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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心慰问抗日战争时期

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

落实院党组巡视整改工作进展进行了
通报，通报了空间中心原则通过巡视
的结论，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和中心
各项整改举措进行了全面梳理。孟新
书记表示下一步将从加强理论学习，
落实“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
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持续
改进工作作风四个方面入手，切实做
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把巡视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推动空间科学事业发展
和空间中心发展的强大动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之年
，更是空间中心将自身发展融入到航
天强国建设，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关
键之年。本次发展战略研讨会召开的
初衷就是要进一步凝练中心学科优势
和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思考如何深
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系统谋划和
研究编制好空间中心“十四五”及空
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魏奉思院士
分享了“建设数字空间，打造空间大
脑”的战略构想和对空间中心发展的
思考。论证处和科技处分别汇报了国
家科技规划的基本情况和空间中心“
十四五”规划及重大任务推进情况，
邹永廖副主任分享了对我国金星探测
时机的几点思考，施建成研究员介绍
了空间地球科学的发展设想，天气室
、微波室、系统室、环境室和探测室
逐一汇报了本领域学科与核心关键技
术优势和对“十四五”发展的展望。
17位科研代表随后围绕本领域、本专
业“十四五”重要学科方向和创新想
法进行了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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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近日，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党委书记、副主
任孟新，纪委书记库卫群分别走访慰问
了徐士银、夏玉琳、娄源章、宋启源和
王庆魁5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
的老同志。

　　慰问中，中心领导与老同志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
况，认真倾听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感谢他们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叮嘱
老同志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祝愿他们
健康长寿。

　　离退办工作人员陪同慰问。

空间中心召开2020年度发展

战略研讨会

    
2020年8月21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2020年度发展战略规划研讨会
在怀柔园区召开。中心领导班子、院士
、科研骨干及各部门负责人总计170余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董晓龙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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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器载荷控制器助力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
在讨论交流环节，姜景山等院士专家、
科研骨干和管理部门负责人畅所欲言、
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发言中，既有院
士专家的高瞻远瞩，又有中坚力量的稳
中求进，更有青年骨干的开拓创新，一
方面让创新思想充分碰撞，另一方面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进一步明确下一步
中心创新发展的目标方向和任务。
　　在大会总结阶段，中心主任王赤向
全体参会人员作了年度廉洁从业专题报
告，结合典型案例，对科研经费使用及
管理、企业和非法人单元管理、作风建
设等重点领域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进行了
解读，明确提出了对领导班子、各部门
负责人、科研团队负责人和广大职工的
遵纪守法、廉洁从业的要求；此外，王
赤还对加强科研经费的绩效管理，做到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提出了要
求。
　　会议最后，王赤作总结讲话，他认
为本次会议务实高效，并再次强调：第
一，空间中心的使命就是空间科学领域
的国家队，是空间科学领域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
就是新时代赋予空间中心人的使命和担
当；第二，要坚持空间科学和深空探测
“双擎牵引”，着力打造核心竞争力。
基础研究要面向国际前沿，实现重大原
始创新；应用研究要满足国家重大需求
，技术攻关要“先人一步”，解决“卡
脖子”问题；总体和管理部门要提高工
作效率，做好科研服务。第三，要继续
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推动空间
科学国家实验室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为
抓手，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补齐短板，为我国空间科学事业实
现更大的发展而贡献力量。
　　举办发展战略研讨会是空间中心改
革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之一，于每年夏
秋之际举行，聚焦空间科学发展态势，
围绕中心发展战略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此次会议还设立了两个视频分会场，感
兴趣的职工均可收看会议报告。

作“天问一号”科学探测的数据

管理者—空间中心研制的火星环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科学
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负责研制的火星
环绕器载荷控制器作为环绕器有效载
荷分系统的科学数据管理者随“天问
一号”发射升空。
　　火星环绕器共配置了7台科学载
荷，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科学探
测任务，载荷控制器的主要任务是将
7台科学载荷与环绕器平台接口进行
统一管理，实现有效载荷的供配电、
遥测、遥控、数据采集和存储等功能
。在此基础上，还配合各载荷科学目
标，负责将各个载荷的科学探测数据
、工程遥测数据进行处理和传输，实
施遥控注入接收、运行控制和在线健
康管理。
　　2016年初在载荷研制启动阶段，
复杂航天系统电子信息技术重点实验
室迅速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33岁年轻
的团队，正式启动了火星环绕器载荷
控制器研制任务。结合任务特点，研
制团队综合研判技术、进度、质量等
要求，在研制周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充分发挥空间中心作为传统航天产
品研制单位的优势，整合资源，制定
计划，协同工作、加班加点、攻坚克
难，在研制过程中加强质量管理和风
险控制，最终高标准、高质量、高效
率地完成了产品的各项研制工作。
　　载荷控制器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
题，减少了图像在地火传输的数据量
和传输时间；实现了多通路LVDS数据
传输功能，节省了环绕器整体重量、
体积和功耗；针对不同阶段各载荷协
同或独立工作的需求，团队设计了个
性化的工作流程，可在轨智能组合自
动执行，提高了整个有效载荷分系统
的自主运行和管理能力，减轻了深空
探测上行指令的压力；此外，为适应
火星探测中能源紧张问题，设计团队
开发了正常功耗工作模式和低功耗工
作模式，能够在中分辨率相机和高分
辨率相机非工作时刻，有效降低整个
有效载荷系统功耗，为“天问一号”
顺利开展科学探测保驾护航。



    乐龄-离退休党建工作

党总支成员看望冯毓材研究员

潘奎英看望困难职工沈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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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总支召开总支成员

会议

    乐龄-离退休工作动态

中科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

会召开2020年度工作会议

暨九届二次理事会

   
2020年7月15日，中科院老科学技术
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院老科协）以
视频形式召开2020年度工作会议暨九
届二次理事会。
    
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副局长曹以玉传达
了《关于加强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离
退字〔2020〕3号），对明确老科协
的组织关系、加强老科协组织建设、
规范老科协兼职管理、保障工作经费
、强化老科协组织建设领导等作了部
署，强调要加强新时代我院老科学技
术工作者协会组织建设工作，进一步
发挥我院广大老科技工作的积极作用
。

   
在国庆（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体现
中心党委对离退休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近日，离退休党总支成员、离退办工作
人员一行分别走访慰问了老党员、老干
部与困难职工。带着对老同志浓浓的关
爱之情，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福。
   
每到一处，映入眼帘的都是老同志一张
张热情与喜悦的脸庞。大家围坐在一起
促膝聊天，相互询问身体和家庭生活情
况，老人们乐观开朗的精神和人生态度
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老干部衷心感谢中心领导一直以来对他
们的关心与爱护，并表示尽自己所能过
好晚年生活。工作人员代表中心领导向
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真挚的

   
2020年9月18日上午，离退休党总支
召开总支成员会议。会上，对近期工
作进行通报并讨论下一步工作计划。
会前为总支成员下发了《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学习要求，在每月例会
上开展常态化学习，针对离退休党员
、高龄、活动不便等“特殊群体”的
党员，采取微信公众号、微信推送学
习内容等不同方式，确保党员学习教
育活动全覆盖。

空间中心国庆前夕走访慰问

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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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人员中关村南片

工作交流会

   
9月16日，中关村南片离退休工作交
流会在空间中心召开，片区共11家单
位参会，各单位汇报了工作情况，并
就各单位离退休工作现状、总结的经
验和出现的问题进行座谈交流，离退
休干部工作局组织调研处武鸿奇参加
会议。

设上取得突破。院老科协、分院和研
究所要分别发挥“总体协调” 
“核心枢纽” 
“主观能动”作用，拧成一股绳，健
全组织体系，壮大老科技工作者队伍
。三要在服务老科技工作者上取得更
大成效。积极支持老科技工作者在决
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推动
科技为民服务等方面更好发光发热，
并要注重引导他们在安享晚年、自愿
量力的前提下快乐贡献。

会议由院老科协副理事长宋秋生主持
。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科学传播局
、院老科协及直属机构和京区各分会
、京外11个分院、合肥物质院、中科
大负责老科协工作的同志共计130余
人参加了会议。

   
9月7日上午，空间中心离退休老同志
进行线上全国离退休干部网上专题报
告——“学好用好民法典”的学习，
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离
退休老同志更要学好用好民法典。

空间中心离退办组织民法典

学习

院老科协理事长孙建国全面回顾了院老
科协2019年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科协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并部署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扩展科普工作范围、多
途径传播科学精神等2020年工作重点。
院老科协副理事长桂文庄回顾了2019年
学术沙龙工作情况，介绍了办好学术沙
龙的主要经验，明确了2020年高端学术
沙龙在选题确定、承办组织、活动流程
、经费支持、成果报送等方面的特点和
要求。院老科协副理事长项国英宣读了
《关于表彰2019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决定》，希望院老科协各分会和全
体会员向获得表彰的大气所分会等8个
先进集体、声学所分会等8个沙龙工作
优秀单位、文榕生等26名先进个人学习
。
   
会上，院老科协2019年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代表，沈阳分院等京外11个分院、
合肥物质院、中科大负责老科协工作的
代表先后发言，交流了在科普活动、科
技创新、决策咨询、扶贫攻坚、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工作
情况。一些分院代表还反映了人员老化
换届难等难点问题，提出了希望加强与
院老科协的合作交流、协同推进组织建
设等方面的建议。
    
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局长黄向阳在会议总
结中对院老科协2020年工作部署和学术
沙龙的工作计划予以肯定，向院老科协
、分院和研究所获得荣誉的先进集体和
个人致以祝贺，表示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将会同科学传播局进一步加大对老科协
工作的支持力度。他对老科协的下一步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科协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作为头等大事，紧密结合白院长
和侯书记对落实重要指示精神作出的部
署和批示要求，落地落细“助力科技振



人力处郗  静    62558052      办理医保更改医院相关事宜

医务室电话：    62582779，6258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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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处王怡然    62582783      办理开具证明事宜

资材处姜  铎    62582819      办理房产相关事宜

4、机关常用业务联系电话

    乐龄-信息通报

3、2020年7-9月份人员增减情况

减少：李奎章

增加：杨捍东、姜棣昭

2、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从2020年1月开始执行，补发金额已
于9月30日打入工资中，请您自行查询。

1、国庆、中秋过节费已打入工资中，离退休每人1000元，退养每人8
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