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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 

                 

 

 

 

工 作 动 态 

山东大学商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举行  4月 30日下午，山东大学商

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校友大会在威海校区闻天楼举行。山东大

学（威海）党工委副书记赵玉璞、山东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湘

军出席大会并致辞。商学院院长戚桂杰、党委书记袁相万等出席会议并

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校友共襄盛举，师生共聚一堂畅叙母校情

怀，追忆同窗情谊，共同庆祝商学院校友会成立。 

戚桂杰做商学院发展规划纲要介绍，商学院副院长刘超做商学院服

务地方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威海）北京校友会副会

长、商学院 97级财政学校友管清友博士作《在历史的转弯处——以大历

史观理解中国、做多中国》的讲座。大会推举袁相万为山东大学（威海）

商学院校友会会长、推举孔雷为常务副会长。 

（详情请阅：https://job.wh.sdu.edu.cn/info/1008/8950.htm） 

 

山东大学校友聚创脱贫攻坚确山行活动举行  5月 7日，山东大学

“校友聚创脱贫攻坚确山行”活动研讨会在河南省确山县召开，由山东

大学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上海、福建、苏州、湖北、河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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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校友会成员组成的山东大学校友聚创脱贫攻坚扶贫志愿服务团开展

了扶贫考察活动。确山县委书记路耕、县长彭广峰，山大挂职副县长罗

超和驻确山老臧庄社区第一书记于德宁参加活动。 

（详情请阅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2/117898.htm） 

 

山东大学校友会看望百岁校友徐中玉  5月 14日，山东大学校友会

秘书长杨斌在参加上海校友会活动期间，代表校友会到华东医院探望 105

岁高龄的徐中玉校友。上海校友会秘书长刘素文一同探望。杨斌向徐中

玉先生转达了学校领导的关切与问候，并介绍了学校发展的情况。 

（详情请阅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2/118152.htm） 

 

山东大学校友之家授牌仪式在聊城举行  5月 15日，在山东暖频道

服饰有限公司举行山东大学校友之家授牌仪式。山东大学校友会秘书长、

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斌一行、聊城校友会会长宋士功、常务副会长王

克力，副会长陈勇、周航、李又保，执行秘书长王飞建，聊城总裁班同学

会秘书长耿英贤，暖频道总裁、聊城校友会副会长张以发以及魏传文校

友等出席仪式。 

（详情请阅：http://www.sdu.org.cn/info/1009/2625.htm） 

 

山东大学枣庄校友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5月 18日，山

东大学枣庄校友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枣庄隆重召开。会议宣读了《助

推新旧动能转换和“双招双引”山大校友在行动倡议书》，倡议广大校

友，要做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和“双招双引”的宣传员，让更多的山大校

友和各界人士，了解枣庄“双招双引”的真心诚意和政策举措，形成全

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双招双引”的强大合力；要做助推新旧动能转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2/117898.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2/118152.htm
http://www.sdu.org.cn/info/1009/2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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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和“双招双引”的领航员，立足本职岗位和能力特长，努力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投身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双招双引”工作；要做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和“双招双引”的联络员，树立“人人都是新旧动能

转换和招商招才信息员”的意识，充分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加强校友

与母校、校友与校友间的联系，让更多的山大校友和各界人士，为助推

全市新旧动能转换和“双招双引”贡献力量。 

（详情请阅：http://www.sdu.org.cn/info/1009/2621.htm） 

 

机械学院举行“百年五四，校友座谈”系列活动   6月 1日，关于

2005级校友的采访活动在兴隆山校区教学楼举行，本次采访以毕业 10年

回归为主题展开。此次采访不仅让学院学生对机械行业有了一个更深的

认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还让他们对自身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规划，从

而在未来的道路上可以不惧艰险，坚持不懈，做到有始有终。 

（详情请阅：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3/119067.htm） 

 

北京校友会焦震、周建民一行来访  6月 5日，鼎晖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总裁、山东大学北京校友商会会长、山东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焦震，

五道口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山东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山东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周建民一行来访。校长樊丽明会见了校友一行，

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参加座谈会。 

（详情请阅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2/119322.htm） 

 

药学院 99 级校友相识 20年返校活动  6月 7日至 8日，药学院 99

级校友举行相识 20年返校活动。来自国内外的 80余名 99级校友欢聚一

堂，共叙同窗情谊。齐鲁医学院副院长王凤山、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慧、

http://www.sdu.org.cn/info/1009/2621.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3/119067.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2/119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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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研究所所长翟光喜、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周洪、99级辅导员徐

东、药学院校友联系人李慧慧参加聚会。药学 99级校友班级理事宋超主

持活动。 

（详情请阅：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3/119333.htm） 

 

公共卫生学院举办校友返校活动  6月 8日，公共卫生学院 84级、

94 级、2004 级 100 余名校友从全国各地齐聚一堂，参与毕业周年庆活

动。学院党委书记李士保、院长李士雪、副院长赵秀兰、工会主席侯淑

军等出席活动。公卫学院原党委书记王晋臣、原党委副书记姜希洪，药

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宏峰，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系主任周成超作为嘉

宾参加活动。 

（详情请阅：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3/119279.htm） 

 

合作发展部开展社会筹资专项服务工作 

近期，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社会筹资专项服务

工作，王飞部长一行先后走访了微电子学院、物理学院、数学院、土建

与水利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和软件学院等七所学院，

各学院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了座谈会。对其余学院的访问、服务

工作正密集展开。 

王飞部长在走访中介绍了此次专项服务的背景、目的和内容，希望

通过认真周到细致的服务帮助学院更好地开展社会筹资工作。他表示，

校友工作和社会筹资工作一直以来是学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山东大学

120岁生日前夕，学校将对这两项工作体系进行新的梳理和建设，以期为

学校发展、学科建设、教职工发展等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3/119333.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23/1192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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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合作发展部与学院负责人沟通了本院的捐赠项目情况，

帮助学院梳理资源，凝练筹资项目，与各学院负责人从实际工作出发，

就建立学院筹资工作架构、制定筹资规划、挖掘校友和社会资源、设立

筹资项目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通过此次的座谈交流，各学院都加深了对社会筹资的认识，对下一

步学院筹资工作达成初步共识，纷纷表示要把社会筹资和校友工作作为

以后工作的重要方向。 

走访学院开展专项服务是合作发展部今年推动的重点工作之一。旨

在通过全方位服务，帮助学院梳理校内外资源，规划筹资体系，提升筹

资水平，支持学院发展。合作发展部将继续走访，计划走遍济南、青岛、

威海各个学院，通过专项服务为更多的学院提供系统性支持，帮助学院

更好地履行校友及社会筹资主体责任，助力学院开源和发展。 

（更多详情：http://lxi.me/unt5q） 

 

  

http://lxi.me/unt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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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人”风采 

百岁校友  徐中玉 

徐中玉，作家与文艺理论家，1915年 2月生，江阴华士人，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原系主任。1934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

系，担任山东大学文学社社长。曾于 1946年 8月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时期出版编著五种，后著有《鲁迅遗产

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

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七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五种及《大学写作》

《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作品多次获全国奖。 2014年 12月获第六届上

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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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山 之 石 

校友企业助力浙大高端艺术研究及推广  5 月 18 日下午，在母校

122 周年华诞之际，湖南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唐畋甸代表湖南新长海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支持母校高端艺术的研究、

出版和推广。浙江大学副校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罗卫东代表学校接

受捐赠，并向唐会长颁发捐赠证书、赠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书，感

谢唐会长对母校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 

（详情请阅：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30） 

 

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校友高峰论坛顺利召开  5月 19日下午，北京大

学创新创业校友高峰论坛于北大信研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北

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北大信研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

家张国有教授，天使投资人、百度七剑客、酷我创始人、北京大学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主任雷鸣，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

敏，北大青年 CEO 俱乐部秘书长蔡润维及代表王朝薇、朱晖、朱垒磊、

郑昱、王越、郭虎出席会议，北大信研院执行院长蒋云、副院长王韬、副

院长罗伟节出席，来自海内外近百位校友集聚杭州萧山，共同参加此次

论坛。 

（详情请阅：http://www.pku.org.cn/news/xykkx/1304680.htm） 

       

浙大校友洪钢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仪式举行  5月 20日，在

浙江大学 122 周年华诞之际，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

大学校友洪钢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支持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

院建设，助力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天，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数学高等研究院发展基金也宣告成立。 

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30
http://www.pku.org.cn/news/xykkx/1304680.htm


 

8 

（详情请阅：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31） 

 

大荆楚讲坛沙洋论坛第二场报告会成功举办  5月 21日至 22日，

北大荆楚讲坛第二讲暨沙洋论坛第二场报告会等系列活动在湖北省沙洋

县举办，这是讲坛深入县级的首场报告会，也是北大湖北校友会为服务

校友在近期举办的第二场双招双引活动。这场活动由北大湖北校友会与

沙洋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包括了报告会、双招双引推介座谈会、项目

考察、参观沙洋五七干校和荆州古城调研等丰富内容，满足了参会校友

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复合需求，取得了双赢成效，受到校地双方的欢迎和

好评。 

（详情请阅：http://www.pku.org.cn/news/xykkx/1304871.htm） 

 

上海交通大学 2019 年第一期“思源致远”校友工作坊举行  为加

强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工作队伍建设，推动校院两级联动，提升校友工作

水平，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定期举办“思源•致远”校友工作坊，

搭建平台，促进校友工作老师交流探讨，深化校友服务工作。5月 30日

下午，2019 年第一期“思源•致远” 校友工作坊在上海紫竹创业园区举

行。 

（详情请阅：https://alumni.sjtu.edu.cn/newalu/newsshow.php?id=3976） 

 

国内首个大额筹款项目— “更好的清华”筹款行动启动  4 月 20

日，“更好的清华”筹款行动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更好的清华”

筹款行动旨在汇聚社会捐赠支持，助力清华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以教育发展增进社会福祉，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更好的清华”筹款行动以清华大学发展战略为目标，

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31
http://www.pku.org.cn/news/xykkx/1304871.htm
https://alumni.sjtu.edu.cn/newalu/newsshow.php?id=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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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110 年校庆，围绕“大师”“英才”“求索”“斯园”四个方面

展开。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WLJ_Va9M4DycDh5zHrn-Sw) 

 

叶嘉莹先生再次向南开捐赠 1711万元   5 月 12 日，在南开校友

总会第六届理事会 2019 年(扩大)会议暨第六届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

论坛上，南开大学共获得捐赠 3394 万元。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

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去年捐赠毕生积蓄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

金”，支持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去年已捐赠 1857 万元，今年，

叶嘉莹先生再次捐赠 1711 万元，目前已累计捐赠 3568 万元。 

此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4-R9eJEFb14FJMqNstQY-A）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职工关爱基金捐赠仪式顺利举行  5月 26日

下午，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职工关爱基金捐赠仪式隆重举行。复旦大

学材料科学系教职工关爱基金由 1999 届（1995 级）本科班校友发起捐

赠倡议，旨在以此表达毕业系友对老师们的感恩之情，关心、关爱材料

科学系广大教职员工的身心发展，提升材料科学系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

质量。在遵循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关爱基金接受来自材料科学系各届校

友、本系教职工与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截止发稿时，以 1999届系友为

主捐赠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十万元。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ifFeDu1Wo4j4j71u1_o1xQ） 

  

https://mp.weixin.qq.com/s/WLJ_Va9M4DycDh5zHrn-Sw)
https://mp.weixin.qq.com/s/4-R9eJEFb14FJMqNstQY-A
https://mp.weixin.qq.com/s/ifFeDu1Wo4j4j71u1_o1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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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报 告 

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 强发布  山东大学位列第四 

5月 30日，《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 2019》（以下简称《指数报

告》）发布会在京举行。其中，山东大学位居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 强第

4位。华为居全国科技创新企业百强榜首，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居全国科

技创新科研院所 30强榜首。 

《指数报告》由“全国科技创新企业百强、中关村科技创新企业百

强、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强、全国科技创新科研院所 30强” 四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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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指数报告以知识产权核心指标为重点，对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科技

创新综合实力进行了全面分析评价。 

    据介绍，在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 强中，“985 工程”和“211 工程”

高校的创新能力突出，两类高校占比高达 75.76%，这说明高校创新能力

与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XDWg7VzqhJZq6H-6fiN-Zw） 

 

西湖教育基金会 2018 年报发布 

自 2015年创立以来，西湖教育基金会在机构管理方面一直以专业化、

高效率为标准致力于成为高效、专业、透明的现代公益组织。 

过去一年，西湖教育基金会受捐金额和捐赠人数继续攀升，协议金

额超过 43 亿元，捐赠人数接近万人。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和捐赠基

金的筹资主体，基金会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筹资工作进展顺利。

2018 年 2 月 14 日，西湖大学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10 月 20 日，

西湖大学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

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校正式诞生。截至 2018年底基金会累计协议捐

赠金额已超过 43亿元人民币，共计与 94位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其中，

协议金额超过 1 亿元的创始捐赠人达 36 位。从地域分布来看来自于浙

江及河南的企业家最多，均各占 25%。广东约占 16%，北京和上海均各占

11%，香港地区约占 4.5%，安徽、天津以及美国的捐赠人数约各占 2.5%。 

另外，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基金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含

银行转账）达 4744人次，累计捐赠金额达到约 143万元人民币。 

截至 12 月 31 日，由西湖教育基金会发起，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会提供公募支持的西湖大学青年人才奖励计划和西湖罕见病研究专项计

划两个公益项目正式上线，并通过新华公益平台接受社会捐赠。两个项

https://mp.weixin.qq.com/s/XDWg7VzqhJZq6H-6fiN-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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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累计收到 4102笔捐款，累计捐款金额达 111万元人民币。其中，青年

人才奖励计划收到 392 笔捐款，捐赠金额达 9.3 万元人民币；西湖罕见

病研究专项计划收到 3710笔捐款，捐赠金额约 102万元人民币。 

西湖教育基金会还新增了一些筹资项目，如苏武基金项目，伟新助

学金，西湖大学—博智林联合研究院项目，西湖大学—喂车车联合实验

室项目等。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bRrppzUjzIu86-Wnm7stqQ） 

 

 

https://mp.weixin.qq.com/s/bRrppzUjzIu86-Wnm7st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