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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荏苒代谢，我们即将迎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空间中心领导班子向全体职工、研究生、离退休老同志，在空间中心交流访
问的专家学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空间中心发展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致以衷
心的感谢和诚挚的祝福！
    
即将过去的2019年，我们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科院建院70周年。空间
中心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拼搏与奋斗献礼伟大祖国，用智慧和汗水致敬
崭新时代。
    
一年来，空间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落实中科院党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重要
部署，全面推进空间中心改革创新发展。
    
一年来，空间中心牵头抓总实施的各项重大科技任务取得重要进展。“空间科
学（二期）”先导专项首发星——“太极一号”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空间引
力波探测实验技术验证的重要突破，迈出了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第一步。专
项二期部署的多个卫星工程研制有序推进，太阳风-
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
S）和爱因斯坦探针（EP）进入初样阶段，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
（GECAM）进入正样研制。背景型号项目遴选部署和预先研究按计划实施。“空
间科学（一期）”先导专项部署的“悟空” 
“墨子”和“慧眼”等科学卫星持续产出宇宙线质子能谱精确测量等重大科学
成果。空间中心作为专项总体和卫星工程总体，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发挥了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019年，“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
视勘察，所有科学探测仪器工作正常，正在产出丰硕的科学成果，受到国内外
广泛关注。作为参加“嫦娥四号”任务的代表，空间中心有11位科研人员得到
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空间中心复杂航天系统电子信
息技术重点实验室荣获国防科工局、中科院等六部委联合颁发的“突出贡献单
位”称号，13人荣获个人突出贡献奖。“嫦娥五号”和火星探测任务有效载荷
研制、验收、联试工作进展顺利。空间中心作为中科院探月总体部依托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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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保障服务，在中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年度评比中获二等奖。空间中心
作为子午工程项目法人单位，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发挥了龙头作用。
    
2019年，空间中心作为多个航天工程型号重要有效载荷的承研承制单位，完成
了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海洋二号”C和D星、“风云三号”（03）批、“
北斗三号”F9~F12星等型号的百余台套有效载荷初样或正样产品的研制或交付
。为天宫二号再入大气层提供空间环境保障服务。完成了鸿鹄专项青藏高原飞
行试验。海洋二号B星在轨交付，中法海洋卫星通过在轨测试，空间中心研制的
有效载荷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一年来，空间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探索中不断取得新发现、新成果。在月背
中子和辐射环境研究、超级太阳风暴、日冕波动及相关激波传播、磁层X射线成
像、磁层顶通量传输事件、极区场向电子事件、中高层大气波动与潮涌，以及
太阳活动与地球气候变化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SCIENCE及其子刊发
表了高水平学术论文。基于空间中心研制的“张衡一号”卫星高精度磁强计探
测数据生成的全球首个磁场模型，是第一个由中国团队主导完成的国际地磁参
考场候选模型。
    
一年来，空间中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依托单位全力推进空间科学实
验室、创新研究院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北京市和中科院领导共同
为“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空间科学实验室” 
揭牌，成为在怀柔科学城落地的首个新型研发机构，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中国
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正式揭牌，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空间中心内部组织机
构改革调整进一步优化，已初步形成“总体+重点实验室”科技战略布局。
    
一年来，空间中心不断推进重大科研平台建设。空间中心牵头的国家空间科学
数据中心获得批复，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首批认定的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之一。怀柔科学城第一批交叉研究平台项目“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及有效载荷研
制测试保障平台”基建工程完工，亚丁空间天气科学中心配套项目开工建设，
四子王旗空间天气科学中心完成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批复。
    一年来，空间中心人才队伍建设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九章人才”计划实施力度明显加大，在院士增选和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百人
计划引进和择优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上述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科院党组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上级部门的指导
和兄弟单位的通力协作，离不开空间中心全体同志的矢志创新与团结奋斗，离
不开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和建言献策。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我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20年也是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
段的决胜之年。“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GECAM卫星、“嫦娥五号”和火
星探测任务都将启程奔向太空。空间中心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中科院
建院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为指导，抢抓战略机遇，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3
（供稿：论证中心、综合办）

（供稿：工程中心） 

三步走”第一步任务目标已成功实现
。“太极一号”将转入拓展实验阶段
。 

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

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

”圆满完成在轨测试实验

    
2019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我国首
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
极一号”在轨测试实验总结评审会。
评审组专家一致认为，“太极一号”
的各项功能、性能指标满足研制总要
求，成果超出预期，在轨测试实验取
得圆满成功。 
　　“太极一号”是中国科学院空间
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首
发星。“太极一号”完成了我国空间
引力波探测所需载荷和卫星主要关键
技术的首次在轨验证，包括高稳定激
光器、超高精度干涉仪、高灵敏度引
力参考传感器、无拖曳控制技术、微
牛级微推进技术、超稳超静航天器等
。 
　　2019年8月31日“太极一号”成功
发射后，科学团队和工程团队通力合
作，历经4个月严格测试和实验，结果
表明，卫星系统在轨工作性能良好，
完成了研制总要求规定的全部实验内
容。 
　　在第一阶段在轨测试的基础上，
通过系统的在轨实验，完成了射频离
子和霍尔双模两种类型电微推技术的
全部性能验证，这在国际上是首次实
现；在成功实现加速度模式无拖曳控
制实验后，进一步完成了位移模式下
的航天器在轨无拖曳控制，率先实现
了我国两种无拖曳控制技术的突破；
部分核心载荷性能实测指标超过设计
指标一个量级，达到了我国最高水平
，验证了空间引力波探测关键技术路
线。 
　　“太极一号”圆满完成在轨测试
实验，是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实验技
术验证的重要突破，标志着太极计划

空间科学实验室正式揭牌

    
2019年12月19日，在北京推进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办公室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科
技部副部长李萌、中科院副院长相里
斌、副市长隋振江共同为北京怀柔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空间科学实验室揭
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共同主
持会议。 
　　会上，相里斌副院长对组建空间
科学实验室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高
起点组建实验室，建设目标要进一步
提高占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
世界重要前沿，争取空间科学国家实
验室落地北京。二是要高水平开展前
沿研究，确定重大前沿突破方向，以
我为主提出和组织国际“空间科学”
大科学计划。三是要高站位探索机制
创新，借鉴和发展NASA、ESA、JAXA
等的有益经验和教训，建立更为高效
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国际一流的
空间科学实验室。 
　　空间科学实验室是北京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
怀柔科学城落地的首个新型研发机构
，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它依托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牵头建设，将
对标国家实验室，集聚在京空间科学
领域优势机构和团队，汇聚多方资源
形成发展合力，通过先行先试，致力
于实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原创性突
破，争取率先建成世界空间科学的主
要枢纽、中国空间科学的人才高地，
支撑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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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党总支携手研究生党

总支组织支委组织“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参观学习活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深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的辉煌成就，10月16日，离退休党总
支携手研究生党总支支委共同前往北
京展览馆进行“伟大历程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型成就展”参观学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按照年代线性逻辑来展开
，梳理了从1949年到2019年70年的发
展脉络，体现了历次党代会和重要中
央全会、五年规划（计划）等方面的
跨段主线，选择150个“新中国第一
”进行展示，每10年设置英雄模范人
物墙。70年来中国在迈向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伟大征程上创
造了无数的奇迹，涌现出太多催人奋
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今
天通过这个“历史走廊”，全方位立
体化地呈现在大家眼前。特别是一些
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将老同志们带
入了当时那个年代，产生了共鸣。

　　通过参观学习，党员同志们见证
了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图强
、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
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
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
富强。

从胜利走向胜利——空间中

心老党员赴香山革命根据地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月22
日，空间中心离退休党总支组织党员
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十月中秋，秋意渐浓，北京香山
，岁月静好。北京香山革命根据地包
含香山革命旧址和香山革命纪念馆两
部分。双清别墅内，六角红亭旁，一
潭碧清的湖水映出别墅的倒影。别墅
内，办公室、会客室、卧室等陈设都
一如当年原样，桌上的钢笔报纸、床
上的书籍、墙上的《中国解放区现势
图》，无一不向参观者叙述70年前的
这段历史。毛主席在双清别墅一共居
住了181天。在这里，毛主席指挥了渡
江战役，也是在这里筹备召开了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奠基。
　　在来青轩，党员们怀着十分崇敬
的心情参观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办公居住
旧地，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在新建成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内，
党员们参观了《为新中国奠基——中
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通过约800
张图片、报照、地图、表格和1200多
件实物、文献和档案，全景式了解了
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人民的历
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
光辉历程。大家驻足参观，深入了解
背后的故事，追忆光辉历史，感悟初
心。
　　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
对党史、新中国史和党的初心使命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次活动对大家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传承红色基因，
发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发展到现在
，就是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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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科学
院建院70周年，11月28日，离退休党
总支组织参观 “科技报国七十载 
创新支撑强国梦”为主题的中国科学
院建院70周年创新成果展，共有45名8
0岁以上的老党员参加活动。 

    
老党员们认真观看了创新成果展，在
每一个展厅，他们不时驻足，仔细观
看每一幅展品。现场的老党员们都是
两弹一星事业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此
次亲眼目睹了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院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和改
革发展成就，百感交集，倍感自豪。

    
70年峥嵘岁月，祖国与乾坤共庆；70
载砥砺奋进，科技为祖国增辉。本次
展览，是中国科学院向党和人民的汇
报，也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
。通过这次展览，再一次向那些为国
家和人类科技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一
代又一代中国科学院人致敬。 

平凡的事不平凡的人——

老党员徐士银模范事迹微视

频获特等奖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也是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和中科院建院70周年，中科院离退
休干部局组织老同志开展了 
“我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科院建
院70周年新成就”微视频、摄影作品
大赛。

　　空间中心离退休党总支积极响应
，广大离退休干部们积极参与，在短
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老干部们通过自
己的视角，用作品展现新中国成立和
中科院建院以来的珍贵回忆和励志故
事，通过展现师生情、学员情等场景
，体现了新时代离退休干部良好的精
神风貌。

　　本次活动，空间中心共推送微视
频作品8个，其中由离退休党总支策
划、穆春雷制作的体现老党员徐士银
模范事迹的微视频“平凡的事不平凡
的人”经过专家评选，获微视频作品
特等奖。

离退休党总支组织参观中国

科学院建院70周年创新成果

展

本次活动，老党员们回顾了建院70年

来我院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感受了

中科院和新中国共同成长进步的足迹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参观活动，增

强了作为科学院人的荣誉感，在今后

的生活中，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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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心荣获“诗画科学之

路”展览优秀组织奖

老科协空间分会召开2019

年度总结大会

    
为庆祝建国、建院70周年，院离退休
干部工作局开展了“诗画科学之路—
—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诗、画作
品征集活动。 

　　该活动面向全院有关单位和特邀
单位征集诗歌与绘画作品，要求以我
院优秀科学家、优秀科学成果为表现
内容，通过直观的诗配画艺术形式，
宣传我院建院70年来所涌现出的优秀
代表人物和所产生出的重大创新成果
，弘扬科学精神。 

　　空间中心作为特邀单位参加了活
动。经过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空间
中心推送的由宋金伟制作的版画、苏
子安配诗的优秀科学家吴季的诗画作
品，经过专家评选荣获“诗画科学之
路”展览优秀组织奖。 

    
2020年1月13日，老科协空间分会召开
会员大会，总结2019年工作，表彰先
进。150余位老科协会员参加了大会，
空间中心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库卫群
出席会议，老科协理事长庞红勋主持
会议。 

　　库卫群首先代表领导班子通报空
间中心2019年度工作。他用PPT形象直
观地向与会老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心牵
头抓总实施的各项重大科技任务、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科研平台建设
取得的重要进展。最后，库卫群赋诗
一首，感谢老科技工作者为空间科学
打下的良好基础及对空间科学的关注
与一贯支持，并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退休研究员潘厚任为会员们做了
科普微报告。他以亲身实践与会员们
分享了如何用手机PPT讲课,使用手机
做PPT的优点及不足、如何投放到屏幕
、有线或无线时如何连接等等，大家
受益匪浅。 

　　2019年，老科协分会在院老科协
的领导下，在离退办的支持下，发挥
老同志的特长和优势，引导老科技工
作者在建言献策、撰写所史、学术沙
龙、关心教育下一代等方面发挥作用
。2020年，空间中心广大老科技工作
者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智力优势、
经验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空间科
学发展作出新贡献。



人力处郗  静    62558052      办理医保更改医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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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龄-信息通报

离退办全体人员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5、请各位老师扫描二维码，关
注离退办公众号。

资材处姜  铎    62582819      办理房产相关事宜

3、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休的职工按中人新办法已经补发养老金，
请自行查询，如有疑问，请咨询离退办。

人力处肖  宇    62614340      办理开具证明事宜

1、2019年退休人员副高补差2640元已打入2020年1月工资中。

4、机关常用业务联系电话

2、2020年春节过节福利费已打入1月份工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