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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专刊） 



 

使  命 

成为世界一流绿色化学产品制造商，检验检测及认证的行业领跑者 

 

愿  景 
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科技公司 

核心价值观 企业精神 
协同、创新、进取、求精 

经营理念 
以人为本、追求卓越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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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发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广州化学）职工和研究生的爱党、爱国热情，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广州

化学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活动），广州化学及广州化学控股公司-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化灌

公司）、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科检测）全体职工及研究生 400 多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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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由 20 名护旗手组成的仪仗队，排列成整齐的方队，迈着铿锵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进入场

地，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奏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人员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嘹亮的国歌声响彻天际。随后，

由广州化学工会、化灌公司工会、中科检测工会组成的合唱队齐唱《国家》、《走进新时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

的兴盛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使命和荣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广州化学也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

新蓝海、新领域、新台阶”的发展方针，振奋人心的歌声,唱出了广州化学儿女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也唱出作为广州化学一

份子的自豪与自信。最后，全体在场人员组成方阵摆出“70”高呼“祖国万岁”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广州化学全体职工及研究生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广州化学

新的“三年发展规划”奋力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奋斗。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我与伟大祖国共成长” 

时光如流，岁月如梭。忆往昔，一步一个脚印，历经风雨后愈加繁荣昌盛；看今朝，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展未来，中国

的政策与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七十年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以及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努力下，中国从一个

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方面的综合实力都有质一样的飞跃。经济上的富足，生活上的小康，科技上的强盛，中国

的改变之大、发展之快世界有目共睹。 

迎战暴风雪、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和亚运会、神九发射升空，每一个壮举都可歌可泣，都令世界震惊，都将载入史册成为永垂

不朽的奇迹，使我国一次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它们不仅展现了我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让全世界看到了我国

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伟大精神和英雄气概。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中国科学院与新中国同岁，也为新中国输送了许多专业的人才，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探月工程到载人深潜，从 C919 大型客机到复兴号，从北斗卫星到中国天眼，我国科技发展取得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再是古诗词里的一句幻想，随着我国科技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实现

历史性跨越，这一切已成为现实，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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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70 年前的中国历史，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直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一百多

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军事实力还是

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那时还没有自主研发飞机、坦克、航母的能力，使得阅兵用的那些武器装备大多数都是从别国购买或是缴

获维修得来的。而当今的中国，对比 70 年前，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辽宁舰傲游在辽阔的海洋，歼 20 驰骋在蔚蓝的天空，

99 式坦克奔驰在祖国大地的天南海北。自主研发的各式新式武器，人工智能 AI 等等，它们就是我们说话的底气！使得中国在国际上，

在外交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不管是复兴号的飞驰，还是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或是服务全球的北斗星服务系统，每一项科技成果都让

我们中国人骄傲自豪。去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418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在学人员总规模为 3833 万人，在学博士生

39 万人，在学硕士生 234 万人，也位居世界第一。 

回首往昔，豪情万丈；瞩望未来，信心满怀。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团委将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团十八大、团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贯彻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和广州化学“新时代、新征程、新台阶、新

领域、新蓝海”的发展方针，进一步夯实基层团组织建设工作，积极聚焦重点、协同创新、引领跨越、支撑发展，以青年团队为主导，

不断突破自我，为推动广州化学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努力奋斗。 
                                                                                广州化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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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1 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 30 万军民，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

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光如梭，潮起潮落，我们亲爱的祖国迈着

矫健的步伐走进 2019 年，迎来新中国成立的 70 岁华诞。 

70 年砥砺前行，70 载春华秋实。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及海内外华人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70 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各行各业在高质量的发展，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城市群抱团发展、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湾区目标等国家战略稳步实

施；70 年来，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在国际大海的“呛水”中遨游，在狂风浪潮中搏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

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70 年来，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以及正在普及的 5G 信号等方方面面的技术创新，给人

们的衣食住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70 年来，中国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一片片沙漠变成绿洲，一座座大山从荒

凉苍茫变为绿意盎然，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在神州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锦绣画卷。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只沉睡的狮子，已经逐渐苏醒过来，逐步变成一个“大国、强国”，而又很亲善的国家。 

中国在 70 年间的变化着实惊人，惊讶之余，更多的是喜悦和感恩，我们在享受着强大祖国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感，同时

感恩这个伟大祖国以及新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优越感。习近平主席曾说过，“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值得思

考的是，作为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要为祖国做什么？我们能为祖国做什么呢？或许你会觉得我们能力有限，所能贡献的

东西也极其有限。清代诗人袁枚曾写道“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应该向诗中的“苔”

学习，虽然很渺小，不引人注目，却执着的开放着，毫不自惭形秽，有勇气实现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认真的把自己最

美的瞬间，毫无保留地绽放给了这个世界，因为积小成多，只要每个人都有这份心，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因

此，只要我们尽力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 

处在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应脚踏实地，秉承求真务实、敢于创新、勇于反思的精神，在实现梦想的途中不断反思、

不断改进、不空谈，抓实干，用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处在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应该向先前的奋斗者学习，勇

立潮头，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善于运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攻破梦想路上的艰难困阻，乃至为实现“中国梦”的路上攻克一

个又一个困难，铸就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定当胸怀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协作，在新时代

的浪潮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我们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每个人都应当勤劳苦干，勇于创新，团结奋进，敢作为、敢担

当，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共铸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化灌公司  张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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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70 周年之 

  

    

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伟大祖国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70 年，中华儿女孜

孜不倦；70 年，华夏大地翻天覆地；70 年，社会主义蒸蒸日上。一路走来，祖国母亲始终

以一种勇敢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以顽强的毅力、不甘落后的拼搏精神来告诉

世人，中华民族是会振兴的，中国是可以成为大国、强国，我们的祖国会繁荣富强，人民

一定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迎战暴风雪，抗震救灾，举办北京奥运会，神舟九号发射升空成功，每一件事都可歌

可泣，每一件事都令世界震惊，每一件事都将载入史册成为永垂不朽的奇迹。一件件事使

我国一次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些不仅展现了我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显著

提高，让全世界看到了我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伟大精神和英雄气概。 

作为中科检测的一员，我们有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科学院的雄厚技术实力做强有力的

后盾，乘着祖国飞速发展的东风，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力争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第三方

检测品牌，与伟大的祖国一起共圆中国梦，共筑新蓝海。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爱我的祖国，是她把我哺育长大；我爱祖国的语言，一字一句

都让我们紧密相连；我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尽管狂风暴雨曾来扫荡过她，冰雹曾来打击

过她，异国奴隶主的铁骑曾来践踏过她，帝国主义的炮弹曾来轰炸过她。但她现在已经苏

醒过来，生机盎然，万卉争荣，全国上下一片繁荣气象。 

时光煮雨，岁月缝花；凡属过往，皆为序章。七十年弹指一挥间，还看今朝。这是中

国最伟大的时代，也是每一个中国人迎接芳华的精彩时代。让我们一起在新时代的洪流里

众志成城，汇聚磅礴力量，惜时，实干、创新，为祖国唱响下一个春天！ 

中科检测  叶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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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我刚上小学。记忆中的粤东小县城，灰白低矮的楼房和绿色的三轮车是镇里的主色调。当时仿佛没有市容的概念，

有的是零落的小店和林立的各色小摊，还有勤劳朴实的人们拉着板车去市场赶集的身影。那时候在市场买一把青菜，等老板找零

钱也要等很久。我们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看着国庆大阅兵，觉得北京遥不可及。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代，坐在小板凳上看

着天，以为世界就是这么大了。 

10 年前，我已迈进了高中。彼时，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7 年了，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升上太空也是 5 年前的事

了。北京奥运会虽然已过去了 11 年，开幕式的盛况和中国健儿矫健的姿态还深深印在脑海里。那时，各色的新式电子产品纷至

沓来，人手一个诺基亚手机，我们乘着互联网的新浪潮，通过那个四四方方的小窗口，凝望着我们日新月异的祖国，感受着与世

界接轨的美好。年轻气盛的我们，憧憬着未来，幻想着改变世界。 

现在，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当我打开微信，刷着淘宝，用支付宝付款买票，坐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时，思绪回到多年前，

一个恍惚，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做了一个梦。是啊，我们何尝不是在做梦呢？做着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沐浴在改

革的春风里，我们见证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盛景，大数据、人工智能渐渐融进了我们的生活，中国已走在了发展进步的前列。而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检测实验员，虽然没能改变世界，但也在努力地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的发展大厦添上小小的一砖一瓦。 

有人问，这么些年，有哪些事物像互联网一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想说，检测行业就是其中一种。我们的检测实验员们日

复一日地在偌大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挥洒着汗水与青春，执着专注，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发扬着“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细节，寄希望用最安全、有效、专业的数据，为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和物质需求提

供最强有力的支撑。 

习主席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一场接力跑。如今，检测的传递棒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会用严于律己，

追求卓越，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神，跑好我们这一棒，在踏实平凡

的工作中成就不平凡的事业。成大事者，争百年，而不争一息。我知道，

前方的路并不平坦，但是我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中科检测  唐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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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随笔 

流光浩浩，当岁月勾勒新的年轮，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七十周年。70 年，光辉岁月弹指一挥间；70 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所谓涛涛江河水，

淹不尽浩浩中华魂；巍巍昆仑山，锁不住阵阵中华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及海内外华人民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世人瞩目。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正确领导下，中华儿女正式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七十年对我们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七十年的风风雨雨，让我们的祖国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繁荣和富强。 

曾经华夏 5000 年的灿烂文明史，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在法西斯的枪炮声中，惨遭蹂躏。终于，东方睡狮在共产党人的呐喊声中觉醒，它仰

天长啸。经过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我们伟大的祖国旧貌换新颜。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新中国从此踏上新

征程。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终于实现，时至今日，我们的祖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弹指之间，新中国迎来她的第 70 个年头。七十年前，“洋油”“洋面”还充斥着中国的大江南北；七十年后，许多国产名牌已遍及世界各地。

七十年前，我们的祖先还把汉代的耕梨插进二十世纪的农田；七十年后，现代化机械已开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七十年前，海外游子还站在金门望厦

门；七十年后，归国侨胞已站在厦门望金门。一样的遥望，却是两样的情形，七十年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中国的巨大变化使人感到惊讶，但在惊讶之余，更觉得的是喜悦。生活中处处是改革开放的影子，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的春风已吹遍千家万户。曾经的沿海小渔村已发展成国际知名的经济发达城市，西部内地城市也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蓬勃发展。中国

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成如今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他用自己的进步与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力量，也向世人展示

了中国的真正实力。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沧桑巨变。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回顾新中国风云激荡的光辉岁月，讴歌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

时谱写奋斗华章。 

中华民族走过千年的风风雨雨，孕育出无数的英雄儿女，书写了浩瀚的人类历史，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转动地球仪，在世界的东方，有一

只昂首挺立的雄鸡，面向着太平洋，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祖国，这就是我们的家！ 
财务管理部  曾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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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随笔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时光荏苒。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披荆斩棘，70 年风雨兼程，中国已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在全国人民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我们回首往昔，看看这光辉与荣耀的 70 年。 

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新中国上空高高飘扬的时候！中国人民扬起了自豪的

头颅！中华民族直起了自豪的腰杆！在今天再重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定论，确实是闪耀着历史光芒的真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

侵略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担负自己的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兼程，勇立潮头，砥砺奋进，勇往直前，取得了无数

个震惊世界的辉煌成就。时间的足迹汇聚着前行的力量，70 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把视野拉开更能感知新中国翻天覆地覆地的沧桑巨变。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的今天，中国老一辈曾经历过的血雨腥风与烽火连天虽然已成为历史，而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

应脚踏实地，走好新一代的长征路。在泥泞之中，也要坚定求真务实、敢于创新的信念。这必将给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人生，而这样的人生也必

将与我们的时代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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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不负重托、无愧历史选择，立足实际、攻坚克难，

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喜迎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物资物业保障部  郑春保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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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河山添锦绣，巍巍中华铸雄浑。金秋十月，迎着凉爽的秋风，踏着欢快的节拍，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每年飒爽的十月是

一个不平凡的月份，2019 年的十月一日则更是意义非凡，中华儿女唱着满载希望的歌，带着心中灿烂的中国梦，歌舞欢腾一同迎接祖国母亲的

七十华诞，也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七十周年。 

七十年前，一条巨龙正在缓缓苏醒。七十年来，巨龙早已仰头长啸，让世间人刮目相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七十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儿女从来没有停息过顽强的斗争；七十年来披荆斩棘、奋斗不息，中华儿女终于闯出了一番干劲儿，中国也逐渐在世

界舞台中央绽放万丈光芒！ 

从过去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以及载人深潜关键核心科技问题，中国科学院为国家的安全和战略科技任务做出了重

大贡献；从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曙光超级计算机、龙芯系列通用芯片，到单精度千万亿次超级计算系统，为中国计算机技术自主创新

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从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到建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网通与无线传感试验网，成为网络科技和网络产业的开拓

者等等。这些先辈们为我们开创了美好的今天，而我们，无数的中国追梦者，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人，也应以无畏无惧的先锋精神，奋斗者的姿

态砥砺前行，努力开创更好的明天！ 

国庆节是祖国母亲的生日，是一个全国人民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国家展现出风采的日子，但更是一个让无数中华儿女铭记历史的日子！

明史才以振兴中华，知史才得以奋进。 

我爱我的祖国，我愿以美好的青春报效伟大的祖国！我为我是炎黄子孙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中国加油，中国科学院加油！ 
 

中科检测  张晶晶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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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秀，定鼎七十秋。 

逐梦成真行大道，以民为本运雄谋。 

天地竞风流。 

新格局，来路涌风云。 

精准扶贫修福祉，清廉反腐得民心。 

时雨自催新。 

新时代，华夏大门开。 

偶探天宫舒醉眼，常巡航母骋情怀。 

万国送书来。 

新世界，海内总关情。 

大义交心同命运，凛然反帝共和平。 

放眼笑相迎。 

江山好，处处遣东风。 

牢记初心能致远，不忘使命可争锋。 

世事自从容。 

注释：望江南，词牌名。定鼎，指建国。 

研发技术五部  林树东 



 

广州化学新面貌 

编者按：初心凝聚力量，使命催人奋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回首来时路，13 亿中华儿女，

千山万水同舟共济；70 载峥嵘岁月，砥砺奋进不忘初心。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展示广州化学伴

随新中国改革建设发展不断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编辑部拍摄了园区的一些美景，以此来展现广州化学的新形象、

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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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园--宛如她的名字，静怡安详，夕阳下如此之美。 “博学笃志 格物明德”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校训时刻提醒

我们要以崇高的理想及对科学事业心的不懈追求，投身于振兴

中华的伟大实践而忘我地工作。 

气势非凡的“中科化学”，正如蒸蒸日上的广州化学一般。 钟楼上的时钟时刻警醒我们要在生命途中永

无止息地学习和充实自己。 



 

广州化学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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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入使用的化灌楼 

焕然一新的职工之家及党员活动室 

晨光下的运营中心 



 

广州化学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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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中的广州化学，犹如冉冉升起的朝阳，一片生机盎然，到处充满机遇与挑战。 

夕阳下的广州化学，美不胜收。 



 

广州化学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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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灌楼 化灌楼 

西门 

运营中心 钟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