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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急”到“责任”再到一种从

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在国家需求的
指引下，闵恩泽的人生步伐从未停滞、

常走常新。

闵恩泽：让“地沟油”化害为利

在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独

臂将军余秋里的回忆录中，20 世纪
60年代的闵恩泽“吃在车间、睡在办
公室，和工人一起爬装置、钻高温干

燥箱，一心埋头搞研究、搞攻关”，是

个实践型的科技帅才。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闵恩泽从来

就没有停止过创新，是个“在下班路上

的闲聊中也能灵感忽现”的大科学家。

而在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

生物柴油等生物质新能源研发领域，

闵恩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更是

一个谜。

耄耋之年再次“领先世界”

中国人每年消耗掉 2250万吨食
用油，其中约 330 万吨成为废弃油
脂，但只要回收得当，再经过几个小

时的化学反应，就可以变成清洁、无

污染的动力能源。这个产业还能消除

“地沟油”回流餐桌的巨大社会隐患，

直接保护中国的食品安全环境。这一

领先世界、化害为利的科研成果，正

是由闵恩泽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完成

的“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生产新工

艺。

像美国这样的能源消耗大国，对

从可再生的碳水化合物中提取柴油、

汽油形成新的生物质能源燃料，来代

替不可再生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

气等能源非常热衷，每年投入的研发

与产业启动资金仅在军费之下，且计

划在 2020年用 30%的生物质能源替
代石油。

2009 年，中国全年消费 6704.9
万吨汽油和 1.39亿吨柴油，每年石油
进口超过 2 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
50%，还要进口以千万吨计的油料作
物和大量植物成品油。出于对粮食安

全和中国人饮食习惯的考虑，闵恩泽

认为，我国生物柴油采用可食用的植

物油是不可行的。但我国也不缺乏生

物柴油的原料，如废弃油脂（餐饮废

油、酸化油、废动物油）。由于原料来

源途径多，品质差别大，闵恩泽自然

想到了开发适合劣质和多种来源原

料的技术。

专题研究组成立了，闵恩泽的夫

人陆婉珍院士发现丈夫又开始经常

半夜两三点兴奋不已，从床上爬起来

走到写字台前长考疾书。在大量实验

和学术思考之上，闵恩泽领导的团队

成功开发了“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

生产新工艺，在劣质和多种来源原料

炼油的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该工艺于

2008年在海南省建成工业示范装置，
并已投入生产，B-5生物柴油已在海
南的加油站销售。

“微藻生物柴油成套技术的开

发”，也是闵恩泽与中国石化总工程

师曹湘洪院士、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

院士等业内专家详细讨论、几经考

察，根据中国农地、水资源宝贵，滩

涂、盐碱地、沙漠地区面积较大的特

点确定的。目前这个项目在进行小试

研究，预计 2015年进行户外中试装
置研究，2020 年建设工业示范装置。
可以说，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每一步，

都是闵恩泽根据国情和中国“后天与

后后天的需求”精心设计的。

2010年，闵恩泽主持的咨询项目
《生物质炼油化工厂———推动能源化

工迈上碳水化合物新时代》向中科院

提交了报告。闵恩泽亲自撰写了一

章，对我国生物质能源，包括乙醇汽

油、秸秆乙醇、微藻生物柴油及新一

代生物质汽油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已

是耄耋之年的闵恩泽充满信心：“我

们不仅要急起直追，而且要争取技术

领先权易于我手。在别人屁股后面

跑，永远超不过人家。”

把技术创新当做第一要务

“关于创新，我最大的收获是在

1980年。”这一年，闵恩泽把美孚石油
公司中心研究室主任请到北京，这位

主任在介绍美孚在分子筛领域保持

技术领先的经验时说：“工业催化剂

基础研究的关键是开发新催化材

料。”

这句话为闵恩泽带来认识上的

重要转变，只有开发新的催化材料才

能研制出新催化剂，“就好比有了布

料才能做出好的时装”。

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闵恩泽

选择了非晶态合金作为新催化材料，

并决定将其与磁稳定床反应器集成

研究，这一课题被纳入了石科院基础

研究的重点。

十余年的攻关，闵恩泽和他的团

队最终攻克了非晶态合金催化材料

表面积小、热稳定性差等难题，使非

晶态镍合金催化剂与磁稳定床反应

器应用于己内酰胺加氢精制过程，首

次在国际上实现工业化。

总结自己的创新经验，闵恩泽不

无感慨。

“首先，自主创新分为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实

现原始性创新的途径之一是把现有

技术的科学知识基础转移到全新的

科学知识基础上。”

“其次，创新来自联想，而联想源

于博学广识和集体智慧。”

“另外，创新还需要有精神力量

作为支柱。克服挫折失败，坚持到

底。”对于闵恩泽来说，这个精神力量

就是国家和民族。

时刻走在探索的最前沿

基于执著的创新精神和高度的

责任感，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闵恩泽
以 70多岁的高龄，顺应时代需求，转
向绿色化学，致力于绿色化学技术的

研究。

“绿色化学对科学发展观是很重

要的一条。所有原料都应用到产品

中，保护环境，可以兼顾协调发展；无

毒无害的原料，可以保证工人和社区

安全，最终保障社会和谐；生产的产

品可以生物降解，回归自然。”闵恩泽

这样阐释绿色化学与科学发展观之

间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闵恩泽依然走在探

索的前沿，投入到利用可再生农林生

物质资源生产车用燃料和有机化学

品新领域的研究之中。“他对我来说

很平凡”。

只要谈起闵恩泽，无论是他的学

生、同事还是朋友，都流露出钦佩之

意。

石科院副总工程师宗保宁是闵

恩泽的学生，1985年至 1991年，宗保
宁师从闵恩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给宗保宁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老师

对学术非常严格。

“比如评价论文的时候，闵先生

心里有一个杠杆，你的论文跳不过

去，他就不让你毕业。”宗保宁回忆

说：“博士论文我写了七八遍，那时候

计算机不普遍，两三万字只能一遍一

遍地抄。后来我搞烦了，我说这论文

不能写了，咱们写作风格不一样。闵

先生说，这不是风格不一样，是水平

不一样。”

宗保宁现在也开始带研究生了，

他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学生。

“就像闵先生在我后边站着似的，我

如果不认真，他就要说我。”

在李成岳眼里，闵恩泽是真正的

大家。“2004年春节前后，医院怀疑我
得了食道癌，闵先生得知后，大年初

四和陆婉珍院士亲自到家里看我。实

际上，从年龄、学识来讲，我都是闵先

生的晚辈，当时我非常感动……”讲

到这里，李成岳一度哽咽，难以自持。

何鸣元与闵恩泽的关系亦师亦

友，他觉得闵恩泽在科研领域的过人

之处就是“勤奋”。“闵先生经常在半

夜两三点钟起来工作，看书、看资料，

甚至写东西。他的工作是日以继夜

的，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国家需求”是一生的动力

闵恩泽对自己一辈子工作的总

结非常简练，“我这一生只做了三类

工作，第一类是国防急需，石化发展

急需；第二类是帮助企业扭亏为盈；

第三类就是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

的工作。”其间，闵恩泽对“国家需

求”的理解是不断深化、不断升华

的。

上世纪 60年代，在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闵恩泽仅用了 5年时间就打
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为中国自主开发

了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满足了国家

空军用油的急需。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石油炼制
催化技术已基本满足炼油工业的需

求，但化工催化技术还停留在依靠

引进上。1980 年开始担任石油化工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的闵

恩泽把工作重点，形成“新催化材料

是创造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工艺的源

泉，新反应工程是发明新工艺的必

由之路”的认识。在这个方针指导

下，才有了后来带动我国绿色化学

研究的“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

学和反应工程”和获得 2005 年国家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非晶态合金

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

与集成”等项目。

正如从 1984年开始就与闵恩泽
合作的中科院院士何鸣元所说，“闵

先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

强烈的责任感”。“搞科研的人往往强

调兴趣，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

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

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他就

研究什么，哪怕跨度再大，也不回

避。”

从“应急”到“责任”再到一种从

容的战略选择与部署，在国家需求的

指引下，闵恩泽的人生步伐从未停

滞、常走常新。

2013年 12月 26日，北京首届“闵恩泽
能源化工奖”颁奖大会暨学术交流活动在中

国工程院举行。北京大学刘海超等 11位在
生物质能源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

工作者分别被授予“杰出贡献奖”和“青年进

步奖”。该项奖励基金由我国著名科学家、两

院院士闵恩泽以及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中

国石化高级副总裁戴厚良等创意发起。

2013年 2月 1日，在闵思泽 90岁生日
时，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石化宣布，联合设立

“闵恩泽能源化工奖”奖励基金。该项基金

初始资金总额 1200万元，其中闵先生个人
捐赠 400 万元人民币、中国石化捐资 800
万元人民币，本金运作和保值增值部分用

于奖励全国范围内在能源化工领域从事研

发和产业化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

技人员。 （刘姗 /摄）

现代国企发展论坛 2013 年 12 月 20 日在北京举
办，此次论坛由中央企业媒体联盟和《现代国企研究》

杂志共同主办。

论坛以“改革释放红利，管理提升价值”为主题，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

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到会祝贺并讲话，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做主旨报

告，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做主题演

讲，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尹家绪、中国南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昌泓等央企领导和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做了精彩演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这对国有企业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本次论坛旨在为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和

所有关心国有企业发展的朋友们搭建一个分享收获、

交流经验、共聚智慧和探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路的

平台，也希望通过现代国企发展论坛这个舆论平台，

能够给国有企业发展传递正能量。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中央企业媒体联

盟副主席胡钰主持论坛，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以

及。来自 30 多家央企、部分高等院校、研究咨询机构
以及新闻媒体的百余名代表参会。

这次论坛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中瑞精益管理

体验中心”举办。当天，该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

（丁国明）

现代国企发展论坛举行
共议管理提升价值

首届“闵恩泽能源化工奖”
在京揭晓

50家央企抛出
3000就业岗位

“中央企业作为建设国际一流中国的大企业，急

需人才，特别欢迎高校毕业生能到央企的这个大家庭

锻炼成才。”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在第三

届中央企业面向西藏青海新疆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

会上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现场获悉，本次招聘会主要

面向在川及周边地区高校西藏青海新疆籍 2014 年毕
业生及近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的就业

地点既有三地地区，也有三地以外的其他省市。东方

电气集团、中国建材、中国铁建、中国联通等 50 家中
央企业提供了近 3000 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来自 30 多
所高校近 5000 名毕业生参加。

据徐福顺介绍，第一届中央企业三地现场招聘会

招收了高校毕业生 3650 人，其中，在西藏青海新疆招
聘了 1151 人。2013 年 3 月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年
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699 万人的情况下，第二届
中央企业三地现场招聘会招收了高校毕业生 5784 人，
其中，在西藏青海新疆招聘了 1598 人。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会场得知，此次中国建材集

团带着 289 个岗位来四川大学，属于此次招聘会带来
岗位最多的央企。

“此次招聘会，西南水泥需要的人才最多，因为是

建材行业，属于较为辛苦的职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更多地招到踏实肯干的学生。”中国建材集团现场负

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

事实上，促进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为推

动三地人才建设与培养工作，从而带动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针对毕业生的求职网站，登录和投递简历非

常方便。”四川大学商学院 10 级 ACCA 专业的张衎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目前，张衎已运用网络求职，把

简历投向了国家电网和华润集团，而且，他也在华润

集团面试完了，目前正在等待消息。同时，他还告诉记

者，他同班同学像他这样在网上投递简历的不在少

数。

目前，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

把民族团结工作、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放在了重要的位

置。

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的“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到党

的十七大报告的“实施扩大就业战略”，到党的十八大

报告提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再到党的十八

大明确指出“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

在业内人士看到，对就业工作的理解不仅仅局限

于解决就业问题、帮助学生找到工作这个层面，更是

站在事业发展和人生幸福高度，将学生的成长发展与

国家社会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输

送和科学配置。

本次招聘会是第三届中央企业面向西藏青海新疆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的系列活动之一。现场招聘会结

束后，中央企业还将陆续发布新的岗位信息，高校毕

业生仍然可以通过网络途径参加专场招聘，预计该活

动将持续到 2014 年 3 月底。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本报记者 万斯琴

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闵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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