子活化》（15分钟） 

13．浙江大学伍广朋教授作报告 

    题为《二氧化碳基纳米材料的设计合成及性能研究》（15分钟） 

14．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杨伟波教授作报告 

    题为《活性小分子库导向的合成新方法学研究》（15分钟） 

15．河南师范大学仉华教授作报告，题为《大工70年·离开大工的2100天》（15分钟） 

16．领导总结致辞（10分钟）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药学系大工制药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6日  14:00-15:30（约9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综合楼D102报告厅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药学系 

四、主持人 

李广哲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药学系  副主任/副教授 

五、参会嘉宾 

1. 王宏林  上海交通大学  杰青/特聘教授  

2. 梁鑫淼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 

六、会议流程 

1．上海交通大学王宏林教授作报告，题为《慢性炎症的免疫性机制与治疗新靶点》 

2．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梁鑫淼研究员作报告，题为《本草物质科学研究》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奥克产学研融合创新论坛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4:00-17:00（约18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综合楼D102报告厅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 

四、主持人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 

五、参会嘉宾 

1. 朱建民  奥克集团  董事长/教授 

2. 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3. 吕小兵  大连理工大学 杰青/教授 

4. 安维中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5. 徐  坚  中科院化学所 原所长/教授 

6. 刘兆滨  奥克集团  高级副总裁 

7. 仲崇纲  奥克集团  高级副总裁 

8. 张洪林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事业部总经理 

9. 孔凡志  奥克集团工研院  首席信息官 

10. 陈杨英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 刘  枫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公司技术中心  总经理 

六、会议流程 

1．中科院化学所原所长徐坚教授作报告，题为《科技创新与研发模式》 

2．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张香平研究员作报告，题为《基于离子液体的气体分离及资源

化利用》 

3．大连理工大学吕小兵教授作报告，题为《环氧烷烃对映选择性开环制备手性聚合物材料》 

4．中国海洋大学安维中教授作报告，题为《乙氧基化催化精馏技术——产学合作实践与创

新》 

5．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教授作报告，题为《科技创业、共创共享，开创产学研深度融合发

展新时代》 

6．大连理工大学-奥克集团专业硕士、本科生实践基地签约仪式 



  

 

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华大基因尹烨报告会会序 
 

一、会议时间 

2019年6月15日  15:00-16:30（约90分钟） 

二、会议地点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综合楼F203 

三、组织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系 

四、主持人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五、会议流程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CEO尹烨作报告，题为《基因即因 未来已来》 



  

 

 

 

 

 

 

 

八、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建院（系）70周年

分论坛报告题目汇总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建院（系）70 周年分论坛报告题目汇总 

论坛 报告人 单位 职务 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6 月 14日 

高分子材料

研讨会 

梁爱民 北京化工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

员 

《中国合成橡胶产业现状

及发展战略思考》 

9:00-17:0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综合楼 D102报告

厅 

唐  涛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杰青/研究员 
《聚合物发泡材料结构调

控与功能化》 

李  林 北京师范大学 杰青/教授 
《电池隔膜及聚合物电

池》 

崔冬梅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稀土催化可控聚合》 

周光远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从呋喃二甲酸到生物基

聚酯》 

孟跃中 中山大学 教授 
《二氧化碳的化学利用：

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 

张会轩 长春工业大学 校长/教授 
《碳纤维生产的基础科学

问题》 

段春晖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聚合物太阳电池的活性

层材料设计》 

张  洁 北京大学 优青/教授 

《基于聚合物/金属氧化物

的有机无机杂化自组装材

料》 

曹  俭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 副会长 《塑料加工业发展新动能



会 ——创新与变革》 

张步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的

国产化与新技术开发》 

杜国栋 
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总经理 

《氢气膜分离技术及应

用》 

材料化工学

术论坛 

Jin-Woo 

Lee 

韩国科学技术院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教授/副主编 

《Amorphous Tin Oxide 

Nanohelix Structures 

Based Electrode for 

Highly Reversible Na-

ion Batteries》 

14:00-

17:0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综合楼 A217 

张丽娟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编辑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文章查重给编

辑的启示》 

刘  彬  南洋理工大学 教授 
《原位技术探究电化学反

应》 

张亚婷  西安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院长

/教授 

《煤基石墨烯系列材料制

备及应用研究》 

胡  涵  中国石油大学 教授
《层次结构储能材料的设

计与制备》 

催化产学研

创新论坛 

李明丰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

研究院 
副院长 

《石油炼制行业的未来及

技术研发》 

14:00-

17:2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C220 

崔  义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研究员 
《苏州 Nano-X能源催化研

究进展》 

侯章贵 
中海油炼油化工科学

研究院（北京） 
院长 

《甲苯甲醇烷基化制对二

甲苯固定床工艺技术开

发》 



卞俊杰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沸石基微结构催化剂用

于微藻液化油的原位提质

研究》 

柴茂荣 日本琦玉工业大学 教授 《能源革命与氢能社会》 

其他报

告人 

潘秀莲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碳基能源纳米材料研究组 组长/杰青 

杨德俭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6 月 15日 

能源创新论

坛 

（Ⅰ） 

谢克昌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院士 
《能源体系构建中的煤化

工发展思考》 

9:50-12:0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综合楼 D102报告

厅 

刘振宇 北京化工大学 杰青/教授 
《煤化工对我国的意义及

关键问题研究》 

李文英 太原理工大学 
长江学者/教

授 

《中低变质程度煤热解分

级转化研究》 

奥克产学研

融合创新论

坛 

朱建民 奥克集团 董事长/教授 

《科技创业、共创共享，

开创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新时代》 

14:00-

17:0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综合楼 D102报告

厅 

张香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 
研究员 

《基于离子液体的气体分

离及资源化利用》 

吕小兵 大连理工大学 杰青/教授 
《环氧烷烃对映选择性开

环制备手性聚合物材料》 

安维中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乙氧基化催化精馏技术

——产学合作实践与创

新》 

徐  坚 中科院化学所 原所长/教授 《科技创新与研发模式》 



林纪方创新

论坛 

陈国华 
香港理工大学，世界

化工理事会 

协理副校长/

长江学者/教

授，副主席 

《用化学蒸气沉降法在线

氧化聚合导电高分子包覆

新一代锂电池正极颗粒材

料》 

14:00-

17:0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A102报告

厅 
辛  忠 华东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加强“绿色工程”教育

——高等化工院校的责任

担当》 

杨友麒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教授级高工 
《化学工业的转型升级与

PSE》 

柏  巍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

司 
党委副书记 

《职业生涯规划和企业面

试经验分享》 

化工机械与

安全论坛 

何广利 

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

碳清洁能源研究院新

能源中心 

主任助理、氢

能源研发部门

经理/高级工

程师 

《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发

展分析》 

14:00-

17:5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H203会议

室 胡  军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

验研究院 
总工程师 

《先进压力容器设计方法

与未来发展》 

张宝君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

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现代机械密封技术发展

与应用》 

化学系学术

交流论坛 

李志峰 
中石化国际事业（新

加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石化新加坡事业

介绍》 

14:00-

17:00 

大连理工大学本部化

学楼 404会议室 
石晓超 上海大学 

教授/东方学

者 

《稀土催化 C-H逐步聚

合》 

宋锋玲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具有延迟荧光性质染料

的结构性能与应用研究》 



王冠军 复旦大学 副教授 

《高活性分子/离子的红外

光谱探索元素周期律的边

界》 

刘  野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可持续性高分子材料的

创制》 

华大基因尹

烨报告会 
尹  烨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

限公司 
CEO 《基因即因 未来已来》 

15:00-

16:3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F203 

6 月 16日 

纪念侯毓汾

教授染料创

新论坛 

史献平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会长 
《染料工业现状及发展趋

势》 

13:30-

17:4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F213会议

室 

胥维昌 沈阳化工研究院 院长/教授 《染料清洁生产》 

宋西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芳纶创新》 

胡葆华 
烟台万润股份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从有机合成到分子设

计》 

万相见 南开大学 优青/教授 
《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材

料与器件》 

侯  军 
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总经理 

《中国半导体功能精细化

学品的发展机遇》 

徐兆超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

所 

研究员/万人/

优青 
《荧光染料的生命之路》 

崔景强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研

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改善医疗体验，呵护生

命健康——驼人集团的研

发创新之路》 

段乐乐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过渡金属配合物电催化

小分子活化》 



伍广朋 浙江大学 教授 
《二氧化碳基纳米材料的

设计合成及性能研究》 

杨伟波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 
 教授 

《活性小分子库导向的合

成新方法学研究》 

仉  华 河南师范大学 优青/教授 
《大工 70 年·离开大工的

2100天》 

大工制药论

坛 
王宏林 上海交通大学 

杰青/特聘教

授 

《慢性炎症的免疫性机制

与治疗新靶点》 
14:00-

15:3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综合楼 D102报告

厅 梁鑫淼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 《本草物质科学研究》 

6 月 17日 

能源创新论

坛 

（Ⅱ） 

李永生 华东理工大学 
国际交流处处

长/教授 

《硅基杂化材料及其生物

医药性能研究》 
14:00-

16:00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

化工实验楼 C420会议

室 樊栓狮 华南理工大学 

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教

授 

《天然气水合物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 



九、嘉宾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1 奥克董事局 朱建民 主席/教授 ox00001@oxiranchem.com 

2 
奥克集团 

刘兆滨 高级副总裁 ox00003@oxiranchem.com 

3 仲崇纲 高级副总裁 ox00002@oxiranchem.com 

4 奥克集团工研院 孔凡志 首席信息官 ox10403@oxiranchem.com 

5 奥首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侯军 总经理 houjun@aufirst.cn 

6 北京大学 张洁 优青/教授 jz10@pku.edu.cn 

7 
北京化工大学 

邱介山 化工学院院长 jqiu@dlut.edu.cn 

8 刘振宇 杰青/教授 liuzy@mail.buct.edu.cn 

9 北京化工研究院 梁爱民 副院长/研究员 liangam.bjhy@sinopec.com 

10 北京师范大学 李林 杰青/教授 lilinll@bnu.edu.cn 

11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宋春山 
杰出教授/能源研究所所长/长

江学者 
csong@dlut.edu.cn 

12 
醇类燃料电池及复合能源研

究中心 
孙海 主任 sunhai@dicp.ac.cn 

13 长春工业大学 张会轩 校长/教授 zhanghx@ccut.edu.cn 

14 重庆大学 魏子栋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教授 
zdwei@cqu.edu.cn 

15 大连大学 周瑾霞 副教授 zhoujxmail@163.com 

16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王凤海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联系电话：13942064122 

17 抚顺石化公司 钱新华 党委书记 qianxh@petrochina.com.cn 

18 复旦大学 王冠军 副教授 gjwang@fudan.edu.cn 

19 光明日报社 鲁谆 
原副总编辑/大连理工大学“校

友年度人物” 
联系电话：13683543145 

20 广东工业大学 方岩雄 轻工化工学院院长  fangyx@gdut.edu.cn 

21 河南师范大学 仉华 教授/优青 zhanghua1106@163.com 

22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 
崔景强  总经理/总工程师/院长 562561230@qq.com 

23 

华东理工大学 

辛忠 副校长/教授 xzh@ecust.edu.cn 

24 李春忠 化工学院院长 czli@ecust.edu.cn 

25 李永生 国际交流处处长/教授 ysli@ecust.edu.cn 

26 华东师范大学 钱旭红 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xhqian@ecust.edu.cn, 

27 

华南理工大学 

邱学青 副校长 cexqqiu@scut.edu.cn 

28 张正国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cezhang@scut.edu.cn 

29 樊栓狮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ssfan@scut.edu.cn 

30 段春晖 教授 duanchunhui@scut.edu.cn 

31 华洋科仪有限公司 齐爱华 董事长 jenny@dhsi.com.cn 

32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碳基能

源纳米材料研究组 
潘秀莲 组长/杰青 panxl@dicp.ac.cn 

33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公司技术

中心 
刘枫 总经理 liufeng_zhao@126.com 

34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张洪林 科技事业部总经理 ox11177@oxiranchem.com 

35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有限公司 陈杨英 总经理 chenyy201307@163.com 

mailto:zhanghua1106@163.com
mailto:562561230@qq.com
mailto:panxl@dicp.ac.cn


九、嘉宾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36 隆华科技集团 宋天一 总经理助理，总工 联系电话：13015588155 

37 南方科技大学 段乐乐 教授 duanll@sustc.edu.cn 

38 南京工业大学 乔旭 校长/教授 qct@njtech.edu.cn 

39 南开大学 万相见 教授/优青 xjwan@nankai.edu.cn 

40 欧科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杜国栋 总经理 gddu@eurofilm.com.cn 

41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杨德俭 董事长 ydj002@126.com 

42 青岛科技大学 刘福胜 化工学院院长 liufusheng63@sina.com 

43 清华大学 王铁峰 化工系党委书记/教授 wangtf@tsinghua.edu.cn 

44 上海大学 石晓超 教授/东方学者  xcshi@shu.edu.cn 

45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宏林 杰青/特聘教授 honglin.wang@sjtu.edu.cn 

46 沈阳工业大学 刘红晶 石油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liuhongjing_101@126.com 

47 四川乐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俞新荣 副总经理 联系电话：15175392126 

48 四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薛亮 董事长 联系电话：13795165481 

49 太原理工大学 李文英 长江学者/教授 ying@tyut.edu.cn 

50 天津大学 马新宾 
化工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教

授 
xbma@tju.edu.cn 

51 西北工业大学 黄维 
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

士 

iamwhuang@njtech.edu.cn 

iamwhuang@nwpu.edu.cn 

52 显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丰佩川 总经理 fengpch@163.com 

53 香港理工大学 陈国华 
协理副校长/长江学者/教授/

世界化工理事会副主席 
guohua.chen@polyu.edu.hk 

54 烟台泰和新材 宋西全 董事长  aramid@tayho.com.cn 

55 原中科院化学所 徐坚 所长/教授 jxu@iccas.ac.cn 

56 元盛行有限公司 朱国怀 董事长 kwchugsh@gmail.com 

57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 

薛冬峰 副所长 dongfeng@ciac.ac.cn 

58 崔冬梅 研究员 dmcui@ciac.ac.cn 

59 唐涛 杰青/研究员 ttang@ciac.ac.cn 

60 周光远 研究员 gyzhou@ciac.jl.cn 

61 
浙江大学 

邢华斌 
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教授 
xinghb@zju.edu.cn 

62 伍广朋 教授 gpwu@zju.edu.cn 

63 浙江工业大学 佘远斌 化工学院院长/教授 sheyb@zjut.edu.cn 

64 郑州大学 韩一帆 化工学院院长 yifanhan@ecust.edu.cn 

65 中国工程院 谢克昌 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联系电话：18611300166 

66 中国海洋大学 安维中 教授 awzhong@ouc.edu.cn 

67 中国海洋大学 卞俊杰 教授 联系电话：0532-66782502 

68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柏巍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baiwei@chemchina.com 

69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杨友麒 教授级高工 yang@pku.edu.cn 

70 
中国化工学会 

华炜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联系电话：15011123863 

71 宫艳玲 副秘书长 gongyl@ciesc.cn 

mailto:duanll@sustc.edu.cn
mailto:xjwan@nankai.edu.cn
mailto:liufusheng63@sina.com
mailto:dongfeng@ciac.ac.cn
mailto:gpwu@zju.edu.cn


九、嘉宾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7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徐兆超 教授 zcxu@dicp.ac.cn 

73 张晨 联系电话：13644919300 

74 梁鑫淼 研究员 liangxm@dicp.ac.cn 

75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张香平 研究员 xpzhang@ipe.ac.cn 

76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杨伟波 教授 yweibo@simm.ac.cn 

77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石油化学工

业研究院 
史献平 会长/副院长 联系电话：13901281767 

7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徐春明 前任副校长 xcm@cup.edu.cn 

79 中国塑料加工协会 曹俭 常务副理事长 jianc11@126.com 

80 
中海油炼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北京） 
侯章贵 院长 houzhg2@cnooc.com.cn 

81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催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臧甲忠 主任 联系电话：18622591683 

82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崔义 研究员 ycui2015@sinano.ac.cn 

83 中南大学 刘又年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liuyoun@mail.csu.edu.cn 

84 中山大学 孟跃中 教授 mengyzh@mail.sysu.edu.cn 

85 

中石化大连研究院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抚顺石油

化工研究院） 

胡永康 高级工程师 联系电话：13804931536 

86 
中石化国际事业（新加坡）有

限公司 
李志峰 总经理   wzlizf@sinopec.com 

87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李明丰 副院长 limf.ripp@sinopec.com 

88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张步峰 副总工程师 polymerbf@126.com 

mailto:zcxu@dicp.ac.cn
mailto:yweibo@simm.ac.cn


  

 

十、交通路线 

 

 

 

 

 

 

 

 

 

 

 

 
推荐路线： 

大连北站：地铁一号线（河口方向）-西安路地铁站（D口出）换乘公交26路（凌水客运站方

向）-新新广场站下车-步行约1公里。全程约31公里，打车52分钟。 

大连站：公交901路（大连理工大学方向）-终点站大连理工大学下车-步行约850米。全程约17

公里，打车45分钟。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地铁二号线（海之韵方向）-湾家站（B口出）换乘公交3路（聚贤路方

向）-鑫凌集团站下车-步行1.1公里。全程13公里，打车33分钟。 

 



  

 

十一、会议地址 
 

1、化工学院建院70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 

会议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区凌工路2号 

会议地点：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综合教学2号楼B301百川报告厅 

2、化工新工科建设校长/院长论坛 

会议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区凌工路2号 

会议地点：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化工实验楼F213会议室  

（大连理工大学西校区分布图） 

 

综合教学2号楼 

化工实验楼 
A B C 

D 

E F 
G 

H 



  

 

3、大连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 

大连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大连理工大学刘长春体育馆 

“家·年华”校友返校日：音乐喷泉广场 

建校70周年晚会：大连理工大学中心体育场 

（大连理工大学凌水主校区分布图） 

音乐喷泉广场 

中心体育场 

刘长春体育馆 



  

 

十二、会务组联系方式 

 

总协调  孙惢   

报道  李贯一   

用餐  李贯一   

会场  张晶晶   

车辆  李贯一   

住宿  李贯一   

材料  石一慈  



十三、大连景点介绍 
1、星海广场 

·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南部海滨风景区的一个广场，是大连市的城市标志之一。 

·整个广场呈椭圆形，面积比两个天安门还大。中央大道贯穿广场中心。 

·在这里可以观赏音乐喷泉、各式雕塑，海景还可以喂海鸥都不容错过。 

·每年夏季的大型的啤酒节都在这里举行，届时整个广场变成狂欢胜地，热闹非凡。 

交通 

乘坐23、16、406、711、801路，202路轻轨电车等公交车在星海会展中心车站下车；公交404

路到期货大厦站下车；从大连火车站打车约需20分钟，约20块钱车费。  



 

2、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位于大连的南部海滨，傍山依海，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世界，也是观赏海滨风光胜地。 

·在极地馆里可以观看白鲸、海狮、海豚和海象等海洋动物表演，是亲子游的绝佳选择。 

·乘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索道到达“鸟语林”，那里生活着孔雀、丹顶鹤、白鹭等数十种鸟。 

·公园里还有海上观光游艇、四维影院等项目，更有惊险刺激的侏罗纪激流探险、蹦极等游乐设

施。 

 

 

交通 

公交：2路、4路、30路、403路、404路公交汽车及大连城市旅游巴士，在老虎滩均有乘降站点（旅

游巴士只在旅游旺季运行，始发和终到站均在大连火车站站南广场，是一条环绕大连市主要街区和

景区的旅游环线。票价十元，当日有效，可无限次乘降）； 

自驾：沈海高速公路大连后盐出口 → 东北快速路（东快路）→ 东北路 → 长春路 → 解放路 → 

老虎滩海洋公园； 

出租车：大连火车站至老虎滩海洋公园约8公里，费用约15元；大连北站约25公里，费用约35元；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约25公里，费用约35元；大连港码头约10公里，费用约17元。 



 

3、圣亚海洋极地世界 

·位于大连星海公园内，以精妙绝伦的海洋动物表演和长达118米的海底通道最为著名。 

·共有四个场馆，分别是海洋世界、极地世界、珊瑚世界、深海传奇，每个馆都有一个独特的主

题。 

·极地世界里有各种诙谐幽默的动物表演，最著名的便是国内唯一可以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舞步的海

象。 

·珊瑚世界里有着一千多个珊瑚礁生物群，五彩斑斓的珊瑚石摄影留念的好地方。 

 

交通 

公交：乘16、22、23、406、531、901路至医大二院下车，马路对面即是； 

地铁：T1至医大二院下车，出站向南步行200米即是。 



 

4、大连滨海路 

·滨海路是一条风光极佳的海景公路，连绵30多公里，沿途知名景点众多，是徒步与摄影胜地。 

·滨海路将山海相连为一体，象征了爱情的山盟海誓，又被称为“情人路”。 

·东起海之韵公园、棒棰岛、老虎滩海洋公园；中部包含燕窝岭、北大桥；西连森林动物园和星海

广场。 

·大多数人会坐环城观光巴士游览滨海路，徒步爱好者也可步行游览部分路段。 

 

交通 

公交点：西段的星海广场（18、22、202路等经停），中段的老虎滩（2、4、403路等经停）和傅家庄（5、501、

702路等经停）。旅游旺季时（4月中旬至10月中旬）也可乘坐环城旅游观光巴士去滨海路。 



 

5、金石滩国家度假区 

·金石滩度假区位于大连市区东北部，这里三面环海、风光优美，是大连人的后花园。 

·区内景点众多，有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金石世界名人蜡像馆、金石滩地质博物馆、金石缘公园、

十里黄金海岸等。 

·黄金沙滩视野很开阔，海水清澈度和沙质都比市区的海滩更胜一筹。加上发现王国公园等都是亲

子游的绝佳选择。 

·滨海国家地质公园是摄影胜地。这里可以欣赏到数亿年前的岩石沉积和大量古生物化石形成的奇

特巨石，形似石猴观海亦或大鹏展翅。 

·金石滩度假区还建有唐风温泉、飞行体验中心、金石高尔夫球场、金石狩猎俱乐部等各种休闲场

所，很适合在度假区小住几日。 

 

交通 

快轨：可在大连火车站乘坐快轨至终点金石滩轻轨站，下车后即可到达（大连城市快轨为两头对

开，发车时间为每天6：00－18：30，每20分钟一趟） 



 

6、小城旅顺 

 

 

【白玉山】是旅顺的制高点，毗邻著名的旅顺军港。登顶俯瞰整个宁静的旅顺小城和威武的旅顺军

港尽收眼底。 

【博物苑景区】景区里面生长着一种叫龙柏的松树。里面还有一个纪念塔，中苏友谊塔，见证了中

苏的友谊成长。还有旅顺的博物馆，里面陈列一些关于旅顺口的珍贵老照片和历史文物。 

【旅顺火车站】国内现存的唯一一座还在使用的纯木质火车站，典型的俄式建筑，浪漫多情，也是

很多抗日电影的取景地。 

【日俄监狱】国内两大著名的监狱之一，去了一定要听听关于监狱介绍，了解它的故事。 

【潜艇博物馆】内陈国产033型潜艇和潜艇文化展馆，潜艇模拟巡航体验馆也是国内首个高科技电

子模拟系统对游客开放的场馆。 

【闯关东影视基地】基地位于大连旅顺口区三里桥村，与2008年投入拍摄使用，建筑风格以上世纪

30.40年代关东建筑为主，有浓郁的关东特色的建筑群体，有东北的四合院，还有胶东半岛的典型

的海草房。 



  

 

十四、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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