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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2018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们谨代表学校向全校广大师

生员工、医务人员、离退休老同志，向海内外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校友们和

各界人士，并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最美好的新年祝福！

201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行动纲领，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吹响了新的集结号。一年来，我校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配合中央专项巡视，岡满完成了巡

视整改任务。全校上下团结一致，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枳极参与国家“双一流”建设、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升级

版以及安徽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深入实施“十三五”规

划，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进展。

“双一流”建设蹄疾步稳。学校入选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1个学科入选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7个学科被评为A+学科，15个学科被

评为A类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的学科领域增加到11个。在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建设的基

础上，积极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能源等学科，建设大数据学院、大数据研究院、网

络空间安全学院，成为国家首批7所“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之一；积极

探索“理工医交叉融合、医教研协同创新、生命科学与医学一体化发展”的“科大新医

学”模式，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三方共建的中国科

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揭牌成立，安徽省立医院顺利加盟，成为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

人才队伍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新增两院院士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8人、创新人才推进计划9人、万人计划14人（公示中）、青年千人计划23人（公示

中）、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个；潘

建伟院士入选《自然》杂志2017年度十大科学人物，多位教师喜获全国创新争先奖、未

来科学大奖、菲涅尔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和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等殊荣。

国家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枳极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在省市的大力

支持下，完成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暨中国科大高新园区选址及建

设规划，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

家研究中心、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合肥先进光源預研正

式启动；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建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集成工程设计研究”项目顺利启动；参与的未来网络实验设施获

批立项。

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我校主导或参与研制的“墨子”和“悟空”两项成果

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墨子号”圓满完成預定的科学实验任务、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

现千公里级星地量子通信，国际上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正式

开通，研制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自然》《科学》等顶级国际学术期刊，研究成果入选《自然》杂志2017年度重大科学

事件和2017年国内、国际十大科技新闻等多个荣誉榜单。

红专并进一甲子，科教报国六十年。2018年，中国科大将迎来建校六十周年华诞。

站在继往开来的嶄新起点上，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我们将以筹备六十周年校庆为契机，弘扬科教报国的优良传统，传承“红

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精神，汇聚全球科大人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居安思危，直面

挑战，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坚持立德树人、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进一步优化

学科布局、推动“新工科”和“科大新医学”发展，加快校本部三校区贯通和高新园区

建设、完善和优化校区功能，早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阆家幸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党委书记

校长、校友总会会长

2017年12月31日

致全球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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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招生情况

        2017年，学校招收本科生1860人，在

校本科生7400多人；其中，学校通过少年

班、创新试点班、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提

前批录取等形式选拔录取一批优秀学生，自

主测试类招生人数达到总人数的37.1%。

        2017年，学校招收研究生2100多人，

在校研究生6200多人；其中，推免生1937

人，“985”“211”高校生源比例达到88.3%。

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

985/211

高校生源

毕业情况

2017年累计

授予学位

校友工作年报 母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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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学校新增两院院士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8人、长江学者（含青年）

4人（公示中）、创新人才推进计划9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4人（公示中）、青年千

人计划23人（公示中）、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人。截至目前，我校共有两院院

士（含双聘）49人、长江学者（含青年）5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10人、千

人计划（长期和短期项目）46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30人、创新人才推进计划30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1人、青年千人计划124人、青年拔尖人才13人、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122人，各类高层次人才不重复统计总数达到390人，约占固定教职

总数的31.5%。

队伍建设

校友工作年报 母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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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10月，全校“拔尖计划”共培养学生1408人，其中在读588人，毕

业820人，毕业生中继续深造人数达到787人（其中出国深造人数484人），深造

率达到96.0%（其中出国深造率59.0%），远高于全校本科生的平均深造率。

获中国科学院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

01

02

03
积极拓展本科生海外交流项目，通过海外暑期研究实习计划、世界名校暑期学

校计划、“未来科学家夏令营”等活动，本科生交流规模持续增加，达到

600多人次。

发挥科教结合优势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01

02

03

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质量和数量均稳中有升

发表SCI学术论文2198篇，其中在Science上发表2篇，在Nature及其子刊上

发表30篇；人均发表SCI论文2.08篇，人均发表SCIⅠ/Ⅱ区论文1.27篇。

14篇博士论文获得“2017年度中国科学院百篇优博”，目前我校共有173篇

论文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数量高居院属各培养单位

之首。

开展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共评选出28篇校级

优博论文，17篇校级优博论文提名。

04
加强与重点中学的联系和宣传，在全国各地建立优质生源基地达133所，邀请

校内院士专家赴中学开展科普报告共计120余场。

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核心竞争力

“四青人才”（“青年千人”“国家优青”“青年拔尖”“青年长江”）不重复统计总数

达到193人，占全校高层次人才的50%。前八批引进的108位“青年千人”快速成长为一

支重要的学术骨干力量，其中已有10人入选“国家杰青”，占全国入选总数的17%；

26人入选“国家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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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平台建设

我校入选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有11个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成为

唯一一所“数理化天地生”学科均入选的高校。

学校将按照“11+6+1”的学科布局，重点建设18个学科，包括：11个学科（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医学科学、科学技术史、材料科学与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安全科学与工程），6个交叉学科（量子信息与网络安

全、医学物理与生物医学工程、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技术、力学与材料设计、信息计算与

通信工程、管理科学与大数据），以及1个学科群（环境与生态学科群）。

建设科大新医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发展科大新工科（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工程科学等）

07 08

校地合作

推进科教结合，积极落实省院全面创新合作协议

已经完成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暨中国科大高新园区选址及建设规划

启动肥西路下穿改造工程设计和建设，实现东、中、西校区全线连通

参与北京、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北京中关村设立北京研究院，加强上海研究院的

建设

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揭牌成立，安徽省立医院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建设大数据学院和大数据研究院，成立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成为国家首批7所“一流网络

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之一。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28个学科参评，有7个学科入选A+学科、15个学科入选A类

学科，理学基础学科全部入选A类学科。“社会科学总论”首次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领

域，目前我校共有11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领域，其中化学、物理学、材料科

学、工程学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领域。

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学校全面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积极推进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类脑智能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合肥先进光源（HALS）、未来网络实验设施（合肥

分中心）、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一级核心站）等建设。

加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建设

加快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

以建设“科教融合共建学院”为突破口，加强所系结合

加强校地合作，积极拓展办学空间，对接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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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立校

学校全面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

院揭牌成立，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正式获批组建，合肥先进光源预研工程正式启动，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

建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集成工程设计研究”项

目顺利启动，参与的未来网络试验设施获批立项。此外，极地环境与全球变化安徽省重

点实验室、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省机器人标准基地、安徽省先进

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实验室、安徽省废水资源化利用工程实验室获批成立；中国科学院

能量转换材料重点实验室通过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组织的评估，获评良好。

重大平台设施建设成效卓著

目前，我校共有11个国家级科研机构、18个中国科学院重点科研机构、31个其他省部级

科研平台和22个所系联合实验室，主持或参与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年来，我校科研人员申报各类纵向科研项目1587项，其中获批634项，获批经费达

14.9亿元；签订横向合同143项，总经费1.279亿元，截至2017年11月30日，到款科研

经费16.5亿元。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分别为50%和55.3%，均居全国主

要高校之首，特别是青年科学基金获批项目数首次进入前二十位。

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墨子号”圆满完成全部三大既定科学目标、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千公里级星地量子

通信，正式开通国际上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研制出世界首

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学校参与研制的我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

卫星“悟空”取得重大发现，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能谱；多

项成果发表在《自然》《科学》等顶级国际学术期刊。

重大原创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可，获得了社会的充分肯定

我校主导或参与研制的“墨子”“悟空”两项成果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我校主导研制

的光量子计算机入选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2018年新年贺词；“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

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诞生”“量子通信‘从理想王国走到现实王国’”以及我校参与的“‘悟

空’发现疑似暗物质踪迹”等成果入选由两院院士评选的2017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墨子号”量子卫星的研究成果同时入选《科技日报》评选的2017年国际、国内十

大科技新闻以及《自然》2017年度重大科学事件等榜单。

据Web of Science统计，2017年我校发表SCI论文5829篇，以第一署名单位发表2644篇。在

论文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继续保持优异，位居国内高校前列。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发布的数据，近十年间（2007~2016年）我校作为第一署名单位累计发表SCI论文

19766篇，篇均被引次数15.08次，继续保持在全国主要高校中排名第一。

据汤森路透公布的数据显示，我校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共发表SCI/SSCI论文

36418篇，篇均被引14.02次，超过世界平均值（12.00次），在全国主要高校中排名第一。

2017年，学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3项（其中第一完成单位2项）；安徽省重大科技成就

奖1项，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优秀

成果奖4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截至

2017年12月14日，我校申请各类专利625件，获得授权专利330件，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颁证22件。

在日内瓦国家发明展第45届展会上，获得2项特别金奖、1项金奖和2项银奖。

科技创新能力和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

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和校企、校地合作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2017年已完成3个学校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成果作价金额合

计7154.13万元。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合作，与江淮汽车、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安徽瑞达投资集团、光载无限（北京）科技公司等开展深入合作。



国际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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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设

2017年，共实施新建及维修改造项目176项，涉及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

其中新建项目约35万平方米，维修改造项目约12万平方米。

加快推进园区规划与建设

“十二五”建设项目全面实施

完成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其中新建项目约2.5亿元，维修改造项目约

1亿元。

科大花园二期、新建附属学校、西区特种实验楼临时实验用房、中校区林荫

大道、动力保障站房等7个项目已完工投入使用。

中校区学生宿舍楼、学生生活服务中心、东区物质科学教研楼、西区生命科

学楼扩建4个项目将于2018年陆续交付使用。

综合体育中心和西区特种实验楼新建项目2个项目已开工建设。

推进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

国际师资人数达到283人，其中国际访问教授人数达到129人。

2017年境外专家来访1409人次，我校教师因公出访1702人次；国际学生来访交流302人

次，本科生出访交流607人次，研究生出访交流1057人次。

“大师论坛”，邀请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17名科学大师来校开展学术研讨、文

化交流等。

在校留学生已达657人，其中，博士研究生476人、硕士研究生177人、本科生4人。

积极拓展师生海外交流渠道

加强留学生工作

“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达488人，占留学生总数73.4%。学校加入中俄“两河流域”高

校联盟，举办第四届中俄“长江-伏尔加河”青年论坛。

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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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公告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在叠翠流金、硕果满枝的丰收时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

称“中国科大”）迎来了建校五十九周年华诞。在此，首先祝全球科大人节日快乐！并向长

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科大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红专并进一甲子，科教报国六十年。2018年9月20日，中国科大将迎来六十周年华诞。

这将是中国科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也将是全体科大人继往开来的崭新起

点。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正翘首以待，并衷心期盼海内外各界人士热忱关注。

六秩风雨，弦歌不辍；三次创业，砥砺前行。中国科大自建校之日起就树立起“红专并

进、科教报国”的远大志向，把扎根祖国大地、服务国家发展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从初

建北京，以创新立校，向科学进军，到迁址合肥，乘改革东风，领风气之先；从服务“两弹

一星”、创造性“所系结合”办学，到首创少年班、研究生院；从筹建我国首个国家级实验

室，到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中国科大的一甲子是与祖国同行的六十年。一代代

科大人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创造了我国

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践行了科教报国的铿锵誓言，赢得了“英才之摇篮、

创新之重镇”的美誉。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我校考察时对学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科技

大学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为国

家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使命光荣、责无旁贷。学校将以筹备六十周年校庆纪念活

动为契机，全面回顾六十年办学历程，总结科教探索与创新，传承校训精神、弘扬科教报国

传统，早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自即日起，六十周年校庆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学校将本着简朴热烈、崇学尚教、亲情温

馨、凝心聚智的原则，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热切期待全球科大人回家团聚、叙旧话新，诚挚

邀请所有关心和支持中国科大的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参与校庆活动，共襄盛会、共谋发展！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年9月20日

（第一号）

六十周年校庆
USTC 60TH 
ANNIVERSARY

祝福母校

60周年校庆网站

支持母校

60周年校庆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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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院长调研中国科大

并听取校庆工作汇报

专项巡视整改和意识形态专项整改有关工作

的情况。许武书记表示，巡视整改期间，校

党委全力配合中央巡视工作，狠抓巡视整改

落实，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根本思想基础，以白春礼院长、刘伟

平副书记关于我校巡视整改的批示精神为指导，

推动巡视整改工作见成效，精准发力、层层

压实，打好巡视整改攻坚战，把巡视整改作

为最严肃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在意识形态专项整改方面，许武书记表

示：学校党委进一步细化具体任务，形成专

项整改方案，并有序推进各项整改工作，并

已经按时向教育部党组提交专项整改报告。

通过意识形态专项整改，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关于意识

形态和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

贯彻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

示精神，进一步提升了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

分析研判和重要问题研究处理能力，提高了

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

立了"四个意识"，更加坚定了"四个自信"。

包信和校长从招生培养、人才队伍、平台

建设、科研成果等方面介绍了学校近期情况，

提出了学校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和中国科学院

"四个率先"背景下的发展思考，结合学校发展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双一流"建设任务、"四个率先

"升级版对学校发展的要求等，从人才培养和立德

树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校区功能优化和校

园建设等方面介绍了学校下一步重点工作计划。

2018年，中国科大将迎来建校60周年。

包信和校长在讲话中从校庆主题、宗旨、纪

念活动安排和所需支持等方面介绍了学校

60周年校庆筹备活动情况，希望能通过校庆

活动，全面回顾六十年辉煌办学历程、展示

办学成就，总结中科院所系结合办学经验、

促进科教融合，传承红专并进、科教报国传

统，凸显科大精神，营造良好发展氛围，推

动"双一流"建设，争取早日将学校建设成为具

有中国特色、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后，白春礼院长在讲

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科大党政领导班子团结一

致、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全校师生员工共同

努力，推动学校近年来较快发展，成效明显。

白春礼院长详细解读了中科院夏季党组扩大会

校友工作年报 六十周年校庆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9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白春礼到我校调研并听取学校工作汇报。中

科院办公厅主任乔均录、科学传播局局长周

德进、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郑晓年、前

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黄敏，院机关相关处

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中国科大在校校领导

许武、包信和、陈初升、周先意、朱长飞、

蒋一、王晓平、黄素芳，学校各学院、国家

（重点）实验室党政主要负责人以及机关各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工作汇报会由党

委书记许武主持。

许武书记首先对白春礼院长一行来中国

科大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汇报了学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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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根本，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三是抢抓机遇，积极谋划

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建设，推动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希望中国科大进一

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把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新部署、新要求与深入

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紧密结合起来，抢

抓新机遇、下好先手棋、推进新改革、开拓新

局面。

白春礼院长在讲话中还回忆了自己在中

国科大研究生院学习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科大

的深厚感情。他说，自1984年第一次到中国

科大，参加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建设论证以

来，就一直关注着科大的发展。特别是从

1996年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以来，每年都要到

科大多次，最近的一次距今天才100多天。

中国科大建校以来，始终坚持"全院办校，所

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创造了我国教育史和科

技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也是中科院办教育

的成果典范。2018年是中国科大建校60周

年，院党组将全力支持中国科大以筹备60周

年校庆纪念活动为契机，全面回顾办学历

程，总结科教探索与创新经验，传承"红专并

进、理实交融"的校训精神，弘扬科教报国传

统，不断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白春礼院长还就学校工

作汇报时提出的需求和建议以及与会同志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回应和解答。

的主要精神，会议在深入分析、准确把握世

情国情院情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

想，抢抓发展机遇，着力打造"率先行动"计划

升级版。他希望中国科大能承担更多的建设任

务，在"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中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

白春礼院长代表院党组对中国科大发展

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充分运用好巡视整改成

果，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希望学校党委

严格对照巡视反馈意见要求，继续坚持不懈

抓好后续的整改落实工作，特别是刚刚结束

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整改，用足用好巡视

整改成果，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二是深入实施科教融合工作，积极推动"双一

流"建设，培养"六有"大学生。学科建设是打

牢"双一流"的坚实根基，院党组支持学校以

"所系结合"为纽带，加强与院里相关研究院所

的合作与交流，打造更多学科领域高峰。学

校同时要深刻认识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落实好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履行好管党治党、办学

治校的主体责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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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为中国科大60周年校庆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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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信和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应通过校庆

促发展，借助六十周年校庆的契机推动各项

工作。包信和校长结合学校的历史、现状和

未来发展，对校庆活动筹划等工作给予了指

导，要求校庆工作不图虚名，简朴务实。他

希望能借助校庆活动，回顾科大六十年辉煌

办学历程，总结办学经验，展示办学成就，

促进科教融合，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推动

学校“双一流”建设。

校党委书记许武作总结讲话。他指出，

六十周年校庆对科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

事，他代表学校党政班子提出几点要求：一

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学校各单位各部门

和广大师生及校友要共同努力，做好校庆筹

备各项工作。二是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各

单位要明确具体责任，抓紧制定本单位校庆

工作方案。三是统筹协调，营造氛围。全校

上下一盘棋，加快推动学校“双一流”建

设，使校庆与学校发展相结合，更加接地

气。希望全体师生员工发扬科大求真务实、

追求卓越的精神，凝心聚力，借筹办六十周

年校庆的契机，扩大学校影响力，提升学校

硬实力，争取早日将学校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

色、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学校召开六十周年校庆

动员大会

10月31日下午，中国科大六十周年校

庆动员大会在东活5楼会议室召开。在校校

领导，校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校庆办公

室成员，各学院、重点科研机构、直属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陈晓剑副校长主持。

 

 陈晓剑副校长指出，六十周年校庆是

我校弘扬科大精神，总结办学经验，展示

辉煌成就，汇聚各方力量，规划美好蓝图

的一次重要机遇。学校明确把筹备六十周

年校庆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任务

之一，成立专门的校庆领导小组，制定了筹

备工作方案。

潘建伟常务副校长通报了六十周年校庆

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介绍了校庆筹备的总体

思路、前期准备，布置了相关工作，强调了

校庆工作的“四个确保”：确保方向正确，

确保符合规定，确保喜庆祥和，确保实际成

效。六十周年校庆主题为“红专并进一甲

子，科教报国六十年”，校庆的宗旨是学术、

文化、亲情、发展。他说，9月27日，白春礼

院长调研中国科大，听取了工作汇报，肯定了

中国科大近年来的发展，并表示院党组将全力

支持中国科大六十周年校庆筹备纪念活动。在

新时期，中国科大将传承“红专并进、理实交

融”的校训精神，弘扬科教报国传统，不断深化

综合改革，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

学。中国科大校庆筹备活动已有序开展，计划

11月下旬在合肥召开校友会员大会。学校将在人

才培养、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文化传承、学术

交流、校园建设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工作，希望各

单位抓紧落实制定本单位校庆工作方案和重点活

动，希望全体师生和校友们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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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十周年校庆

校友组织代表大会

11月2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校友组织

代表大会在东区理化大楼科技展厅举行，中国科大全球校

友组织代表五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部分海外校友组织

代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

蒋一主持。

 首先，校长、校友总会会长包信和代表学校向参加本

次大会的校友组织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他从人才培

养、学科发展、人才引进和校区建设等方面介绍了学校的

最新情况和发展规划，并向校友代表们汇报了学校六十周

年校庆准备工作，希望学校和校友组织按照“学术、文

化、亲情、发展”的主题宗旨和“简朴热烈、崇学尚教、

亲情温馨、凝心聚智”的活动原则下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六十周年校庆活动。

 

随后，校友总会会长包信和校长向所有与

会校友组织代表正式授旗，并全程参加了校友

代表大会的所有内容，并且与各地校友组织代

表深入沟通，就学校发展、校友工作、校庆活

动等多个方面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意见和建

议。校友代表们积极发言，表示作为中国科大

的校友，他们时刻关心着母校的发展与变化，

愿意为母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会议中，中国科大六十周年校庆办公室主

任倪瑞介绍了校庆工作的筹备和进展情况，着

重介绍了目前领导和校友们对校庆工作的重视

和支持，校庆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校庆宣传工

作开展情况及活动筹备和志愿服务等准备工

作。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朱洪超汇报了近几年

中国科大校友工作基本情况，并介绍了校庆相

关校友活动的计划，邀请各地校友组织能够全

面参与到校庆系列活动中来。

会议上，还举行了校友、校友企业和社会

企业捐赠仪式。85少熊雨前校友创办的福昕

软件向母校捐赠价值200万美元的PDF专业

软件，此前2013年福昕软件曾向母校捐赠过

200万美元的专业软件；可瀚学堂联合科大

讯分向母校捐赠价值200万元的教育软件，

可瀚学堂核心团队有四位科大校友何海平、

黄隆锦、董学帅、赵善焕，与科大讯飞合作

的智能教学平台“伊索寓言”重点用于培养

学生口语听力；安徽古井集团支持200万元

用于中国科大六十周年校庆活动。

 

本次大会共有41个校友组织派出代表或

通过连线的方式参加。通过这本次校友组织

代表会议，加强了母校和各个校友组织之间

的联系，沟通了校友和母校之间的感情，同

时也为中国科的未来发展和正在开展的六十

周年校庆活动征集了大量的宝贵意见。

（六十周年校庆办公室、校友总会办公室、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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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六十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2017.9.20

美国波士顿校友聚

会

2017.9.24

我校入选A类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017.9.21

美国硅谷中国科大

硅谷科技峰会

2017.10.1

关于开展中国科大

六十周年校庆活动

创意征集大赛的通

知

2017.9.20

六十周年校庆简报

（第一期）

2017.10

美国休斯顿校友会

秋季野餐会

2017.10.7

美国纽约中国科大

纽约峰会成功举办

2017.10.1

白春礼院长调研中

国科大并听取校庆

工作汇报

2017.9.27

浙江校友会年会

2017.12.2

六十周年校庆简报

（第三期）

2017.12

北京校友会年会

2017.12.16

东莞校友会年会

2017.12.3

新加坡校友会金秋

聚会

2017.10.21

美国西雅图校友会

职业发展论坛

2017.11.19

六十周年校庆简报

（第二期）

2017.11

六十周年校庆“我

与科大的故事”征

文启事

2017.10.20

中国科大举行六十

周年校庆校友组织

代表大会

2017.11.26

宁波校友会主题

活动

2017.12.24

上海MBA校友会

年会

2017.12.16

山东校友会年会

2017.12.24

2017年
9月

2017年
10月

2017年
11月

2017年
12月

2018年
1月

中国科大百人会与

中国科大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暨捐

赠仪式举行

2018.1.6

现代艺术中心举办

“迎校庆—2018中

国科大学生艺术作

品展”

2018.1.8

中国科大60周年

北美启动庆典

2017.12.29

六十周年校庆简报

（第四期）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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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何江（0508）

入选福布斯2017医疗领军人物

01.09

赵忠贤（592）
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

李威（0004）

获“青年科学家与工程师总统奖”

01.10

01.25

赵忠贤（592）

李学龙（946）

当选美国人工智能协会（AAAI）资深会员

02.06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02.08

潘建伟（874）

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当
陈向力（802）

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

校友成就
USTC ALUMNI 
ACHIEVEMENTS

60周年校庆网站

胡郁 9506（ ） 杜江峰（85少/854）

02.09

02.20

谢毅（9212硕）

荣登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榜首

02.22

杨琼（9804）

获2017美国斯隆研究奖

三位校友当选

CCTV2016年

度科技创新人物

校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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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冉（0519）

入选“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计划”

03.23

陆朝阳（0002）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4.19

周全（773）

05.04

侯建国（782）

担任国家质检总局党组书记

万立骏（中国科大原校长）

当选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06.09

崔屹（9312

获美国2017Blavatnik青年科学家大奖

）

王艳丽（BO0208）

当

女科学家奖”

选第十三届“中国青年

02.28

06.02

陆朝阳（0002）

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成就

07.28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

给任辉启（85硕）记三等功
王东明(781)

09.06

09.09

潘建伟（874）

2017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得

10.12
张亚勤（78少）

当选澳洲国家工程院院士

  两位校友入选2017《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

李骁军（88少）

两位校友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李学龙 946( )

10.12

陈候通（9302）祁明浩 （903）

徐先凡（8413）

09.09

骆惠宁（99研）

万立骏（中国科大原校长）

汪洋（93研）

聂辰席（91研）

侯建国（782）

10.26

 五位校友当选

 中央委员

（按姓氏笔画）

四位校友当选

美国光学学会（OSA）

会士

胡隆华（9713）

选国际火灾安全科学学会副主席当

06.17

06.23

06.27

陈宇翱（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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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强（84少）

当选美国数学学会(AMS)会士

1 1.22

徐东(976)张燕咏(9211)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成就

1 1.09

陶大程（976）

杜强（801）

曾大军（85少/8516）

何川（8912

荣获美国2017年保罗·马克斯   

癌症研究奖

）

毛军发（85研）

陆军（85硕）邓建军（85硕）

李凯（77硕）

窦贤康（837）

田志刚（中国科大教授） 刘合（02博后）

徐涛（兼职教授）

王建宇（兼职教授） 龚新高（兼职教授）

韩占文（96博后） 张东辉（兼职教授）

 三位校友新晋
 美科学促进会会士
（AAAS Fellow)

1 1.22

两位校友当选新一批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

1 1.23

 黄堃（9918）

 获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科技传播奖”优秀个人

潘建伟(874)

入选《自然》2017十大

科学人物

1 2.18

1 2.17

孙卫东(867)

国际地球化学学会

执委(Board of Directors)

五位校友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1.27

1 1.28
七位校友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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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各地校友聚会活动

国内活动

20170106 长沙 湖南校友会  

20170110     上海      上海校友会年会

20170121     深圳      珠三角校友座谈会

20170122     上海      长三角校友座谈会

20170211     无锡      无锡校友会年会

20170225     上海      上海MBA校友年会

20170318     成都      四川校友会分享会

20170326     深圳      深港校友会年会

20170423     杭州      浙江校友会爬山活动

20170614     福建      闽南校友会大健康产业研讨会

20170617     厦门      厦门校友大健康产业研讨会

20170826     广州      广东校友会年会

20170910     宁波      宁波校友生物医疗大健康对接会

20171202     杭州      浙江校友会年会

20171203     东莞      东莞校友会年会

20171216     北京      北京校友会年会

20171216     上海      上海MBA校友会年会

20171224     宁波      宁波校友会主题活动

20171224     山东      山东校友会年会

           年会

国外活动

20170111 美国旧金山         医疗健康行业校友欢聚

20170205     加拿大多伦多      多伦多校友会新春聚会

20170417     澳大利亚悉尼     澳大利亚校友会聚会

20170607     美国旧金山         旧金山（硅谷）高层次人才暨中国科大校友座谈会

20170714     美国底特律         大底特律校友会理事会换届

20170820     新加坡                新加坡校友会迎新活动圆满成功

20170909     美国底特律         大底特律地区野餐会

20170910     美国硅谷            中国科大硅谷创新创业论坛

20170924     美国波士顿         波士顿校友聚会

20171001     美国硅谷            中国科大硅谷科技峰会

20171001     美国纽约            中国科大纽约峰会成功举办

20171007     美国休斯顿        休斯顿校友会秋季野餐会

20171021     新加坡                新加坡校友会金秋聚会

20171119     美国西雅图         西雅图校友会职业发展论坛

20171229     北美                    中国科大60周年北美启动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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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动
USTC ALUMNI 
EVENTS

欢迎关注

校友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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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篇幅仅罗列部分地区校友活动



国内校友活动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长三角校友座谈会

无锡校友会年会

湖南校友会成立

上海校友会年会

珠三角校友座谈会

四川校友会分享会

深港校友会年会

上海MBA校友年会

广东校友会年会

浙江校友会爬山活动

浙江校友会年会 (2-1)

北京校友会年会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活动

宁波校友会主题活动山东校友会年会北京校友会年会

33 34

上海MBA校友会年会

浙江校友会年会  (2-2)

东莞校友会年会

闽南校友会大健康产业研讨会

★ 限于篇幅仅罗列部分地区校友活动



多伦多校友会新春聚会

医疗健康行业校友欢聚在三藩

澳大利亚校友会聚会

新加坡校友会迎新活动

大底特律地区野餐会

波士顿校友聚会

中国科大硅谷创新创业论坛

中国科大硅谷科技峰会

西雅图校友会职业发展论坛

新加坡校友会金秋聚会

中国科大硅谷高层次人才座谈会

加拿大温哥华校友会

硅谷校友会hiking活动中国科大纽约峰会成功举办

大底特律校友会理事会换届

国外校友活动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活动

休斯顿校友会秋季野餐会

中国科大60周年北美启动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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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值年返校

7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值年返校

系列活动隆重展开。我校82级、87级、92级、

97级、03级、06MPA、07MBA各级校友，共

59个班集体1500余名校友及家属从海内外齐聚

母校，参加2017年校友值年返校纪念活动。

白建民(8212)、黄汪(9202)、彭彬(0315)、

吴俊（07MBA）等校友随后代表各级校友上台

发言。校友们回顾了自己人生中最黄金的大学

时光，描述了科大对自己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帮

助和支持，表达了对母校的培养的感谢。

整个返校活动历时两天，返校校友们参加

了众多活动，包括院系访谈交流，参观校史

馆、博物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火灾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

验室（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

院等校内单位；同时为校友们组织了包括桥牌

赛、高尔夫球赛、足球赛、乒乓球赛、羽毛球

赛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体活动。同时学校还配合

      

合肥市委市政府开展了“2017中国科大返

校校友回家行”活动，组织返校校友代表参观合

肥高新区、新站区、经开区等地，并与合肥市相

关部门就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合肥人

才引进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座谈。

       

校友值年返校活动，自2003年至今共成功

举办了十五次，在学校各院系、各机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下，已经成为校友之间寄托友情、

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中国

科大最重要的校友服务项目，受到广大校友的热

烈欢迎和积极响应。在征询校友意见的基础上，

校友总会不断丰富返校活动内容，积极协助校友

做好信息联络、筹备组织、衣食住行等服务，安

排志愿者为返校校友做好迎接和引导等服务，并

邀请各院系、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

交流活动。校友值年返校增进了校友对母校的感

情，凝聚了校友力量，加强了学校与校友、校友

校友值年返校社团展演

校友值年返校文体活动

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为在校学生熟

悉校史、近距离接触知名校友、了解行业发展、

做好职业规划等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活动

（校友总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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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校友值年返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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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少校友 821校友 822校友

823/8212校友 824校友 825/8213校友

826校友 827校友 828校友

8210校友 8210校友 8211校友

82管理校友 82软件班校友 87少校友

87少/8701校友 8701校友 92少校友

82级校友毕业30周年值年返校合影留念

92级校友毕业30周年值年返校合影留念

9201校友 9202校友 9203校友

9204校友 9205校友 9206校友

39 40



2017校友值年返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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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8校友9207校友 9211校友

9212校友 9213校友

9215校友

0308校友9707校友

MBA/MPA校友值年返校合影留念9214校友

9211校友

9213/9205校友

9707校友

校友毕业值年返校志愿者合影留念

0313校友 0315/0316校友 0317校友

0315/0316/0317校友 MBA0701校友 MBA0701校友

MBA0702校友 MBA0706校友 MBA0731校友

41 42



2017校友返校统计表

10月25-26日，无线电电子学系7461班级

近30位校友重返科大，举行返校纪念活动。

 

毕业40周年母校再聚首，校友们很开心，

看到母校的发展变化，校友们由衷的感慨，并

祝愿母校发展的越来越好。 

 

这次聚会的校友中，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科

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他们当中有：中科院电子

所、中科院电工所、中科院大气所、中科院半

导体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

科院宁波材料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

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中科院机关、中科院乌

鲁木齐卫星地面站等单位。班级校友们，他们

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辛勤工

作了一辈子，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班级校友们，他们现在都已经退休。有的告老

还乡，离开了工作单位所在的地方，回到家乡。但

是，也还有校友继续做贡献，例如：技术物理所的

张玉林校友，从毕业以后，一直参加“风云”卫星

的研制，负责星上某个关键部分的工作，从“风云

1号”一直到现在最新的“风云4号”，从未间

断。坚持不懈地做出贡献。郑真真校友，从中科院

调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现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是人

口问题的专家，还在工作，她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

中央在人口问题工作上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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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返校侧记（一）

7461班级举行返校纪念活动

（7461 常国栋 供稿）



8

毕业生时隔13年，返回母校参加聚会活动。本次

活动由时任中天汇富基金合伙人黄罡和南京大学

管理学院颜嘉麒发起，广泛收集同学们意见，经

过周密的策划和执行，聚会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8月5日，上午依然有人陆续到达，签到，领

取文化衫等，中午洗尘宴，久别重逢，喜不自

禁，觥筹交错，畅谈毕业后的境遇。下午3点，大

家在管理学院的教室里开了一次情感班会，每个

人以昨天今天明天的形式介绍自己。形式不拘，

内容不限，轻松愉快的气氛，不时传来欢声笑

语。8月5日晚宴，选出了最青春永驻奖，最多故

事奖，最早熟奖，最颠覆形象奖...将晚宴气氛推

向高潮。

月5日，6日，中国科大2000级商学院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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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大家穿上文化衫，重走校园路，在

校园合影留念。虽然当时气温41度，同学们仍然

按奈不住踢了一场球。

聚会圆满成功，同学们一致认为同学和校友

情谊就应该常聚会，常联系，目前已经初步达成

例行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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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返校侧记（二）

2000级管理学院校友举行聚会活动

（董俊峰  供稿）



毕业季活动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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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工作
USTC ALUMNI 
ASSOCIATION ACTIVITIES

校友总会二维码 校友服务大厅二维码 

> See You毕业纪念晚会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委、

校友总会主办，校研究生会、校学

生会、管指委承办，届时邀请全球

校友会代表参加晚会和发来祝福视

频现场播放，欢迎毕业的学弟学妹

们加入各地校友会，祝愿学弟学妹

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已成为毕

业季的品牌活动。

> 

       2011年，应部分毕业班级建议，校友总会发起了“感恩母校”毕业生首次捐赠活动，号召每一位毕业同学在离校之前

向母校献出自己的首笔捐赠，以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于怀念之情。活动旨在向毕业同学和全校师生普及“感恩母校，回馈母

校”的校友意识，经过六年的发展，已成为毕业季的传统活动，2017年共有2428位新毕业校友捐赠母校。

毕业生首次捐赠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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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留影我帮您

“毕业留影我帮您”为毕业生提供摄影服务，在离校毕业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留下值得珍藏的回忆。2017年已是党政

办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研究生院、校团委、校友总会、教育基金会连续七年在毕业典礼会场外搭建拍

摄背景桁架。



搭建创投对接平台

中国科大硅谷创新创业论坛

中国科大校友合肥行

中国科大海外杰出校友·巢湖侨创论
坛，举行科大校友项目对接会

中国科大美国硅谷校友会安徽创新
创业基地揭牌

中国科大第二届金融前沿高峰论坛

中国科大宁波校友创业创新基地 ，
举行项目资本对接会

中国科大闽南校友会大健康产业研
讨会

0 1/
02/

03/

04/

05/

06/

07/

中国科大校友在高新技术产

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政

府 热 切 希 望 他 们 能 够 去 投 资 兴

业；校友企业也希望能够组团投

资，产生积聚效应，争取更多优

惠政策。近年来，校友总会积极

发挥地方政府和校友企业之间的

桥梁作用，了解校友企业的实际

需求，与合肥、芜湖、成都、重

庆、宁波、厦门、广州、深圳及

美国硅谷等城市保持了密切的沟

通与合作，合作开展信息发布、

交流考察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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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来的一封信：

“十年后的你，将在哪里等待现在的自己？写下你

的未来，带着梦想去远航。这一刻，让青春驻足。”

“时间胶囊——致未来的一封信”活动由校友总会和校

博物馆联合主办，旨在帮助毕业生记录梦想、明确人生

目标，认真思考职业规划。

       信件以班级为单位，由校博物馆专业老师进行编号

排列后，封存于校博物馆，期待毕业同学10年后在返

校之际开启。

> 各地校友会通讯录：

为帮助毕业同学快速融入到工作所在地的校友组

织，校友总会每年整理国内外各地区校友组织的通联

方式，编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地校友会通讯录》

并免费发放给毕业生，受到了广大毕业生的欢迎，通

讯录被亲切的称为“红宝书”。2017年总计发放通讯

录3000余册。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校友餐桌

 第69期校友餐桌

（吴建兵 879）

 第70期校友餐桌

（张治国 9306  季程晨 05研）

 第68期校友餐桌

（陈天石 01少 王在0211）

0 1/

02/

03/

 第71期校友餐桌

（李卫华 879）

04/

 第73期校友餐桌

（马晓峰 7256）

 第74期校友餐桌

（方汉904）

 第72期校友餐桌

（庞建新 9706）

05/

06/

07/

 第75期校友餐桌

（张琪 8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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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餐桌”项目邀请各个

领域中的杰出校友利用回校交流

的机会，在学生食堂和同学们一

起用餐，以丰富学生的社会经

验，扩充其人际网络，增加对各

个行业的了解，帮助其规划与发

展职业。活动不定期举行，每次

活动前都会在BBS、校学生会

微信平台上提前预告，接受学生

自由报名。2017年，校友总会

共举办了9期校友餐桌，邀请了

14位知名校友，近200位在校生

参与了交流活动。

校友论坛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旅游产业链重构（魏建 8713）

为大家提供听力方面的完整性解决方案（胡拥军 9506）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吴建兵 879）0 1/
02/
03/

影视特色小镇（董震 875）04/

金融科技是交易的未来（蒋祺 0002）

科技创新未来金融（严挺 9212）

区块链——链接未来业务（张治国 9306）05/

06/
07/

校友论坛由校友总会主办，相关院系及社团联手承办和协办。论坛邀请

活跃于社会各界的优秀校友重返母校，以讲座、访谈等方式向在校学子传授

学习经验、介绍学术前沿动态，启迪人生智慧，展示科大人的卓越风采。

2017年，校友总会共举办9期校友论坛，超过1500人次在校生及校友通过校

友论坛参与了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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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返校校友论坛

白建民（8212）、曹则贤（822）

黄   汪（9202）、刘    铮（9204）

谈文舒（9702）、杨志柏（9207）

08/



校友企业

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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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是校友

总会品牌活动之一，既为毕业生

创造就业创业机会，同时也支持

了校友事业发展。

2017年10月，校友总会与

招生就业处共同举办了“第六届

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11月校

友总会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了

“第二届管理学院校友企业专场

招聘会”，参加招聘会的校友企

业中有毕业后成功创业的企业家

校友，也有在企业中担任重要职

务的优秀校友。除了诚聘英才，

他们还积极的为毕业生提供就业

建议，协助毕业生做好职业规

划，让毕业生学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引导、鼓励学生自主创

业，激发创业热情，开辟积极就

业的新模式。

 2017年，校友企业专场招

聘会参会企业超过120家，提供

岗位近3000个。

第十五期（主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吴建兵879）

第十六期（主题：创业过程中的陷阱分析及应对措施；孙晓燕8616）

第十四期（主题：旅游文化和健康产业；董震875、 魏建8713、胡拥军9506）

第十七期（主题：“机器人，不止于此”；庞建新9706）

第十九期（主题：移动医疗+保险，构建职工健康保障新生态；耿俊强8410/8416）

第十八期（主题：网络安全法与产业机会；唐锡南8111、程绍银9913）

第二十期（主题：互联网商业模式和创新；方汉904）

第二十一期（主题：物联网应用项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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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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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

07/

08/

第二十二期（主题：参观合肥荣事达双创示范基地）09/

安徽地区创业沙龙

为了使安徽地区校友增加认识机会，增进彼此感情，并能够将拥有的技术、项目、资本

和人才等资源进行交流，同时能够为校内创新创业氛围提供支持和帮助，由中国科大校友总

会、校团委、中国科大先研院、科大控股等单位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大安徽地区创业校

友沙龙活动，为安徽创业校友们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沙龙于2015年10月31号在科大东区

水上报告厅正式启动,，至今已经做了九期沙龙活动。沙龙目前分为行业沙龙、中国科大未来

技术论坛和中国科大项目巡演三大部分。每月举办1-2次或结合其他活动需求同时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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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校友年度捐赠（2017校友值年返校班级捐赠）

福昕软件捐赠 可瀚学堂联合科大讯飞捐赠 安徽古井集团捐赠

杨元庆（8611硕）捐赠母校陶悦群（81硕）捐赠母校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校友工作年报 校友捐赠

方容川（592 捐赠母校）


校友捐赠
DONATION OF USTC 
ALUMNI

教育基金会 60周年校庆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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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您身在何方，校园内

都曾有您读书、趣谈的长廊，

留下了您曾经的座迹。应广大

校友心愿，学校推出校友座椅

认领项目，既作为校友心系母

校、回报母校的载体，也让校

友认领座椅成为不断永攀高峰

的科大精神的见证。

校友座椅认捐 

班级地砖认捐

     “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影响

着一代代科大人，校园内的每一

个地方都留下了校友们的印迹。

应广大校友心愿，学校推出校友

“金色班级地砖”认领项目，既

作为校友心系母校、回报母校的

载体，也让校友认领地砖成为不

断永攀高峰的科大精神的见证。

班级树木认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母校

承载着代代科大人的凝聚力和人

文内涵。应广大校友心愿，学校

推出校友树木认养项目，既作为

校 友 心 系 母 校 、 回 报 母 校 的 载

体，也让校友认养树木成为见证

科大人立志成才的绿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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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校友组织联络方式

网站：http://aga.ustc.edu.cn

电话：+86-551-63607946

微信： ustc-aga

微博：＠中国科大校友总会

邮箱：aga @ustc. edu. cn

邮编：230026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水上报告厅

校友总会


全球校友组织
ALUMNI CHAPTERS AND 
GROUPS

校友总会 教育基金会

13927375888@139.com

479633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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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各地校友组织联络方式

USTC Alumni Annu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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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大校友组织遍布海内外，更多校友组织在积极筹建中。需联系国内外校友组织，请联系校友总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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