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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们，2018 级新同学 

 

9 月 1 日—2 日，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内

外的 2018 级新生，怀揣理想与憧憬来校报

到，在大连理工大学开启了人生新征程。迎

新期间，校党委书记王寒松、校长郭东明，

校领导李成恩、宋丹、贾振元、朱泓、姚山，

校长助理罗钟铉、郭金明在学校办公室、学

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招生

就业处、教务处、后勤处、保卫处、校团委

等部门的全体员工。 

9 月 1日上午，王寒松书记先后来到西

山本科生联合报到处、西山学生宿舍、研究

生迎新接待处、北山 C 区研究生宿舍，以及

国际教育学院视察迎新工作。在西山本科生

联合报到处的“绿色通道”入口处，王寒松书

记了解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情

况、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和办理情况。 

在国际教育学院，王寒松书记与正在办

理报到手续的国际学生亲切交谈，鼓励他们

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友好使者。 

 

在各学部学院迎新报到点前，王寒松

书记与前来报到的新生和家长亲切交谈，鼓

励学生珍惜大学时光，实现青春理想。王寒

松书记向各学部学院负责人详细了解迎新

工作开展情况及新生报到情况，希望大家以

饱满的热情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做好迎新工

作。在西山生活区，王寒松书记走进学生宿

舍查看新生住宿情况，鼓励大家尽快适应新

的环境，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9月 2日上午，王寒松书记专程赴盘锦

校区，看望慰问新生、家长和工作人员，希

望大家以饱满的热情和热心周到的服务迎

接 2018 级新生和家长，勉励新生尽快融入

大学生活，在大学求真问真、卓越成长。 

在西山本科生联合报到处，郭东明校长

向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在本科生迎新

办公室，郭东明校长详细了解新生报到程序、

即时报到人数，以及相关迎新协调、保障工

作。在“绿色通道”入口处，郭东明校长详细

了解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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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强政策落实，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安心入学。 

在各学部学院迎新报到点前，郭东明校

长详细了解迎新工作准备情况及新生报到

情况，对各学部学院采取的方便新生的新举

措给予肯定，对参与迎新工作的全体师生表

示慰问，希望大家以饱满热情的精神状态和

真诚细致的服务做好迎新工作。郭东明校长

走进学生宿舍看望新生，鼓励新生尽快适应

新的环境，学会自立自强，珍惜青春时光，

成就美好未来。  

在研教楼广场研究生迎新接待处，郭东

明校长详细了解各学部学院研究生迎新工

作情况，对大家细致周到的服务给予充分肯

定。郭东明校长走进北山 C 区研究生宿舍看

望研究生新生，了解新生住宿条件，并要求

相关部门积极做好新生生活与学习的各项

保障工作。嘱咐新生尽快调整状态，在逐步

融入大工校园文化中发挥创新创造才能。

郭东明校长率团访问欧洲高校

日前，校长郭东明院士率团访问欧洲友

好高校及相关机构，巩固我校与欧洲名校之

间的合作关系，探讨多层次创新合作模式与

内容。校长助理罗钟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教育学院、数学科学学院、中白学院和

中英莱斯特国际学院相关负责人陪同访问。 

出访第一站，郭东明校长率团来到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会见了白大校长安德烈·卡

罗尔教授等。双方共同出席了第十届大连理

工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

详细讨论了两校孔子学院和中白学院的发

展问题，深入探讨了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筹

建白中学院等相关事宜。双方就两校的科研

教育等多方面合作达成了高度共识，共同续

签了两校全面合作协议。 

郭东明校长在伦敦参加国际会议期间，

会见布鲁奈尔大学校长 Julia Buckingham

教授，双方讨论了开展学生交流、科研合作

以及成立联合研究中心等问题，以推动中英

两国教育领域的教育科研合作。会见后，郭

东明校长一行参观了相关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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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郭东明校长率团访问莱斯特大学

并会见莱斯特大学校长 Paul Boyle 教授等。

双方表示，大连理工大学莱斯特国际学院的

成立标志着两校之间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双方下一步应围绕提质增效来实施新的举

措，以全面推动学院的进一步发展。 

访问期间，郭东明校长与 Paul Boyle 校

长签署了两校之间补充协议的附录，并在加

强两校学生互访、实现学生同堂学习、拓展

科研领域合作、筹备莱斯特国际学院数理专

业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会见期间，郭东

明校长还与正在莱斯特大学接受培训的四

位莱斯特国际学院教师见面，并叮嘱他们要

利用此次机会，多加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方法。 

 

访问团最后一站来到英国卡迪夫大学，

郭东明校长会见了卡迪夫大学副校长

Rudolf Allemann 教授等。双方回顾了在 4 月

23 日 Allemann 教授访问大工后，两个多月

来双方合作的显著进展。双方签订了校际合

作协议和在两校同时建立“智能工程中心”

的协议，并且全面探讨了通过设立联合基金，

在工程领域从科研平台、教师与教学、贯穿

本硕博学生培养和教育培训等四个方面的

十个合作项目。据悉，卡迪夫大学董事会近

日已经通过在两校同时建立“智能工程中

心”，并且任命校友、卡迪夫大学讲席教授李

海江博士为卡迪夫中心的主任。 

此次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推进

了新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我校与欧洲

强校之间的合作模式与内容方面实现创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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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成教授当选欧洲化学会会士 

近日，欧洲化学会官方网站公布了第二

批(2016/2017 年度)新当选欧洲化学会会士

(ChemPubSoc Europe Fellows)科学家名单。

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国家首批“千人计

划”入选者、瑞典皇家工学院教授、瑞典皇

家工程院院士孙立成以其在分子光化学领

域的突出贡献入选。 

 

欧洲化学会是由德国、法国、意大利、

奥地利、瑞典、瑞士、比利时、希腊、捷克、

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荷兰等 16个欧洲

化学学会组成的学术团体。欧洲化学会会士

奖设立于 2015 年，是欧洲化学会颁发的最

高奖项，以鼓励在化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

科学家。迄今经过两次会士评选，产生了 6

名荣誉会士和 66名会士，其中 2015/2016年

度有 35名化学家当选，2016/2017年度有 37

名化学家当选。  

在 72 名会士当中，包括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者 Jean-Marie Lehn 教授和 Ben Feringa

教授，以及“千禧年科技奖”获得者 Michael 

Grätzel 教授。孙立成教授是目前 72 名会士

中唯一的一名亚裔科学家。 

大工获批国防科工局和教育

部共建高校 

日前，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联

合发文，确定大连理工大学为“十三五”期间

新增 8 所共建高校之一。这标志着学校在贯

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据悉，2016 年 6 月 30 日，国防科工局

在京召开国防科技创新基地和共建高校座

谈会，期间公布了“十三五”期间共建高校第

一批名单，共有 16 所部属高校获得国防科

工局和教育部共建。此次是国防科工局公布

第二批共建名单。至此，国家国防科技工业

局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共 24 所。 

学校多年来承担了一系列国防科研项

目，具有较强的国防科研实力。学校正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通过建设

军民融合特色学科，培养军民融合科研队

伍；承担国防科研项目，推进国防现代化建

设；参与军民融合建设，融入地方军民融合

体系等一系列工作，将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

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聚焦战略前沿，加快创新实

践，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为进一步融入国家

军民融合体系，奋力开创军民融合深入发展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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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工局和教育部将按照“同等优先、

择优扶强”的原则，支持共建高校加强国防

特色学科建设、国防科技创新基地和创新团

队建设以及军工特色专业人才培养等工作，

充分发挥学校专业优势，鼓励和支持高校承

担军工科研任务，加强与军工企事业单位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学校军民融合发展。 

 

 

 

 

 

 

 

 

 

 

 

我校党委书记王寒松教授荣获

“IET 杰出大学校长奖” 

9 月 23 日，2018 年第七届“IET 杰出大

学校长奖”颁奖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举

行。四川大学原校长谢和平院士、天津大学

校长钟登华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

寒松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

山红红教授 4 位高校管理者获得此项荣誉。 

据了解，“IET 杰出大学校长奖”由美籍华

人王逢旦教授和他创立的 IET 教育基金会于

2004 年出资设立，其宗旨是向为中国高校建

设作出杰出贡献的高校管理者表示敬意并

予以鼓励，是国内首个对大学管理者鼓励的

奖项。 

 

IET 基金会主席王逢旦在致辞中表示，

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给学生

知识，而且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

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以及热爱社会并愿

意为社会服务的精神，IET 基金会愿尽自己

的绵薄之力，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愿中国

的大学培养出更多一流人才，服务社会，造

福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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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学子科技交

流活动在大连理工大学顺利举行 

9 月 7 日上午，由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和台湾财团法人中技社共同举办，大连理工

大学承办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学子科技

交流活动（大连理工大学站）”在我校举行。

台湾青年学子交流团一行 18 人，来到我校

开展科技交流。台湾财团法人中技社环境技

术发展中心主任邹伦，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

心交流处副主管李玉军，大连理工大学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宋丹教授，以及台湾财团法

人中技社、辽宁省科协学会、我校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校团委、研究生工作处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欢迎会上，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

丹代表学校对参加此次科技交流活动的台

湾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围绕学校的办学

传统、学科建设、办学水平、国际交流等方

面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宋丹教授表示希

望两岸学子能够在科技交流中，互相切磋，

增进友谊，共同提高。台湾财团法人中技社

环境技术发展中心主任邹伦对大连理工大

学长期以来对两岸交流活动的支持表示感

谢，希望双方学子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促

进双方友谊。之后，大连理工大学与财团法

人中技社环境技术发展中心互赠礼物。 

我校成功主办第六届海峡两岸地

震工程青年学者研讨会 

9 月 7 日-10 日，第六届海峡两岸地震

工程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本次会议

由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主办，辽宁省

工程防灾减灾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协办，来

自清华大学、台湾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海峡两岸 100多位地震工程

领域知名青年学者参会。大会开幕式由组委

会主席李钢教授主持，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常

委、建设工程学部部长董国海教授致开幕

词。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杨永斌教授、

台湾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钟立来、大连理

工大学李宏男等 6 位教授做大会报告。

 

来自大陆和台湾的 74 位代表汇报了最

新的研究成果，并在地震和震害调查与分

析、强震观测和地面运动、地震危险性分析

和抗震设防区划、场地效应和地基、基础抗

震、结构地震反应分析、可恢复功能结构新

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此次

会议为海峡两岸地震工程青年学者提供了

学术交流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地震工程领域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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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迎心】两个“提前一步” 大工校友为新生助力导航 

校友是学校宝贵的育人资源，是学校传

承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力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暑假期间，校友工作处组织各

地校友，面向我校 2018 级新生，提前一步

开展“入学教育”和“资助工作”。两个“提前一

步”，潜移默化传递大工“红色基因”。 

 

 

为帮助新生识读大学、树立奋斗目标，

8 月中下旬，北京、福州、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上海、江西、苏州、厦门、宁波、

温州等 12 地校友，组织当地新生开展“新生

及家长座谈会”。校友们向新生及家长介绍

学校情况，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奋斗精神，

在理想信念塑造、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 

 

调试等方面进行专题分享。与会新生表示，

“师兄师姐们的关心和诚挚建议，让我对遥

远的大工不再陌生，期待早日与大学相遇”。

与会新生家长不无激动的说，“非常有意义

有收获，为孩子成为大工人而自豪，为大工

校友的热心、用心而感动”。

总会动态 
 

“入学教育”提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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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青年校友会再次接送在京转

车的新疆籍新生。大二学生拜合提亚尔是本

次接送的志愿者，从新疆开始，他便与一位

学姐全程带领 9 位新疆籍新生来校报到。他

说，“去年是北京的李丽亚师姐接送我入学，

带我逛北京、聊大工，鼓励我做有为青年，

我 有 责 任 将 正 能 量 传 承 下 去 ” 。                           

9 月 1 日下午 17:20，晚点的火车历经 46 小

时终抵北京，校友们紧急为他们安排好食宿，

并于翌日清晨送上开往大连的火车。校友们

与新生们温暖交流，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报

效祖国。校友段文宇说，“改签和住宿对初次

离家的孩子来说，有些手足无措，家长也跟

着着急。但有我们校友做后盾，相信他们已

爱上大工”

 

 

6 月 17 日，大工“援梦专列”再次启程，

连续第四年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交

通费。学生报到前，155 名提前申请的家庭

困难新生已全部拿到入学车票，近日，在报 

 

到时申请的 142 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也已

获助。“援梦专列”开行四年，已资助 1500

余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到校，捐赠善款

68 万余元，打造了新生直接联通母校的温暖

通道。

2018年的“援梦专列”颇具校友温情。

在前期申请的 155名新生中，128人第一时

间被 18个地方校友会“一对一认领”资助，

其余 27 人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被各地校友

“认领”资助。在资助入学交通费同时，沈

阳、朝阳、吉林、湖北、北京等地校友还为

他们送去了援梦助学金。老校友鲁谆、土木

883 班、匿名的新生家长、熟悉的学校老

师……大工人爱心接力捐赠善款，共同描绘

爱的画卷。 

在做好经济资助的同时，校友们还为新

生们送上爱的鼓励。重庆、北京等地校友邀

请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参观校友企业，交流座

谈人生理想，给予他们奋斗的力量。

“资助工作”提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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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提前一步”受到校友们的一致认

可。校友们说，“能为师弟师妹们助力导航，

我们很骄傲”。据校友工作处处长杨克旭介

绍，“校友工作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

过程，既是为校友反哺母校搭建平台，又是

全员参与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我们要越做

越好”。 

 

大连理工大学江西校友会成立大

会暨双迎新大会在南昌召开 

2018年 8月 26日，大连理工大学江西

校友会成立大会暨双迎新大会在南昌召开。

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树，校友工作处

副处长邬霞，北京大学江西校友会、复旦大      

学江西校友会、东南大学江西校友会代表应

邀出席，与 60 多名校友共同见证江西校友

会成立。 

杨和荣校友代表筹备组致欢迎辞。他对

大家的光临和支持表示诚挚感谢，对大工江

西校友们有了自己的家感到由衷欣慰，对新

毕业生和新生表示衷心祝福。连勇校友介绍

江西校友会筹备情况，对母校的支持和指导

以及各位筹备组成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大会表决通过《大连理工大学江西校友

会章程》和《大连理工大学江西校友会经费

管理使用办法》，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成

员：杨和荣校友和余新荣校友为名誉会长，

连勇校友担任会长，张庐陵等 11 位校友担

任副会长，赵冉校友担任秘书长（兼），齐

俊等9位校友担任副秘书长。表决和选举后，

毕明树副校长向江西校友会授旗。 

新当选会长连勇校友，代表理事会讲话，

感谢校友们对理事会成员及他本人的信任，

深感责任重大，一定以百倍的努力，与理事

会全体成员一道，把江西校友会办成江西校

友们的校友之家，加强与兄弟校友会之间的

联系，努力使江西校友会成为校友间加强沟

通、增进友谊的纽带，成为凝聚校友力量、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 

母校校友工作处发起的“援梦专列”活

动，今年共有 12 名江西籍家庭经济困难新

生提出申请，大工江西校友会积极支持，向

母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 4800 元，用于 12

名新生购买赴大连的火车票。邬霞副处长向

江西校友会颁发捐赠证书。 

北大江西校友会副会长刘德斌、大工湖

南校友会秘书长李哲代表兄弟校友会发言， 

对大工江西校友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期

待密切校友会之间的联系，加强校友会之间

的交往，促进各校友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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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长王志锋院长、新毕业生代表王晨、

新生代表罗泓昊分别发言。王志锋院长对江

西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对筹备组的工作

表示感谢，对校友会未来的发展提出殷切希

望。王晨校友回顾了在大工的学习生涯，充

满深情，对回到家乡工作充满期盼，将江西

校友会的成立，视为母校送给新毕业生的又

一份珍贵礼物。罗泓昊新生对即将到来的大

工求学生活充满好奇和期待，对美丽的大工

校园充满向往，表示要向学长们学习，在大

工学有所成。 

毕明树副校长代表学校，向江西校友会

成立，向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表示热烈祝贺！

向筹备组各位成员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

衷心感谢！并向所有关心支持母校建设发展

的海内外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 

毕明树副校长在讲话中回顾了母校的

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简要介绍了母校

近几年校友工作开展情况与取得成效，着重

介绍了校友“双创”服务工作与母校 70 周

年校庆筹备工作。毕明树希望江西校友会以

“一流校友工作”为目标，把在赣校友团结

凝聚起来，把校友和母校紧密联系起来，成

为母校与校友之间、校友与校友之间增进友

谊、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有效平台。也欢

迎大家在母校 70 周年华诞之际，再回母校

看看！ 

云南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换届选

举暨迎新大会在昆明胜利召开 

人生最惜同窗日，白首难忘共读时。

2018 年 8 月 25 日，云南校友会第一届理

事会换届选举暨迎新大会，在昆明胜利召

开，云南校友再次欢聚一堂。 

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赵志刚代表第

一届理事会做工作总结。五载春秋，云南校

友会从无到有，积极配合母校开展援梦专列、

慰问老同学、参观校友企业等多彩活动，感

谢理事会成员五年的辛勤付出。展望未来，

希望校友会可以开展更多常态化活动，为在

滇校友搭建成长与发展的平台。 

在云南校友们的掌声中，云南校友

会第二届理事会正式成立。新任理事长

王珩对校友会未来发展提出了目标，将

秉承母校“团结、进取、求实、创新”的

精神，始终牢记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

做人的根本宗旨，互助互爱。云南校友会

不仅要成为校友分享成功与喜悦，传递

友情和价值的精神家园，联系母校、联络

校友的感情纽带，更要加强校友与校友、

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沟通交流、团结互助、

合作发展。 

受学校校友会委托，学校挂职干部

张涛副处长对云南校友会换届选举暨迎

新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感谢第一

届理事会成员的辛勤工作，并祝贺新当

选的理事会成员。张涛向校友们介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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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最新发展及学校校友工作情况，邀请

校友们明年 70 周年校庆期间回母校看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校友会发展壮大，需要更多新鲜血液。小

师妹李迪代表新加入校友会的全体新校

友发言。 

东北财经大学云南校友会汤文辉，大连

交通大学云南校友会念维骏、马永强代

表兄弟校友会到会祝贺。 

浓浓母校情，深深师恩义 

无线电 753 班校友毕业 40 年 

再相聚 

“四十载风雨岁月，冲不淡深深师恩；

四十年拼搏磨砺，忘不了同窗情深”教师

节刚过，无线电 753 班的 27 位校友就怀

着激动的心情共聚母校，重温旧谊。 

天南海北再次相聚，阔别四十年的重

逢格外珍贵。9 月 11 日一大早，校友们

早早穿好了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专属文化

衫，开始了上午的校园参观。曾经走过无

数次的校园变得熟悉又陌生，依旧傲然

屹立的主席像与主楼，镌刻着多少的回

忆；崭新拔起的西部校区，引来了多少的

感慨。学校的旧貌承载着校友的深厚记

忆，校园的新颜则见证了母校的蓬勃发

展。 

 

上午的参观过后，一顿怀旧午餐将

校友们带回了食堂“抢饭”的回忆当中。

虽然现在的食堂与饭菜早已“面目全非”，

但是聚在一起边吃边聊的热闹，还是让

短暂的午餐吃的满足又愉快。 

午餐过后，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姜德

学会见了优秀校友代表——华为集团原

高级副总裁纪平校友。姜德学书记代表

学校及校友会对返校校友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对纪平校友为学校及校友会的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纪平校友也代

表同学们对学校对于校友工作的重视表

示了感谢。 

下午三点，753 班校友们终于迎来了

一天返校中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怀旧

班会。恩师王众托、杨德礼、姜志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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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霞、孙丽华、战胜录、孙效里，这七位

重量级嘉宾的到来让校友们红了眼眶。 

 

四十年光阴让老师嘴里的孩子们变

成了爷爷奶奶，四十年的变迁却没能让

学子们忘记师长的恩情。在学校宣传视

频中，无线电 753 班怀旧班会正式拉开

了序幕。首先，校友工作处处长杨克旭代

表学校对返校校友致以热烈的欢迎，并

向校友简单介绍了学校现在的双一流建

设情况及校友会发展情况。 

随后，90 高龄的王院士第一个带来

了对校友们的怀念与祝福。王院士首先

感谢了校友们的邀请，表示与校友的相

聚是他最大的快乐，听闻校友们毕业后

都有了傲人的成绩，作为老师他倍感欣 

 

 

慰。同时他祝愿校友们身体健康，在未来

的退休生活中更加丰富自己。  

紧接着，各位与会老师也先后回忆了与

校友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并送上

了对校友们的祝福。最后一个讲话的班

主任孙效里老师未语便已泣不成声。她

激动的说道，无线电 753 班是一个特殊

的集体，是全校唯一一个学校与工厂共

同办学的班级，同时 753 班又是最团结、

最优秀的集体，每位校友都在自己的领

域中成就了一番事业。四十年前作为班

主任她与 753 班共同成长，四十年后有

幸又与学生们共聚一堂，作为老师她倍

感激动。 

在老师们精彩的讲话过后，各位校

友也畅谈当年学习、生活的细节，回想老

师给予他们的关心与鼓励，追忆当年留

下的欢笑与泪水，也向老师们汇报了毕

业后的工作与发展。 

班会过后，校友们簇拥着恩师，在一

馆门前合影留念，为本次返校聚会画上

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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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流不息 

 

2018 年 6 月 15 日，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康林实验仪器销售中心捐赠 50,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17 日，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捐赠 300,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21 日，李振华捐赠 10,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22 日，吴为忠捐赠 100,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25 日，日本城西大学捐赠 28,552.50 元。 

2018 年 6 月 25 日，日本城西大学捐赠 28,563.00 元。 

2018 年 6 月 26 日，北京东方仿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2 日，刘宝福捐赠 200,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4 日，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捐赠 32,017.33 元。 

2018 年 7 月 11 日，浙江森宇有限公司捐赠 300,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12 日，郭建军捐赠 20,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12 日，北京山和朋友们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17 日，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捐赠 20,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19 日，雷宇佳捐赠 200.00 元。 

2018 年 7 月 19 日，刘岩捐赠 1,000.00 元。 

2018 年 7 月 20 日，邓耀民捐赠 200.00 元。 

2018 年 9 月 3 日，夏晨怡捐赠 120,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4 日，刘龙捐赠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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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5 日，惠州大亚湾长银投资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7 日，刘广利捐赠 4,000.00 

2018 年 9 月 11 日，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55,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12 日，王刚捐赠 50,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13 日，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捐赠 30,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14 日，化机 91 校友捐赠 7,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14 日，王宏捐赠 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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