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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科大发展   弘扬科大精神

服务校友成长   凝聚校友力量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USTC & USTCers

Upholding the Spirit of USTC

Uniting the Power of Alumni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

USTC Alumni Association



营造校友与母校合作共赢的公益捐赠生态

构建“情感为根、文化为魂、和谐共生、持续共赢”新型校友关系



5500余本《各地校友会通讯录》免费发放

700余张

                     

毕业季义务摄影

90000余条校友信息被补充更新至校友数据库

余条“微信”推送， 余条次分享转发1000 5000

1900余条“微博”发布，40000余条次转发和评论

3000余人次校友拜访、接待

1200余位校友参加值年返校活动

17位校友做客10期校友餐桌

15位校友走进11场校友论坛

69%的毕业生首次捐赠母校

1700余个爱心大礼包赠送给 级2013 本科新生

1000个校友企业岗位在专场招聘会中提供

数据2013
30000名校友收到新年祝福

3000人次校友参加各级各类校友活动

112000份《科大人》电子杂志定期发送至校友邮箱

20余种校园文化宣传品倾情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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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校友，当您翻阅这本小书时，2013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制

作这本小书，不仅仅是为了总结我们在过去一年的努力与工作，也是

为了展示中国科大人的激情与成就，更是为了传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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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一路有你
MESSAGE FROM 

USTC ALUMNI ASSOCIATION

亲爱的校友：

2013，就像所有逝去的年份一样，只是个普通的数字。但对学校而言，每个

年份都不普通，每个年份都有学校进步的足迹。2013年，学校新增中科院院士

2人、“国家杰青”8人，入选“青年千人计划”人数继续位居全国高校前列；铁

基高温超导研究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终结了该奖连续3年的空缺；

“自然出版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一；5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博论

文；成为“2011计划”首批入选高校；承办了中国一流大学研讨会并发起签署了

《合肥宣言》；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来访……所有这些成就都体现了学校的努

力，也彰显了学校在国际、国内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

学校的发展依靠全体师生员工的辛勤工作，也得益于长期以来校友们的关心

和支持。校友们在各行各业的卓越表现，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荣

耀和辉煌！校友们通过宣传母校、捐赠母校、奉献智力资源以及为母校提供信息

和机会等资源有力支持了母校的事业发展。

       作为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沟通联系、交流合作的桥梁，校友总会始终秉承

“服务母校发展、服务校友成长”的宗旨，积极联络全球校友，推送学校发展信息、

提供贴心温馨的校友服务、搭建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

三年前，校友总会只有3位工作人员，资源匮乏，服务能力不能满足校友的

需求。在学校领导和热心校友的关心和支持下，校友总会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

社会公开招聘、专兼职结合的方式，全校校友工作队伍拓展为15名全职工作人

员、40余名兼职工作顾问和院系工作人员以及近200名校友工作学生志愿者。经

过不断探索和完善，校友总会已打造出校友餐桌、校友论坛、校友值年返校、毕

业季义务摄影、“感恩母校”毕业生首次捐赠、《各地校友会通讯录》免费发

放、本科新生入学爱心大礼包赠送、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等近十个品牌项目。

校友总会全体工作人员把校友工作视为我们的事业。我们深知这份事业源于

情，成于行。一路走来，感恩有您！我们将永怀感恩之心，不忘初心，始终秉承

“服务科大发展、服务校友成长”的理念，永远做一名服务者、帮忙者和合作者。

       

       

       

       

校友总会全体工作人员

二〇一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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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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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

章程》，在校学生也是校友。关注在校

学生的成才成长，是校友工作的重要内

容。让同学们一入学就感受到学校和校

友的关爱，增进了他们对母校的感情、

对校友工作的认识。同时，通过相关活

动引导他们将对母校的感情转化为感恩

和回馈意识，为未来的校友工作和教育

筹款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科新生入学爱心包

为表达学校对本科新生的关爱，培

育和增强母校情结和校友意识，校友总

会、教育基金会、校友基金会于2013年

新生入学之际向全体本科新生赠送

1700余个爱心包。爱心包里装有“科大

三宝”之一的富光杯、小纸扇、科大文

化书签以及军训、防暑常用药品，受到

了新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感恩母校”毕业生首次捐赠

毕业留影

各地校友会通讯录

为普及“感恩母校，回馈母校”的

校友意识和捐赠意识，校友总会号召毕

业同学在离校之际向母校献出自己的第

一笔校友捐赠。毕业生同学可通过现场

捐赠、网络捐赠以及留存一卡通余额进

行捐赠。校友总会建议同学们捐赠与学

号、班级代号等数字相关的有特殊意义

的金额，鼓励按照班级、院系、实验

室、社团等自由定义、组合开展集体捐

赠，原则上不接受50元以上的个人捐

赠，并为在现场捐赠的每位同学准备一

份精美的校友纪念品。2013年捐赠人次

为3254人次，捐赠总额为53132.7元，

总计捐赠率为69%。

校友总会、校友工作志愿服务队在

毕业典礼会场外搭建背景，连续三年为

毕业同学提供义务摄影服务，帮助毕业

同学留下美好的记忆。2013年义务摄影

700余张。

校友总会每年编印最新的《各地校

友会通讯录》向毕业生和各地校友会免费

发放，帮助毕业校友便捷地找到所在地

的校友组织，同时加强了各地校友组织

内部及之间的通联。2013年发放通讯录

5500本。

为帮助毕业同学记录梦想，明确人

生目标，认真思考职业规划，增强与母

校的情感联系，校友总会、校博物馆、

校友工作志愿服务队在毕业季开展“致

未来的一封信”活动，希望毕业同学在

信纸上写下10年间的目标以及预期的生

活工作状态。 2013年收集梦想信件

140封，妥善封存在学校博物馆，期待

毕业同学10年后在返校之际开启。

致未来的一封信

关爱校友成长
CARING FOR 

YOUR PROGRESS 

2013年本科新生爱

心包发放现场；学

校领导视察校友总

会服务点。

上图

2013“感恩母校”

毕业生首次捐赠现

场；0423班级捐赠

设立“阳光印迹”

基金。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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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资源是学校发展能依靠且可持

续的重要资源，它既包括校友对学校的

捐赠支持，也包括对学校发展、学生培

养的智力支持。校友总会主动邀请校友

返校与学生交流职业规划和经验阅历，

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

我们认识到校友的交流分享对学生

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效果非常

好。活动营造了一种平等的交流氛围，

学生容易沉浸在交流的氛围里，会积极

地思考，并敢于提问和质疑。校友们在

交流时不讲大道理，多讲自己的创业经

验和人生感悟，学生听得特别认真，也

会记得特别牢。校友们的经历会让同学

们有感同身受的体悟。中国科大有自己

独特的文化，我们的学生也有独特的特

点和气质。校友们的经历不可能完全被

复制，但对在校学生未来的发展却有独

特的借鉴意义。

校友论坛

校友餐桌

校友总会积极邀请各行业杰出校友

回校与在校师生交流互动，激励并指导

同学们的成才成长，增进对行业的了

解，为学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2013年，校友总会邀请15位知

名校友与同学们交流科研前沿、行业发

展，开展“校友论坛”11场。累计已有

42位校友参加24场“校友论坛”。

校友总会邀请热心校友返校与同学

共同进餐，丰富在校学生的社会经验，

扩充其人际网络，增加对各个行业的了

解，帮助其规划职业发展。2013年开展

10期，17位校友参加。累计已开展36

期，共72位校友参加。

校友与同学们开心

畅聊。2013年共有

15位校友参加“校

友论坛”。

右图

校友与同学们热烈

交流。2013年共有

17位校友参加“校

友餐桌”。

下图

USTC ANNUAL REVIEW 2013        USTC ANNUAL REVIEW 2013        



08

助力就业创业
ASSISTING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校友工作的宗旨是“服务”，方法

是搭建“平台”。对年轻校友而言，即

将毕业或刚走出校门，就业、创业是最

现实、最刚性的需求；对资深企业界校

友而言，招贤纳士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

基础；对有资源或从事投资行业的校友

而言，也有投资新项目或二次创业的需

求。校友总会搭建就业求职、创业合作

的平台，帮助校友事业发展。

2013年，校友总会与招生就业处

共同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帮助毕业

学生应聘求职、帮助校友企业招贤纳

士，共有40余家校友企业提供近千个

工作岗位。

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

校友关系基于校友之间共同的身份

认同，以及对母校的深厚情感和共同回

忆。独立的校友之间在社会学的概念中

是一种“弱关系”联系，但通过校友组

织的联结，校友之间便构成了“强关

系”网络。校友总会致力于构建校友网

络、搭建交流平台，促成创业与投资校

友，以及同行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校

友增进交流、开展合作。

校友总会积极联系并为正在创业和

投资界的校友搭建平台,汇集国内外校

友资源，促进校友之间互帮互助、合作

共赢，助推校友企业事业发展。

地方政府有招商引资的需求，尤其

是希望能够引进高新技术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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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年，校友

创投对接会

招商投资平台

总会积极做好地方政府与校友企业“牵

线红娘”，主动与常州市政府、合肥市

政府、芜湖市政府等积极沟通，合作开

展信息发布、交流考察等活动。

2013年校友企业专

场招聘会现场。校

友企业家热情解答

求职同学的疑问。

左图

校友总会与芜湖市

委市政府领导会谈

合作事宜。

上图

合肥市委市政府领

导 接 待 校 友 企 业

代 表 团 。

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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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委书记阎立

（796校友）号召

校友来常州创业发

展。在他的关心指

导下，常州校友会

迅速成立。

左图



合作共赢发展 

WIN-WI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校友工作的宗旨有两个——“服务

校友成长”和“服务母校发展”。这两

个服务是同等重要的，其关系是统一

的，缺一不可。在调研、分析国内外知

名大学的校友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校

友工作的最终目的不能单纯成为汇集校

友力量支持学校发展。偏废掉“服务校

友成长”，“服务母校发展”的目标也

不可能持续。因此，近年来校友总会致

力于构建新型的校友关系，营造合作共

赢的校友公益生态。

校友关系是建立在校友对母校的感

情上，是基于“情感为根、文化为魂”的

认同感；而新型的校友关系应该打破传统

的“感恩”与“奉献”关系，应该是一种

“和谐共生、持续共赢”的良性关系。

校友总会高度重视与校友企业的合

作，在工作实践中梳理出以下几种共赢

合作方式：

通过举办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校

人才输送

友论坛以及开通官方微信“职来职往”

宣传平台等帮助校友企业招揽人才

通过引进校友企业进驻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为校友企业与

校内相关教授、实验室的沟通与合作搭

建平台，帮助校友企业与学校进行科技

成果转化、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开发联

合项目、共享智力资源、共同培养技术

人才。

通过策划相关展示或捐赠活动，借

助校友总会有影响力的宣传平台向全球

科大校友推介校友企业，使其迅速在校

友群体中形成良好口碑和品牌效应，并

通过校友群体持续向外传播。

通过定制校友专属产品、制定校友

优惠政策以及捐赠母校等营销策划，利

用校友总会宣传平台推广校友企业产

品，引发校友群体对该产品的品牌认可

和购买热潮，并通过校友群体进入大众

市场。

2013年，福昕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向

母校捐赠价值200万美元的PDF阅读软

件，免费供全校师生下载使用；合肥寰

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母校捐赠140万

元、捐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字运动

。

技术

品牌展示

产品营销

研发

馆。捐赠行为体现了捐赠校友对母校的

感恩和支持，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校友企

业在校友群体和全校师生中的美誉度。

校友总会与合肥华恒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举办智器Z Watch智能手表发

布会并推出校友纪念版，吸引了校内师

生及全球科大校友的目光。当前，校友

总会正在与绿源集团、合肥寰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天泰茶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多家校友企业积极沟通，探索在人

才招聘、品牌推广、合作营销以及针对

校友的产品优惠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校友企业捐建数字

运 动 馆 、 捐 赠

PDF阅读软件。

校友参观中国科大

先进技术研究院。

上图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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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校友企

业与校友总会开展

共赢合作。

下图



搭建交流平台
BUILDING 

PLATFORMS

构建校友强关系，凝聚校友力量，

是校友总会重要的工作目标。校友总会

高度重视完善校友组织网络，帮助组建

城市和行业校友会，积极参加各地校友

组织举办的聚会活动，并主动搭建校友

情感联络、合作交流的平台。

校友总会在校友聚集的地方，帮助

建立区域校友组织（尤其是城市校友

会），凝聚校友力量。2013年，在当地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校友总会协助和指

导常州校友会、芜湖校友会成立及美国

南加州校友会、浙江校友会的重建，正

在帮助合肥校友会、淮南校友会等开展

筹备工作。

校友总会大力支持各校友组织联络

校友、开展活动，每年向各地校友组织

发送当年去该地工作或深造的毕业生校

友信息，并不定期向全球校友组织赠送

校旗、学校发展资料等。

在每逢毕业年数为十的整数年时返

校聚会已成为科大校友的传统活动。校

友总会主动为校友返校的筹备、返校期

间的衣食住行等提供协助和服务，并发

动各院系、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大量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互动交流活动。

2013年，共有 58级、 634系、 78级、

88级 、 93级 、 98级 、 99级 、

MBA/MPA2003级等8个年级、42个集体、

前后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千余名校友重返

母校，参加2013年校友毕业值年返校纪

校友返校活动

念活动。校友总会与合肥市相关部门、

学校各院系、相关部门、学生社团组织

开展了纪念大会、怀旧午餐、返校校友

合肥行、院系交流、校史馆参观、足球

友谊赛、怀旧舞会、校友论坛、感言墙

等一系列返校活动。

为切实帮助新校友融入到当地校友

组织，为他们提供沟通、交流和互助的

平台，校友总会与各地校友会、新创基

金会等合作，在校友集聚的城市举办一

年一度的新校友烧尾宴。

各地校友聚会

校友总会还积极参加各地校友会组

织的年会活动。2013年至2014年初，校

友总会先后参加四川校友会、重庆校友

会、福建校友会、常州校友会、深港校

友会、杭州校友会、上海校友会、北京

校友会、广州校友会、闽南（厦门）校

友会、南京校友会等各地校友会年

会，向数千名校友带去母校的祝福、

介绍学校的发展情况。

2013校 友 值 年 返

校班级合影、纪念

大会、捐赠母校、

院 系 交 流 等 活 动

场景。

上图

各地校友会年会、

烧尾宴活动现场。

下图

常州校友会，芜湖

校友会成立大会。

左图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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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科大文化 
SPREADING 

USTC CULTURE

向校友及时推送学校信息，让校友

及时了解学校发展情况，通过有形载体

传播科大文化，是增强校友身份认同感

和母校荣誉感、凝聚校友力量支持学校

发展的有效方式。

校友总会充分重视国内外社交网络

及现代通讯工具的重要作用，在微博、

Facebook、LinkedIn、Twitter、

信息平台

微信、

神州校友网、寰宇网、校园BBS、邮件、

短信等多个平台上不断加强校友联络、推

送学校信息。截至2014年1月，仅校友总会

在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即达14430人，发送

各类消息 1900余条、被转发和评论

40000余条次，是仅次于学校官方微博的

最为活跃的微博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每日

坚持发送订阅消息，推送信息1000余条、

被分享转发5000余条次,是校内最具影响

力和活跃度的微信平台。

新年问候

《科大人》电子杂志

校友总会在每年新年到来之际开展

“新年问候”活动，通过电子邮箱向全

球科大校友发送来自母校的祝福贺卡。

为了让关心母校发展的校友能够及

时了解学校最新发展情况、了解校友在

各个领域的风采成就，有机会参与到学

校日新月异的发展事业中，校友总会制

作了《科大人》电子杂志，定期发送至

海内外全体校友的邮箱，供大家分享交

流。

2013年，共有14万人次校友收到校

友总会的电子杂志以及来自母校的新年

问候贺卡和视频。

校园文化宣传品

设计精美、印有学校校名、校徽、

校园风光等图样的校园文化宣传品不仅

能够引发校友对母校的思念和青春岁月

的回忆、提升校友的母校情结和归属

感，更是对学校文化的展示和学校形象

的体现。两年来，校友总会支持学生志

愿者拍摄了几百张精美的学校风物照

片，与校友企业合作策划、开发了科大

文艺记事本、科大文化明信片、科大文

化软磁书签、返校系列文化衫、科大小

熊等文化宣传品，受到了广大师生、校

友的高度好评。

2013新 年 问 候 电

子贺卡。

《科大人》电子杂

志剪影。

上图

校园文化宣传品之

文艺记事本、软磁

书签、纪念邮票、

明信片、棒球帽、

瓶塞、爱心校徽等

展示图。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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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展示
EXCELLENT ALUMNI 

校友们在各行各业的卓越成就为母校带来了隆隆声誉。2013年,有一大批校友荣获重要奖项、晋

升至更有影响力的位置，他们的努力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荣耀和辉煌！

汪洋（93级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

校友）任国务院副总理

强卫（91级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校友）任江西省委书记、人大常

委会主任

骆惠宁（99级管理科学与工程专

业研究生校友）任青海省委书记

俞贵麟（734校友）2012年底当

选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常委

石刚（776校友）任总理办公室

主任

王晓（8613校友）任青海省委

常委

刘庆峰（906校友）当选中国经济

年度人物

高大勇（775校友）获美国亚裔工

程师奖

杜强（801校友）入选美国工业与

应用数学学会会士（SIAM Fellow)

叶向东（791校友）获第十四届

陈省身数学奖

庄小威（87少校友）当选美国人

文与科学院院士

任兵（878校友）当选美国科学促

进会会士

陈宇翱（9800校友）获欧洲物理

学会菲涅尔奖

王正（952校友）获美国Parkard

科学和工程奖

15 16

何 川 （ 8912校 友 ） 当 选 美 国

HHMI研究员

段镶锋（9212校友）获2013年

英国贝尔比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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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校友新晋两院院士

科学院院士从左至右为：杨秀荣校友（633校友）、赵政国（774校友）、张培震（79级北京研究生院校友）、

谢毅（9412博校友）；工程院院士左五为：刘文清（752校友）

五位校友获美国斯隆研究奖

从左至右为：王正（952校友）、魏巍（96少校友）、刑毅（968校友）、尹希（96少校友）、夏晶（9900校友）

五位校友入选“万人计划”

从左至右为：李建刚（学校副校长）、杨学明（学校兼职教授）、杜江峰（85少校友）、陈仙辉（942博校友）、

陈大鹏（9514硕校友）

三位校友获陈嘉庚科学奖和青年科学奖二位校友当选IEEE会士

从左至右为：江习承（864校友）、

周胜利（916校友）

从左至右为：沈保根（732校友）、李学龙（946校友）、

刘磊（9500校友）

九位校友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从左至右为：李传峰（902校友）、宋卫国（9113校友）、王亚愚（932校友）、彭承志（934校友）、王江云（94少校友）、

李学龙（946校友）、黄方（947校友）、刘磊（9500校友）、潘世烈（991博校友）

八位校友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从左至右为：李强（812）、陈杨（834）、潘建伟（874）、蒲晗（88少）、闻海虎（85级代培）、

盛政明（874代培）、胡素兴（93激光物理代培）、严以京（校内教授）

十八位校友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韦刚健（867校友）、陈斌（874校友）、李厚强（876校友）、鲁林荣（888校友）、杜久林（888校友）、

陈学元（8814校友）、李传峰（902校友）、徐宁（914校友）、陈恩红（9211博校友）、何圣贵（934校友）、

王江云（9400校友）、黄方（947校友）、田野（961博校友）、李成（962校友）、傅尧（9619校友）、

刘亚军（2002年获博士学位校友）、雷久侯（校内教授）、李良斌（双聘教授）

注：1.由于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出所有校友在2013年取得的卓越成就，敬请理解！

    2.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章程》，拥有科大学籍的、获得科大学位的、曾在或正在学校工作的师生均为科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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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新加坡校友迎新活动

中国科大北卡校友聚会

中国科大大底特律校友夏日野餐会

中国科大纽约水牛城校友迎新聚会

中国科大匹兹堡校友秋季聚会

中国科大西雅图校友聚会

中国科大休斯顿校友秋季野餐会

中国科大芝加哥校友野餐会

中国科大犹他校友会成立

中国科大温哥华校友户外聚会

中国科大麻省理工校友迎新

中国科大路易斯安那校友秋季聚会

中国科大明尼苏达校友聚会

中国科大日本校友文体活动

中国科大硅谷校友户外远足

全球校友组织
ALUMNI ASSOC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2013年，各地校友会在联络本地校

友、开展校友互助、组织形式多样的校

友活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感谢活动

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爱心和付出！科大人

爱科大，我们是有爱的一家人。衷心祝

愿这样的“家庭”聚会越来越多、越来

越热闹！

中国科大滑铁卢校友迎新暨年度聚会

中国科大-复旦大学华盛顿DC校友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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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宁波商界校友小聚

中国科大杭州校友会年会

中国科大北京校友会年会

中国科大大连校友午餐会

中国科大四川校友会2013新春团拜会

中国科大广州校友会年会

中国科大苏州校友新春团拜会

中国科大闽南-厦门校友会换届

中国科大深港校友会年会

中国科大福建校友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

中国科大南京校友新年晚餐会

中国科大上海校友会年会



有你有爱有梦 
SHARING LOVE 

AND DREAM 

校友工作是一份公益事业。我们播

撒下一颗爱的种子，相信终有一天会长

成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将母

校对校友的爱传递给大家，再将校友们

对母校的爱汇集起来、回馈母校。这个

事业的收益和价值是百倍、千倍、万

倍，直至无限。

科大人爱科大，我们是有爱的一家

人。我们想做的不是简单地转移校友的

财富来支持学校发展，而是希望能够通

过搭建平台支持校友事业的发展，最终

实现校友与母校的共赢发展。我们有一

个梦想：希望建设“情感为根、文化为

魂、和谐共生、持续共赢”的新型校友

关系，营造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校友

公益生态， 搭建合作平台助推校友事

业发展，汇集校友力量助力学校早日建

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圆梦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

的。但我们相信有您有爱有梦，只要我

们携手努力、互相支持、理解包容，一

定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校友总会通联方式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

邮政编码：230026

联系方式：0551-63607946（日常联络）

                 0551-63607706（合作发展）

                 0551-63607485（网络捐赠）

电子邮箱：aga@ustc.edu.cn

校友网站：http://aga.ustc.edu.cn

新浪微博：@中国科大校友总会

腾讯微信：ustcaa(中国科大校友总会)

更多精彩由此开启

校友总会微信

校友总会微博

创毅讯联捐赠第一

笔校友工作发展基

金，用于支持校友

总 会 招 聘 工 作 人

员，开展校友服务

项目。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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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发展
GROWING UPTOGETHER

感谢校友们对校友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本年报由以下校友企业倾情赞助制作。我们期待与更多校

友携手并进、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数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仅有的三家提供“数字岩芯”分析服务的公司之一，以岩芯的微观三维图像作为平台，通过计算机模拟，

获得岩芯的物理性质和岩芯内部流体流动特征曲线，为油藏模拟和优化采收提供依据。

数岩科技的核心技术为基于图像的全系列油层物理模拟技术，该技术来自于全球数字岩芯技术的发源地英国帝国理工。作为技术领跑

者，数岩科技致力于结合区域地质特点，拓展数字岩芯在常规和非常规领域的全面应用。2012年7月，数岩科技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与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共同成立“数岩研究院”，并与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创建了“数字岩芯实验室”，推动数字岩芯技术结

合中国地质特点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董事长兼CEO：董虎 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特聘教授，安徽青联委员。董博士

获得厦门市双百计划领军人才和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领军人才。于2013年获得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福建百人计划）。

       

数岩科技有限公司
iRock Technologies a.k.a. Shu Yan Ke Ji Co., Ltd.

Add：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S503室 0592-5770182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中心A-1103室  010-65834090

  

       创世科技是电子工程系尼秀明、何佳等科大

毕业生共同组建的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在全球率先推出D1分辨率的3G无线视频监控

产品，是国内首家网络视频服务器自主开发商，

网络视频监控行业的标杆企业。

       

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孵化，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提供专业

的、量身定制的一站式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目前已成功为阿里巴

巴、科大讯飞、优酷土豆等企业提供个性化推荐系统、用户行为分

析等数据挖掘领域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公司已拥有发明专利1项，

软件著作权3项。

安徽融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依托中国

融数科技，助您融汇贯通大数据！

总 经 理 谭昶（0411）
注册地址：合肥市创新产业园中国科大先研院A3#405

联系电话：0551-66101955, 13866720262

公司网站：http://rongdata.cn/

：

       合肥宏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设计中国人自己的

核心芯片”为发展使命，专注于集成电路和软件开发、系

统方案设计，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电子产品设计服务。

       公司完成多项国际领先的技术产品开发，成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承担科技部

创新基金等项目，拥有知识产权 。 逾百项

Add：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00号

          创新产业园B1楼9层北

Tel：0551-65317870     Fax：0551-65314133

合肥宏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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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瀚海博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校友创立，依托科大现金技术研究院产业

化平台，切实落实国家《生物产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指导建议，以核酸、多肽、蛋白、抗

体、科研服务为核心业务的新创公司。

上海天泰茶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高品

质“原茶鲜泡”茶水服务提供商，依托“科

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实现茶水服务的标准

化和便捷性，整合中国传统的茶叶种植、加

工、流通和品饮等四个主要环节，促进茶消

费，发展茶产业，弘扬茶文化。

USTC ANNUAL REVIEW 2013        

上海雪岩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588弄（上海国际

            钢铁服务业中心）3号楼1203室

电话：021-51838266

苏州硒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产学研项目，

致力于研发高安全、标准化的富有机硒技术及生产有机硒

添加剂产品，为农业、食品龙头企业提供定制化富硒技术

服务。  

 

  > 功能农业技术第一品牌

  > 功能农业第一专利大户

  > 富硒功能农业标准制定者

  > 功能农业技术领域第一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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