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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2021 年 6 月 8 日

一、工作动态

（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9 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

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文

史哲》创刊 7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

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你们付出的努力值

得肯定。习近平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

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

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

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

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

学术交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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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届中国城市与高校发展大会举行

5 月 22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青岛市人民政府、

山东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城市与高校发展大会”

在青岛市红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山东省政

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唐洲雁，青岛市委副书

记、市长赵豪志在主论坛环节致辞，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

作主旨报告，苏州市副市长曹后灵，威海市委副书记、市

长闫剑波，浙江农林大学校长沈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副校长兼苏州校区校长、澳大利亚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余艾冰，日本长崎大学校长特别辅佐

多田彰秀，中国人民大学杨宏山教授先后发言，围绕“融

合·创新·共赢”的大会主题，积极探索构建城市与高校协同

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机制，为进一步促

进高校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共建共赢建言献策。主论坛由

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主持。会上，山东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四所部属高校共同成立了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联盟。

（三）部属高校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闭门会议举行

5 月 22 日，部属高校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闭门会议在

青岛市红岛国际会长中心举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

长、秘书长姜恩来出席会议并致辞。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常

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云锋主持会议。泰

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威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闫剑

波，日照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在武，东营市副市长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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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烟台市副市长隋子林发言、潍坊市副市长李平，山东

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哈尔

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威海校区校长徐晓飞，中国海洋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张静出席会议，围绕“聚焦城市对人才、

科技项目的需求，深化校地合作、协同联动，助推山东高

质量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发布了驻鲁部属高

校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宣言，凝聚了共识，明确了目标，

并提出了今后的重点任务。

（四）山东大学与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5 月 26 日，山东大学与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战

略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献玲出席活

动并致辞。活动中，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孙德仁，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代表双方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樊丽明、王献玲为“山东大学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孙德仁、王君松为“山东大学

本科生实习教学基地”揭牌，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一级巡视员韩奎祥与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桑晓

旻为“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揭

牌。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党办校办主任朱德建主持活动。

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人才培养、干部教

育培训、研究合作、税收文化宣传、涉税服务、服务山东

等方面深化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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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东大学与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员办事处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6 月 2 日，山东大学与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员办事处战略

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审

计署驻济南特派员办事处分党组书记、特派员许永利出席

活动并致辞。活动中，樊丽明与许永利为“山东大学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员办事处分党

组成员、副特派员王成，山东大学副校长芦延华代表双方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为“山东大学本科生实习教学

基地”揭牌；王成与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向阳为“山东

审计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揭牌。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党办

校办主任朱德建主持活动。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将围绕人

才培养、干部教育培训、智库研究等方面深化合作。

（六）山东大学与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5 月 17 日，山东大学与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

铁十八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闫广天出席活动

并致辞。中铁十八局集团副总经理童顺军、山东大学常务

副校长王琪珑参加活动。中铁十八局集团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代敬辉与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并

重，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原创性技术研发，在科学研究、

成果转化、设备共享、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

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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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服务山东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举行

5 月 20 日，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服务山东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

长王琪珑，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康茂礼，山东天元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华刚，

济南融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文飞，山东省工业技

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王起棣，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元福出席活动并致辞。济南融瓴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建平、山东天元信息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晓东参加活动。活动中，王琪珑与康茂

礼、马建平、王起棣、张元福分别为山东大学天元数字产

业研究院、山东大学融瓴智能产业研究院、山东工研院人

工智能与高端软件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山信软件智能

制造实验室揭牌。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刘士军与山东

天元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融瓴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山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分别签订共建平台协议。

（八）山东大学（京博）高端化工与新材料研究院签

约成立

6月 3日，京博控股集团“校企联融、产业创新”新材料

发展论坛在滨州举行。论坛上，山东大学与京博控股集团

签署共建“山东大学（京博）高端化工与新材料研究院”合作

协议。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滨州市政府副市长郝

吉虎、京博控股集团董事长马韵升出席签约活动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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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博控股集团总裁汪君华主持签约活动。活动上，王琪

珑、马韵升为“山东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山

东大学校长助理、党办校办主任朱德建与京博控股集团高

级副总裁蔡颖辉代表双方签署共建研究院协议。根据协

议，研究院将围绕微纳结构材料、特殊功能材料、精细化

学品、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方向开展关键制备与应用技术

的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技术攻关，推动学科发展和水平

提升，并根据市场和行业发展需求对这些技术进行成果转

化，实现产品化和产业化。

（九）山东大学-浪潮集团智能制造协同育人基地暨实

验室揭牌仪式举行

5月 7日，山东大学与浪潮集团合作共建智能制造协同

育人基地和智能制造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兴隆山校区举行。

山东大学副校长芦延华、浪潮集团副总经理王兴山出席仪

式并共同为山大-浪潮智能制造协同育人基地和智能制造实

验室揭牌。协同育人基地暨实验室将搭建起技术交流的桥

梁，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依托的校企合作、“产学研”结

合的联合办学体制机制。

（十）“山东大学则正医药儿童药物研发创新中心”

成立暨揭牌仪式举行

6月 1日，山东大学药学院与则正（上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共建“山东大学则正医药儿童药物研发创新中

心”成立暨揭牌仪式在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举行。山东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涛，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张韬，山东大学副校长易凡、齐鲁医学院副院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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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红以及则正（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敦伟、

副总经理高培君、总监张宏声等出席仪式。仪式上，易凡

和贺敦伟代表校企双方为研发中心揭牌。山东大学则正医

药儿童药物研发创新中心”是校企合作成立的技术研发机

构，发挥则正医药工程设计及工程师人才优势和药学院研

究人才优势，创新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管理模式，针对儿童

药物研发技术方向开展技术研发。

（十一）山东大学助力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天和

核心舱成功发射

近日，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

场一飞冲天，成功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精准送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是长征五号 B 首

次应用性飞行，山东大学承担了航天密封件关键材料、空

间站核心舱健康监测等重要任务，为航天器顺利升空有效

运行贡献了山大智慧。

（十二）各教学科研单位积极推进服务山东工作

电气工程学院与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签署协

议共建综合能源联合实验室；化学与化工学院深化与新安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海洋学院科研成果入选威海

市“十三五”重大科技成果；法学院与江苏天贤律师事务

所签署捐赠协议；山大二院联合快手健康共建“互联网健

康促进生态圈”；深圳研究院承办 2021 年济南市人才工作

者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

（十三）校企、校地对接概况

5 月 13 日，百度集团副总裁、党委委员、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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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联盟工业智能实验室主任李硕一行到访山东大学，就

推动百度集团与山东大学的战略合作进行座谈。

5 月 14 日，山东大学科技成果直通车行动在聊城临清

市烟店镇举行。

5 月 18 日，山东大学科技成果直通车行动在莱芜高新

区举行。

5 月 24 日，即墨区委书记韩世军一行到青岛校区现场

办公，专题解决校区建设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5 月 26 日，德州市科技金融产业融合促进中心主任张

大文一行到访山东大学，就推动双方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5 月 27 日，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勤率队

到访山东大学调研对接科技创新工作。

5 月 28 日，山东联通公司副总经理韩冰一行到访山东

大学就校企合作举行座谈交流。

5 月 28 日，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蕾一

行到访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交流。

5 月 29 日，山东大学（青岛）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

举行招才引智暨产学研合作对接会。

6月 2日，历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德顺一行到访山东

大学就校地合作举行对接交流会。

二、典型案例

二十年产学研紧密合作，助力工业软件强国
——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助力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发展

在山东大学软件学院的科技支撑下，浪潮通用软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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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简称浪潮通软）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集团管理软

件、分行业 ERP 和咨询服务供应商，在中国高端大中型集

团企业管理软件市场上占有率稳居第一。浪潮通软与山东

大学联合承担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SaaS 服

务（通用管理）综合支撑平台”，攻克了服务动态可扩展架

构、SaaS 应用组件模型、互操作与云应用数据集成等多项

关键技术，制定了三项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内 SaaS 服务综

合支撑平台的空白；“十三五”期间，在浪潮牵头的科技部

变革性技术专项“面向智能制造的软件自动构造”项目

中，软件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致力于“软件定于制造”

的新型自动构造软件架构研究，支撑浪潮 iGIX 企业数字化

能力平台发展。目前，软件学院以与浪潮集团共建特色化

示范性软件学院为契机，瞄准工业软件“卡脖子”难题，

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工业软件强国建

设。

主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

办公厅，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党委、政府

山东大学服务山东办公室联系方式：0531-88366063，fwsd@sd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