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 2008 年大事记
一月
1 日，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1600 多名 1977、1978
级校友返校参加纪念活动。
2 日，中共福建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潘征、副主任卢厚实一行莅临我
校召开座谈会，总结 2007 年双方合作开展研究，服务省委、省政府决策的成效和经
验，探讨 2008 年深化合作的思路。座谈会由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主持。
5 日，厦门中华教育园开园，中华教育传统座谈会在我校举行。教育部副部长赵
沁平，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厦门市政协主席、市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修茂，中国人
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香港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郑耀宗和我校校长朱崇实、常务
副校长潘世墨、副校长邬大光、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等出席座谈会。
5 日，我校与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贸厅和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生物与
医药项目”厦门大学专场对接会。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长张颖，省发改委副
主任谢超雄、林锡能，省教育厅副厅长薛卫民和省经贸委相关领导参加对接会。
6 日，我校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签订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
7 日—9 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与韩国全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举办的“世
界移民族群研究——以中、韩移民为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邬大光副校
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8 日，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旗下的丽星邮轮有限公司捐赠港币 600 万元，用于建设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教学科研大楼，该楼将以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的名字冠名。云
顶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丽星邮轮有限公司主席林国泰先生受聘为我校名誉
教授。
8 日，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5 周年工作回顾座谈会举行，国家自然基金委
员会材料学部主任黎明教授、化学化工学院田中群院士、副校长邬大光教授等出席。
8 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与兽医学院副院长 Stephen Hillier 教授一行 3 人访问
我校，与我校医学院签订院际合作协议，并遴选研究生。
9 日，我校颁发 2007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CASC 公益奖学金，18 名品学兼优的
学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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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2007 年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总结表彰大会暨第六届厦门大学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开幕式举行，赖虹凯副校长出席并致辞。
11 日，全国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会议
在我校召开，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孙世刚出席会议并致辞。
12 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刘立志、化工研究院副院长李春启
一行来校洽谈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战略合作事宜，化学化工学院就大唐发电提出
的合作课题进行专题汇报，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等出席汇报会。
12 日，国家煤转油中心主任、兖矿集团副总工程师孙启文和我校 82 级国际经济
贸易系校友萧恩明一行来校洽谈战略合作事宜。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中科院院士田
中群教授等出席座谈会。
13 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Saw Swee Hock(苏瑞福)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黄朝翰教授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朱崇实校长颁发聘书，新加坡驻厦门
总领馆总领事郑美乐出席敦聘仪式。
14 日，厦门大学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党委书记朱之文作重要讲话，党委副书记
陈力文传达全国高校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并作题为《总结经验，明确目标，努力开创
我校统战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16 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李军在我校副校长吴世农和研究生院副院长郑振龙、
综合办主任李智勇的陪同下对我校学科建设和专业学位教育工作进行调研。
17 日，朱崇实校长与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Botman 校长正式签署共建孔子学院
协议。
22 日，省发改委与我校在福州就厦门大学服务海西科技创新平台等事宜进行座
谈。省发改委主任张志南、副主任谢超雄、余军，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
实、副校长张颖等出席座谈会。
23 日，省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陈桦在福州听取了我校的工作汇报，并对我校
今后的发展提出要求和希望。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
省编办负责人及有关处室领导，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副校长张颖及
校办、发展规划办、科技处、社科处负责人出席汇报会。
31 日，孙世刚教授主持的“合成出具有高电氧化催化活性的二十四面体铂纳米
晶”入选“2007 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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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4 日，我校承办的英国卡迪夫大学孔子学院在英国卡迪夫大学举行揭牌仪式。英
国内阁威尔士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les）Paul Murphy、卡迪夫大学校长
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
21 日，由国际处及外文学院欧洲语言文学系共同承办的“中俄关系未来十年展
望”讲座举行，主讲嘉宾分别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东
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卢金教授，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莫斯科大学亚非学
院副院长高念甫教授，俄罗斯远东行政学院副院长巴伊科夫教授，上海合作组织研
究中心主任、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陈玉荣教授。邬大光副校长会见来宾。
22 日，2007 年度“景润杯”数学竞赛颁奖仪式在漳州校区举行，副校长邬大光，
校长助理、漳州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巧萍等出席颁奖仪式。
25 日，我校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在北京发布 2008 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
预测报告，公布对中国 2008 年至 2009 年共八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

三月
2 日，我校启动“和谐校园，青春先行”系列活动。校领导朱之文、潘世墨、陈
力文、陈国凤、辜芳昭、孙世刚、张颖，校党委常委、 组织部长白锡能，校长助理
王巧萍、叶世满，学校机关部处、各学院领导和师生代表共 1300 多人出席仪式。
3 日－14 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
院郑兰荪教授，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田中群教授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
4 日，
“2007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结果在京揭晓，我校叶楠同学获提名奖，
并获得年度人物博客人气大赛第三名。
5 日，数学与应用数学、海洋科学等 2 个基地入选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
人才培养基地。
5 日－6 日，日本静冈产业大学校长大坪檀教授一行 4 人访问我校，朱崇实校长
会见来宾。
1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志军率访问团到访我校，省、市有关领导陪同
访问，朱之文书记、朱崇实校长接待访问团一行。
12 日－13 日，由泰国卫生部医务执照司司长带队的泰国卫生部医师代表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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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人对医学院进行访问，我校常务副校长潘世墨接待来宾。
14 日，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与河南省电力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我校校长朱崇实和河南省电力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李同智代表双方在协议书
上签字。双方还签署了首批研究项目——《河南省能源经济与电力发展研究》和《中
国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研究》合同书。
14 日－17 日，全国分析化学学科人才培养与教学建设战略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孙世刚副校长出席并致辞。
17 日，以福建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方清为组长的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考评验收小组来校，对我校党政工共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进行验收，我
校顺利通过考评验收。
18 日，俄罗斯国立人文科学大学校长米哈伊尔•比比科夫（MIKHAIL BIBIKOV）
教授来校访问，并举办题为“体现在拜占廷和斯拉夫的《法律选集》中的罗马刑事
立法”的讲座，朱崇实校长会见来宾。
18 日，瑞典皇家工学院（KTH）代表团一行 4 人访问我校，孙世刚副校长会见
来宾。
21 日，以全国妇联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央芬为组长的全国妇联《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章程》调研组及省、市妇联领导一行 8 人到我校就《章程》修改征求意见。
我校党委副书记、校工会主席陈力文接待调研组一行并出席征求意见座谈会。
25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第六届委
员任职的通知》，副校长吴世农教授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成为我
校首位出任该职务的专家。
26 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首次发布研究成果，该院研究编撰的大型学术丛书
《国学新知文库》第一辑出版发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
毅夫，我校校长、国学院院长朱崇实等出席发行仪式。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盟中
央常务副主席、我校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汪毅夫教授作题为《闽台妇女史研究》
的南强学术讲座，朱崇实校长出席讲座。
28 日，韩国前总理李洪九一行 9 人访问我校，朱崇实校长会见来宾。
29 日，福建省人工智能学会在海韵园举行成立大会，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周昌乐教授被推选为学会会长，孙世刚副校长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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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30 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世界经济概论》课题组会议
在我校召开，朱崇实校长、吴世农副校长会见与会专家。
31 日，
“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周动员大会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国凤，
校党委副书记辜芳昭，校长助理韩景义等参加会议。
3 月 31 日－4 月 1 日，2008 年度科研工作会议举行，朱崇实校长在开幕式上作
题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工作报告，朱之文书记在闭
幕式上作重要讲话。

四月
5 日，林文庆雕像揭幕仪式举行，陈力文副书记主持仪式，校领导朱之文、朱崇
实、王豪杰、潘世墨为雕像揭幕。
5 日，校全体党政领导、校友总会负责人、校友代表、师生代表进行清明祭扫活
动，分别向校主陈嘉庚铜像、林文庆雕像、萨本栋先生墓园、王亚南先生铜像、鲁
迅先生塑像、罗扬才烈士雕像敬献花篮。
5 日，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拳击联合会主席吴经国到漳州校区作题为“奥林匹
克中华情”的演讲，潘世墨常务副校长，王巧萍校长助理出席演讲会。
6 日，建校 87 周年庆祝大会在建南大会堂举行。校领导，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
拳击总会主席吴经国，校主陈嘉庚长孙陈立人，陈嘉庚侄孙、集美学校委员会副主任陈忠信
等嘉宾及师生员工代表近 3000 人出席大会。

6 日，自钦楼的捐建者许自钦、林丽明伉俪和校领导朱崇实、辜芳昭、张颖、邬
大光，校友总会副理事长黄良快共同为自钦楼改造竣工剪彩。
6 日，建文楼改造工程竣工典礼举行，校领导潘世墨，陈国凤，赖虹凯，校友总
会理事长王豪杰，菲律宾校友会理事长、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主席邵建寅等共同
为建文楼改造工程竣工剪彩。
6 日，蔡清洁楼广场扩建工程竣工典礼举行，校领导朱之文、陈力文、孙世刚等
出席典礼。
6 日，1935 级旅美校友陈为敏博士向厦门大学捐赠近 500 万美元房产，朱崇实
校长和陈为敏博士签署了捐赠协议书。
6 日，我校举行航空系复办揭牌仪式。校长朱崇实、副校长邬大光、赖虹凯、校
友邵建寅先生、葛文勋先生、庄汉水伉俪，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富宝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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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朝阳、厦门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学军、原航空
部 627 所所长楼国耀等参加揭牌仪式。
6 日，厦门大学厦门校友代表座谈会举行，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友总会理事长
王豪杰，常务副校长、校友总会副理事长潘世墨，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校长助理
叶世满出席座谈会。
6 日，我校与贵州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工作会举行，我校朱崇实校长、邬大光副校
长，贵州师范大学伍鹏程校长、蔡永生副校长等参加会议。
8 日，第十七次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出席会
议并作题为《更新理念、主动融入、提升实效，在海西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展现更大
作为》的典型发言。
8 日—9 日，以福建省教育工委副书记刘剑津为组长的福建省“平安校园”检查
评估小组进驻我校，开展“平安校园”评估验收工作。我校高分通过验收。
9 日，美国海外学习基金会（SAF）会长 John Belchor 和中国项目办公室主任李
明书来访我校，邬大光副校长和 John Belchor 会长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9 日－11 日，德国洪堡大学国际事务负责人、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Bengt-Arne
Wickström 等一行 5 人到我校访问，邬大光副校长会见来宾。
10 日－11 日，我校孔子学院合办院校泰国皇太后大学校长万才博士一行 5 人来
访，朱崇实校长会见来宾。
15 日，由我校、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福建省科学技术厅联合主办的“病毒性
肝炎：成就与挑战”国际研讨会在厦门国际会展酒店开幕。我校校长朱崇实，大会主
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输血医学部主任哈维•阿尔特，卫生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卫生部科教司司长孟群、厦门市市长刘赐贵、福建
省副省长李川、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先后致辞。
15 日，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一行来我校调研。福建省副省长李川，厦门市副市
长叶重耕，我校校长朱崇实、副校长张颖等出席工作汇报会并陪同调研。
18 日，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姜澄宇一行在漳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怀榕等陪同
下到漳州校区参观考察，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书记陈国凤、副校长张颖，校长
助理、漳州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巧萍等接待来宾。
18 日，中国广告 30 年突出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新闻传播学院陈培爱教授荣获“中
国广告 30 年历史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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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我校在颂恩楼 215
会议室召开调研联席会议。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
潘征，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陈必滔，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卢厚实，我校校长助
理叶世满等出席会议。
21 日－25 日，2008 年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召开，校领导，校长助理，全校副处
级以上干部，全校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秘书，研究生代表出席大会。
21 日－22 日，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副校长阿尔瓦罗教授应邀访问我校，
副校长邬大光会见客人，两校就校际合作与交流达成初步协议。
23 日，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副校长王万良率学校部分中层干部访问我
校，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党委副书记辜芳昭、校长助理叶世满等会见来宾。
24 日，中共厦门大学第九届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通过朱之文
所作的《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2007 年度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
产党厦门大学第九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提名人选票决办法》，并审议票决通过 29 名
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5 日，韩国建国大学校长吴明博士一行访问我校，校长朱崇实会见来宾，双方
正式签署两校合作协议与学生交换协议。
26 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受聘为我校兼职教授，校长朱崇实向谢伏瞻颁授
聘书。
28 日，泰国驻中国全权大使马纳塔(Rathakit Manathat)先生一行访问我校，朱崇
实校长会见来宾。

五月
4 日，教育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一行在省市有关部门
领导陪同下，莅临我校视察。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陈国凤接待来宾。
4 日，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校长阿洛托•戴克豪森教授（Aalt.A. Dilkhuizen）一行来
访我校，校长朱崇实会见来宾。
4 日，厦门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9 周年暨年度表彰大会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辜芳
昭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8 日，常务副校长潘世墨、校长助理庄宗明、校长秘书潘玮、管理学院旅游系
7

200 余名师生登上丽星邮轮有限公司旗下的“处女星号”邮轮参观交流，丽星邮轮总
裁蔡明发作题为《亚太邮轮市场发展概论》的讲座。
11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率台盟中央考察调研组，在省市
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莅临我校考察调研。校领导朱之文、朱崇实、陈力文、辜芳昭、
赖虹凯会见并陪同调研组考察校园。
12 日，奥运圣火在厦门传递，下午四时左右经过厦门大学。我校 15000 多名师
生喜迎圣火，高钦泉、叶楠、李星 3 名学生作为火炬手参加火炬传递。
14 日，厦门大学支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部署会召开，校领导、各单位负责
人带头为灾区捐款。
16 日，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业园基地挂牌仪式暨厦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协会成立大会在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召开。校长朱崇实、副校长张颖出席该会。
17 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建院 30 周年，校领导朱崇实、陈力文、邬大光以及
来自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及两岸三地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
学者、大学校长、院友等 300 余人出席院庆开幕仪式。
17 日，全国政协常委、澳门著名实业家何鸿燊博士一行访问我校，校党委书记
朱之文、副校长赖虹凯、校长助理李初环会见来宾。
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在省市领导何立峰、陈桦等人陪同下莅
临我校考察。校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等陪同考察。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办公室主任
Helene-Marie Gosselin 女士，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宣传活动部部长卢山一行来校参观考
察。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接待来宾。
21 日，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刘毅获英国最高自然保育奖“惠特莱奖”，成为该
奖 15 年历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22 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韧一行来校调研，主要听取省委统战部委托我校进
行研究的两项重大调研课题进展情况汇报。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会见李韧一行并出
席调研课题进展情况汇报会。
23 日－24 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济类）联谊会 2008 年年会暨
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在我校举行，吴世农副校长出席并代表学校致辞。
25 日－27 日，厦门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IEEE 国际通信、
电路与系统会议”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举行。厦门市副市长叶重耕，我校校长朱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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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虞厥邦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6 日，国际关系学院、苏氏东南亚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5 月 26 日－6 月 1 日，我校举办首届“香港—厦门两地大学生‘闽南文化’夏
令营”，来自香港的 35 名大学生和 27 名厦大学生在厦门共同研习闽南文化。
28 日，我校表彰 2007 年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校领导辜芳昭、孙世刚、张颖出
席颁奖大会并为获奖者颁奖。
5 月 29 日－6 月 1 日，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在广州大学举行，我校
跆拳道队获 1 金 1 银 2 铜及男子团体第 5 名，并被大会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
30 日，2007－2008 赛季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结束，厦大男篮获得亚军。
31 日，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创会主席、永远荣誉主席、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
大学杰出校友蔡悦诗学长在曼谷不幸辞世，享年 83 岁。
5 月 31 日－6 月 3 日，校党委副书记辜芳昭赴宁夏海原看望我校第九届研究生
支教队成员，并启动支教队在海原举办的厦门大学“山海相连•爱心传递”主题志愿
服务行动。

六月
2 日，英国华威大学校长斯里夫特（Nigel Thrift）、发展和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
任 Ben Plummer 一行来访我校，副校长吴世农会见来宾。
2 日，中共台办、国台办前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前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做客
我校南强学术讲座，为师生们解读《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校党委副
书记陈力文出席讲座。
8 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及海峡导报社联合组建的海峡
两岸新闻与传播研究交流中心成立，国台办副主任叶克冬，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
文，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赵晨伃，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洪碧玲，《中国时报》
执行副总编张景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唐国忠出席成立庆典并致辞。
11 日－12 日，厦门大学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大会召开，校领导、校长助理，全校
副处级以上干部出席大会。校内+
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与朱之文书记、朱崇实校长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家朱永新一行在民进省、市
委领导的陪同下来访我校，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会见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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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16 日，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厦门大
学西村、北村新建教职工住宅出售方案（修改稿）》。
17 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光华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尹衍梁博士访问我校并作南
强学术讲座，朱崇实校长出席讲座。
18 日－20 日，第六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简称“6·18”）在福州举行，
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长张颖，校长助理、发展规划办主任叶世满及科技处、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中科院院士田昭武、唐崇惕等教学科研人员
120 多人与会，200 多项科研项目参展。
19 日，我校与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创办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签约仪式举行。厦
门大学副校长赖虹凯，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刘伟代表双
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19 日，孙世刚副校长会见美国天普大学科技学院院长、宾西法尼亚大学终身讲
座教授戴海龙博士，商谈 3+2 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22 日，厦门市副市长潘世建来校，就厦大一条街的拆除等相关工作进行调研，
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长赖虹凯及校长助理李初环等参加商谈。
23 日，福建省人事厅公布 2008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选名单，我校物
理与机电工程学院郭隐彪教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张建中教授、医学院金光辉副
教授、外文学院李美华教授、经济学院黄梅波教授等 5 人入选该工程。
23 日，厦门大学萧铮助学金设立仪式举行，朱崇实校长、辜芳昭副书记、助学
金捐赠者萧政博士等出席仪式。
25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设立“厦门大学醇醚酯化工清洁生产国家工
程实验室”。
27 日 ， 朱 崇 实 校 长 会 见 美 国 特 拉 华 大 学 校 长 Patrick Harker 一 行 ， 并 与
Patrick Harker 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两校还签署了近海海洋研究与管理联合研究所
共建协议，近海海洋研究与管理联合研究所一并揭牌成立。
27 日，2008 届本（专）科生毕业典礼在建南大会堂隆重举行，共有 4837 名本
（专）科学生顺利毕业。
28 日，200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建南大会堂举行，2008 届 337
名博士生、2470 名硕士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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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第三十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在法学院模拟法庭召开，169 位学生代表参会，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辜芳昭，团市委常委、学校部副部长黄颖等出席大会。
30 日，厦门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7 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在建
南大会堂举行，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作重要讲话。
△ 本月，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公布，我校共有 24 个项目获批
立项，比去年增加 6 项，位居全国高校第八。在立项课题中，有重点项目 1 项，一
般项目 17 项，青年项目 6 项，获资助经费总额 200 多万元，创历史新高。

七月
1 日－3 日，美国莱斯大学校长 David Leebron 一行 5 人访问我校。校党委书记
朱之文、校长朱崇实和副校长邬大光分别会见来宾。
5 日，台中市市长、我校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胡志强来访并作演讲，校党委书
记朱之文、副校长潘世墨会见来宾。
6 日，第十八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召开，175 位研究生代表参会，校党委副书记辜
芳昭出席大会并讲话。
7 日－15 日，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研习”夏令营在我校举行，来
自台湾的台湾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交通大学、政治大学等 15 所高校的
125 名师生和我校 50 名师生参加。
8 日－11 日，我校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第 14 届国际催化
大会会前会：烃的选择氧化和合成气转化催化国际研讨会（Pre-Symposium of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atalysis，Hydrocarbon Selective Oxidation and Syngas
Conversion Catalysis）”在厦门金沙湾宾馆召开。张颖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9 日－16 日，朱崇实校长率团赴欧洲访问，参加巴黎十大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出席英国卡迪夫大学孔子学院落成仪式、卡迪夫大学商学院毕业典礼暨荣誉称号授
予典礼，并拜访 2007 年卡迪夫大学生理学诺贝尔奖得主 Martin Evans 教授。
9 日，厦门大学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授牌仪式举行，福建省教科
文卫体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方清代表全国总工会向我校授牌。
12 日，由中央统战部牵头组织的“2008 中华两岸水产学术参访团”一行 27 人
访问我校，并与海洋与环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会见参访团。
14 日－20 日，2008 足球机器人世界杯赛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厦门大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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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机器人足球队荣获 RoboCup 仿真 2D 组第 4 名。
17 日，中国平安励志计划启动暨励志奖学金设立仪式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辜芳
昭、平安保险有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30 日，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福建省副
省长李川、我校校长朱崇实等出席成立大会。
30 日，厦门大学与赣州市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我校党委书记
朱之文，校长朱崇实，赣州市市委书记潘逸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平等参加签约
仪式。

八月
6 日，由台盟中央主办、台盟福建省委承办的 2008 台南大学生海西乡土文化研
习营在我校开营。全国人大常委、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福建省台办副主任
吴国盛，我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出席开营式。
11 日－12 日，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建设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我校党委书记朱
之文、校长朱崇实、副校长邬大光与会。
13 日，中科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张乾二教授从教 60 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18 日，我校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在新加坡举行 2008 年秋季中国季度宏观
经济模型预测报告，公布对中国 2008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共六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
要指标的预测。
18 日－22 日，第 11 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在我校举行，邬大光副校长出席开
幕式并致欢迎词，会议由外文学院承办。
21 日，海洋与环境学院戴民汉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韩家淮教授被科技部聘为“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生命科学学院袁立教授被聘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
科学家。
22 日，林亚南教授获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23 日，翔安校区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发标会举行，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长赖
虹凯、校长助理叶世满、李初环参加。
26 日－31 日，校党委和行政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考察调研活动，校领
导、校长助理、部分机关部处长、党委书记和学院院长等 90 多人分三路赴国有大中
型企业和部分兄弟高校进行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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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6 日－7 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在我校举行，海峡两岸 90 多所高校
的近 200 名校长、副校长或校长代表参加论坛，与会代表通过了《第二届海峡两岸
大学校长论坛宣言》。
6 日，海峡两岸性别研究与教学合作中心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唐国忠，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甄砚，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我校校长朱
崇实共同为中心揭牌。
7 日，国台办主任王毅一行在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教育工委书记陈桦的陪同
下莅校访问，校领导朱之文、陈力文、辜芳昭、赖虹凯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会。
8 日，厦门大学和漳州市政府在颂恩楼 215 会议室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仪
式，我校校长朱崇实、漳州市市长李建国代表双方签署《漳州市人民政府－厦门大
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8 日，200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揭晓，我校共有 121 项申请获得资助，
其中面上项目 71 项，青年基金项目 25 项，重点项目 7 项，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4 项，
重大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2 项，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1 项，其他专项项
目 11 项，资助经费共计 5746 万元，较 2007 年增长 27.5%。
12 日，校长朱崇实、副校长张颖会见来访的东航副总裁罗朝庚一行。
16 日，2008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在建南大会堂举行，2008 级 3145 位硕士研究生
和 625 位博士研究生入学。
16 日，第 13 期非洲国家高级外交官访华团一行 28 人来校访问，常务副校长潘
世墨接待来宾。
17 日－18 日，200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成果
经验交流会在我校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文庆院士、国际合作局
局长韩建国，我校校长朱崇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9 日，国家外专局副局长李兵一行莅校考察访问，校领导朱之文、朱崇实、吴
世农、邬大光与来宾进行座谈。
19 日，厦门大学现代分析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会召开，张颖副校长出席
会议。
20 日，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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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朱崇实校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顾问、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王
洛林分别致辞。
21 日， 2008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在漳州校区田径场举行，2008 级 8641 名本科新
生入学。
22 日，邬大光副校长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举办的“全球
八校联盟”第五次校长联席会并顺访悉尼大学，与悉尼大学签署语言学领域研究生
合作培养协议。
22 日，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捐赠的“美尽东南”石刻在芙蓉湖畔揭幕。
23 日－24 日，马华公会会长黄家定、马来西亚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率团来校访
问，我校敦聘黄家定拿督为客座教授，并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24 日，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副校长 Steve Michael 博士及中国中心主任蔡蓓博士一
行对我校进行友好访问。孙世刚副校长代表学校欢迎来宾，两校正式签订校际合作
友好协议。
26 日，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获国家汉办批准并启动建设。
9 月 27 日－10 月 1 日，应韩国中央大学校长朴范薰的邀请，吴世农副校长率团
赴韩国参加中央大学 90 周年校庆庆典并顺访成均馆大学和仁荷大学。
28 日，袁立教授的《细胞生物学》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 2008 年度双语教学
示范课程。
28 日，曾五一教授带领的统计学（经济管理类）教学团队、陈汉文教授带领的
会计学教学团队、陈小麟教授带领的生物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等 3 个团队获批为国
家级教学团队。
28 日，法学、历史学和海洋科学 3 个专业获教育部、财政部特色专业点建设立
项。
29 日，罗大民教授主持的《生命科学导论》、谭忠教授主持的《数学建模》、
杨信彰教授主持的《当代语言学》等 3 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十月
1 日－3 日，法国巴黎十大校长 Bernadette Madeuf 女士与该校中国项目负责人韩
淑艳女士对我校进行友好访问，朱崇实校长会见来宾。
4 日，美国罗德岛大学校长 Robert Carothers 一行 4 人来访我校，朱崇实校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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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来宾。
4 日， 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米儒意先生(Mr. Paolo Miraglia Del Giudice)到我校访
问，朱崇实校长会见来宾。
8 日，我校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签署加强合作交流备忘录。
12 日－17 日，第十届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党委书记
朱之文、副校长张颖率队参加。我校共有 27 个项目参展，并获“高交会”所设优秀
组织奖、优秀展示奖与优秀产品奖三个传统奖项。
12 日，国家发改委在深圳第十届“高交会”上举行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十年成就
颁奖大会，为新近认定的 14 家国家工程实验室授牌。厦门大学醇醚酯化工清洁生产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接受授牌。
13 日，学校召开会议部署党建调研工作，校党委副书记陈力文，校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白锡能，校长助理叶世满，各院党委、各党总支书记出席会议。
14 日，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校长坂本正一行在中国工商银行有关领导陪同下来校
进行考察访问，常务副校长潘世墨会见来宾。
21 日，台盟中央秘书长张宁一行到校访问，校党委副书记辜芳昭会见客人。
22 日，翔安校区总体规划设计方案评审会召开，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长赖
虹凯，校长助理李初环等出席。
23 日，厦门大学离退休工作表彰大会举行，表彰近年来在离退休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23 日－25 日，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角膜病学组主办，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承
办的第十届全国角膜病及眼表疾病学术大会在厦门召开。厦门市副市长裴金佳、我
校常务副校长潘世墨等出席大会开幕式。
25 日，“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校长朱崇实出席研
讨会开幕式并致辞。
10 月 25 日－11 月 10 日，翔安校区规划方案在自钦楼一楼展出，面向全校征求
意见。
27 日－29 日，我校双聘教授悉尼大学王冰老师会同雀巢（瑞士）国际公司研究
中心负责人一行访问我校，张颖副校长会见来宾。
10 月 28 日－11 月 8 日，朱崇实校长出访欧洲，访问德国特里尔大学、欧洲经
济研究中心、洪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乌特列支大学、瓦格宁根大学及西班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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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三世大学等七所大学及研究中心，并于 29 日出席我校与特里尔大学合办的孔子
学院的揭牌仪式。
28 日，我校敦聘美国特拉华大学校长 Patrick Harker 为荣誉教授，副校长孙世刚
代表学校向 Harker 校长颁发荣誉教授聘书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咨询委员会资深顾问
证书。敦聘仪式后 Harker 校长为管理学院师生作南强学术讲座。
28 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代表团一行 4 人对我校
进行访问，孙世刚副校长会见代表团一行。
29 日，厦门友好城市英国卡迪夫市市政代表团一行对我校进行了友好访问，孙
世刚副校长会见了来宾。
29 日－30 日，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校长沈和珍博士一行 5 人对我校进行访问，常
务副校长潘世墨会见访问团一行。
30 日，厦门大学—贵州师范大学 2008 年下半年对口支援工作例会在贵州师范大
学召开，教育部高教司吴英策，贵州师大校长伍鹏程、校党委副书记邓惠宾、副校
长蔡永生，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锡能、校长助理庄宗明、
叶世满等出席会议。在贵州期间，贵州省副省长黄康生，副省长刘晓凯，省政协副
主席、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长孔令中等分别会见朱之文书记一行。
30 日，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情况调研组在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
教育厅党组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施祖美的带领下，到我校考察调研，校党委副
书记辜芳昭出席调研会。

十一月
1 日，厦门大学与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签字仪式在颂恩楼 215 会
议室举行。常务副校长潘世墨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执行校长南茜·玛兰在两校共建
孔子学院执行协议书上签字。
1 日，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暨福建省社科界第五届学术年会厦门分论坛之 I——
经济改革与发展论坛在克立楼举行，常务副校长潘世墨出席开幕式。
3 日，省长黄小晶在省政府办公厅，漳州市委、市政府，招商局领导的陪同下莅
临漳州校区视察。校领导朱之文、潘世墨、辜芳昭、赖虹凯，校长助理、漳州校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巧萍等接待黄小晶一行。
5 日－7 日，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郑祖宪、副校长陈晓春率学校相关部处和学
16

院负责人到我校访问考察，朱之文书记、赖虹凯副校长与来宾座谈。
6 日，福建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翁卡率省委统战部调研组到我校考察调研，校
党委副书记陈力文出席座谈会。
6 日，IBM 全球副总裁范宇一行来校访问，张颖副校长会见来宾。
7 日，外文学院承办的 2008 年全国英语专业评估审议会在我校召开，吴世农副
校长出席会议。
8 日，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和厦门大学主办的“2008 海峡两岸海洋文化论坛”
在我校举行，张颖副校长出席论坛并致辞。
8 日，艺术学院成立 25 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徐姗娜，我
校副校长邬大光，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锡能等出席。
9 日，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暨福
建省社科界第五届学术年会——台湾研究 30 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论坛”，校长助理叶
世满出席论坛。
9 日－12 日，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负责发展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工作的校长顾
问 Tobie De Coning 教授和艺术学院院长 Hennie Kotzé 教授来校访问，校长助理叶世
满接待来宾。
14 日－16 日，2008 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在我校举行，朱崇实校长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16 日—18 日，第六届“挑战杯”翁福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四川
大学举行，我校锐成创业团队的“汽车节能减排器”项目获金奖和最佳团队表现奖，
A1 创业团队的“氧化铝纤维”项目、因诺创业团队的“生物质能源一体化转化装置
的开发利用”项目获银奖，我校再次被“挑战杯”全国组委会评为高校“优秀组织
奖”。
17 日—18 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六家中央媒体及《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福建
教育电视台、《厦门日报》、厦门电视台等省市媒体莅校，对我校长期以来服务地
方并与地方政府开展战略合作方面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进行集中采访。
17 日－20 日，教育部部分直属高校第十四次工会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赖虹
凯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 日，国务院研究决定，朱崇实继续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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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厦门大学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大会召开。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传达教育
部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的
主要精神，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国凤就我校下一阶段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做出具体部署，校长朱崇实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21 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厦门大学战略合作协议书签字仪式在我校举行，
中航工业副总经理张新国和我校校长朱崇实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
21 日，国际著名能效专家埃默里•罗文斯（Amory B. Lovins）在群贤二 201 报告
厅作题为《先进的建筑能效技术》的报告，朱崇实校长、赖虹凯副校长出席报告会。
22 日－26 日，高校后勤管理改革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副校
长赖虹凯、原副校长林连堂等参加会议。
22 日－23 日，由教育部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工作办公室主办、我校软件学院承
办的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国际化人才培养高层论坛在海韵园举行，校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白锡能代表学校致欢迎词。
22 日－26 日，以我校校际交流院校荷兰莱顿大学为首的荷兰大学联盟代表团一
行 7 人访问我校。代表团此行目的在于与我校商谈在厦门软件园合作组建中荷知识
与能力开发中心，该中心主要为学生提供实习等机会和项目。
26 日，由北京市高校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单金成率领的第五期北京高校领导干部
教育管理研修班来我校参观考察，常务副校长潘世墨接待来宾。
27 日，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办，厦门大学承办的第四届中国
研究生媒体联席会议在我校举行，孙世刚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7 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及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石雅娟一行 5 人前来我校对我校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清史
纂修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情况进行调研，吴世农副校长参加座谈会。
28 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厦门大学－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我校党
委书记朱之文、校长助理叶世满等参加了挂牌仪式。
28 日，“海峡两岸新媒体艺术及视觉文化发展”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常务副校
长潘世墨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9 日，财政系、金融系建系 80 周年庆祝大会举行，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
立峰，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张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省政协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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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市政协副主席江曙霞，我校校长朱崇实等出
席庆典大会。
△本月，厦门大学“211 工程”三期建设启动，总投入 2.1 亿元，重点建设 15
个学科项目、3 个公共服务体系项目以及创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项目，建设期限为
2007-2011 年。

十二月
1 日－7 日，学校召开调研会议，对各学院的事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2 日，中央纪委原常务副书记侯宗宾同志一行在福建省纪委、厦门市纪委领导的
陪同下到我校考察，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国凤接待来宾。
2 日，波兰弗洛茨瓦夫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大会举行，中国驻波兰大使孙荣民、弗
洛茨瓦夫大学校长波耶尔斯基、我校党委书记朱之文共同为孔子学院揭牌。
4 日，美国 Kaplan 教育集团亚洲区总裁 Mark Coggins 访问我校，张颖副校长会
见来宾。
4 日－7 日，美国罗德岛大学科研和经济事务副校长皮特·阿方索教授来访我校，
朱崇实校长会见来宾。
6 日，我校举办 2008 年“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中学校长论坛”，教育部考试
中心主任戴家干、福建省招生办主任林其天、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江汉、厦门市
招生考试中心主任钟远南，我校校长朱崇实、校党委副书记辜芳昭等出席会议。
8 日，2008 年度中国航天集团公司 CASC 奖学金颁奖仪式暨校园招聘宣讲会举
行，18 名学子喜获奖励。
8 日，茅台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一行访问我校，校长朱崇实、常务副校长潘世
墨会见来宾。
10 日，厦门大学与西藏民族学院 2008 年下半年对口支援工作例会在我校举行。
13 日，在厦门市外事办公室主任陈爱京的陪同下，毛里求斯执政党工党总书记
韦拉素米（Deva VIRAHSAWMY）和主席贝尔波女士（Monique OHSAN BELLEPEAU）
到我校访问，陈力文副书记会见来宾。
18 日，教育部经研究决定，任命孙世刚、吴世农、李建发、张颖、邬大光、赖
虹凯、辜芳昭为厦门大学副校长；免去潘世墨的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职务。
18 日，传播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3 个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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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通过。至此，我校本科专业升为 82 个。
19 日，学校召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辜芳昭副书记、叶世满校
长助理参加座谈会。
20 日－21 日，第二届全国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培养研讨会在我校举行，赖虹凯副
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8 日，共青团厦门大学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厦门大学
第十三届委员会，审议通过共青团厦门大学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29 日，我校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研讨会，校领导朱崇实、陈力文、辜
芳昭、孙世刚、吴世农、赖虹凯，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白锡能，校长助理王巧萍出
席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国凤主持。
29 日，“厦门大学东阿阿胶奖学金、奖教金”签字仪式举行，我校党委副书记
辜芳昭、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书光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26 日－27 日，第七届全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在我
校召开，孙世刚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30 日，学校召开本科生优秀导师表彰大会，对我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两年来的
情况进行总结，同时表彰 69 名本科生优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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