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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落幕
7所大学学子获奖

2018 年 6 月 13 日，以“开放
创新、电动未来”为主题的首届
中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
颁奖典礼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据了解，此次竞赛从赛制设
立到评选进程再到成绩公布，获
得了动力电池行业多位专家、学
者与科研人员的关心。 国家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工程专家组组
长王秉刚现场致辞时强调：“新
能源汽车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交
通工具的清洁化是改善大气环
境的重要方式。 在未来较长一段
时间里，电动车是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主要方向，而电池的发展程
度决定了电动车的水平。 电池中
有很深的学问，电池创新不仅需
要现在的研究人员也需要未来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也就是大学
生。 大学生现在参加动力电池竞
赛能够为未来的创新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此次竞赛很有意义。 ”

在颁奖典礼现场，记者有幸
聆听了获奖选手代表对自己的
作品的展示讲解，虽然听得一知
半解，但是学生代表的自信还是
令人振奋，当然，动力电池行业
专家对获奖作品做的现场点评，
更让我们加深了了解。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邱新
平说：“电池涉及化学、 材料、分
子等很多知识。 目前，大家都很
期待电池能量密度的提高。 本次
参赛选手提出的提高电池能量
密度的方案很巧妙，在没有采用
特别昂贵的材料、不增加材料成
本的情况下，让电池性能提高了
一倍。 可以想象，将来这种方式
如果真的产业化，电池成本会大
幅度下降，电动汽车续驶里程也
将大幅增加。 ”

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研
究员高学平说：“创新研究离不
开从相邻的学科等引入理念、方
案，这次参赛选手提出的方案就
包括把‘相变储能材料’领域的
方法引入到汽车电池领域，这种
思路是很好的，未来也有很好的
发展空间。 ”

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夏定
国说：“创新并非高不可攀，从基
础的材料方案入手也能做出创
新项目。 此次参赛选手提出的方
案中就包括，受飞机翅膀设计方
式启发提出的电池性能改进方
案。 它虽然没有使用新的材料，
但新的设计方案也能有效提高
电池性能。 ”

据了解，此次首届中国大学
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开始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由《中国汽车
报》社主办、LG 化学赞助，并获
得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圆网慈
善基金会支持。 目的在于发现和
培养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领域
的优秀人才，鼓励他们成为汽车
动力电池领域的精英力量。

从产业情况来看，虽然目前
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方
面已取得不俗成绩，但仍面临较
多问题，如电池能量密度、安全
性能、充电效率、热管理系统，以
及循环利用和回收等。 为此，中
国大学生动力电池创新竞赛主
要聚焦目前动力电池面临的难
题，要求参赛选手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可以只涉
及一个问题也可以多方面兼顾，
且不局限于前文提到的五个方
面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动力
电池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不
仅技术需要不断创新升级，其管
理与商业模式也需要创新，因此

竞赛的内容还
包括动力电池
应用商业模式
的创新。

《中国汽车
报》社总经理辛
宁说：“竞赛致
力于培养在动
力电池、材料方
面具有浓厚兴
趣和研究能力
的大学生，增加
这些大学生与
行业专家、企业
以及专业技术
人员的接触，让
大学生的知识
学以致用，并发
挥其所长、展示
其才能。 ”

LG 化学大
中华区总裁朴
显植说：“青年强则产业强。 大学
生们肩负着中国创新的重任，大
学生的创造力是整个产业的未
来和希望。 LG 化学将始终秉承
开放创新的理念，致力于在中国
推进动力电池年轻人才的培养，
让创新始于中国，花开世界。 ”

另据透露，首届中国大学生
动力电池创新竞赛于 6 月 13 日
落下帷幕，而新一届的比赛将再
度启程。 未来的竞赛仍将促进学
生与企业、 行业的双向互动，既
为参加活动的大学生在专业领
域的发展提供帮助，又能够通过
大学生的参赛作品和创新理念，
为动力电池领域的技术发展提
供更多可能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
面向大学生的动力电池竞赛之
外，LG 化学还将开启面向大学

及研究机构中科研人员的“GIC
2018 全球创新竞赛”。 这项赛事
旨在支持全球各地的创新性提
案， 并促进 LG 化学与各地研究
机构的长期合作。

LG 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孙兴起介绍说：“参
与者可在 LG 化学重点关注的未
来科技领域提出方案，包括但不

限于‘能源、环境、生物、功能材
料、平台技术’等。 竞赛提案征集
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8 日~9 月
30 日， 入选提案将于 2018 年 12
月公布。 最终入选者可获得 15
万美元/年的研究经费支持，并
有机会与 LG 化学研发团队合
作，以共同实现他们提出的解决
方案。 ” （于俊如）

为宣传志愿理念，弘扬志愿
精神，培育志愿文化，促进志愿
服务事业的全面发展，2018 年 6
月 12 日，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志愿者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志
愿者发展基金”） 启动仪式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主任顾秀莲，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理事长戚学森、秘书长缪瑞
兰、老龄与综合公益事业部主任

刘芳、志愿者发展基金执行主任
吕培力，海军中将、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原副政治委员冷宽，商
务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商业联
合会原会长张志刚，中央文明办
三局副局长邓丽娟，中国老龄产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琦，中
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丽君，各
地方政府、社团、公益组织、高校
代表，企业代表和志愿者代表等
共同见证并参与了此专项基金

启动仪式。
戚学森谈道，志愿服务在我

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淳朴
的民间邻里互助，到民间社区的
公益活动，“我为人人， 人人为
我” 已成为时代的一个鲜明特
征，志愿服务覆盖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

2017 年 8 月， 国务院颁布
《志愿服务条例》，明确了志愿服
务的概念。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作为一家全国性慈善组织，在民
政部的领导下，始终把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放在重中之重。“志愿
者发展基金”是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成立的为广大志愿者提供
帮助和服务的一支专项基金。 实
践证明，要实现志愿服务的规范
化、专业化，必须解决好志愿服
务组织载体、 志愿活动经费保
障、志愿者专业技能和志愿者激
励机制等问题。

志愿者发展基金执行主任
吕培力介绍了专项基金的功能

与作用。 她表示，通过“互联网+”
的模式有效帮助和扶持，让基金
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为中国的志
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开展服务。
在志愿者发展基金的支持和保
障下，志愿者能够有一个自己的
家，真正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的新时代社会价值观。“希望
此专项基金能够得到全社会的
关注，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组织
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其中，弘扬志
愿精神，践行公益服务，传递爱
心，传播文明。 ”她说。

会上还推出了志愿者管理
APP 软件平台———志愿公社。 据
介绍，志愿公社线上平台是互联
网的技术优势与志愿服务开展
的融合， 开创了 O2O 互助公益
模式。 志愿服务时间的储存转换
公益积分置换服务。 通过志愿者
管理平台，既解决了互联网公益
模式普遍存在的难以落地的问
题，又为传统的线下志愿服务创
造了规模发展的平台。

现场还举行了针对该基金
的捐赠仪式。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秘书长缪瑞兰、老龄与综合公
益事业部主任刘芳、志愿者发展
基金秘书长岳琦接受企业捐赠，
并向北京权爱嘉乐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德丰利达资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和北京晨鼎力友商贸
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颁发捐赠
证书。

顾秀莲对志愿者发展基金
的成立表示肯定和赞许。 她谈
道，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
度化， 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
则意识、奉献意识，这是在新时
期对志愿服务新的要求。 在新的
时代的背景下，志愿者发展基金
的成立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为
广大志愿者和志愿者管理组织
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服务平台，
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和困难，给
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从而
促进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积极
发展。 （皮磊）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志愿者发展基金正式启动

� � 北京理工大学李宜丁（左二）、华北电力大学乔庆元（右三）团队、天津工业大学
章伟立（右一）获得最佳创意奖

中 国 少 年 儿 童 文 化 艺 术 基 金 会 （ 机 构 代 码 ：
531000005000080337） 于 2017 年 5 月开具的公益事业统一捐赠
发票一张（编码：1100466086），因企业方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