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母校
P1   我校王迎军教授获评广东首届“自主创新十大女杰”

P1   我校荣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P2   第三届全国高校百佳网站评选揭晓 我校三网站荣获“百佳”殊荣

P2   教育部表彰2008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我校荣获特等奖

P3   我校获评“抗震救灾社会捐赠先进集体”

P3   “千百十工程”第三批培养对象喜获表彰

P4   我校连续第五次荣获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集体

P5   教育部优秀勘察设计评选结果揭晓 建筑设计院喜丰收

P5   学校新增两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P6   广东省纪念火炬计划实施20周年 我校科技园获先进集体表彰

P6   我校主持设计的体育建筑场馆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

P7   我校两个项目被批准为2008年度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P7   我校六门课程被评为2008年度广东省精品课程

P8   广州汽车学院荣获省“十佳”独立学院称号

P8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创业园挂牌成立

P9   我校对口支援广西大学2009年工作例会召开

P9   学校出版社又创佳绩 多种图书获国家级等奖项

P10  现代服务业研究院挂牌 助力广东打造服务业大省

P10  我校与贵州民族学院全面合作成绩斐然

P11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焕泉受聘为我校兼职教授

P12  城乡互助见成效 驻村工作传火种

P12  我校十名博士后喜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校友工作
P13  首届校友单位专场招聘会举行 供需双方反响热烈

P14  致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企业校友的感谢信

P15  厦门校友会09年年会召开

P15  韶关校友会举行09年年会

P16  中山校友会创新校友工作模式 促进校友与母校产学研合作

P16  香港校友会代表出席我校“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终审决赛

P17  广州市萝岗区校友召开校友会筹备会议

P17  东莞理工学院校友会来访

P17  大连大学校友会来我校调研

P18  殷达迎春联欢，共贺创业十五载

P19  芬芳桃李显丹心，学子擎梦八方来

     ——建筑学院举行首届校友新春联谊会

P19  校友总会秘书处拜访吴树坚校友、王健校友

P20  学校代表团参加香港校友会年会

P20  校友总会秘书处前往计算机学院、法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调研

P21  春茗联谊聚校友 共叙情谊话发展

P22  姚振华校友回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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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基金会工作人员参加“第十次全国高校基金会工作研讨会”

     并拜访了珠海部分校友

P23  校友总会拜访刘晋生校友、李锋校友

P23  花都校友商讨成立校友会

P24  科学发展重实践 校企合作践行动

P25  霍东龄校友与华工学子畅谈人生

 >>爱心捐赠
P26  2007－2008学年度捐赠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

P27  我校举行西门子奖学金颁奖典礼

P27  一位83岁老校友的爱心

P28  “吉熙安奖助学金”捐赠签约仪式在电力学院举行

P28  产学研携手建基地  恒利路桥献爱心

P29  情系母校献爱心——香港校友方景达向学校捐赠120万港币

P29  香港校友会会长伦志炎校友捐赠人民币5万元

P30  2008年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捐赠一览

P31  2008年度学校各单位接受捐赠情况统计表

P34  电力学院举行2009年度金誉奖助学金颁奖仪式

P3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第一届新之地创新奖学金评选揭晓

P34  化学与化工学院举行第二届“万和燃气奖助学金”颁奖仪式

 >>校友动态
P35  冼燃校友当选“2008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

P35  张清华校友当选茂名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P36  校友企业东鹏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出口逆势激增60％

P37  校友谢飞鹏讲述“绝境中崛起的力量”

P38  迈普医学——缔造人体器官打印产业

 >>科技合作
P40  我校与荔湾区政府共建广东光电科技产业基地

P40  我校与潮安县签署全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P41  我校与粤海酒店管理集团共建产学研基地

P42  广东亚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来访我校

P42  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来学校寻求合作

P43  我校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建自动化科学与工程联合研究中心

 >>与您相约
P44  新版校友总会网闪亮上线，欢迎校友们登陆阅览

P45  欢迎广大校友返校值年聚会

P46  “华园情”校友年度捐赠

P47  一张校友卡  终生母校情

P48  华工人约稿函

P48  《校友会基金会工作简报》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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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捐赠时间 捐赠方 捐赠项目 捐赠金额（人民币）

1 2008.1 林芷菲校友 王炳佳助学金 25,117.70元

2 2008.1 刘家汉校友 石奕琨华侨助学金 6,000.00元

3 2008.1 香港校友会 香港校友会会长基金 102,500.00元

4 2008.1 灿文建筑设计公司 校长基金 30,000.00元

5 2008.1 莫贵良校友 校友会会刊基金 1,838.40元

6 2008.1 校内职工 其他捐赠 14,000.00元

7 2008.3 宏峰房地产开发公司 云峰基金 1,000,000.00元

8 2008.5
南校区
（学生组织）毕业班学生

铭师林 7,713.70元

9 2008.5 李元元校友 校长奖助学金 50,000.00元

10 2008.8 深圳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宝能爱心基金 1,000,000.00元

11 2008.9 建行华工龙卡校园建设基金 校长基金 9,294.42元

12 2008.10 马杏林、陈恩强校友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15,000.00元

13 2008.10 魏仕炜校友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50,000.00元

14 2008.10 江门龙骏置业公司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50,000.00元

15 2008.10 广州汉国恒生房地产公司 汉国基金 1,000,000.00元

16 2008.11 高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80,000.00元

17 2008.11 广东省航运科学研究所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3,000.00元

18 2008.11 广州市红十字会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10,000.00元

19 2008.11 吴祥贵校友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20,000.00元

20 2008.11 朱兴芳校友 船海系建系50周年基金 20,000.00元

21 2008.11 张澍生校友 校长基金 100,000.00元

22 2008.11 徐迎宾校友 校长基金 100,000.00元

23 2008.11 韦岗校友 校长基金 30,000.00元

24 2008.11 姚莉校友 校长基金 100,000.00元

25 2008.12 姜丰伟校友 江河纸业基金 70,000.00元

26 2008.12 造船系校友 小方助学金 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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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项目名称 捐赠人或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
(万元)/年

受赠单位

奖助学金项目

锦瑶奖助学金 李锦生、李小瑶 20 轻工与食品学院

跃贞助学金 张绪跃、李素贞 5 轻工与食品学院

合诚奖助学金 蒋文真 3 轻工与食品学院

高峰淀粉奖学金 孙桂芝 5 轻工与食品学院

詹怀宇老师助学金 詹怀宇 1+1 轻工与食品学院

姜丰伟校友奖助学金 姜丰伟 5+2 轻工与食品学院

昊源优秀研究成果奖 广州昊源集团 10 工商管理学院

昊源助学金 广州昊源集团 10 工商管理学院

道达尔奖学金 道达尔石化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1 工商管理学院

陶氏化学奖学金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5 学生工作处

雅居乐奖学金 中山市雅居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10.5 学生工作处

三星奖学金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3 学生工作处

施耐德奖学金 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 学生工作处

丰田奖学金 丰田汽车公司 6.3 学生工作处

新玛德奖学金
新玛德慈善基金 新玛德制造厂有限公
司

5.00951 学生工作处

希望工程—益海嘉里优秀
大学生奖学金

益海嘉里粮油（深圳）有限公司 4.5 学生工作处

奇瑞21世纪东方之子奖学
金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4.41 学生工作处

美卓奖学金 美卓造纸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4 学生工作处

杜邦奖学金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4 学生工作处

胜美达八幡一郎奖学金 东莞胜美达（太平）电机有限公司 3.5 学生工作处

恒生银行奖学金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2.8 学生工作处

艾利丹尼森基金会创新奖
学金

艾利丹尼森基金会 2.728 学生工作处

MR优秀学生奖学金 广东莱茵豪森有载开关有限公司 1.2 学生工作处

大新银行奖学金 香港大新银行 0.80785 学生工作处

建信金色绩优奖学金建信
金色励勤助学金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 学生工作处

约克夏奖助学金 约克夏（广州）化工有限公司 20 学生工作处

时代地产奖助学金
时代地产慈善基金会   时代发展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12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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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宇浩奖助学金 佛山市宇浩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6.5 学生工作处

黄乾亨奖助学金 黄乾亨基金 8 学生工作处

易方达助学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 学生工作处

福彩爱心助学金
团省委、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广东省福
利彩票中心

35.5 学生工作处

新长城助学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办公室  30.514 学生工作处

香港思源助学金 香港思源基金会 24 学生工作处

博爱助学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宣传部 13.5 学生工作处

电装助学金 株式会社电装北京办事处  12 学生工作处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助学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高教处 10.4921 学生工作处

深圳宝能助学金 深圳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3 学生工作处

曙光基金助学金
百盛餐饮广东有限公司团省委广东省青
基会

10 学生工作处

仲明助学金 “仲明助学金”管理委员会 6 学生工作处

全能电业助学金 全能电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 学生工作处

UPS助学金 UPS国际快递 3.7 学生工作处

Acer Care助学金
宏碁电脑（上海）有限公司   ECC 传
播机构

3 学生工作处

江西省青基会助学金 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0.3 学生工作处

“华新”奖助学金 广州华新企业集团 5 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天普诚实守信奖学金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东锐科技成长助学金 广州东方锐进科贸集团有限公司 9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裕立宝奖学金 广州裕立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集集团奖学金、奖教金 中集海运集团 2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伊立浦奖学金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刘永龄奖助学金 深圳创华合作有限公司 4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安益安全奖学金 广东安益职业事务咨询有限公司 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燕明洪韬奖助学金 个人捐助 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广汽奖学金、奖教金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 1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约克奖学金 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3.5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圣汇奖学奖教金 张家港圣汇气体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10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系奖助学金 工程力学系90届同学会 3 土木与交通学院

慰问金 广东省长大公路公司 1 土木与交通学院

慰问金 广东省公路管理局 2 土木与交通学院

电力之星奖教奖学金 广东电网公司 20 电力学院

集明奖学金 东莞市集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电力学院

电力学子助学金 广州供电分公司输电部 1.34 电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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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卓越奖学金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9.5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西门子奖学金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9.3 研究生院

华为奖学金、奖教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5 研究生院

埃索助学金 广州埃索石油服务公司 4.95 研究生院

道达尔奖学金 道达尔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1 化学与化工学院

万和燃气奖助学金 万和集团 2 化学与化工学院

山河助学金 东莞市世发贸易有限公司 1.8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光华化学奖学金 汕头市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 2 化学与化工学院

生益奖学金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材料学院

合诚奖助学金 广州合诚实业有限公司 3 材料学院

亨斯迈奖学金 亨斯迈先进化工材料（广东）有限公司 2.5 材料学院

三井化学奖学金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日本） 3 材料学院

润江奖学金 广东省润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2 材料学院

PPG优秀生奖学金 PPG涂料（天津）有限公司 2 材料学院

格雷斯奖学金 美国格雷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0.6 材料学院

新之地创新奖学金 广州市新之地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5 环境学院

其它捐赠项目

教学和科研试制车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一台雅力士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赞助费 广州市金鹏律师事务所 0.5 法学院

赞助费 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1 法学院

赞助费 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2.4 法学院

赞助费 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12.5 法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腾讯创新俱
乐部活动经费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

304-M30251 广州市科美建筑模型有限公司 0.3 建筑学院

304-M30251 广州富力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1.033 建筑学院

304-M30251 梁黄顾建筑师香港事务所有限公司 2 建筑学院

304-M30251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5 建筑学院

304-M30251 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0.6 建筑学院

健身路径 广东省体育局 20（实物） 体育学院

北区网球场 深圳市广胜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维修费） 体育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服装 耐克公司 100（衣物）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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