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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共青团中国科学院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举办的中国科学院第四届“发现科学之美”图片大赛（图片大赛）活

动落下帷幕，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广州化学）获得三等奖 1 个，优秀奖 2 个。 

此次图片大赛旨在培养广大青年的创新意识，激发科研热情，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由中科院团委和科学传播局联合组织开展，大赛共收到中科院下属 75 家单位的约 670 幅作品，广州化学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参与大赛

投稿 7 篇，最终谭立钦的作品《眼》获得三等奖，刘家铭的作品《熔岩》和胡旭琪的作品《银杏叶》获得优秀奖。 

团委  臧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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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版头条 

三等奖《眼》作者：谭立钦 
优秀奖《熔岩》作者：刘家铭 

优秀奖《银杏叶》作者：胡旭琪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2022 年 4 月 10 日，总书记在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调研考察时，对建

设海洋强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海洋既是资源载体，又承担重要的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各部委高度重视海洋工作，进一步落实“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举措。认识海洋是控制海洋的关键环节，

要建设成为海洋强国，首先要对海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中科检测海洋生态环境团队的工作就是认知海洋的基础手段，同时是合理利用海洋、

有效管理海洋、维护海洋权益的前提。 

广东省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自然资源工作上始终坚持“高站位”、勇于“开新局”、突出“闯创干”、务必“求实效”。2021

年全省海洋产业生产总值达 1.99 万亿元，连续 27 年领跑全国，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22.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6.0%。同时，《广东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设置了海洋专章，其中提到要“积极扩展蓝色发展空间，全面建设海洋强

省”，广东省要抢抓海洋强省新机遇，为实现海洋强省做出决策部署。 

2020 年，中科检测环境事业部抓住时代机遇，周密部署、科学施策、积极创新、敢于实践，为顺应海洋强国和广东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积

极开展海洋生态调查、海洋水文动力资源等资源调查与研究。两年来，高质量完成了广东省阳江市近岸重点海域典型生态系统调查项目、广东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护区科考项目、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与运行对当地海洋生态管理系统影响的监测与评估技术服务、珠江口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监测项目服务、江门市砂质海岸生态系统调查项目、湛江市吴川及徐闻海洋及水生生态调查技术服务项目、南澳前江湾项目

生态海洋监测与咨询调查服务等几十项海洋调查工作。 

经过两年的发展，中科检测海洋生态环境项目团队已具备良好的科研、服务、市场、技术攻关条件。布局全国，实现广东、广西、福建、浙

江、山东等沿海大省的战略覆盖，成功参与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部海洋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等项目；拥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

涵盖了测绘、环境、化学、海洋生态等多个专业领域，具有承担大型项目的经历，在海洋生态调查与评估、海岸海滩资源调查、海洋测绘、海洋

水文动力调查等领域等多个海洋领域经验丰富；配置良好的海洋调查装备，如水准仪、全站仪、测深仪、GNSS 接收机、摄影测量系统、RTK、

GPS 定位仪等多套；使用完善的实验室测试设备，如：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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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分析仪、液相色谱仪、三重四极杆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生物显微镜等设备多套，可保障

各类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团队在海洋领域积极探索以及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无人船、采样调查等方式方法，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调查机

制，掌握类型、分布、重要生物类群、生活环境和相关保护利用活动等情况。目前，项目团队业务涵盖了海洋生态调查与评估、海岸海滩资源调

查、海洋测绘、海洋水文动力调查等领域，通过数据整理、现场调查、遥感等现代手段辅助，从生态、环境和地貌多角度协助建立广东省海洋资

源调查数据库，助力“双评价”从陆地引向省级海域，为开展广东省海域单因素和综合多因素的承载力测算等工作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未来，中科检测海洋生态环境项目团队将保持势头、踔厉奋发，矢志助力提升广东省海洋资源信息的组织和应用水平，实现海洋资源高水平

保护高效率全域、全要素、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成为中科检测一张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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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检测  海洋生态环境项目团队 



 

天河区兴科路 368 号广州化学园区一栋崭新的办公楼里，驻扎着一群技术人员，他们是中科认证技术团队。从中科检测数人的部门到数十人的

公司、从两间小办公室到一栋两层办公楼，成立一年以来，他们随时整装待发、奔赴现场，为客户排忧解难；他们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科学、公正、

专业、高效地完成委托方的委托要求；他们敢拼敢闯、敢想敢干，在磨砺中坚韧前行。砥砺前行、逐梦未来，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中科认证人的责

任与担当。 

一、以专业获取口碑，以严谨创造价值 

受到行业低迷与疫情形势不稳定的冲击，认证公司还依旧保持着勃勃生机和十足干劲，这离不开每一位中科认证员工的努力和付出，对于他们

来说，“科学、公正、专业、高效”的工作原则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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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心的同事对一次技术委托工作记忆犹新。某生产钛白粉的知名企业（简称“A 公司”）购买了国际知名品牌的设备用

于生产，然而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导致 A 公司生产和经济的损失，于是 A 公司将设备制造商告上法庭。经审判，制

造商设备没有质量问题，A 公司一审败诉。经与中科认证技术人员的沟通交流，A 公司决定委托中科认证对生产设备进行质量

分析并出具分析报告，作为二审的提交证据。在详细了解设备和生产现场的具体情况后，中科认证委派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技

术骨干及聘请的机械行业资深专家组成技术小组，前往生产现场进行勘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A 公司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技

术小组通过对现场取回样品的检测，以及技术小组的讨论和综合分析，最终出具了一份技术含金量高的分析报告提交二审，结

合中科认证的技术骨干出庭双管齐下，最终案件推翻了一审判决重审，客户对中科认证的技术工作非常认可。现场勘验工作就

好比侦破案发现场，每一个工作环节和细节都是对技术小组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技术敏感度和分析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也

正是基于每一位中科认证员工的专业精神和严谨态度，在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服务的同时，也为中科认证创造了品牌价值、

提升了市场认可度。 

二、人才培养与鼓励创新并举 

作为一家致力于非检测业务领域的专业技术机构，中科认证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并由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公

司强调“以人为本、自利利他、真诚豁达、包容谦和”的企业文化，吸引了大量高学历人才。公司现有员工 50 人，其中博士 3

人（含博士后 1 人）、硕士 11 人、本科 33 人，本科率高达 66%。在吸引高学历人才的基础上，中科认证还通过定期组织内外 



 

部培训、以老带新传帮带、开展项目实操等方式持续提升员工的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中科认证现有员工中，有近半数通过了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其

中有高级技术职称 9 人，中级技术职称 9 人，初（助理）级技术职称 4 人。正是由于重视对员工的多方位培养，中科认证的技术人才在开展实际工

作时，往往能展现较高的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也正是因为拥有高技术、高素质的优秀员工，中科认证才拥有了创新的根本。中科认证鼓励员工在日常的工作中创新工作方法、创新技术，促使

员工在对外开展技术工作时，也会不自觉地将创新精神带入实践中。在某次勘验现场时，该团队技术人员发现客户的胶合板生产线的传动机构设计

不合理，原材料在传送过程中不断掉落，造成大量浪费。除此之外产品的配料配方也存在问题，适用黏合助剂选型有误，导致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

各类异常情况。在实际了解了客户的需求和设备现状后，技术团队在环境恶劣的工作现场中连续作业，解决设备异常质量状况的同时，进一步帮助

客户优化生产工艺，降低原料损耗，大大提升了客户的生产经济效益。客户一名负责人感慨道:如此严谨的工作态度、专业的技术能力以及为客户着

想的创新精神，不愧是中科检测培养的优秀团队！ 

中科认证的全体员工把梦想融入工作、用汗水浇灌未来，肩负希望、脚踏实地、踔厉奋发，以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逐梦未来。 

中科认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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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外在形象更加注重，化妆品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消费品。随着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诉求越来越高，在保证其安全性的

前提下，功效检测也成为行业发展的一种趋势。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就是为规范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强化妆品监

督管理、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与消费者健康、促进化妆品产业健康发展而制定的法律法规。此条例明确指出，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

依据，而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方式是其中较为重要与科学的一种。 

顺应行业需求及公司业务布局，2021 年中科检测成立了化妆品功效评价中心，作为工业与消费品检测板块的一个分支。万事开头难，成立之初

团队遇到了许多困难，也不断面对新的风险与挑战。根据《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规范》要求，从事化妆品人体安全性与功效评价检验检测机构应

当配备两名以上（含两名）具有皮肤病相关专业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且有五年以上（含五年）化妆品人体安全性与功效评价相关工作经验的全职人员，

建立受试者知情管理制度和志愿者管理体系，并具备处置化妆品不良反应的能力。经与业内人士深入交流与合作，解决了合适的医生入职化妆品功

效团队的需求。仪器不懂、方法不熟、条件不清就拿自己做试验，直到反应指标达到要求、条件清晰具备测试标准为止。经过一年的筹备阶段，功

效实验团队踔厉奋发、一往无前，克服重重困难，在公司领导以及各部门的协助下，顺利通过 CMA 评审，获得祛斑美白功效测试、保湿功效测试、

防脱发功效测试和防晒化妆品功效测试（防水、防晒指数、长波紫外线防护指数）的测试资质，跻身业内为数不多能检测全项化妆品功效指标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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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功效检测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是新的检测要求，对于检测机构也是新的挑战。功效实验团队根据不同的实验需求，创新性地统筹相关工

作内容与属性，充分联动试验员、销售员与客户，共同为产品的功效检测设计测试方案。他们经常从化妆品名字的设计、原料功能的研究、产品功

能的测试项目，到最终评价报告的产生，三方紧密联系沟通。研究标准、参考科学文献、检查化妆品原料库、修改配方资料、协同客户科研成果等

等，成就了中科检测功效团队一份份全面、合理、准确、科学的功效评价报告。 

检测方案确认后就正式进入测试阶段，需要大量的受试者参与试验。每项功效检测都需要 30-35 名受试者参与测试，再通过统计学计算得出测

试结果。在受试者的筛选工作中，人体皮肤的颜色等指标是选择受试者的重要标准，寻找合格的受试者是顺利开展功效测试的首道难关。美白祛斑

测试要求受试者后背皮肤的 ITA°值（表征人体皮肤色度的参数）在 20°～41°之间，而后背通常都被衣服遮挡，大部分人皮肤都很白皙，这就导致合

适的测试者非常难找，往往从近百名受试者中选出的合格者只有数名。祛痘产品的受试者需要有轻度或中度痘痘（粉刺和丘疹为主），但由于痘痘

的寿命很短，往往筛查阶段时有，到了开展试验的时候可能就自动痊愈了，这也给实验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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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反复的疫情也给功效评价测试带来许多不便。黄码、封控是功效实验团队不愿听到的词语。高峰时期每天进出的受试者约 200 人，试验员

不仅要开展试验测试，还时刻关注着疫情动态，为此制定了安全可靠的防疫工作制度。每天早中晚空间喷洒消毒剂，做好消毒防护工作；对每一个

来访的受试者都进行扫场所码、查健康码以及发放消毒液的标准工作程序，确保做到安全检测，实验工作与疫情防控工作两不误。 

截止 2022 年 10 月，化妆品功效评价团队已完成测试样品 400 多件，接待受试者 3 000 多人次。 

新领域、新起点，中科检测化妆品功效评价团队用科学的标准、严谨的态度、出众的效率、公正的方法保障化妆品安全，为美丽筑牢防火墙。 

中科检测功效检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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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过后，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秋意。当你走进钟楼旁的小花园便会发现一颗棵高大的树上开满艳丽的花朵，乍一看，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木棉

树。本应在春季开花的木棉树，居然在秋天开花了？原来这是与木棉花同科不同属的美丽异木棉。两者都是木棉科落叶大乔木，不同的是美丽异

木棉花期为秋冬季，而木棉是春天开花。美丽异木棉开花时满树鲜艳的花朵，绚丽耀目，异常美丽，故别称美人树。美丽异木棉原产南美洲，早

年我国从美国洛杉矶引种并扩大繁殖。  

美丽异木棉（Ceiba speciosa (A.St. –Hil.) Ravenna ），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树干下部膨大，密生圆锥状皮刺。掌状复叶有小叶 5～9 片。花

冠淡紫红色，中心白色；花瓣 5 枚，卵形，略反卷；花丝合生成雄蕊管。花期 8～10 月。美丽异木棉花谢后结果，果实有的大的像柚子，一个个

如炮弹般倒挂在光秃秃的枝杈上，甚为壮观。果实成熟后，厚厚的外皮自然脱落，一团白色的絮状物脱颖而出，洁白炫目，悬挂在枝头，状如成

熟开裂的棉花团，这些絮状物柔软性、保暖性还胜过真正的棉花，用它还可以填充枕头。美丽异木棉原产南美洲，现在广植于广东、云南、海南、

广西、福建等省区。  

美丽异木棉是优良的观花乔木，也是庭院绿化和美化的高级树种，可用作高级行道树和园林造景。   

观赏地点：钟楼旁小花园 

综合办公室（部分摘抄自中国科学院网站-科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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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断反复，形势依然严峻。最近，我参与了核酸检测信

息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单位落实上级任务要求的决

心、体现了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信心与实力，同时也充分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作为一

名党员，我觉得成为核酸检测的志愿者是一份义务、责任，能够

与一线医护人员一同奋斗是我的荣幸。虽然志愿者的工作看似

平凡且简单，但是却能让人充满力量。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我国一定能夺取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中科检测  吕雪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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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能够作为一名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期间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中，我参与了来参加核酸检测人员的引导工作，

主要给未扫码的同事提供二维码，用来填写核酸检测所有相关资料，同时

引导合理安排排队人员的位置，确保人数平均，将出口人流分开保证核酸

检测有序快速进行。除此之外，耐心回答大家问题，帮助不会操作的人进

行信息填写。   

 经过五个小时的艰苦工作，核酸采集工作进入尾声。通过此次志愿

活动，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义不容辞！ 

中科认证  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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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核酸检测信息志愿者，我帮助引导大家进行手机填码和维护

现场秩序，起初的我举码的样子还略显拘谨，但是很快我便迅速转换到了

志愿工作者的身份，尽力帮助大家完成核酸检测的程序。在这不算长的三

个小时时间里，我聚精会神地做好我的服务，当我举着信息采集的二维码

时，当很多手机对着我扫码时，虽然表面上的我依然稳重平静，但是内心

非常开心与欣慰，因为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参与了平时只有在新闻里看到的

画面。 

疫情当前，医护工作者在冲锋陷阵，志愿者们在保驾护航，中科检测

公司的每一个人积极主动参与全员核酸，都在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纵使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在所有人的众志成城之下，我们一定

能够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中科认证  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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