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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动态】 

 

 北汽集团在校颁发“北汽奖学金” 

4 月 17日上午，北汽集团—武汉理工大学“北汽奖学金”颁奖仪式暨 2017春季校园招

聘会在会议中心 301举行。  

蔡速平副总经理介绍了北汽集团的情况，并向获得“北汽奖学金”的同学表示祝贺，希

望有更多优秀毕业生加盟北汽集团，与企业同发展、共成长。 

 

 

 

夏江敬副书记在讲话中感谢北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我校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了校企双

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合作成果。他指出，“北汽奖学金”的设立，充分体

现了北汽集团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是对教育事业、高校人才培养和在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

心和支持，希望获奖同学和更多优秀毕业生以更优异的成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国家汽车

工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文法学院举行“薪火”奖（助）学金颁奖分享会 

4 月 27日下午，文法学院“薪火”奖（助）学金颁奖典礼暨分享会在西院会议中心 301



举行。 

2016年 11月，“薪火”奖（助）学金正式设立，本届共募集资金 3万元，其中设立“薪

火”助学金 1万元，用于资助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薪火”奖学金 2 万元，用于奖

励在不同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在校学生，鼓励在校学生不断探索，勇敢追求不一样的优秀。 

 

 

 

经过前期申请，学院组织初审，共评选出助学金获得者10人，奖学金候选人29人

（组），并通过现场答辩展示，最终评选出个人奖学金获得者10人，团队奖学金获得者1

支。希望薪火精神将在文法代代相传，让每一个平凡的学子都能在“平凡之路”上做出不

平凡的事业而文法的精神也定将烙印在每个学子心中，助大家愈行愈远。 

 

【校企合作】 

 

 长江海事局与学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月 23 日下午，长江海事局与我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余家头图书

馆报告厅举行。 



刘祖源副校长从战略研究、海事履约、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方面介绍了战略

合作协议具体内容。阮瑞文局长介绍了长江海事局的基本情况，并期望双方进一步

以海事“三化”建设为统领，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科学务实、互利共赢”为原

则，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沟通交流，开展务实合作，实现共赢互进，不断提升

海事监管能力与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张清杰校长对长江海事局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人

才和科研等优势，为服务长江海事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仪式上，陈俊副局长与刘祖源副校长代表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刘祖源副

校长还向长江海事局部分专家颁发了兼职教师聘书 

 

 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代表团来校洽谈合作 

3 月 3日上午，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亚君一行来校洽谈合作，校党

委副书记万志建在第二会议室接见了代表团一行，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管委会有关部

门、部分企事业单位代表，学校有关单位负责人，土建学院、材料学院师生代表参加座

谈。 



万志建副书记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对何亚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从历史沿革、发展

成就、人才培养等方面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学科专业和人才优势以及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的办学特色，认为双方产学研对接前景广阔。 

 

 

 

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亚君在致辞中回顾了双方合作渊源，说明此次

调研是为了在材料学科、人才等领域与学校寻求进一步深度合作。宜兴陶瓷新材料孵化器

总经理何国明简要介绍了陶瓷研究所和孵化器的基本情况和产学研对接的相关需求。 

座谈会上，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共谈合作事宜。会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艺术馆、

材料研究与测试中心和大学生创业园。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来校洽谈合作 

3 月 9日下午，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我校合作洽谈会在会议中心 103 室举行。 

会上，刘伟书记代表学校向来访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范炘总裁一行表示欢迎，从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阐述了校企合作的重要性，期待江铃汽车与我校进

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校企双方共同发展。 

 



 

 

范炘总裁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感谢学校在过去的 20多年里，为公司培养了

一批技术和管理骨干，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学校的合作，拓展合作空间。 

康灿华副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并授予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大学

大学生联合培养基地”的牌匾。交流中，双方达成共识，期望在过去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大学生联合培养、大学生实习实训、奖学金设立、毕业生就业、技术研

发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4 月 24日，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与我校就共同规划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农谷·屈家

岭陶文化产业区”，打造“屈陶”和“屈窑”品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仪式上，陈文副校长代表学校与屈家岭管理区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荆门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吕晓华对校地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表示祝贺，认为此次合作将促进

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是艺术与产业深度结合的一个探索，对于中国农谷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荆门市将全力支持、搞好服务，切实推动项目快起步、早见效。 

 



 

 

信思金书记感谢荆门市的支持，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将利用自身的学科、人才优

势和科研力量，结合屈家岭文化经济的发展需求，共商地方和学校合作大计，认真落实项

目合作内容，推动双方的快速发展。 

据悉，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共建研发平台

等 8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双方力争用 10年左右的时间共同规划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农

谷·屈家岭陶文化产业区”，将屈家岭建成湖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建成中国知名

的陶文化产业集群和旅游胜地，实现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年收入百亿元以上。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来校洽谈合作 

4 月 26日下午，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李幼平、副书记罗延忠等一行来校调研，

就推进学校与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对口支持与合作协议推进落实进行交流洽谈。 

座谈会上，赵经副书记代表学校对李幼平书记一行到访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学校的

基本情况，认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双方发挥各自

特色学科优势，进一步深化合作。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李幼平对学校的大力支持与支援表示感谢，期望学校能够

在人才培养、本科教学、队伍建设等方面与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加强合作，支持桂林航天工

业学院“二次创业”发展。 

人事处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实施目标责任制工作情况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及培育工作情

况，创业学院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情况。双方就对口支持与合作协

议落实方案具体事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洽谈。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4 月 27日下午，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与我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余区图书馆

报告厅举行。 

信思金书记向王琦董事长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展望了双方开展合作的前景。王琦董事

长向与会人员展示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在行业领域的成就与影响，并对我校向造船行

业输送大批优质人才表示感谢！他表示，校企合作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不竭动力，期待

双方深入合作，共同为国家制造业发展做贡献。 

 



 

 

陈文副校长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从一流学科建设、科研工作基本情况和船舶与海

洋学科及相关成果简介三方面介绍了学校相关专业发展状况。  

仪式上，双方代表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信思金书记与王琦董事长为共建的“大型

邮轮工程武汉理工实习基地”“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人才培养基地”揭牌。张清杰校

长在总结讲话时强调，创新是推动学科发展和企业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学校致力于建设

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需要深化校企合作，优势互补。学校船舶与海洋等专业与上海外高

桥造船有限公司在豪华游轮与美学设计上的深入交流合作，是“艺术与造船”相结合，将

对推动我校学科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 

 

 

【会议工作】 

 

 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 2017年第一次会议召开 

4 月 19日下午，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 2017年第一次会议在会议中心召开。基金

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监事参加，基金会相关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基金会副理事长、副校长陈文主持。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李文涛向基金

会全体理事、监事汇报了 2016 年基金会年度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通报了需要提请理



事会审议的相关议题。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经费收支决算报告》、《2016年度重大捐赠和资助项目报告》、

《2017年度业务收支计划》、《基金会管理制度》以及同意理事变动申请。理事、监事还就基

金会相关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基金会今后的相关工作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作为为学校教育事业募集、管理和运作社会捐赠财产并提供公益服务的平台，一

年来，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目标，围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关键领域，积极

拓展捐赠资源，争取社会各界信任与支持，为学校筹集社会资金办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201６年 1月至 201６年 12月，基金会接受各类奖助学金、建设捐赠以及其他专项捐赠

41项，签约额折合人民币 3494.93万元，实际到款人民币 3,002.79万元。 

 

 

 

 



【优秀校友】 

 

校友翁祖亮 

男，1963年 7月生，汉族，福建福清人，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原

武汉工学院）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副主任。 

曾任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会主席、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上海汽车工业技术中心主

任，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所长，上海汽车工程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市质量技

监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卢湾区委副书记、区长，闸北区委副书记、区

长、区委书记，黄浦区委书记，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校友王国强 

男，1967 年 3 月生，河北承德人，199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 8 月参加工

作，武汉理工大学（原武汉工学院）机制工艺及设备专业本科毕业、工学学士学位，美国加

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转向机厂副厂长，富奥公司转向机分公司副总经理，西藏昌

都左贡县县委副书记，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第一品质管理部副部长、第一工厂副工场

长、泰达工厂副工场长，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发展部副部长，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等职。2017年 3月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校友杨青 

男，1966年 7 月生，1993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武汉理工大学（原武汉

工学院）内燃机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 

 

现任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东风商用

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1988 年 6 月参加工作，历任东风汽车活塞轴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风汽车紧固件有

限公司总经理，东风车桥有限公司总经理，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16 年 6 月任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 年 8 月任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7 年 3



月任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最新捐赠】 

 

 众宇燃料电池人才奖学金 

为促进我校学子刻苦钻研，培育新型燃料电池人才，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特捐赠３0万元设立“众宇燃料电池人才奖学金”，专项用于鼓励、资助燃料电池方向的

优秀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公司简介：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６月，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要从事环保新能源燃料电池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产品生产及销售等。现有员工约７

０名，其中超过９０％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开发的产品包括通信基站和数据中心备用电

源系统，无人机动力系统，车用动力系统，船用辅助电源系统等。公司是中国“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燃料电池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并作

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了十几项燃料电池国家标准的制修订方案。 

 

 

 支持体育活动基金 

武汉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捐资２０万用于支持武汉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高水平运动队

及其他体育活动。近年来我校篮球队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球队荣获湖北省大

学生篮球联赛十二连冠，六次进入 CUBA男子前八强，两次获得 CUBA亚军。 

 

公司简介： 

武汉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中药、西药、生物化学制药为一体的制药企

业。经过 50余年的发展，其已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科研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广大员工的努力下，严格按照 GMP要求生产，在 2003年，公

司的片剂、颗粒剂、体外培育牛黄等五个原料药率先通过了国家药监局 GMP认证。  



  武汉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创新发展，服务社会”为公司的宗旨。一如既往、推陈出

新，为医药健康事业、为人们健康生活而坚持不懈的耕耘。  

 

 

 雷于国大学生创业基金 

为促进我校学子创业激情与创业动力，推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湖北裕国菇业有

限公司特捐赠 80万元设立“雷于国大学生创业基金”，专项用于资助学生开展的创业实

践活动。湖北裕国菇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于国先生担任我校大学生“创业导师”，辅

导理工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为学校卓越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公司简介： 

湖北裕国菇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7月，主营业务为干香菇、干黑木耳等食

用菌的加工和销售，是全国香菇行业第一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第一家海关 AA

级认证企业、第一家登陆全国性资本市场并实现直接融资的企业。 

公司董事长雷玉国先生为公司创始人、高级经济师，公司香菇种植示范基地在行业率

先通过 GAP认证，先后获得“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区”等荣誉。 

裕国股份传承炎帝神农精神，秉承“裕国、裕业、裕众”理念，坚持“生态、健康、

品质”宗旨，植根于“中国香菇之乡”的沃土，致力于发展成为香菇行业一流品牌。 

 

 

 泰晶科技奖学金与泰景科技创新基金 

为促进我校学子创新创业的动力与激情，关注大学生的创业与创新的资金源泉，帮助

其更好的发展，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捐赠 30万元设立“泰晶科技奖学金”

与“泰景科技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资助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公司简介： 

   湖北泰晶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石英频率控制元件及其生产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2005年落户于“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

乡”随州，2008年泰晶科技园投产。经过十余年历练，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石英

晶体谐振器及设备生产商之一。 



公司拥有完整的石英晶体谐振器产品线，公司目前具备年产 16亿只以上各类晶体谐振

器的能力，位居国内行业首位。公司秉承“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理念，在董

事长喻信东带领下，泰晶团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始终以“锤炼民族精品，打造世界品

牌”为己任，不懈的追求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进步，以打破外企垄断，撑起民族晶体工业的

大旗。 

未来，泰晶科技仍将坚持“产品高端化、产业规模化、队伍专业化、资本多元化”的

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新、服务终端客户的发展思路，朝着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石

英晶体谐振器创新型企业的方向不断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