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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山大校友凝聚态物理青年学术论坛在物理学院召开  3 月 29

日至 31日，“山大校友凝聚态物理青年学术论坛”在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量子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山东大学物理学院主办，邀请了十二位杰

出的年轻校友，聚焦凝聚态物理前沿、讨论未来发展方向、凝聚山大力

量、寻找合作机会。论坛由物理学院柏利慧教授和秦伟教授主持，聚焦

凝聚态物理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郇庆教授、李

子安教授、赵林教授、崔晓玲教授、葛琛教授，中山大学钟定永教授，北

京大学王健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秦胜勇教授，中科院固体研究所史

同飞教授，复旦大学张童教授等分别做了十二场精彩的学术报告。随后，

杰出校友与物理学院青年教师举行了圆桌自由讨论，就山大物理发展方

向和人才引进及规划，提出了诚挚中肯的建议，并表达了学术合作和积

极宣传山大的意愿，为山大物理的发展出一份力。 

（详情请阅： http://www.sdu.org.cn/info/1008/2610.htm） 

 

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校友做客山东大学首期育贤校友讲坛  4月

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光学 1980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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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薛其坤做客山东大学首期育贤校友讲坛，作了主题为“胸怀祖国、放

眼世界，誓做新时代的开拓者”的讲座，从科学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分析

了国内外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分享了个人成长奋斗的经验

与感悟。校党委副书记仝兴华出席活动并致辞，副校长李术才主持讲座。 

“育贤”校友讲坛是山东大学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

的办学宗旨和“为国育贤”的办学初心，由校团委和校友工作办公室共

同举办的杰出校友交流分享活动。活动拟每月举办一期，采用全程直播

形式，搭建学校与校友、校友与青年师生之间的沟通平台，激励在校学

生以杰出校友为榜样，传承山大精神，努力奋斗、追求卓越，成长为拥

有家国情怀的出彩山大人。 

（详情请阅：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6291.htm） 

 

山东大学计算机学院长三角地区校友座谈会在苏州举办  4月 12日

至 14日，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长三角地区校友座谈会在苏州

成功举办。计算机学院常务副院长屠长河、党委副书记张四化、学院校

友常务理事会成员及长三角校友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屠长河介绍了山

大计算机学科发展历程、计算机学院发展情况和未来学院发展计划，并

与长三角地区校友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中，与会校友积极发言、讨论，

并与学院领导深入交流，为母校学科发展献言献策，共话山大美好未来。 

（详情请阅：http://www.sdu.org.cn/info/1009/2613.htm） 

 

校友工作办公室赴深圳参加校友活动并挂牌两处“校友之家”  

4 月 20 日，山东大学深圳金融俱乐部在嵘会商务会所召开第二届会

员代表大会。山东大学校友办副主任李湘军先后向嵘会、深圳书城颁

发校友之家牌匾。 李湘军向校友们转达学校领导的问候，报告了母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6291.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http://www.sdu.org.cn/info/1009/2613.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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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校友会工作情况，希望“校友之家”成为在深山大校友交流、沟

通、互助、联络的平台，加强校友之间的沟通交流，推进互动合作，

打造服务品牌，构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校友交流平台。本次活动五个

校友企业进行了项目路演并确立了俱乐部组织架构及相关负责人。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E4iQFYDlxpOQ1TIi3R1kuQ） 

 

山东大学校友聚创老臧庄脱贫攻坚—正翼才赋陈玉杰老师超强大脑

报告会举行  4月 23日，“山东大学校友聚创老臧庄脱贫攻坚、正翼才

赋陈玉杰老师超强大脑报告会”在老臧庄小学隆重举行，是山大校友聚

创、智志双扶帮助老臧庄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道路的一次很好体

现。今年 3 月，由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亲自揭牌成立“山东大学校友聚

创脱贫攻坚确山县老臧庄社区扶贫基地”，老臧庄社区的各项帮扶工作

进入崭新阶段。 

（详情请阅：http://www.sdu.org.cn/info/1008/2618.htm） 

 

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校友工作办公室一行赴老臧庄社区考察脱贫

攻坚  4 月 29 日，合作发展部王飞部长率团赴确山县考察脱贫攻坚情

况，重点考察了三里河街道老臧庄社区的发展情况。他们来到老臧庄社

区，同村两委的领导班子们一一见面，随后就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参观了

村委的各个功能室，并来到村委旁的扶贫产业基地了解当地产业扶贫情

况。参观结束后一行人来到村委会议室，就老臧庄党支部的党建工作与

社区脱贫攻坚情况开展专题座谈会，并向老臧庄捐赠了图书和衣物。 

（详情请阅：http://www.sdu.org.cn/info/1008/2617.htm） 

 

https://mp.weixin.qq.com/s/E4iQFYDlxpOQ1TIi3R1kuQ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http://www.sdu.org.cn/info/1008/2618.htm
http://www.sdu.org.cn/info/1008/2618.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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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校友做客山大育贤校友讲坛  5 月 8 日，第二

期“育贤”校友讲坛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活动邀请山东大学数学

系校友，长期从事系统与控制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教授担任

主讲人。郭雷院士以“不畏艰难、勇于创新”为主题，为师生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讲座。活动由山东大学副校长刘建亚教授主持。 

（详情请阅：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699.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699.htm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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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雷，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中科院院士。 

郭雷现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科院国家数

学与交叉科学中心主任。曾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

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理事长等。在系统与控制领域若干最基础而又困难的

重要科学问题上作出根本性贡献。30岁被中科院特批为研究员，33岁获

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37岁当选美国 IEEE 会士，39岁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随后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

院外籍院士、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会士，并被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授予荣

誉博士学位。曾获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颁发的青年作者奖与杰出服务奖，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旗舰刊物 SIAM Review 的 SIGEST论文荣誉等。

2019 年获美国 IEEE 控制系统学会波德奖（Hendrik W. Bode Lecture 

Prize），是历史上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科学家。此外，他还曾先后两次

应邀在三年一度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上作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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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财校党委书记许涛寻访上财发源地并与江苏校友座谈  3月 30

日，上海财经大学校党委书记许涛一行寻访上海财经大学发源地并与江

苏校友亲切座谈。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书记方芳、合作发展处处长陈红

梅、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沈晖、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夏纪军、合作发展

处副处长王峰，江苏校友代表吴亚东、梅汝恺、王长江、王亚、庞芳、徐

佳程、陆建国、尤立进、陈静、郑倩、高志楠等陪同寻访和座谈。 

（详情请阅：http://xy.shufe.edu.cn/news1/6f8bb484-1e9b-c7a2-942a-c7a35ad85aa1.shtml） 

 

上海交通大学“源·聚”建校 123周年校友音乐会举行  4月 7日，

“源·聚”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123周年校友音乐会在徐汇校区文

治堂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顾峰，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

胡昊出席音乐会，近千名校友、老师和在校学生欢聚一堂，近 150 位校

友与在校学生同台演绎。台上的演奏与歌唱、台下的掌声与感动，共同

为母校建校 123 周年献上最真挚的贺礼。本场音乐会由上海交通大学校

友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校友艺术团承办，上海交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协办。校友们自五湖四海而来，共聚文治堂，用音乐为母校献礼。参与

此次演出的最年长者为 60年前入学的 1955级校友，最年轻者则是 2018

年入学的大一新生，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填补了 60年岁月的鸿沟，也是交

大艺术精神传承的最佳体现。 

（详情请阅：https://alumni.sjtu.edu.cn/newalu/newsshow.php?id=3930） 

 

浙江大学举行校友创业大赛  4月 20日，第五届浙江大学校友创业

大赛启动仪式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求是大讲堂举行。浙大校长、校友

总会会长吴朝晖院士出席并致辞，副校长、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罗卫东

http://xy.shufe.edu.cn/news1/6f8bb484-1e9b-c7a2-942a-c7a35ad85aa1.shtml
https://alumni.sjtu.edu.cn/newalu/newsshow.php?id=3930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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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仪式。嘉宾们还以圆桌论坛的形式，从创业导师、参赛者、投资机

构等多个视角，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完善浙大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剖析了

创新创业当前最火热的焦点、最锥心的痛点和最棘手的难点，并对未来

发展提出了各自见解。浙江大学 MBA教育中心主任窦军生主持论坛。 

（详情请阅：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08）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成立大健康产业校友分会  4月 27日，浙江大学

长三角论坛在上海举行，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

主题，分析生命科学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为生命科学从基础研

究向应用转化贡献智慧。会上，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大健康产业校友分会

揭牌成立。 

（详情请阅：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17）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林振向母校捐赠 1000 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成立十周年之际，再获校友 1000万元捐赠。

本次捐赠由高金 DBA 首期班校友林振个人发起，出资 1000 万人民币设

立 “林振金融硕士（MF）奖学基金”，用于激励高金学子潜心向学，积

极进取。 

（详情请阅：https://alumni.sjtu.edu.cn/newalu/newsshow.php?id=3957） 

 

11 位深圳企业家向母校南开大学捐赠 1.8 亿元  3月 30日，“百年

南开•春潮涌动——南开校友企业家联谊会 2019 新开湖春季论坛”在深

圳举行，11位深圳企业家校友宣布向母校南开大学捐赠 1.8亿元人民币。

据悉，今年 1 月 9 日，南开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当日 3 名匿名企业

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08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http://zuaa.zju.edu.cn/news/view?id=7117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https://alumni.sjtu.edu.cn/newalu/newsshow.php?id=3957
http://www.view.sdu.edu.cn/info/1003/117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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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友向南开大学捐赠人民币 1.72亿元，用于数学、大数据、人工智能、

金融、国际经济等学科的发展建设。 

（详情请阅：http://nkuef.nankai.edu.cn/n/2733.html） 

 

江苏企业家庄建新捐赠西湖教育基金会  4月 15日，银环集团向西

湖教育基金会捐赠。银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庄建新是“中国制造”

的践行者，也是热心公益的倡导者。他先后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

京农业大学、苏州大学等院校设立奖助学金，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与企

业家精神对社会的责任。 

（详情请阅：http://wefoundation.org.cn/content/425） 

 

科大获邵氏基金会捐赠港币一亿五仟万  4月 16日，香港科技大学

(科大) 得到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一笔港币一亿五仟万元的慷慨捐

款，用于建设多功能大礼堂。大礼堂将成为科大的新地标，不仅为举办

大型活动提供场地，更令大学的教学和文化活动得以增添宝贵的空间，

为同学、教职员及校友带来更丰富的校园生活与学习体验。 

（详情请阅：https://giving.ust.hk/sc/donation_news_detail.php?id=63） 

 

北航获赠 1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建设“北航校友之家”  4月 28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唯实大厦唯实厅举行捐赠仪式，校友夫妇向母校捐

赠 1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北航校友之家”建设项目。此次捐赠 1 亿

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建设“北航校友之家”，希望校友之家的建成，能够

促进校友与学校之间，校友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详情请阅：http://bhuef.buaa.edu.cn/info/1003/1632.htm） 

 

http://nkuef.nankai.edu.cn/n/2733.html
http://wefoundation.org.cn/content/425
https://giving.ust.hk/sc/donation_news_detail.php?id=63
http://bhuef.buaa.edu.cn/info/1003/1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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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bro中国捐赠清华大学仪式举行  4月 29日，Umbro中国捐赠清

华大学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此次茵宝（北京）公司捐赠涵盖专业运动服

装、鞋帽、足球及相关装备等多品类的体育产品，每年受益群体将覆盖

全校各体育代表队，清华大学、附中、附小相关体育活动以及“马约翰

杯”运动会参与师生等。 

（详情请阅：http://www.tuef.tsinghua.edu.cn/info/xwdt/3694） 

 

中宙控股集团捐赠西湖大学设讲席教授专项基金  4月 4日，中宙

控股集团向西湖教育基金会捐赠资金，设立西湖大学•中宙捐赠讲席教授

专项基金，旨在激励和支持西湖大学教授科研工作的开展。 

（详情请阅：http://wefoundation.org.cn/content/426） 

 

 

 

 

 

  

http://www.tuef.tsinghua.edu.cn/info/xwdt/3694
http://wefoundation.org.cn/content/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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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青本科校友数据统计：山大居全国第十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英文：The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简称：国家杰青基金）自 1994 年

设立以来，至今已有 25 年的历史，整体资助项目约 4000 个。自 2007

年以来，在每届增选的两院院士中，有大半增选者都曾获得过国家杰

青基金的赞助。对于各个高校来说，由于当选人数比院士多，偶然性

较小，在理工科领域覆盖面较强，因此其本科校友的当选数量能较为

客观和全面的反映出各高校的本科教育水平。近期，对历届“国家杰

青”的本科校友数进行了统计，山东大学居全国第十位，具体排名结

果如下: 

（详情请阅：https://www.toutiao.com/i6676745169347281411） 

 

https://www.toutiao.com/i667674516934728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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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收录捐赠金额较上届涨幅达 50%

4 月 28 日，第十六届（2019）中国慈善榜在京发布。本届中国

慈善榜共上榜 274 位慈善家、744 家慈善企业，2018 年合计捐赠

276.3303 亿元，捐赠额再创历届新高，且较去年涨幅达 50%。

分析榜单数据，我们发现慈善家捐助呈现以下特点： 

1.大额捐赠占比较重。中国慈善榜自创立以来，一直以 100 万元

年度捐赠额为数据收录门槛。本届榜单中年度捐赠在 1000 万元以上

的慈善家共 120 位，占入榜慈善家的 43.8%。他们的捐赠总额达到

91.3107 亿元，占到了总捐赠额的 95.73%。在这 120 位捐赠人中，年

度捐赠在 1 亿元以上的有 33 人，最高的年度捐赠额达到 6 亿元。33

位亿元捐赠者总计捐赠了 66.5742 亿元，占到了总捐赠额的近七成。 

    2.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最受青睐。这些大额捐赠投入最多

的是教育领域。33 位亿元捐赠者中有 23 人的捐赠中包含对教育领域

的投入。最受青睐的是高等教育，很多大额捐赠者在 2018 年向高校

的捐赠单笔就过亿元。这些捐赠大多数是以校友名义进行的。 

3.中国的大额捐赠人的捐赠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整个榜单

来看，教育之外，扶贫、文化、医疗、环保、助残、志愿服务等多个

领域都已经有了多位捐赠者。 

4.房地产行业依然坚挺，互联网有所下降。房地产行业依然是出

产慈善家最多的领域。来自房地产领域的慈善家有 33 位，共捐赠了

23.8911 亿元，占到了总捐赠额的 25.05%，超过了四分之一。其次是

互联网行业，有 13 位捐赠者来自互联网、计算机相关行业，共捐赠

资金 6.4346 亿元。相较于上一届慈善家榜，不论是人数还是总捐赠

额，都有一定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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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北京、香港、深圳慈善资源丰富。城市之中，慈善资源最富集

的是北京，共有总部在北京的 32 位慈善家入榜，捐赠了 22.4279 亿

元，占到了总捐赠额的 23.51%。其中捐赠在亿元以上的就有 8 位。

其次是香港，有 29 位慈善家入榜，共捐赠资金 14.0128 亿元，远远

超越往届的捐赠。第三是深圳，33 位慈善家入榜，贡献了 9.0949 亿

元；第四是上海，17 位入榜慈善家捐赠了 4.1228 亿元。以省份为单

位的话，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广东和福建。共有包括深圳在内的来自广

东的 60 位慈善家合计捐赠了 21.1658 亿元，占榜单总金额超过五分

之一。入榜的福建的慈善家则有 36 位，共捐赠了 8.4145 亿元。 

慈善企业的捐助也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民营企业的大额捐赠依旧抢眼，有 578 家来自内地的民营企

业榜上有名，共计捐赠 144.3506 亿元，占榜单总额近八成（79.78%），

平均每家企业年度捐赠 2497 万元。以投资为代表的商务服务业在本

届榜单中表现突出，有 118 家该行业企业上榜，高出房地产企业（100

家）。 

2.企业捐赠再创历年新高。今年，744 家上榜慈善企业捐赠金额

达到 180.9469 亿元，不仅再次刷新年度纪录，更比去年涨幅达到惊

人的 50%。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 2018 年是扶贫攻坚的关键

年份，此外 2018 年高校基金会募捐工作频频发力，大量知名校友企

业和爱心企业以巨额捐赠投向高校；二是我国大额捐赠进入了比较

成熟的阶段，不再依靠灾难救援带动捐赠，捐赠成为企业长期持续的

工作。 

3.30 家慈善企业年度捐赠过亿。2018 年，有 30 家企业的年度

捐赠金额上亿。恒大集团以 35.3 亿元的捐赠位居榜首，其资金均流

向扶贫及教育领域；做出 16.56 亿元捐赠的碧桂园集团在这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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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外，还投向了卫生医疗领域；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名列第

三，其 7.33 亿元的捐赠流向扶贫、教育、救灾和文化保护等多种领

域。 

4.房地产企业数量跌落次席。今年，上榜房地产企业 100 家，共

计捐赠 71.9138 亿元，善款总额仍然无法被其他行业所撼动。但考如

果按企业数量来排列，今年，100 家房地产企业仅位居次席。取而代

之的是以投资为代表的商务服务型企业，今年有 118 家该类型企业

上榜，合计捐赠 15.4749 亿元。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bU35OO3w_ZYexHvRkdVvTg）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公布 2019 年部门预算，8 所高校预算总数

超过百亿 

近日，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公布了 2019 年部门预算，其中

8 所高校预算总数超过百亿，其中清华大学年度预算数达到 297 亿

元。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也都超过了 190 亿元。 

我们选取了在民政部注册的 19 家大学基金会的 2018 年的相关

数据，将之与上年度数据进行对比，同时统计了捐赠支出在大学预算

中所占比例。我们得出：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清华的筹款能力已经

一骑绝尘，马太效应越发明显。清华大学成为年度捐赠首个突破 20

亿的中国大学，  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紧随其后。 

清华大学年度捐赠突破 20 亿具有标志性意义， 其社会捐赠占比

在国内也是最高，但还是远低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单纯从年

度预算来看，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2.5 倍，比

MIT 还要多出 50 亿人民币，比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多出了 75 亿人民

币，与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相当，但多元化筹资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https://mp.weixin.qq.com/s/bU35OO3w_ZYexHvRkdVv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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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多元化筹资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暨第

三届大学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上，相关部委同志认为，早在 20 多

年前，我国就开始了在高等教育筹资机制方面改革的探索，其后又进

一步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举办者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成本，学校设

立基金社会捐赠等经费筹措机制。从制度设计上来说，社会捐赠应该

占据“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位置。然而，高校多元化筹资的整体格局

并没有形成。 

因此，在加大双一流高校财政支持力量的同时，还要完善高校多

元化筹资的顶层设计，引导高校更加重视筹资渠道拓展工作。同时我

们也应看到，多元化筹资机制的构建也要结合国情，对多元化筹资的

主体、目标、渠道、机制、保障措施、基金会发挥的作用、激励机制

等关键性问题进行明确，有条不紊的减少大学的财政依赖，提高社会

捐赠贡献率。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第

一梯队的 20 所左右大学的捐赠占比维持在 5%左右。 

（详情请阅：https://mp.weixin.qq.com/s/QtPrAcGpfDBJ6UtVoNm-Ug） 

 

https://mp.weixin.qq.com/s/QtPrAcGpfDBJ6UtVoNm-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