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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 700 名校友回校“省亲”23 位院士聚集一堂

现场签下百亿元校企合作协议

后疫情时代武汉理工大学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暨合并组建 20 周年大会现场。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邹星）10 月 7 日上
午，在后疫情时代武汉理工大学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暨
合并组建 20 周年大会上，23 位两院院士聚集一堂，700 名
校友回校“省亲”，校友企业现场签下 105.67 亿元校企合
作协议。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代表学校与中国船舶集团
科技委主任吴晓光、东风汽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杨青、招商
局集团总会计师周松、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总经理彭毅、中
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育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副总裁裴岷
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党委书记马杰、北京汽
车集团副总经理蔡速平、安徽海螺集团副总经理何承发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等签署重大合

丁烈云院士。

作 共 建 项 目 协 议 ，与 中 铁 十 一 局 、金 隅 集 团 、天 津 港（集
团）、福建交通运输集团、厦门钨业、当代集团签署全面合
作协议，与中建七局、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京博集
团、华为公司、湖北交投、上汽通用五菱、广西汽车集团、闻
泰科技、泰晶科技签署重要科教项目合作协议。现场签约
金额达 105.67 亿元。
研究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周育先表示，希望回母
校能招纳更多校友来中国建材集团工作。
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信思金表示，大家用智慧碰撞
出的火花为后疫情时代武汉理工大学的建设发展指明了
方向，大家的鼎力支持为武汉理工大学砥砺前行增添了无
穷的动力。

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摄

参加大会的大学生正在认真听讲。

据悉，武汉理工大学还将举行合并组建 20 周年艺术
教育成果展演、
“ 十四五”发展规划战略咨询会、校友会理
事会二届二次会议，开设行业论坛主论坛、分论坛和系列
发展论坛，并围绕“双一流”建设与建材建工行业、汽车行
业、交通行业未来发展，召开百余场高水平学术文化交流
活动。
5 月上旬以来，
武汉理工大学以
“融合奋进二十年 追求
卓越绘新篇”为主题，通过举办系列活动，全面总结学校历
经 122 年特别是合并组建 20 年来的办学成就和办学经验，
合力谋划后疫情时代学校“双一流”建设和战略合作发展之
路，努力推动学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激流勇进、开
拓创新，
续写
“薪火相传、
育才兴邦”
的辉煌。

吴有生院士。

潘德炉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德炉：

在新老基建中
谋求发展新业态

未来海洋世界
将聚焦绿色和智能

海洋人工智能
呼唤更多年轻学子

“新基建是数字基建，老基建是物理基建。新基建需要开
拓新市场、培育新业态，才能把握新机遇。”7 日下午，武汉理
工大学杰出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在后疫情时代武汉
理工大学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论坛上作题为《赋能新基建 发
展新业态》的学术报告。他勉励武汉理工大学师生：
“ 老基建
为新基建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要在新业态上谋求发展。”
丁烈云表示，新基建的特征是数字基建，老基建的特征是
物理基建。从“物理基建”到“物理基建+数字基建”，是产业结
构调整的必然趋势，也是老基建把握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机遇。
推进新基建并不是取代老基建。以铁路、公路、机场、港
口、水利设施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保证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
器。可以看到，新基建中也有老基建的内容，如城际高速铁路
和城际轨道交通。
但另一方面，老基建为新基建的发展提供巨大市场，新基
建为老基建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建设行业应该助力新
基建、提升老基建，在老基建领域发展数字产业，如智能建造、
智能建筑、智能基础设施、智能工程机械等，弥补新基建缺乏
足够的应用场景和模式问题。
新基建的巨大潜力在于支持新兴技术创造出应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都会催生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及新产业创造出的
新就业岗位。预计到 2025 年，5G 用户超过 10 亿人，网络建设
投资累计将达到 1.2 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
用投资 3.5 万亿元。新基建已成为相关行业、社会各界和资本
关注的热点。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
众多新业态。
对于发展新业态，丁烈云提供了几种思路：一是建造服务
化，如提供桥梁的使用寿命预警；二是建筑产品+服务，打造
建筑智能终端，实现智能空间，如荷兰阿姆斯特丹打造的环保
智能办公大楼，自主调节大楼灯光、温度、红外线和太阳能；三
是构建面向建筑业的平台经济，实现“互联网+云建造”模式
下的“工程建造服务平台”，如集材料资源、采购、交易、支付于
一体的筑材网，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深度整合与配置。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7 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船舶力学专家，中国船
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名誉所长吴有生在武汉理工大
学交通学院为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海洋强国建设中海洋
装备技术的发展方向》的主题演讲。
“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将决定我国未来的命运。”讲
座伊始，吴有生向在场师生介绍了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
战略需求。他表示，我国海洋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的规
模及能力尚处在较低水平，而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目标离不开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吴有生说：
“武汉理工大学为我国海洋和船舶领域培养
了大量人才。包括武汉理工大学在内，
我国拥有 40 多所船
舶与海洋装备领域高校，
师生数量超过世界其他所有造船国
家的总和，
没有理由不建成一个世界造船强国、
海洋强国。
”
吴有生认为，未来世界海洋装备科技与生产的发展
将 聚 焦 于“ 绿 色”和“ 智 能”两 个 关 键 词 。 他 介 绍 ，2019
年，我国分别有 4 家企业进入世界造船完工量前十强，船
舶研发设计、产业规模实力迅猛扩大。但是，我国企业生
产过程中的绿色技术仍然落后。
“ 评价造船能力如何，并
不只看吨位，还应看能耗、效率、排污量。”吴有生举例说，
我国建造单位造船吨位的平均能耗、排污量均高于日本
和韩国，效率也比较低。
吴有生认为，在智能船舶技术领域，我国应扎实发展
智能船基础技术，集中力量开发海洋环境、船舶航行状
态、安全状态等感知器件和系统技术。
“ 未来船舶工业将
从‘注重造躯体’向‘注重造内脏和神经’转变，发展绿色
与智能技术和信息装备技术才是推进海洋装备技术发展
和结构调整的取胜之道。”
吴有生说，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要紧紧围
绕“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绿色”船
舶、
“ 智能”船舶，开设对应课程，强化本科基础教育，同时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
高点，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
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长江日报记者吴曈）

“建设海洋强国有 3 条标准：国民关心海洋的程
度有多高，科学认知海洋的水平有多深，国家经略海
洋的能力有多大。”7 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
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领域研究员潘德炉走进武汉理工大学航运
学院，在航海数字天象馆内为 200 余名师生作学术
报告。
据介绍，武汉理工大学航海数字天象馆筹备近
5 年，未来将成为在校师生开展学术研究、航海科普
教育的重要基地。
潘德炉用 3 个标准概括出建设海洋强国的要
点。他同时提出，以信息主导、体系建设智慧海洋，
是实现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长远抓手。
“ 建设智
慧海洋工程包括海洋信息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核心智能科技的创新研发以及更好地带动地方海洋
信息产业化发展。”潘德炉说，
“ 通过智慧海洋工程建
设，实现所有信息互联互通，打通神经系统，在生态
文明建设、资源开发、海洋空间管控能力等方面不断
增强我国实力。”
据了解，作为长期从事卫星遥感技术研究的专
家，在数十年的学术、实践生涯中，潘德炉取得了卓
越的成绩，是我国海洋水色遥感科学和遥感模拟仿
真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际海洋水色遥感界享有
较高知名度。他向在场师生介绍了我国海洋遥感
应用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自主卫星资料处理
技术的提升、卫星资料融合应用、向全球化遥感迈
步等。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遥感信息智能处
理的核心技术之一。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同学们能有
兴趣、
多钻研。
”
潘德炉说，
“海洋人工智能需要综合的
交叉学科，
包括哲学、
认知科学、
数学、
计算机、
信息论
等。目前，海洋人工智能还是一片‘处女地’，还有非
常广阔的研究空间，
需要年轻的学子们共同参与。
”
（长江日报记者吴曈）

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摄

武汉理工大学校友资智回汉活动举行

国家智慧安全与应急产业
示范基地落户武汉
长江日报讯(记者施政 通讯员王婷婷）7 日下午，
“ 智汇
洪山 聚势未来”——武汉理工大学校友资智回汉活动在武
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德生楼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该校
校友、嘉宾和企业家 200 余人共赴盛会，共签约项目 10 个，
协议总金额超 150 亿元。
“多年来，武汉理工大学积极支持洪山区建设发展，区
校联系频繁，沟通合作特别紧密。”洪山区委负责人说，洪山
辖区拥有众多高校，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区校多领域深度
融合，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资源优势突出，真诚希望各位校
友和企业家朋友能大力关心支持洪山区的建设发展，带着
技术、带着项目、带着资金来这里投资兴业，共同开启洪山
区发展的新篇章。
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王乾坤表示，未来，学校将继
续坚定不移地支持、配合洪山区资智回汉工程及大学之城
建设的实施，与洪山区结成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加快实现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奋
斗目标。
洪山区领导就洪山区区情、产业布局、优势资源等作主
题推介。未来，洪山区将发挥智慧及创新优势，以“大学之
城、创业之都”为功能定位，规划发展科技服务、文化创意、
现代服务、高新制造等四大产业体系，并热情邀请在座的嘉
宾来洪山区投资创业，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梦。
在签约环节中，国家智慧安全与应急产业示范基地、联
东洪山生态科技产业园二期、恺德南湖诚园等 6 个项目集
中签约，涉及科技研发、城市建设、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其中，洪山区领导、武汉理工大学领导代表区校双方共同签
署了国家智慧安全与应急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项目拟整合中国前沿应急产业研发、孵化、智造、培
训、应用、服务等各个产业链环节，打造具备国际一流水准、
智能生态、科技领先的新一代国家级智慧安全与应急产业
示范基地；北京联东投资有限公司将在青菱都市工业园开
发建设联东洪山生态科技产业园二期，打造洪山区高端产
业综合体，形成上下游高端产业集群；武汉蓝恺置业有限公
司将在洪山区平安路与富安街交会处建设医养康复中心及
配套住宅。

校友回母校汇报：

研发出世界领先的
30 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朱可馨）
“今年 8 月 13
日，我们再开先河，研发出世界领先的 30 微米柔性可折叠
玻璃。”7 日上午，玻璃新材料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
寿登上后疫情时代武汉理工大学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论
坛，向母校师生汇报了自己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
彭寿今年 60 岁，1982 年从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现
为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一直在玻璃新材料一线从事科研、
设计和产业化工作。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就投入到提
高中国洛阳浮法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多年来，他主持或参
与了一系列中国洛阳浮法技术攻关项目，提高了浮法玻璃
质量。
2008 年 6 月，彭寿领导下的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开始了 TFT-LCD 玻璃基板技术自主创新研究。2010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第一片 4.5 代 0.5 毫米超薄玻璃基板下线，
彭寿和他的团队一次次刷新了中国国内电子玻璃薄型化
生产纪录。经过彭寿和他的团队潜心研究，我国成功实现
了 0.5 毫米、0.4 毫米、0.3 毫米 TFT-LCD 玻璃基板和 1.1 毫
米—0.2 毫米之间全系列超薄浮法电子玻璃的工业化连续
稳定生产。
彭寿介绍，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世界最薄的 0.12 毫米超
薄触控玻璃、国内首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世代液晶玻
璃基板。今年 8 月 13 日，他们又研发出世界领先的 30 微米
柔性可折叠玻璃。
彭寿寄语武汉和母校：
“ 我想，最美的奋斗就是最深的
情怀，最大的支持就是最好的关爱。在此，我谨代表全体校
友郑重宣告：在与武汉、母校同呼吸、共命运的征程中，我们
只做战斗员、不做观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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