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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召开
12 月 30 日上午，北京科技大学“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在办公楼 306
会议室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受邀嘉宾包括来自英国帝国理工、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等九所大学的 11 名青年才俊。党委书
记武贵龙、校长张欣欣出席活动并讲话。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培育弘扬中国精神在我心中”文化建设项目获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日，由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第
九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推选展示结果公布。我校报送的优秀校园文化建
设项目“培育·弘扬中国精神在我心中”获一等奖。
详情点击查看

张欣欣校长荣获“2016 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称号
1 月 7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年报社共同
主办的“2016 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颁奖大会在广东顺德“广州大学城卫星
城”举行，我校张欣欣校长荣膺这一称号。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 3 项科研成果荣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
颁奖。李克强在大会上发表讲话。2016 年度，我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3 项，分别是朱荣教授主持完成的“电弧炉炼钢复合吹炼技术的研究应用”，
李晓刚教授主持完成的“材料海洋环境腐蚀评价与防护技术体系创新及重大工程
应用”，张建良教授等人参与完成的“高效低耗特大型高炉关键技术及应用”。
详情点击查看

北京科技大学 2016 年十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北京科技大学 2016 年十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于 1 月 13 日在图书馆报告
厅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权良柱出席典礼并为十大新闻人物颁奖。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学生格桑措姆入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近日，2016 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揭晓结果，我校经管学院
大三学生格桑措姆入围 100 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北京市共有 4 人入选），
获得“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
详情点击查看

北京力学会第 23 届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

由北京力学会主办、北京科技大学承办的北京力学会第 23 届学术年会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在我校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等 24 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工程设计单位的 400 余名力学领域专家、
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 331 篇。
详情点击查看

青年教师于明鹏学术论文位列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热点文章排行榜
榜首
最近，我校数理学院青年教师于明鹏博士与王荣明教授、邱宏教授等合作，
在柔性碳基锂硫电池方面取得新的研究进展，研究工作已被著名学术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先进能源材料》（影响因子：15.23）接受发
表。
详情点击查看

全国学校共青团 2017 年学术年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2 月 17 日~18 日，全国学校共青团 2017 年学术年会在学校举行。共青团中
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林泰，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杜汇良，校长张欣欣，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张文斌，教
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俞伟跃，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李骥、石新明，北京团市
委副书记郭文杰，副校长王维才等领导专家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210 余名学校共青
团相关领域理论工作者、学校战线团干部参加了年会。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思想教育研究》杂志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近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
来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录》，我校《思想教育研究》入选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成为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类来源期刊之一。这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积累结出的硕果，也是学校文科建
设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详情点击查看

优秀毕业生周媛媛问鼎公诉人最高荣誉——“全国公诉标兵”
近日，在第六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决赛中，我校优秀毕业生、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媛媛经过层层选拔、激烈角逐，从全国 34 支
代表队 101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以总成绩第三名荣获“全国公诉标兵”称号，
问鼎公诉人最高荣誉。
详情点击查看

金属轻量化成形制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获批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布的“2016 年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北京市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我校申请认定的“金属轻量化成形制造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成功获批。
详情点击查看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Christian Ekberg 教授做客中国材料名师讲坛
2 月 23 日上午，中国材料名师讲坛第八十六讲在建龙报告厅举办。瑞典皇家
工程科学院院士 Christian Ekberg 教授做客本次论坛，并作题为《Hydrochemical
Routes to Recycle NiMH Batteries and Flourescent Lamps》的学术报告。校

长张欣欣出席本次论坛，并向主讲人赠送中国材料名师讲坛纪念牌。张深根教授
主持报告会。
详情点击查看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应邀来校作学术讲座
2 月 27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柴天佑院士应我校机械工程学院院长乔红的邀请来我校
进行学术交流和专题报告。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 1 项课题获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6 年度工程教育专项课题重大项目
近日，教育部公布 2016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获
奖名单。我校共有 6 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这是我校
近五年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取得的最好成绩。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获批 14 项“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近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了 2017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获资助项目名单。我校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国邓迪大学、日本北海道大
学等 14 所国际知名高校合作的共 14 项校际交流项目获批。
详情点击查看

磁光电复合材料与界面科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通过认定
近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认定工作传来喜讯，依托我校建设运行的磁光电复
合材料与界面科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通过 2016 年度认定。
详情点击查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获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近日，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布的“2016 年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北
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申请认定的“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 6 位教授入选 2016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近日，著名科学文献出版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了 2016 年中国高
被引学者榜单（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共收录了分布在 38 个学
科领域的 1776 名中国学者，他们被认为是当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我
校有 6 位教授入选该榜单，涉及材料、化学、计算机、能源、通用工程、决策科
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详情点击查看

贺威力教授获“牛顿高级学者基金”资助
近日，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和英国皇家学会（RS）通知，我
校自动化学院贺威教授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Guang Li 教授联合申请的项目“浮式海浪能量转换系统的控制研究
(Control of Floating Wave Energy Converters with Mooring Systems)”获

得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英国皇家学会人才项目“牛顿高级学者
基金”资助，这是我校首次获批该项基金。
详情点击查看

校友活动
2017 年北科大郑州校友新春联谊会
瑞雪纷飞辞旧岁，龙腾盛世贺新年。2017 年 1 月 15 日（周日）下午成功举办北京科技
大学郑州校友新春联谊会，共有七十余位校友参与了此次联谊会！

联谊会首先由上任会长中钢金属研究院毛海波院长致欢迎词，然后请现任会
长郑州天马新材董事长马淑云作了校友会的工作总结和 17 年的工作计划！鉴于
健康是大家都关系的主题，本次联谊会特邀了解放军一五三医院的消化专家给校
友们作了相关的健康养生讲座！
详情点击查看

拳拳母校情，圆梦艺术心——彭原校友向学校捐资 100 万港币支持学生艺术
团建设
在北京科技大学建校 65 周年前夕，我校机械 85 级校友彭原怀着对母校的感激与深爱之
情，在第七届励志计划师生赴香港学习之际，向母校捐资 100 万港币，支持学校学生艺术团
特别是管乐团的建设与发展。我校校友、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殷晓静参加了活动，她
高度评价了彭原校友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感谢他为大陆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志愿者亮相北京市学雷锋主题推动日受到刘淇同志亲切接见
2017 年 3 月 4 日，我校组织 30 名志愿者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参加“爱满京
城”—北京市 2017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推动日活动，高水平地承担了大会现
场的签到、安检、咨询、引导和保障运行工作，志愿者由材料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 30 名志愿者组成。校团委副书记马聪、材料学院团委副书记林冠群带领志愿
者参加活动。
详情点击查看

我校 8 学科进入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榜单
3 月 8 日，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 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七年度 QS 世界大
学学科排名，该排名评估 46 个学科中世界最好的大学，其中中国大陆共有 74
所高校的 560 个学科入选。
详情点击查看

北科大海南校友会“三八”妇女节聚会圆满结束
“时维初春，岁在丁酉”2017 年 3 月 8 日，为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展示我校友会女校友的风采，让全体女校友过一个和谐、快乐、温馨、难
忘而有意义的节日，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经过北科大海南校友理事会精心筹备，
举行了本次“三八”妇女节聚会活动。
详情点击查看

校友动态
张晓峰校友捐资助力母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校友育人效应，
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我校 88 级校友、北京桓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晓峰于 2011 年至 2016 年共捐资 120 万元设立“桓裕基金”支持母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2017 年 3 月张晓峰校友与学校再次签订捐赠协议，续捐 100
万元继续支持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基金采取留本运作方式，2017 至 2021
年每年确保 20 万元收益进入学校基金会。五年后本金及收益共计 200 万元。
详情点击查看

李惠东校友当选民革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2016 年 12 月 18 日，在民革十二届五中全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我校 90 级
博士研究生李惠东校友当选为民革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详情点击查看

王德兴校友任哈电集团总经济师
2016 年 12 月 14 日，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任命我
校 78 级校友王德兴任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总经济师、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详情点击查看

最新捐赠
序号

捐赠人

捐赠时间

金额

1

北京涵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01.10

100,000.00

2

海南桓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7.01.12

200,000.00

3

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01.22

700,000.00

4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7.02.28

100,000.00

5

彭原

2017.03.02

884,630.00

6

黄耀杰

2017.03.07

5,000.00

7

李京北

2017.03.10

100,000.00

8

北京中泰正德投资有限公司

2017.03.10

100,000.00

总计

2,189,630.00

注：表中所列捐赠为 2016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7 年 3 月 13 日捐赠款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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