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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化 学 会 

 

 

 

 

关于邀请贵单位从团体会员单位转为理事单位

的函 

 

中国化学会第三十届理事会任期行将届满。根据学会章程规

定，经第三十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举办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届时将选举产生

中国化学会第三十一届理事会。 

早在 2014 年，为更好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属性和服务于科技、

服务于社会的基本职能，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化学事

业发展，中国化学会特别设立了理事单位。“理事单位”是团体会

员单位的高级类别，由化学、化工及相关领域在学界或业界具较

强实力、较高影响力和代表性，具有良好的化学化工形象和社会

声誉的单位组成。 

理事单位可推荐本单位化学工作者一名，经本会第三十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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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作为“理事候选人”，参加第三十一届

理事选举。 

中国化学会自 1932 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 90 年的发展历

程，在全国广大化学工作者和中国化学会会员的大力支持和共同

努力下，中国化学会在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化学科学技术发展，

普及化学知识，发现和培养化学人才，搭建产学研平台等各项工

作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

带。一直以来，中国化学会与国内高等院校化学院系、科研事业

单位和化学化工领域相关企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相互促进，并

肩进步。 

根据《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符合理事单位条件

且会龄一年以上的团体会员单位，可申请成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单

位。谨此，诚挚地邀请贵单位通过申请，成为中国化学会“理事

单位”，继续为推进化学事业发展努力。 

如拟申请成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请填写附件 1《中国

化学会理事单位入会申请表》，并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将填

写完毕的纸质版材料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邮寄

至中国化学会秘书处，同时发送材料电子版（word 文档，无需

签字盖章）至学会秘书处（haojiangtao@iccas.ac.cn）。学会在收

到申请表后，会与贵单位联系，发送理事候选人申请表及其他相

关资料。 

谨此诚邀，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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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郝江涛   王亚茹 

电  话：010-82449177-885/886 

E-mail：haojiangtao@iccas.ac.cn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 号（100190） 

 

附件：1. 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入会申请表 

2. 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 

 

 

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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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入会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Organization Members of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单位名称 

Name of applicant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政编码 

Code 
 

成立时间 

Founding time 
 

单位网站 

Website 
 

单位类别 

Category 

高等院校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事业单位（科研机构）Institutions (Research organizations) 

国有（控股）企业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外资或合资企业 Foreign enterprises or joint ventures 

私营（民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其他 Others                   

纳税人识别号 

（会费发票开票使用） 

 

职（员）工 

总数 

Sum of staffs and 

workers 

 
科研人员总数 

Number of researchers 
 

主要负责人 

Institution leader 

姓名 

Name 

性别 

Sex 

职称 

Job title 

职务 

Position 

电话 

Tel. 

手机 

Cell number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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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入会申请 

中国化学会： 

我单位希望加入中国化学会成为理事单位。 

我们了解中国化学会是从事化学或与化学相关专业的科技、教育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注册

登记的学术性、公益性法人社会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发展化学科学技术

的重要社会力量。其宗旨是：团结组织全国化学工作者，促进中国化学科学和技术的普及、推广、

繁荣和发展，提高社会成员的科学素养，促进人才的成长，发挥化学在促进国民经济建设持续发展

和高、新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为使中国化学科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不懈努力。 

成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后，我们将认真履行会员义务： 

1、认真遵守《中国化学会章程》及《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按期缴纳会费； 

2、积极参加中国化学会举办的活动； 

3、协助进行有关学术和科普活动； 

4、积极在本单位或本领域推荐杰出化学人才等。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Sealed by applicant:             Institution leader (Signature): 

                                                       日期 date：  

工作主要 

联络人情况 

Main contact 

person 

我单位现确定          同志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工作主要联络人，该同

志基本情况如下。 

如联络人有变动，我们将及时告知你会。 

姓名 

Name  
性别 

Sex   
所在部门 

Department  

职务 

Job title  
职称 

Position  
手机 

Cel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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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Tel.  E-mail  

加入其他科技社团（学会/协会）情况  

Have you joint o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 (Society/Association)?  
 

单位简介（500-1000 字） 

Introduction of your organization (500-1000 words) 

 

 

 

 

 

 

 

愿参加本会组织的哪方面的活动？有何要求？ 

We wish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held by CCS. 

 

 

 

 

 

对学会发展意见和建议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to CCS 

 

 

 

 

 

申请单位签字盖章(Signature and seal by applicant）： 

 

 

 

（公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Date：    年   月  日    

登记号（中国化学会填写 Filled by the CCS）：  NO.                  

注：单位盖章，公章名称与申请单位名称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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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 

（2014 年 12 月中国化学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化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为充分发挥其科学共同体的属性，加强

单位会员的服务，维护单位会员权利，充分发挥单位会员作用，共同推动

化学事业发展，依据《中国化学会章程》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单位会员的类别 

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单位和理事单位两种类型。单位会

员可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及相关领域院系，其他须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内

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事业单位。 

（一）团体会员单位。团体会员单位系指以单位、机构、团体的名义

申请加入并经学会批准，成为学会的成员。凡与化学有关的科研、教学、

生产等企事业单位，承认学会章程，愿意支持并参与学会工作，可申请为

团体会员单位。 

（二）理事单位。理事单位为团体会员单位的高级类别。理事单位应

为化学化工或相关领域在学界或业界具较强实力、较高影响力和代表性的

单位，且具有良好的化学化工形象和社会声誉。 

单位会员的成员拟成为个人会员，需另行申请。 

二、申请办法 

（一）团体会员单位。凡符合团体会员单位申请条件的单位可直接

向本会提交《中国化学会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并提供法人代码证书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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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高等院校院系不具有法人资格，可不提供法人代码证书复印件）、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适用于企业单位）及单位简介及有关宣传资料等。

经本会审核、批准后缴纳额定会费，即成为中国化学会团体会员单位。 

（二）理事单位。理事单位由中国化学会在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前一年统一审批，每四年一届。审批时符合理事单位条件且会龄一年以

上的团体会员单位，可申请成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理事单位的审批由

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对申请单位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经学会法人代表批

准后正式成为中国化学会理事单位，并推荐一名理事候选人于当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上参选中国化学会理事。 

单位会员会籍由本会统一管理，并分别颁发“团体会员单位证书”

和“理事单位证书”。 

三、单位会员权利和义务 

（一）单位会员的权利： 

1、优先获取本会活动信息并参加本会有关的学术和技术活动。 

2、可在中国化学会网站及有关媒介进行本单位简介和新闻宣传。 

3、可根据本单位需要向学会申请提供产学研信息、技术评审及成果

推广等与化学业务相关的无偿或有偿服务。 

4、可参加学会组织实施的各类人才及项目举荐及学会各项学术奖励

的推荐工作。 

5、对本会工作有建议、批评权和监督权。 

6、单位会员享有自由退会的权利。退会时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

单位会员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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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理事单位除享有优先获得以上 1-6 条权利外，还享有： 

（1）可推荐一名符合条件的代表作为理事候选人参选中国化学会理

事； 

（2）可提名、推荐理事长候选人。 

（二）单位会员的义务： 

1、依规定按时交纳会费。 

2、遵守学会章程，维护学会合法权益，自觉维护学会形象，执行学

会理事会的决议，接受学会委托的有关工作。 

3、参与和支持学会开展学术交流、科技评价、决策咨询、人才举荐、

成果推广等有关活动。 

4、在本单位内积极宣传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及时向学会提供本单

位科研进展和科技创新的有关信息。 

四、会费标准 

类别 会费 

理事单位 
高校及科研事业单位 1 万元/年 

企业 2 万元/年 

团体会员单位 
高校及科研事业单位 0.5 万元/年 

企业 1 万元/年 

说明： 

（1）鼓励会费每四年缴纳一次，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年度缴纳。 

（2）单位会员会费主要用于国内、国际学术活动及公益性活动、科

普活动；学会秘书处人员支出；学会开展会员服务及组织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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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位会员的日常联络和服务 

1、单位会员的日常联络管理工作由学会秘书处会员部负责。为便于

联络和服务，单位会员应安排一名本单位工作人员负责与学会的日常联

系。 

2、为统一展示单位会员风采，公告单位会员信息，学会秘书处建立

单位会员网站并负责日常更新与维护。 

3、为便于单位会员参与学会的活动，学会秘书处应在日常工作中保

证及时将有关学会活动信息、奖励推荐通知等及时传递至单位会员。 

六、退会与除名 

1、单位会员书面提出退会申请并获得学会批准，视为退会；连续两

年不缴纳会费，视为自动退会，注销其会籍。 

2、单位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会章程行为，经常务理事会通过，予以

除名。 

七、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