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矿业工程排名世界第一，11 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榜单！
上海软科今日正式发布 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北京科技大学
有 11 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榜单，其中矿业工程排名世界第 1！
详情点击查看

■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 15 周年作品展开幕
6 月 21 日下午，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建系 15 周年“未来已来”设
计作品展在教职工礼堂开幕。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入选科技部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近日，科技部公布《关于 2016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我校成
为“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详情点击查看

■《充分发挥院士校友优势 着力打造“院士回母校”育人新品牌》获全国
教育关工委“十佳创新案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总结宣传推广教育关工委创新工作经验，
教育部关工委评选出 10 个案例为全国教育关工委“十佳创新案例”，我校《充
分发挥院士校友优势着力打造“院士回母校”育人新品牌》案例成功入选。
详情点击查看

■北京科技大学第二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暨首届“理学之美”国际青年论
坛举行
近日，由北京科技大学主办，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与传感技
术研究中心、精准医疗与健康研究院承办的北京科技大学第二届国际青年学
者论坛暨首届“理学之美”国际青年论坛在办公楼 306 会议室举行。
详情点击查看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Konstantin Novoselov 院士做客我校材料名师讲坛
6 月 14 日下午，中国材料名师讲坛第 88 讲、高等学校创新引智计划“功
能性纳器件基础与应用引智基地”学术报告会在我校学术报告厅举办。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国家石墨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Konstantin
Novoselov 院士做客中国材料名师讲坛。
详情点击查看

■“二零一七·爱你一起”——2017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6 月 16 日上午，北京科技大学 2017 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
学校体育馆隆重举行。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承办“第十二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
近日，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北京科技大学共同承办的“第十二届中美
华人纳米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我校张跃教授为中方组委会共同主席之一，
廖庆亮教授受邀做了大会邀请报告，我校共有 100 余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 1 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通过初步验收
6 月 9 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我校组织召开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
设备开发专项“极端特殊环境下材料及构件试验评价科学装置研制与应用”
项目初步验收会。以哈尔滨工业大学韩杰才院士为组长的验收专家组，听取
了项目负责人我校孙冬柏教授的汇报。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与北海诚德镍业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 月 8 日下午，我校与北海诚德镍业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科技成果转让、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面
合作。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 MEI 机器人团队荣获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近日，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 赛在山东省邹城市落幕。
经过预选赛、小组循环赛和复赛，最终我校 MEI 机器人团队获得大赛一等奖。
详情点击查看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北科大再次光荣上榜！
QS 全球教育集团今日发布了第 14 届 QS 世界大学排名，本次排名共评
估了 965 所全球大学。中国共 63 所高校上榜，其中 12 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
成为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亚洲国家。北京科技大学再次跻身榜单内，排
名为 551-600 名，位列中国第 30 名。
详情点击查看

■2017 冶金创新国际论坛举办
6 月 7 日上午，由北京科技大学主办、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承办的 2017 冶金创新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在第九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佳绩
2017 年 6 月，第九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结果
揭晓，我校获得 3 个特等奖、5 个一等奖、3 个二等奖和 4 个三等奖，以团体
总成绩 850 分位居北京市第四名获得“首都优胜杯”。
详情点击查看

■学校启动“贝壳种子计划”优秀创业项目遴选 10 项目获资助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创业实践能力，扶持实体创业项目，培育校园创新创
业精神，学校创业中心联合教务处启动了首届“北京科技大学贝壳种子计划”
优秀创业项目遴选活动，10 个优秀实体创业项目成为学校首批“种子项目”。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郝亚江副教授参与的合作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我校数理学院物理系郝亚江副教授参与的《多原子分子对超强 X
射线的动力学响应》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相关成果最近以研究快报发表在
《Nature》杂志。

详情点击查看

■“满井诗光”诗词大会决赛暨首届传统文化节闭幕
6 月 6 日晚上，“满井诗光”诗词大会决赛暨传统文化节闭幕式在我校
教职工礼堂精彩上演。来自全校不同学院 12 名选手经过激烈角逐，最后外国
语学院学生牛昕夺得首届诗词大会的状元。
详情点击查看

■【人民网】被习主席点赞的“熊猫侠”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
对哈萨克斯坦籍在华留学生鲁斯兰参加无偿献血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在第 55 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上获团体第三名
第 55 届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于 5 月 21 日下午、5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北
京理工大学举行。我校共获得 2 枚金牌、4 枚银牌和 6 枚铜牌，最终获得甲
组（高水平组）团体总分第三名，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详情点击查看

■“语言科学前沿暨具身语言学”2017 年高峰论坛在我校举办
5 月 25 日上午，“语言科学前沿暨具身语言学”2017 年高峰论坛在我校
外国语学院举办。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男子乙级足球队获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校园组(东北区)季军
近日，2016-2017 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校园组(东北区)比赛收官。
我校男子乙级足球队在季军争夺战中，以 5:4 的比分逆转战胜辽宁省亚军—
—大连海洋大学斩获本次比赛季军。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学子在第六届北京市大学生建筑结构设计竞赛中创历史佳绩
5 月 20 日，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建筑大学承办的第六届北京市大学
生建筑结构设计竞赛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顺利举行。我校来自土木与资
源工程学院的 3 支代表队包揽全部 3 个比赛方向一等奖（A 组、B 组结构、B
组桥梁），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详情点击查看

■“盛世智能创新创业基金”捐赠协议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6 月 11 日，“盛世智能创新创业基金”捐赠协议签约仪式在北京科技大
学办公楼 320 会议室举行。
详情点击查看

■校友供稿 || 优化、聚焦、迁移等五位一体：卓越与高效之道
职场中如何追求卓越和提高工作质量及效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粉 78
郝旭光校友以大学教师为例，探讨了如何追求卓越、提高工作质量、提高工
作效率。
详情点击查看

■学校举办 2017 届毕业生“西部·启航奖励金”颁奖仪式
6 月 15 日，“我的事业梦在这里启航”——北京科技大学 2017 届毕业
生“西部·启航奖励金”颁奖仪式在学校建龙报告厅举办。校长张欣欣为获
得“志愿服务西部、基层奖励金”和“启航奖励金”的学生代表颁奖，为“中

国青年志愿者第十九届研究生支教团”团员颁发证书并授旗。
详情点击查看

■中南民族大学校友会黄仕清、基金会王雪燕一行来我校交流
6 月 20 日上午，中南民族大学校友与基金工作办公室主任黄仕清、办公
室科长王雪燕等一行来我校调研交流，我校友会、基金会办公室全体成员参
加交流，会议由校友会、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吕朝伟主持。
详情点击查看

■吕昭平教授团队在脆性高熵合金韧塑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吕昭平教授团队通过“亚稳工程”合金设计理念将 TRIP（相变诱导塑性）
效应引入脆性难熔高熵合金中，极大提高了该类高熵合金的韧塑性，国际著
名学术期刊《Advanced Materials》于 2017 年 6 月 7 日在线发表了这一研究
新进展。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校友巩立姣钻石联赛罗马站再夺冠军
北京时间 6 月 9 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罗马站女子铅球比赛，我校校友
巩立姣以 19.56 米的成绩再次夺冠，并创造个人赛季最好成绩。
详情点击查看

■广东校友分会行政助理招聘
一、招聘职位：北京科技大学广东校友分会行政助理
二、职位性质：实习生
三、实习时间：尽快上岗，可长期工作者优先
详情点击查看

■科研大咖云集！我校 2 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
布关于表彰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者的决定。我校朱荣教授、张学记教授荣获
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
详情点击查看

■束国刚校友任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
2017 年 6 月，相 80 级、材研 84 级校友束国刚被任命为中国广核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详情点击查看

■尹学军校友入选新侨创新创业杰出人才
6 月 26 日，新侨创新创业活动暨侨创论坛 26 日在北京举办。活动期间，
中国侨联评选出 20 名新侨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并颁发了证书。北京科技大学
矿机 79 级校友、隔而固（青岛）震动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学军成功入选。
详情点击查看

序号

捐赠人

捐赠时间

金额

1

北京酷港小镇咖啡厅

2017.06.05

90,000.00

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7.06.08

240,000.00

3

时程皓

2017.06.08

30,000.00

4

陈东卫

2017.06.12

20,000.00

5

张林虎

2017.06.13

50,000.00

6

杨培元

2017.06.13

50,000.00

7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

2017.06.13

100,000.00

8

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17.06.22

300,000.00

总计

880,000.00

注：表中所列捐赠为 2017 年 5 月 23 日至 2017 年 6 月 26 日捐赠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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