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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2021 年 12 月 15 日

一、工作动态

（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到山东大学调研

1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山东

调研期间到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师生代表座谈。山东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干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马世忠，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万明，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陆治原，山东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刘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甲天，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校长樊丽明等参加座谈。周强与

师生们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行座谈交流。

（二）国家文物局与山东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文

旅厅与山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4 日，国家文物局与山东大学签署《国家文物局

—山东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山东大

学签订《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大学合作加强山东文化

遗产保护框架协议》。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心

富，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出席签署仪式。根据《国家文

物局—山东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亚洲文化遗产



2

保护行动”、推进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交叉学科、开展革命文

物保护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根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大学合作加强山东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平台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合作、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

（三）山东大学与凤凰网山东共建基层舆论生态建设联

合实验室

10 月 22 日，凤凰网山东向山东大学捐赠签约仪式在中

心校区举行。仪式前，校党委书记郭新立会见凤凰网总编辑

邹明一行。校党委副书记张永兵，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桑

晓旻出席捐赠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凤凰网山东将通过资金

捐赠的方式，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打造基层舆论生态建设联

合实验室，在城市定位、形象宣传、品牌推广等领域合作。

（四）服务山东高层论坛暨山东大学社会服务成就展开幕

10 月 15 日，由山东大学主办的服务山东高层论坛暨山

东大学社会服务成就展开幕式在济南市山东大厦举行。山东

省副省长王心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出席论坛并讲话。活

动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主持。威海市

委书记张海波，淄博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晓磊，泰安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涛，济南市委常委、秘书长蒋晓光，青岛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马立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其峰，山东东珩胶体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井良霄先后交流发言。开幕式后，与会人员参观山

东大学社会服务成就展。

（五）山东大学与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10 日，山东大学与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在齐鲁制药生物医药产业园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

明、齐鲁制药总裁李燕出席活动并致辞。山东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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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医学院院长易凡，齐鲁制药副总裁侯传山、张明会、申

丽参加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建“山东大学-齐鲁制药

创新药物研究院”，在新一代小分子药物、生物大分子药物、

细胞药物或新型递送系统、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六）知名民营企业家走进山东大学活动举行

10 月 17 日，全国工商联和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厚植

爱国情，奋进新时代——知名民营企业家走进山东大学”活

动在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举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李兆前，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全国工商联宣教部部长王

尚康，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山东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周云

平，以及知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出席活动。活动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主持。主题演讲环节，四位优

秀民营企业家分别结合自身创新创业历程，向现场师生讲授

创业经营之道。

（七）山东大学召开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11 月 10 日，山东大学服务山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中

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共聚一堂，就

如何推进山东大学服务山东工作提质增效、取得更大突破进

行交流研讨。校长樊丽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士、

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主持会议，校党委副书记王君松出席

会议。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冯继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罗新军，省委政策研

究室（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玉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春艳，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司家军，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孙亚平，省科学

技术厅二级巡视员董守义，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付俊

海，省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秀忠等 15 个部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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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负责同志围绕方案展开讨论。

（八）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深交所

创业板

11 月 19 日，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鸣

钟上市仪式在济南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济南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尹清忠，山东大学副校长芦延华，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辉，鸥玛软件董事长马磊等出席上市仪

式。鸥玛软件是继山大地纬后，“山大校企系”中第二家登

陆资本市场的企业。

（九）材料与空间科学科研楼竣工仪式举行

11 月 30 日，山东大学（威海）举行材料与空间科学科

研楼竣工仪式。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威海市委副书记、市

长闫剑波，山东大学副校长芦延华，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

大学（威海）校长刘建亚，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书记尹

作升，威海高区管委会副主任侯成阳出席仪式，山东大学（威

海）副校长赵玉璞主持仪式。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启动推

杆祝贺材料与空间科学科研楼竣工。仪式后，与会嘉宾在科

研楼进行了现场考察。

（十）樊丽明赴河南省确山县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12 月 7 日至 8 日，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赴河南省确山县

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向阳一同调研。确山县委书记路耕出席

相关活动。山东大学关爱资助贫困教师和困难学生基金发放

仪式上，学校向确山县捐赠图书，为教师和学生代表颁发关

爱基金和助学金。调研期间，樊丽明看望帮扶干部和研究生

支教团成员，赴竹沟革命纪念馆进行考察学习，并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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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产业集群。

（十一）2021 山大校友泉城行活动举行

10 月 15 日，2021 山东大学校友泉城行活动在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系 1980 级校

友、未来科学大奖获得者马大为出席活动并作主题报告。济

南市委副书记、起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边祥慧，

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济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

拥华出席活动。活动由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济南高新区

管委会主任王宏志主持。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山大校友来到

起步区，共叙情谊、同话未来，为泉城发展和起步区建设建

言献策。

（十二）2021对话山东——中德科技创新对接交流会举行

10 月 16 日，2021 对话山东———中德科技创新对接交

流会在山东大厦举行。活动以“科创引领•绿色制造•零碳未

来”为主题，山东省副省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文通过视频

方式致辞，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出席会议并致辞。会

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省工业技术研

究院院长李术才主持。山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唐波，

山东省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林源，济南市副市长孙斌，

山东大学副校长芦延华出席活动。会上，山东省工业技术研

究院与德国史太白智能制造技术转移中心、德国 iFactory

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展智能制造

领域技术转移和产业对接工作，山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与德

国 iFactory 将联合开展智慧能源、人工智能装备等领域的

合作。

（十三）“智汇蓝谷•揭榜挂帅”暨“创响中国•青岛蓝

谷站”启动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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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智汇蓝谷•揭榜挂帅”暨“创响中国•青
岛蓝谷站”启动仪式在青岛蓝谷举行，本次活动由山东大学

与青岛蓝谷管理局联合共同主办。青岛蓝谷管理局局长肖焰

恒，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所长吴能友，山东

大学副校长、青岛校区校长韩圣浩，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研究

中心办公室主任齐琳娜，即墨区副区长李黎，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栽毅出席。海信、海尔

等 30 余家行业重点企业参加活动。韩圣浩与肖焰恒共同为

山东大学青岛蓝谷成果转化基地揭牌。此次活动正式发榜近

300 项技术需求，现场完成院企签约 14 项。

（十四）山东大学（威海）与韩国仁川广域市教育厅举

行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12 月 3 日，山东大学（威海）与韩国仁川广域市教育厅

举行合作协议线上签署仪式。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威

海）校长刘建亚，仁川广域市教育监都成勋，威海市教育局

副局长邵海东，仁川广域市教育厅东亚国际教育院院长刘忠

烈等出席仪式。双方签署山东大学与仁川广域市教育厅教育

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根据协议，山东大学和仁川广域市教育

厅将以互惠互利、持续交流为目的，在教育项目方面进行合

作。

（十五）山东大学参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

验室水动力平台项目建设

12 月 10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水动

力平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潍坊举行。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主

任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

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潍坊市委副

书记、市长刘运，省科技厅副厅长孙丕恕出席签约仪式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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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辞。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顾升高线上参

会并致辞。仪式上，四方签署《关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

点国家实验室水动力平台建设合作协议》并为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水动力平台揭牌。各合作单位将在技

术研究、装备测试、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

（十六）山大助力成兰铁路跃龙门隧道左线胜利贯通

11 月 28 日上午 11 时 18 分，历经 9 年建设的成兰铁路

跃龙门隧道左线胜利贯通。在跃龙门隧道工程建设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带领的团队扎根工地，

攻坚克难，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为工程的安全建设和

顺利贯通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在跃龙门隧道左线贯通仪式

上，李术才院士以远程连线方式致贺词。

（十七）山东大学举办高端化工与新材料产教融合论坛

10 月 15 日，山东大学高端化工与新材料产教融合论坛

在山东大厦举行。中科院院士钱逸泰、李永舫出席论坛，山

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出席论坛并致辞。20 余位科学家、

企业家围绕高端化工与新材料产教融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展开深入研讨。

（十八）山东大学章鼓高端装备制造研究院进展汇报暨

山东大学章鼓奖学金捐赠仪式举行

10 月 25 日，山东大学章鼓高端装备制造研究院进展汇

报暨山东大学章鼓奖学金捐赠仪式举行。山东大学党委副书

记王君松，章丘区委副书记、区长边祥为，山东章鼓董事长

方润刚参加活动。会议确定高端装备制造研究院人员组成、

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名单、教育培训计划、奖学金设立办法等

事项，共同探讨高端装备制造研究院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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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山东大学与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28 日，山东大学与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签约活动在山东大学举行。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

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仲崇涛，山东大学副校长吴臻

出席活动并致辞。双方代表为山东大学实习教学基地、产教

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揭牌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

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二十）首届山东大学产教融合特色化软件人才发展云

端论坛举办

10 月 29 日，首届山东大学产教融合特色化软件人才发

展云端论坛成功举办，邀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性能数值

模拟软件中心、华为苏州研究院等三十家企事业单位参加。

教育部软件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示范性软件学

院联盟理事长卢苇、山东大学副校长吴臻等出席论坛并讲话。

（二十一）山东大学与济南市档案局、档案馆签订深入

合作协议

11 月 2 日，《济南市档案局、济南市档案馆与山东大学

深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济南举行。山东大学副校长吴臻，

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档案局局长吕英伟，济南市

档案馆副馆长祁莉红出席仪式并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三方

将在合作研究、人员培训、学生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二十二）各教学科研单位积极推进服务山东工作

软件学院举行建院 20 周年庆祝大会暨国家示范性软件

学院特色化发展高峰论坛、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院长论坛；

药学院举办产学研发展论坛；生命科学学院与华大基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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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学生联合培养协议；文化传播学院与威海二中签署联合

育人协议；法学院与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山东大

学实习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公共卫生学院与淄博市疾控中

心、青岛市疾控中心联合成立教研室；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与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海洋

研究院与山东省地质调查院举行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基地揭牌仪式。深圳研究院与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二十三）校企、校地对接概况

10 月 5 日，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山东百龙创园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对接交流会。

10 月 19 日，山东重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学一行

到访管理学院，举行合作交流座谈会。

10 月 20 日，威海市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毕可德一

行到访威海校区调研“创新驱动发展”等工作。

10 月 21 日，泰安市副市长张颖一行到访集成攻关大平

台调研座谈。

10 月 27 日，山东华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效平

一行到访山东大学新泰工业技术研究院进行考察交流。

10 月 27 日，济宁市发改委与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对接交流会在中德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园召开。

10 月 28 日，服务山东办公室主任井海明一行赴德州考

察中试基地项目，与德州人才发展集团举行合作座谈会。

10 月 29 日，威海校区副校长赵玉璞一行赴乳山市对接

联系村帮扶及校地合作工作、赴临港区调研校友企业创新发

展情况。

10 月 29 日，药学院党委书记王秋生一行赴确山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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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乡村振兴项目调研活动。

10 月 29 日，威海校区副校长赵玉璞一行赴乳山市育黎

镇宅子夼村对接联系村帮扶工作。

11 月 1 日，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

经理王厚亮一行到访集成攻关大平台调研座谈。

11 月 3 日，山东齐发药业与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召开线上合作交流会。

11 月 11 日，山东大学（威海）与乳山市政府校地合作

举行对接座谈会。

11 月 12 日，法学院与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举行座谈会。

11 月 12 日，山东省委外办副主任孙业宝一行到访威海

校区调研。

11 月 16 日，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沈

长鹏一行到访管理学院对接合作事宜。

11 月 16 日，威海校区党工委副书记李振奎一行赴乳山

市育黎镇宅子夼村开展联系村帮扶工作对接活动。

11 月 17 日，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王玉梅一行到访图书

馆进行业务交流。

11 月 19 日-21 日，海洋学院党委书记孙文范一行赴东

营市，与垦利区围绕海洋产业发展举行洽谈会，深度调研万

德福等七家企业，走访黄海三角洲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

11 月 23 日，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产业推进部副部长鹿盟

一行到访集成攻关大平台，集团控股企业长安汽车等公司有

关专家线上参会。

12 月 3 日，肥城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鹏一行携企

业到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合作对接交流会。

12 月 15 日，迁安市常务副市长高语明一行来访能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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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学院，推动双方深化合作。

二、典型案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设立产教融合引导基
金推进服务山东工作

为深入落实学校“服务山东”战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

新，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重大科技项目，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材料学院”）

设立产教融合引导基金，用于引导和激励学院团队/教师与

企业高质量开展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经对 2020 年备案联

合体的合作成果进行审核、择优筛选，材料学院-山东兖矿

轻合金等 5 个联合体评为一等奖，材料学院-金雷科技等 6

个联合体评为二等奖。根据产教融合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材

料学院定期征集备案学院团队/教师与企业形成的产教融合

联合体，并对双方合作成果（科研项目、到账经费、科研奖

励、人才培养、合作专利和论文发表等）进行综合评价，择

优筛选，经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对合作成果突出的联合体

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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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88366085，fwsd@sd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