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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连理工大学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

暨第十一届教代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以一流大学新业绩庆祝建校 70 周年 

 

春暖大地，万物勃发。 

3 月 6 日上午，中共大连理工大学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暨第十

一届教代会第四次会议在国际会议中心二

楼学术报告厅召开。校党委书记王寒松代表

学校党委常委会作 2018 年度党委工作报告

暨领导班子述职述廉报告；校长郭东明代表

党委常委会对 2019 年学校工作要点进行说

明并对全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党委常务副

书记姜德学代表学校党委作 2018 年度选人

用人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成

恩代表学校党委通报 2018 年度学校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情况；副总会计师冯宝军作学

校 2018 年财务工作报告；王寒松书记、郭

东明校长分别作个人述职报告；学校领导班

子其他成员结合分管工作作书面述职。与会

代表对学校选人用人工作、新提拔的领导干

部、以及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

和民主评议，并分组讨论学校 2019 年工作

要点。 

 

 

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四处副处长夏晔勇

听取学校选人用人报告，并监督指导民主测

评和评议；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校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原校领导班

子成员、两院院士、处级干部、民主党派负

责人、教代会代表、校学术委员会负责人、

教师代表、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学生代表参

加会议。 

 

王寒松代表学校党委常委会作 2018 年

度党委工作报告暨领导班子述职述廉报告。

王寒松指出，2018 年是学校全面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正式开启一流

大学建设的关键一年。一年来，学校党委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

述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

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团

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和建设一流大学总目标，锐意

进取，扎实工作，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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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推进，学校事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 

王寒松指出，过去的一年，学校加强党

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加强班子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管

党治党、办学治校能力；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矢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一流大学，

推进学校事业内涵式发展；提升与一流大学

相匹配的办学保障能力，营造同心共圆“大

梦”好氛围；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一

流大学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王寒松强调，站在新起点，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落

实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全力推进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实际行动加快建设一流大学。

王寒松指出，2019 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办

好一流大学根本保证；二是强化立德树人成

效，筑牢一流大学办学根本；三是深化综合

改革，激发一流大学办学活力；四是强化新

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落实一流大学建设任务；

五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一流大学

建设强健体魄；六是做好 70 周年校庆工作，

凝聚一流大学建设强大力量。

 

郭东明在会上对学校 2019 年全年重点

工作进行部署，并对 2019 年学校工作要点 

 

 

 

 

进行说明。指出，目前全党上下正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教育大会是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

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大论断，

提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

略目标，这是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最大动力。

郭东明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视察时和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迎接一流大学建设第一次

中期“考核”的“关键之年”；是推动学校发

展新契机的“校庆之年”。需要全体师生坚定

信心，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一流大学建设，

更好履行“四个服务”历史使命，更好服务

辽宁全面振兴；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

维，充分认清当前学校面临的问题和差距，

用 发 展 的 办 法 解 决 发 展 的 难 题 ， 赢

得学校事业发展新进步。 

就 2019 年重点工作，郭东明强调，一

是要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志

不改、道不变”的决心坚持正确方向办一流；

二是要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

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一流；三是要

以“担大任、成大事”的担当践行“四个服

务”办一流；四是要以“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改革创新精神深化综合改革办一流；五是

要以“人心思齐、人心思进”的良好氛围办

一流。 

郭东明要求全校上下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向实现一流大学建设的美好目标奋

力奔跑，以一流的精神状态、一流的责任担

当培育一流人才、成就一流事业，以优异成

绩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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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学代表学校党委从学校组织部门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重要

论述，贯彻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坚持两

个牢牢把握，学校在选人用人工作中的主要

做法；选人用人工作存在的不足和思考；

2019 年选人用人工作重点等四个方面，向与

会代表作 2018 年选人用人专题报告。 

 

李成恩代表学校党委从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的会前准备情况、组织学习研讨、广

泛征求师生意见、深入开展谈心谈话、认真

撰写发言材料、会议情况和督导组组长点评

等方面，向与会代表通报了 2018 年度学校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 

 

冯宝军代表学校向参会代表汇报了学

校 2018 年度财务情况、2019 年部门预算情

况及财务工作的几点思考。 

 

 

 

 

 

 

王寒松以“八个着力”作 2018 年个人

述职报告。表示新的一年，将继续砥砺初心，

肩负使命，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开创大工建设

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校庆 70 周年。 

郭东明从四个方面作 2018 年个人述职

报告。表示站在新的起点，将继续解放思想，

勇担重任，履职尽责，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以优异成绩庆祝建校 70 周年。

 

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结合分管工作

作书面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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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下发《关

于印发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

单的通知》，大连理工大学共有 7 人入选。

其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3 人、教学名师 1

人、青年拔尖人才 3 人。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王福吉，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

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以及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人层次。承担 NSFC-辽宁联合基金重点项

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等，兼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精密机械分

会理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专家组特聘

专家。主要研究方向：难加工材料高质高效

加工及机床滚动部件综合性能测试。成果获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排 3）、教育部技术发

明一等奖（排 3）、辽宁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排 1）、辽宁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排 3）、

大连市科学技术一等奖（排 1）。联合培养博

士生获上银机械优秀博士论文金奖。 

 

 

 

 

 

 

 

 

 

王锦艳，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耐高温高性能高分子

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新技术研究。科

技部重点领域“耐高温高性能工程塑料”创

新团队负责人。研究团队发明了耐高温可溶

解的杂萘联苯型高性能工程塑料，搭建了耐

高温可溶解高性能工程塑料技术平台，研制

的杂萘联苯型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及其高性

能热塑性复合材料、耐高温功能涂料、耐高

温结构胶黏剂、耐高温绝缘材料等已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核能、电子电气、石油化工、

精密机械、汽车等领域。获 2011 年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和 2003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6 项。获日内

瓦国际发明展-展会评判特别嘉许金奖。 

张弛，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教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大

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部长，辽宁省水资

源调控与防洪减灾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学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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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七位教授入选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理事、中国水资源战

略研究会理事、水文水资源领域顶级期刊

JWRPM-ASCE 副主编与 AWR-Elsevier 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水资源调控与防洪减灾。以

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辽

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教学名师 

 

刘志军，大连理工大学化工过程机械学

科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教学名师。曾

获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霍英东

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卓越成就

奖。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3 项，主持建设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国家精品课

1 门。主编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1 部、 

“十一五”规划教材 3 部。主持完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完成中石化、中石油、 

 

 

 

 

中海油等企业科研开发项目 30 余项，发表

研究论文 60 余篇。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专家工作组成员兼秘书长、教育部

机械类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

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工程教育认证

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

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 

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学类） 

 

侯军刚，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

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能源

催化材料的可控合成与集成组装方法，实施

能源催化体系在光能、电能与化学能之间的

高效转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

教育部高校博士点基金和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等科研项目，在 Angew. Chem. Int. Ed.、

Energy Environ. Sci.、Adv. Energy Mater.、Adv. 

Funct. Mater.、Nano Energy、ACS Catalysis 等

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论文他

引 1600 余次，H 因子 34，其中以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50 篇，多篇学术

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担任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期刊编委。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大连理工大学星海优

青计划。 

郑勇刚，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

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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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兴辽英才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科研方向为多尺度与多场耦合计

算力学，建立了非均质固体材料与结构以及

含液孔隙介质液固耦合力学行为的多尺度

分析模型与计算方法。发表 SCI 收录论文 80

余篇，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邀请

报告和 Keynote 报告。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提名奖（ 2011 ）、 ICACM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2013）和杜庆华工程计

算方法优秀青年学者奖（2015）。 

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

术类） 

 

母睿，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部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 年入选第四批国 

 

 

 

 

 

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 年入选

首批辽宁“兴辽英才”青年拔尖人才。主要

致力于对中国区域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

采取多学科交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在环境与交通基础设施经济领域发展创新

性政策分析工具。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在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 Policy & 

Society 、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

Transport Policy 、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等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 20 余篇

SSCI/SCI 论文。 

国家“万人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高层

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是国家层面实施的

重大人才工程，目标用 10 年时间，重点遴

选一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

给予特殊支持。 

国家“万人计划”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层次为杰出人才，计划支持研究方

向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科学研究有重大

发现、具有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人才。 

第二层次为领军人才，包括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教学名师。 

第三层次为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在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

艺术重点领域崭露头角，获得较高学术成就，

具有创新发展潜力的人才。该类人才一般不

超过 40 岁，并应当取得博士学位。 

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

包括两个层次的五类人才，共计 1419 人，

其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645 人，科技创业领

军人才 397 人，教学名师 103 人；自然科学

类青年拔尖人才 210 人，哲学社会科学、文

化艺术类青年拔尖人才 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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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WWW2019 程序委员会公布了接

受论文的名单，我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检索研究室

林鸿飞教授团队有两篇论文被接受为长文，

两篇文章第一作者分别是张冬瑜和刁宇峰

两位博士生。 

根据《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

议和期刊目录》，会议和期刊分为 A、B、C 三

类，A类指国际上极少数的顶级刊物和会议，

鼓励我国学者去突破；B 类指国际上著名和

非常重要的会议和刊物，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鼓励国内同行投稿；C 类指国际学术界所认

可的重要会议和刊物。WWW 会议为 A 类会

议。 

WWW（The web conference）会议始于

1994 年，会议的目的是为全世界的互联网领

域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共同讨

论互联网的发展、相关技术的标准化以及这

些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今年的会议投

稿总数为 1247，录取 225 篇，录取率为 18%，

WWW2019 于 5 月 13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 

论文“Judging a Book by Its Cover: The 

Effect of Facial Perception? on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提出了关于面部情感特征

如何影响社交网络中心性问题的研究框架，

通过检验社交网络形成初期的社会信息，发

现了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面部特征与社交

网络中心性的紧密联系，包括信任网络、学 

 

 

 

 

 

 

术网路、支配网络等几种不同的社交网络。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到的面部情感特

征与网络的中心性相关，并且这些特征可以

用来预测人们在不同网络中的中心性。因此，

这项研究为社交网络与面部情感特征的交 

互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强调了认知偏

见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作用，为计算机科学

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文“Heterographic Pun Recognition via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Understanding 

Gated Attention Network”讨论谐音双关语的

自动识别问题，我们提出一种端到端的可计

算模型 PSUGA。对于发音部分，我们在基于

音素的词向量模型上，采用层次注意力机制

模型。对于拼写部分，我们综合考虑了字符

级别、词级别、词性级别、位置级别和上下

文级别的词向量模型，并构建了注意力机制。

提出了一种门机制的注意力模型来控制这

两部分的融合。我们在两个公开数据集上进

行丰富的实验，其实验结果表明我们方法的

先进性和有效性。该项技术对于人机对话、

幽默识别以及自动写作技术产生积极影响。 

论文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社交媒体中文本情感语义计算理

论和方法（No.61632011）”、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跨时空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开放共享

技术与平台“之课题 3“面向实体的多源信

息 感 知 融 合 与 理 解 技 术 研 究

（No.2016YFB1001103）”和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智慧司法智能化认知技术研究“之课题

1“涉案当事人画像自动构建技术研究及系

统研发（No.2018YFC0832101）”的支持。 

 

 

大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检索研究室论文被 WWW2019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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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商飞上海飞

机设计研究院大飞机创新谷联合实验室揭

牌仪式在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隆重举行。学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姚山，科学技术研究院、

建设工程学部等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了

签约仪式。中国商飞公司副总经理吴光辉院

士出席了会议。 

姚山副校长和吴光辉副总经理共同为

大飞机创新谷舱室环境控制创新中心揭牌。

建设工程学部副部长宁德志和上飞院沈波

院长签署联合实验室组建书。该创新中心依

托建设工程学部和上飞院舱室环境控制团

队建设，重点在民机舱室水分控制及管理技

术、民机革新舱室环境综合设计与试验、民

机客舱环控事故征兆与应急响应等方面展

开合作。 

 

姚山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公司是我

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

项目的主体，也是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 

 

 

 

 

 

 

 

 

 

 

的主要载体。多年来大工与商飞公司通过国

产大飞机研发、人才培养和联合申报国家重

大项目等方面的愉快合作，已经建立很好的

合作基础，大飞机舱室环境控制创新中心的

成立，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加大投入，支持学校相

关学科与上飞院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拓展

在结构优化设计、自主软件开发等方面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围绕攻克关键技术、解决卡

脖子难题等方面作出大工人应有的贡献，共

同推进国产大飞机事业健康稳步发展。 

 

随后联合实验室团队和双方领导进行

深入的座谈交流，对共建实验室的背景、建

设方案和重点工作展开研讨，对实验室团队

的激励措施和运行保障提出可行方案，明确

了联合实验室发展目标。 

会前，姚山一行参观了中国商飞试验验

证中心、民用飞机模拟飞行国家重点实验室。 

 

 

新闻简讯 

大工与中国商飞成立大飞机创新谷舱室环境控制

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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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33 届 AAAI 人工智能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AAI’19）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市举办。

我校大工-立命馆大学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几何计算与智能媒体技术实验室”

（dutmedia.org）的四篇论文以及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程学部“智能图像分析与理解实验

室”（IIAU-Lab）的一篇论文被大会论文集收

录。我校几何计算与智能媒体技术团队的罗

钟铉教授，李豪杰教授以及硕士研究生张宇

夕，智能图像分析与理解技术团队的王栋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诸葛云志应邀请参加大会。

我校被录用的论文中有3篇被邀请进行口头

报告，(大会共评出 476 篇作为口头报告论

文，仅为投稿数量的 6%)，另 2 篇分别获得

亮点展示和海报展示，在国际顶级会议（CCF 

A 类）上充分展示研究成果，标志着我校信

息学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进步与突破。 

本届 AAAI 大会论文摘要投稿数量高达

7745 篇，全文投稿数量达到 7095 篇，实现

了投稿数量 103%的增长，无论投稿数量还

是增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采用严格的

双盲评审制度，论文录取率更是低至 16.2%。

此次 AAAI 大会，我校师生人工智能领域最

新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展示，同时也增进了该

领域国际学术交流。 

 

 本届 AAAI投稿数量及录取率信息 

 

由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几何计算与智 

 

 

 

 

 

 

能媒体技术实验室”罗钟铉教授、樊鑫教授

和刘日升副教授团队完成的论文《 A 

Theoretically Guaranteed Deep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or Robust Compressive Sensing 

MRI》被邀请进行 15 分钟口头报告。在大会

“Deep Learning 2”的分会场中，作者代表、

研究生张宇夕围绕被收录论文，分别从研究

背景，图像处理现有方法，深度学习与传统

优化相结合，以及真实场景鲁棒性等多个方

面对论文提出的具有收敛性理论保证的压

缩感知重构深度优化框架进行了全方位阐

释，向与会学者展示了该团队在医疗图像处

理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分会场主席和参

会专家的普遍好评。 

 

 

 

“几何计算与智能媒体技术实验室”研究

生张宇夕作口头报告 

 

 

 

大工信息学科师生赴美参加 AAAI 国际会议并作成果展示 

大工信息学科师生赴美参加 AAAI 国际会议并作成果展示 

大工信息学科师生赴美参加 AAAI 国际会议并作成果展示

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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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助理罗钟铉教授，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李豪杰教授在会场合影 

 



 

 

 

 

由“几何计算与智能媒体技术实验室” 

刘日升副教授团队与国内两所高校合作完

成的三篇论文也均被大会收录，其中两篇被

评为 15 分钟口头报告，一篇被评为 2 分钟

亮点展示。论文包括由刘日升副教授主导、

复旦大学参与合作完成的针对非凸问题求

解方法的工作《Task Embedded Coordinate 

Update: A Realizable Framework for 

Multivariate Non-convex Optimization》，与浙

江大学合作完成的基于局部特征的跨域特

征迁移方法的研究工作《Exploiting Local 

Feature Patterns for Unsupervised Domain 

Adaptation》，以及与浙江大学合作完成的结

合异步并行机制和组合方差下降技术的研

究工作《Asynchronous Proximal Stochastic 

Gradient Algorithm for Composition 

Optimization Problems》。此次国际信息与软

件学院同国内两所顶尖院校的成功合作，展

示了我校信息学科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与进步，并进一步促进了高校间资源共享与

学术融合。

 

由电信学部“智能图像分析与理解实验

室”卢湖川教授团队完成的论文《Deep 

Embedding Features for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被邀请进行 2 分钟亮点展示，在 

 

 

 

 

大会“Object Recognition”分会场中，作者

代表、研究生诸葛云志，用简短的语言阐释

了基于深度嵌入特征的显著性算法具有更

好的鲁棒性，并通过一系列对比显示出了该

算法在时效性和准确度上均处在领先地位，

到场的专家和学者均对该文章的贡献给予

了肯定。 

 

相关介绍： 

AAAI 成立于 1979 年，名为“美国

人工智能协会”，2007 年更名为“人工智能

促进协会”。其组织的“AAAI 人工智能会议”，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会议之一，并

被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推荐国际学术会议

列表认定为 A类会议，在该领域具有极大影

响力。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几何计算与智能

媒体技术实验室”（www.dutmedia.org）依托

于辽宁省泛在网络与服务软件重点实验室。

研究课题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

视觉、多媒体技术、优化方法等当前最前沿

的领域。近年来在 IEEE TPAMI、TIP、TNNLS、

TMM、NIPS、IJCAI、AAAI、CVPR、ECCV、ACM 

MM等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等多方领域的重

要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达 100余篇。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图像分析与

理解实验室”（IIAU-Lab）主要进行计算机视

觉的研究，包括显著性目标检测、目标跟踪、

人体轮廓分割及姿态估计，在专业研究和教

育教学方面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自2011年

开始在国际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CVPR、

ICCV、ECCV）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在顶级

期刊 IEEE Transaction 上发表论文 50 余

篇，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和多项

国际学术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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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与理解实验室”研究生诸葛云志

进行亮点展示 



 

 

 

 

 

 

 

 

 

3 月 2 日下午 14 时，2019 年大连理工

大学上海校友会第一次理事会在徐汇滨江

—坐忘书屋时光里召开。学校校友处邬霞副

处长、范芸芃，上海校友会理事长宣廷新、

秘书处秘书长谭垚、名誉副理事长化院60级

唐祝华大师兄等近 30 位校友参加了此次活

动。 

 

暖场介绍之后，邬霞副处长介绍了学校

近期的情况。今年正值大连理工 70 周年校

庆，学校将开展一系列围绕“嘉年华”主题

的校庆活动，包括校庆大会、校本部晚会、

年度校友表彰，各地校友会联欢会，助跑，

竞赛等。校友们踊跃分享了对学校 70 周年

系列活动的建议，要组织各类线上线下活动，

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理事会的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校友会各

分会的运营方案。针对 17、18 年上海校友

会分会筹办的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及后续开

展，大家充分交流，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土木系 88 级校友谢旭、材料系 91 级校友张

京范为大家分享了校友活动的成功案例，同 

时建议可以利用大数据，以行业、兴趣、区

域为聚焦点，征集活动主题和牵头人，通过

校友平台组织各类活动。为达到上海校友会

活跃度、分会的粘度、大工精神的传承、服

务平台的传承的目的，各位参会校友踊跃发

言，各抒己见，为上海校友会良好建设给出

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 

 

3 个多小时的交流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校友们分享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想法。接下

来，大连理工上海校友会及各行业分会将结

合此次理事会精神，将 2019 年的上海校友

活动举办的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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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 
 

上海校友会 2019 年第一次理事会 



 

 

 

 

 

 

忠犬守岁，金猪送福，在辞旧迎新的正

月里，大连理工大学日本校友会 2019 新春

联欢会于 2 月 16 日（正月十二）于「麻辣

大学」晴海店成功举办！百十余校友欢聚一

堂，恭贺新春。 

 

桃李春风一杯酒，七十礼赞敬大工！

2019 年我们将迎来大连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

年。七十年从蹒跚举步到发展壮大，从初生

萌芽，到桃李满天下。母校见证了我们一代

又一代人的青春芳华，我们也始终铭记母校

的谆谆教诲： “团结进取，求实创新”，在

各自的领域不断成长进步。晚会中我们也特

别录制了祝福母校 70 周岁生日快乐视频。 

 

韩娇校友和周元淞校友担任晚会主持人 

 

 

 

 

 

 

许炎会长致开幕词 

许炎表示，在过去的 2018 年，在日本

的校友们勤奋立业、团结共进，不仅在各自

的岗位创造出良好成果，还共同完成了迎接

郭东明校长团访日本等重要任务，参加了母

校组织的创新大赛，是海外唯一参赛的校友

会，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同时，他表扬了各种类型校友团体在过

去一年里创造累累硕果，比如电子爱好群深

度研究自动驾驶，运动爱好小分队健康阳光、

相约骑行，还有赏花爱好小分队齐聚新宿御

苑赏樱做赋。更开心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新

的校友成员不断加入，从最早 77 级到刚毕

业的 14 级，我们的团队力量越来越壮大！ 

毕校长致词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毕明树、校友工作

处处长杨克旭也专程从国内赶来参加此次

活动。毕明树副校长首先给大家带来了新年

祝福，并对母校的发展与校友工作的开展进

行了系统介绍。随后，从促进校友交流合作、

助力校友成长成才、扩大母校影响力等多个

方面，对日本校友会的工作开展给与高度评

价与肯定；也希望日本校友会秉承服务母校、

助力校友的宗旨，为母校的发展、中日文化 

 

 

 

日本校友会 2019 新春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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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做出大工人更大的贡献！祝愿日本校友

会发展越来越好！ 

毕校长的讲话给了我们支持与鼓励。原

来在我们离开母校的这些年，母校也在向着

建设“双一流”大学的目标不断努力着，我

们在日本的校友也要跟进步伐，一起前进、

共创辉煌！ 

校友线下活动

 

电子开发爱好群负责人 99 级电子系刘

燕林校友说，我们的初衷是共享最新业界信

息和电子开发经验的交流，并希望通过沟通

和碰撞产生创新创业的火种！电子群会积极

响应母校号召，整合校友资源，构建双赢环

境，努力转型为在日校友的双创平台。 

 

日中 AI・IoT 産業連盟会长，95 级动 

 

 

 

 

 

 

 

 

 

力学院刘劲学长发表了“共筑在日大工人之

荣耀”的精彩演讲。刘师兄强调，AI·IoT 产

业联盟（JCAIoT）平台，尊重智慧，坚持个

人与法人平等互存，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多

多借力各方资源，共同发展，百花齐放。 

 

来自 92 级机械学院的江涛学长给大家

来了一个“淘”讲收藏，划重点是喜欢的物

品都可以收藏，比如大工钱票、身边的流通

币等等。 

 

校友工作处处长杨克旭致词 

 

大工成就你我，连理你我一生。新年会

也在一片欢声笑语与不舍中结束了，难忘今

宵，难让我们带着今年的欢乐明年春来再相

邀。共祝愿，大工好。  

 

 

 

 

校友工作动态 13   



 

 

 

 

 

 

 

峥嵘七秩，桃李五洲。2019 年 6 月 15

日，即将迎来母校 70 华诞。这是我们全体

大工人共同的庆典！曾记否，主楼前毛主席

挥手像，攀登牛角山的美好时光，伯川图书

馆占座的疯狂，西山宿舍的欢声笑语，二馆

教室里刻下心上人的名字，学校正南门的

“连理”组合……融入我们心田的是“团结、

进取、求实、创新”的大工魂。 

一年、二年……、十年、几十年之前，

我们怀揣着母校给予的知识和本领、思想和

信念、抱负和精神，从凌水河畔启程，在不

同的时刻，踏上齐鲁大地，挥洒着智慧，奉

献点滴力量。祖国的四面八方乃至世界的每

个角落都有我们大工校友的感动故事。齐鲁

大地的蒸蒸日上、祖国的伟大复兴有我们的

微薄之力，更得益于母校的精神传承。大工

的校友，在华夏土地土地上成就了“强国梦”

的同时，也幸福了自己的小家。 

不忘初心，感恩回馈。大工的山东校友，

自发组织多次助学援梦系列活动，青岛、烟

台、潍坊、济南、淄博等校友会自发组织捐

款，资助山东籍大工新生，得到了母校的高

度赞扬。 

 

 

 

 

 

 

 

 

大工的山东校友：青岛、烟台、潍坊、济南、

淄博的校友们积极组织讨论泰山助学基金

等事宜 

70 华诞献礼，援梦之帆再起航。七十年

沧桑砥砺，薪火相传；七十年桃李芬芳，春

华秋实。为回馈母校培育之恩，传承大工优

良的传统，将感恩的旗帜传递，将援梦的火

种播撒，激励帮助大工在校生学业有成，干

事创业，投身到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回馈

母校，回馈山东，回馈国家，建功立业，大

工山东校友联席会，联合青岛、烟台、潍坊、

济南、淄博等山东各地校友以及全国乃至全

球的大工校友，以“感恩.献礼.援梦——致

敬母校 70 华诞”为主题，拟成立山东校友

联盟泰山助学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山

东校友联盟泰山助学基金会，拟定了基金会

章程。 

这是大工山东校友联席会成立以来，在

前辈们开展的各种助学援梦方式的基础上，

开创性地将助学援梦事宜做到了规范化、持

久化，为更多想献爱心的校友们提供了更好

的平台；为更多想完成学业努力向上的大工

学子创造了更优的条件；进一步助推了学校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

意义，这是我们大工人共同的盛事。每一位

为助学援梦做出努力、奉献力量的校友都将

永载史册。从此，爱心的火种持续传递，且

历久弥旺！ 

 

 

“感恩.献礼.援梦——致敬母校 70 华诞”山东校友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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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基金成立是建立一粒种子，未来基

金会随时接受捐赠，每年一小捐，五年一中

捐，十年一大捐，母校 80、90，乃至 100 华

诞延续下去，不断壮大，资助山东籍校友，

反哺母校！倡议各位校友积极参与，共祥辉

煌！ 

量力而为，聚沙成塔。让泰山助学基金

成为我们对青春岁月的一份眷恋，对母校大

工的一份怀念，对学弟、学妹的一份激励。

每位捐助校友，都可以通过指定网站了解、

查看与监督基金的使用。 

山高水长永景仰，接传薪火燃不绝。 

 

关于募捐活动： 

募捐原则:个人自愿、重在参与、取之于校

友、服务于母校。 

募捐时间：2019年 3月 1日—3月 31日。 

募捐账号：待定 

募捐目标：150万元，各地校友会会长带头，

每人捐 10 万及以上，理事或副秘书长以上

5000 到两万，年轻的理事或秘书长也适当降

到千元，其他校友不限。 

基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章程，

统一交由大工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首届募

捐的本金拿出部分及每年产生的利息和收

益用于资助山东籍的大工在校生。 

 

扫码了解更多募捐信息 

 

 

 

 

 

正月将尽，春暖花开，在元宵团圆节后

的第一个周末，由天津市体育局、中国工商

银行天津市分行主办，天津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天津市体育产业协会、天津市体育产业

协会运动健康及体育旅游专业委员会、天津

市渤海健步运动俱乐部、天津海客体育文化

有限公司承办，多个企业公司以及各大高校

天津校友会协办的“畅游·津都，海河百里”

首届海河百里健步行大型徒步活动盛大开

幕，大工天津校友会也派出了几位强力选手

加盟。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沿着海河徒步，

可以很好的游览海河风光：海河上每座桥梁

各不相同，形成“一桥一景”、从上游三岔

河口说起，依次为：永乐桥——金钢桥——

狮子林桥——金汤桥——进步桥——北安

桥——大沽桥——解放桥——赤峰桥——

保定桥——大光明桥——金阜桥——直沽

桥——刘庄桥——光华桥——国泰桥——

富民桥——海津大桥——吉兆桥——外环

海河桥——滨海大桥——海门大桥——海

河开启桥——海河大桥，我们的选手们在争

分夺秒的徒步途中，也用手机把其中部分海

河桥景记录了下来。 

 

 

 

畅游津都，海河百里大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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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将近一天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

队员们终于到达了终点，拿到了象征胜利和

荣耀的证书，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海河百里

大工行，这仅仅是个开始，随着春天的气息

愈加浓郁，我们大工人也将更加积极地拥抱

自然，感受祖国山川河流之秀丽，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和谐共处。 

 

 

 

 

 

 

 

 

 

2 月 17 日大工校友齐聚凌水河畔咖啡

厅，聆听国泰君安证券各位专家的金融知识

讲座，本次活动由 84 级校友栾金昶带队，

到场有国泰君安辽宁公司、大连公司、鞍山

公司等多位专家。  

 

首先由沈阳校友会会长牟家立学长致

开幕词，然后 84 级校友栾金昶简单介绍了

国泰君安的服务理念。同时作为校友，栾师

兄也表示愿为校友的成长做更多的服务。 

干祎老师《如何做大类资产配置》 

嘉宾简介：国泰君安证券辽宁分公司机

构金融部业务总监，浙江大学学士，东北大

学硕士，21年证券从业经历。具备丰富的投

资研究经验，体系完善，见解独到，善于利

用博弈资金偏好的方法进行大势研判及市

场主线把握。 

 

 

 

 

 

凌水知源第三期活动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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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颖老师《权益类市场投资策略》 

嘉宾简介：国泰君安证券辽宁分公司

投资研究部总经理，“鸿鹄观市”产品经理，

经济学硕士，曾任某券商证券投资部行业

研究员，固定收益投资经理。擅长基本面研

究，秉持的投资理念是：真正的投资是守住

自己的能力边界，在正确的方向上坚守！ 

 

 

 

 

 

曹婷婷老师《权益类市场投资策略》 

嘉宾简介： 国泰君安证券辽宁分公司

产品金融部总经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与科

学学院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专注证券研究

和产品研究近十年。CFP，第二届“防风险·强

技能”金融服务大赛全国第二名。 

 

各位专家从金融的各个方面为我们校

友做了专业的讲解，让我们对于金融、股票、

赚钱有了更好的了解。 

这样的专业知识讲座效果非常好，再此

感谢国泰君安证券辽宁公司的各位老师！ 

我们将坚持把凌水知源的讲座坚持下

去，为校友提供更多更好更精彩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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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流不息 

2018 年 12 月 26 日，杨德俭捐赠 100,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27 日，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捐赠 55,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29 日，烟台校友会捐赠 16,032.00 元 

2019 年 1 月 8 日，陈文彬捐赠 5,000,000.00 元 

2019 年 1 月 10 日，大连理工大学开发区校区管理委员会、软件学院、微电子学院、大连

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教师捐赠 19,546.00 元 

2019 年 1 月 16 日，长春市领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赠 300,000.00 元 

2019 年 1 月 22 日，张禹道捐赠 10,000.00 元 

2019 年 1 月 22 日，邓耀民捐赠 5,000.00 元 

2019 年 1 月 23 日，金子添捐赠 50,000.00 元 

2019 年 1 月 24 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0 元 

2019 年 2 月 25 日，日本·三菱化学株式会社捐赠 120,000.00 元 

2019 年 2 月 26 日，必维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捐赠 25,000.00 元 

2019 年 2 月 26 日，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50,000.00 元 

2019 年 3 月 1 日，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 32,000.00 元 

2019 年 3 月 8 日，辛欣捐赠 5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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