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1 

 

长安大学 70 周年校庆捐赠指南 
 

一、捐赠项目 

（一）助学创业基金项目 

1. 贫困生助学金项目 

（1）项目简介 

长安大学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育人作为资助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精准资助，创新工作思路，着力打造让

学生可持续全面发展的成才型资助育人体系，提升资助育人实

效，近些年在中央部属高校资助工作绩效考核中一直处于优秀行

列，获得“全国资助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资助工作优秀案例

典型”等表彰。 

学校在落实国家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导向，坚持系统化、制度化、隐

性化、精准化、有偿化“五化并举”，从德智体美劳全方位提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国情怀、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审美能力

和劳动素养，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高质量就业，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成才型资助育人方案。 

学校位处西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常年占比 30%以上，2019

年认定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201人，截止2019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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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业务（含国家资助、社会捐助、学校奖助）合计发放金额约

9937.44 万元，使本科生家庭困难学生生均资助力度达到 3805

元；学校资助工作多次获得省部级表彰，近些年连续获得 500 万

元以上奖励。但是我校资助体量大，生均资助额度远远低于国内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严重依赖国家资助经费，校内外奖

助学金的占比太少，用于学生成长成才的专项经费尚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学校主要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学习项目、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工助学、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社会实践、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职就业等方面开展高效资助。 

（2）捐赠用途 

用于资助我校家境窘迫,学习刻苦,生活简朴,品学兼优,综

合素质好的优秀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3）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1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2. 创新创业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学校高度重视实践育人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通过新工科建

设、校内外双创实验室建设、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建设、开展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支持学生发明创造等

途径，综合运用校内外资源，搭建实践育人平台，建立全方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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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实践育人工作机制。 

学校充分发挥校内实践育人载体作用，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和创新创业活动开展提供保障。通过校企合作方式，确立了 260

余个（其中 2019 年度新增 42 个）设备先进、利用率高、机制完

善、运行稳定的校外专业技术实习基地；建设了 11 个校外双创

基地，其中 2个获批省级重点建设。近三年来，承担省级以上大

创项目 970 余项，获国际和国家级奖项 300 余项。先后建设公路

学院、电控学院、地测学院 3个陕西省创新创业试点学院；智能

无人车检测实验室等 15 个校内学生创新开放实验室；建设了总

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的“明远湖畔众创空间”、“恺英众创空

间”和“渭梦众创空间”，被陕西省认定为省级众创空间和中小

企业孵化基地。2017 年获全国创新创业实践育人基地，同时获

陕西省双创示范高校，2018 获得“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特色典型经验高校”称号，2019 年获批陕西省双创教育研究与

培训基地。 

利用学校产学研优势平台，全面开展创业研究、创业教育、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孵化，建立针对创业项目的创业投资基金，全

面、务实帮扶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落地发展。为增强在校学生的科

技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

工程科技后备人才的成长，特设立本项目。 

（2）捐赠用途 

用于学校在双创组织机构、双创思政融合、双创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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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实验班培养、双创信息化平台、双创项目孵化、众创空间运

营、双创活动组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组织开展以及在“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方面开展探索与实践。 

（3）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1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二）大家名师基金项目 

1. 王秉纲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为支持并鼓励公路交通运输领域青年学者和青年教师尽快

成才,促进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王秉纲老师个人捐资百万,

设立“王秉纲基金”,用于举办“王秉纲论坛”，并设立“王秉

纲青年学奖”和“王秉纲研究生奖”，用于奖励我校品学兼优的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鼓励他们继续勤奋学习,早日成为建设

国家的栋梁之才。该项目为留本基金项目。 

（2）王秉纲简介 

王秉纲，男，1934 年 1 月出生，1958 年 8 月本科毕业于南

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63 年 5 月研究生毕业于同济大学，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著

名道路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原西安公路学院院

长、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专家组组长、国家注册结构

工程师(桥梁工程)专家组组长、交通部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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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公路专家组组长、《中国公路学报》主编、长安大学特殊地区

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50 余年来，一直

从事公路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有 10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

国家、省部级奖励，为我国高等人才的培养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显著成绩。 

（3）捐赠方式 

本项目现有资金规模近 800 万元，拟筹资 2000 万元，接受

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2. 孙祖望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孙祖望基金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正式成立。李太杰、杨东

来、姚望科、刘永跃、谢立扬等众弟子纷纷响应老师孙祖望教授

的倡议捐资助学,用于工程机械学院生活贫困的优秀学子生活补

贴或奖励。 

（2）孙祖望简介 

孙祖望，男，1933 年 3 月出生，1955 年毕业于交通大学，

1956年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1960

年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61 年回国后在西安公路学院

（今长安大学）任教，历任教研室主任、中心实验室主任、研究

所所长、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等职，1992 年当选为中共十

四大代表。曾任中国工程机械学会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

国工程机械学会路面与压实机械分会理事长，中国农机学会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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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车辆系统学会理事。孙祖望教授长期从事铲土运输机械、路面

压实机械与工作介质之间的动力学和作业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

先后有 10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 

（3）捐赠方式 

本项目现有资金规模近 150 万元，拟筹资 500 万元，接受社

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3. 冯忠绪教育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冯忠绪教育基金于2018年 1月6日成立,该基金将用于奖励

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在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及品

学兼优、富有成果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2）冯忠绪简介 

冯忠绪，男，1949 年 2 月出生，长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毕业于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曾任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

院长、道路施工技术与装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交通部

“八五”首批重点学科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工程

机械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与企业

项目 50 余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4 项，陕西省教学成果奖 4

项，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 5 部，授权专利 30 余项。3 次

荣获交通部优秀教师称号，是陕西省教学名师，中共陕西省委表

彰为优秀共产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捐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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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现有资金规模 160 万元，拟筹资 500 万元，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4. 黄金枝土木建筑奖学奖研金项目 

（1）项目简介 

自 2011 年始，黄金枝教授在长安大学建工、建筑学院设立

“黄金枝土木建筑奖学奖研金”，用于奖励具有创新研究能力、

并有创新研究课题、迫需创新研究课题启动资金的优秀青年教师

与学生｡ 

（2）黄金枝简介 

黄金枝，男，1941 年 10 月生，教授。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

工程系。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土木工程

学会理事、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建设科技委员

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黄金枝教授曾任教于我校建

工学院，曾任原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从

事结构工程和建筑管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论文 200 多

篇，并有多本著作及各类奖项。 

（3）捐赠方式 

本项目现有资金规模 150 万元，拟筹资 500 万元，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5. 张伯声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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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21 日,首届张伯声基金颁奖大会在我校隆重召

开。张伯声基金用于奖励在校优秀大学生、研究生及为地学做出

突出成绩的学者、教师等，旨在弘扬张先生谦逊好学、求真务实、

敬业奉献的精神，激励广大师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力争成为

祖国需要的高素质、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才，以推动科学事业的

进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2）张伯声简介 

张伯声（1903.6.23-1994.4.4），又名遹骏，河南荥阳人，

构造地质学家、大地构造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

学说”的创始人。 

1926 年于清华学校毕业后，1928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

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52 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 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张伯声多次对黄河流域进行地质考察，提出了“黄

土线”及黄河河道发育和秦岭水系成因等新观点，在国内外第四

纪地质界有重要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将镶嵌构造学说发

展为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 

（3）捐赠方式 

本项目现有资金规模 100 万元，拟筹资 500 万元，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6. 严宝杰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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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8 日，在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成立之际，严

宝杰教授自愿捐赠 10 万元，严宝杰教授学生捐赠 25 万元，共计

35 万元作为首批启动资金，设立了严宝杰基金，主要用于交通

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工程学科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青

年教师的成才，激励有志学生的成长。 

（2）严宝杰简介 

严宝杰，男，1939 年 4 月出生。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国交通工程领域著名专家。1965

年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同年 12 月至西安公路学院参加工作，

一直从事公路工程和交通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或参编多

部著作，发表了数十篇科研论文，其中由徐慰慈、严宝杰教授整

理并出版的张秋先生讲学资料—《交通工程学》成为我国大陆最

早的交通工程学代表作。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交通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2019 年 5 月，中国交通

工程专业创办 40 周年之际荣获“中国交通工程专业建设终身成

就奖”。 

（3）捐赠方式 

本项目现有资金规模 10 万元，拟筹资 500 万元，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7. 汤中立基金项目 

（1）项目简介 

为奖励和资助长安大学地质类学科优秀青年教师及学生，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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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院士及其学生拟出资设立本项目。 

（2）汤中立简介 

汤中立，男，1934 年 10 月出生，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

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名誉院长。长期从事矿产勘查和地

质矿产研究工作，是中国镍矿工业和甘肃省金矿工业的开拓者之

一，其中对金川镍矿二矿区深部隐伏矿体的勘探和突破，使其跃

升为世界第三大镍矿。研究总结了金川矿床模式和中国镍矿成矿

规律，提出了“小岩体成大矿”理论。以上工作结束了我国缺镍

少铂的局面，使我国步入了世界镍资源大国行列，并对矿产勘查

和地质矿产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3）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5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

者意愿，额度不限。 

（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1．公路基础设施创新建设平台项目 

（1）项目简介 

平台位于渭水校区 19、20 号学生公寓南侧，建筑面积 52740

平方米。平台在完善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基础设施功能的同时，带

动公路学院学科的实践创新发展，提升学校实验科研能力，完善

学生实践教育，加快我校“双一流”建设。总投资为 25530 万元，

拟竣工于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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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平台紧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交通强国”战

略，为学科承担国家重大项目提供完善的条件保障，支撑学科人

员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基础理论创新以及安全高效、耐久稳定、节

能环保等关键技术攻关，服务川藏铁路、青藏高速和深中通道等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同时，以世界领先的研究条件吸引

海外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开展联合科研，进一步提升学科的国际

影响力。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4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2. 交通运输及智能装备创新建设平台项目 

（1）项目简介 

平台位于渭水校区汽车试验场测试环路内，建筑面积 53300

平方米。整个建筑群由 8 栋建筑组成，其中 1号楼为电控学院和

信息学院实验楼，2、5、6号楼为国家工程实验楼，3、7 号楼为

汽车学院实验楼，1、2、3 号楼由 4 号连廊连接为一个建筑群。

总投资为 25715 万元，拟竣工于 2021 年。 

该平台的建设，将以人才和科技支撑陕西省、西部地区以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和区域创新中心，打造引领全球的交通研究中心，显著提升

陕西省的重大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地方交通强国试点建设，抢抓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机遇，通过 5G、人工智能、



- 12 - 
 

物联网、大数据、北斗系统在交通系统的应用，实现新老基建深

度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支撑陕西打造一个新的万亿级交

通运输产业集群。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4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3. 宜居黄河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1）项目简介 

定位于建设地学学科教学科研综合平台，旨在形成支撑黄河

大科学计划综合分析与研究的硬件条件。计划总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地上 34000 平方米，地下 16000 平方米，包括黄河研究

院科研办公用房使用面积 1000 平方米，宜居黄河国家级科技平

台试验物理空间面积为 25000 平方米，建筑计划总投资 5 亿元，

此外另需实验设备费 1.5311 亿元。 

黄河流域地质过程的独特性、地貌过程的典型性和人类活动

的强干扰性，以及资源利用、生态环境退化、重大灾害的高风险

性，决定了黄河流域的科学研究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高探索性工

作，但当前尚缺少足够的理论、技术和硬件的支撑。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牵引下，面向宜居黄

河目标，学校依托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地球

物理学、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地质学、土木工程、自然

地理学等学科，以黄河研究院为主体和协调单位，搭建宜居黄河



 

 

- 13 -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4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四）校园环境及文化提升项目 

1. 道路文化公园建设项目 

（1）项目简介 

大学校园是“百年树人”之地，作为独特的场所环境，校园

需要为学习和生活在这里的莘莘学子提供美好的景观以及充满

人文气息的环境品质。校园交通空间作为校园空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具有交通等实用功能，也具有游憩、观赏和交往等会对学

生心理产生影响的功能。校园交通空间品质的好坏，也直接影响

长大师生们的生活、工作和心理成长。作为大学校园重要的育人

之地，校园交通空间品质尤为重要。 

目前长安大学渭水校区校园道路与休憩区、学生教学区、集

中绿地区、教学区游憩绿地之间没有形成系统性，渭水校区交通

空间品质不足以满足师生对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学校拟

将生态理念全方位的融入学校道路改造中,贯彻人文思想,融入

低碳环保、和谐生态的设计理念，统一考虑道路两侧的建筑物、

构筑物、绿化、色彩、学校文化及相关设施等，实现道路两侧的

绿化、建筑风格、建筑布局、色彩及道路环境设施等的延续性和

完整性。在主干道路铺筑透水降噪路面、低吸热反射涂层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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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路面、热电路面、反光路面、融雪路面等，利用学校修远湖、

明远湖及景观树木林带等，连接活动空间，保持学校道路的连贯

性，打造学校宜居、宜学的舒适校园环境，搭建校友、师生陶冶

情操之所，显著改善校园整体环境，营造学校浓厚的教学、科研

氛围，彰显学校公路交通学科专业实力。特设立本项目，用于学

校道路公园的建设工作。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2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2. 文化长廊建设项目 

（1）项目简介 

学校着力打造校园文化长廊，拟借助校园内的高层建筑物，

合理利用声光电技术，通过照明设计将校区打造成渭水边夜晚一

颗闪亮的标识，引领周边片区协同发展，突显渭水校区特有文化

属性，弘扬“长大”科研创新精神。通过长安大学渭水校区的夜

景照明打造，从空中（飞机）、高铁（西成高铁）、高速公路（机

场高速）三个视角加深社会对学校的认知，宣传学校整体的建设

和发展成就，也可作为捐赠建设的校友或合作单位宣传载体。 

另外，学校拟在渭水校区林荫道旁、运动场四周、休闲园里

的花草丛中等区域建设石凳、石桌，方便教职工及学生休息、休

闲，丰富校园文化氛围；在渭水校区建设部分标志性校园文化景

观，包括亭廊、建筑等设施，集中表现学校整体形象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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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题建设和文化氛围，在校园内部整体布置宣传，通过空中、

动态、平面等多方面了解长安大学校园环境和风貌。 

为提升学校渭水校区文化建设，宣传长大校园历史文化和发

展成就，特设立本项目。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4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3. 朝晖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 

（1）项目简介 

朝晖体育场建成于 2006 年 9 月，建筑面积 8040 平方米。作

为建校 70 周年纪念大会和“青春嘉年华·逐梦再起航”联谊活

动的主会场，为给校友、师生及社会各界营造舒适喜庆氛围，需

要对体育场的建筑外立面、看台、室内、索膜钢结构等进行维修

改造。将校庆元素融入到体育场的主入口接待区，对捐赠数额较

大者，可视情况在朝晖体育场局部位置进行冠名。努力提升体育

场的功能性与智慧性，挖掘学校资源，提升服务层次，使体育场

馆舒适安心、智慧便捷、底蕴浓厚，优化育人环境。 

学校朝晖体育场是学校开展教学、组织活动、承办赛事的必

备场所。以此次场馆设施维修改造工作为契机，学校将不断加强

场馆建设和管理能力，保障师生安全，积极主动承担社会服务工

作，进一步提升学校大型赛事活动承办水平，充分发挥好场馆建

设的功能和作用，在全力保障教学一线的同时，通过多元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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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和社会服务工作，全面展现长安大学的精神风貌，为学校

“双一流”建设再添动力，为学校 70 周年校庆献礼。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1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4. 渭水校区道路维修改造项目 

（1）项目简介 

在大学校园总体规划中，校园道路规划是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渭水校区办学空间日趋扩大，需容纳的学生教师等也越来越

多，道路上容纳的交通通行方式包括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和行

人交通，不同交通行为相互混杂。通过合理的校园道路规划，引

导校区内车辆和人流的走向，可以降低校园内交通安全隐患、保

护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并且减少机动车辆对学生的干扰以

及合理进行停车位区域划分等问题。 

校园道路系统既要满足交通的功能，同时还要实现分割各功

能区的作用，路网结构的合理布置有利于校园各功能区分区明

确，结构清晰。利用道路来划分若干功能区：一是使得校园主要

道路不穿插各功能区内部，从而使得各个功能区相对独立、完整；

二是完善的路网结构可以串联各个功能区，使各功能区形成一个

有机整体。 

在 70 周年校庆前期，提升改造修远大道及其中心绿化交互

体验和文化设施，维修改造修远大道与天问路十字转盘、修远大



 

 

- 17 - 
 

道与含英路十字转盘、图书馆前广场等。科学设计渭水校区道路

交通系统，按照“整体规划、预留空间、分步实施”的原则，通

过顶层设计有机串联各集散空间和功能建筑，提升校园交通便捷

性和安全性，完善校园水电暖配套设施，融入长大精神，提升校

园特色，丰富文化底蕴，创建生态、现代、便捷的绿色校园。形

成校园学术文化走廊，体现学校特色、学科内涵和文化品质；提

升交通便捷性，实现东西向人车（自行车）分流、南北向便捷穿

行；提供师生休憩、交流、活动空间。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1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5. 校史馆布展项目 

（1）项目简介 

校史馆位于渭水校区北辰行政楼北侧师生服务大厅负一层，

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左右，实际布展面积 1300 平方米左右。校

史馆布展以智慧型博物馆为目标，将先进的博物馆发展理念与长

安大学 70 年的历史紧密结合，突出长安大学与新中国共同成长，

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兼顾校史文化的政治思想性、博物馆发展

的专业性、高等教育的学术性、面向世界的国际性。总投资为

1000 万元，拟竣工于 2021 年，拟于 2021 年 3 月正式开馆。 

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大学校史馆是追溯

长大源流、传承长大薪火、弘扬长大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彰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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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铭记先贤、诠释文化、展望未来的重要平台，是人才培养、

精神薪传、文化创新的培育基地，是学校开展文化交流及对外宣

传的重要窗口，是爱国主义和爱校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 

目前学校校史馆是 60 周年校庆前建成，展厅面积 400 平米

左右。原展馆空间较小，风格较为传统，展陈方式落后，布展内

容具有一定局限性，已经不能够满足师生和校友对于学校历史知

识的渴求和校园文化传承的需要。因此，在 2021 年 4 月 18 日，

学校 70 周年校庆之际，为了让广大师生及校友对学校发展历史

和文化精髓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引发学校发展记忆的共鸣，并在

教育教学、社会交流等各类活动中对学校的校史和文化进行传承

和创新，学校建设新校史馆，以崭新的布展方式和全新的发展理

念来布局校史馆，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学校历史变迁，使之成

为学校师生、校友的精神家园。 

为打造长安大学对外风貌宣传的“金名片”，特设立本项目。 

（2）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10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

赠者意愿，额度不限。 

（五）学术期刊发展项目 

1. 项目简介 

2019 年 9 月，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

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启动实施“中国

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长安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公路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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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交通运输工程学报（英文）》入选“中

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成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排头

兵。 

2020 年 8 月，学校编制了《长安大学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

设方案（2020～2025）》，以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为目标，服

务于学校“双一流”建设，学校决定拨款 600 万元设立学术期刊

发展基金，保障我校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 

为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领域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群，汇聚学术资

源，发挥学术引领作用，服务于学校“双一流”建设，并按照世

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国土资源与环境、建筑工程、人文社会科学

等领域的学术期刊。特设立本项目，用于建设世界一流学术期刊。 

2. 捐赠方式 

本项目拟筹资 400 万元，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充分尊重捐赠

者意愿，额度不限。 

（六）大众小额捐赠项目 

1.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校庆 7777 捐赠计划。 

彩虹有 7 种颜色；一周有 7 天；“7”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

阴阳与五行之和;在巴比伦纪元年代，“7”是一个象征权势和谐

的数字；“7”对于我们长大人而言，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数字，

它意味着我们在梦想与光荣中走过了 70 年的岁月。离开了母校

怀抱的校友们，不知远在天涯海角的你，可曾也会想起她？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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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记得长大的春天，莺飞草长的时节，玉兰花、李花开满枝头，

接着是樱花和桃花，肆意盛开，不留余力。夏天的时候，学校的

泳池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师生在水中纳凉，挥洒汗水和热情。

秋天的颜色是那么多彩，橘红的柿子挂满枝头，柿园里充满了贪

嘴的鸟儿，而银杏叶金灿灿的一片，枫叶像浓厚的晚霞一样红，

银色的桂花树洒下阵阵迷人的香气。而到了冬天，落雪的校园透

出一股古典美来，看着那么平静…… 

不知在母校上学的那些日子，从教室走回宿舍楼的路上，你

有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多看一看校园的美景？当你拖着疲惫的

身躯走出图书馆，走出自习室，是否记得身旁那个总会给你鼓励

的同学？当你冥思苦想，疑惑不解时，是否还记得曾给你解惑答

疑的恩师？这么多年过去，你是否知道他们都还好吗？ 

为迎接母校 70 岁生日，我们希望为她好好祝福，也为她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请广大校友为母校庆生、

为长大加油，在校庆期间，为校庆各项活动和学校发展提供支持，

特设立校庆 7777 捐赠计划。 

2. 捐赠方式 

在 70 周年校庆之际，广大校友捐赠 7 元或 70 元或 700 元或

7000 元……，助力母校发展。 

（七）校友认捐项目 

1. 校友树、校友林 

校友树：捐赠≥5000 元，个人/团体可选择学校内的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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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学校将刻石记载； 

校友林：捐赠≥200000 元，个人/团体可在渭水校区选择一

片林地，学校将在校友林刻石记载。 

2. 桌椅、教室 

捐赠≥500 元，个人可选择学校教室中的某一个座椅，学校

将刻石记载； 

捐赠≥50000 元，个人/团体可选择学校内的某一间教室，

学校将刻石记载。 

3. 学生宿舍 

捐赠≥10000 元，个人/团体可选择学校宿舍楼内的某一间

宿舍，学校将刻石记载。 

4. 图书馆桌椅、阅览室 

捐赠≥500 元，个人可选择学校图书馆中的某一个座椅，学

校将刻石记载； 

捐赠≥5000 元，个人可选择学校图书馆中的某一个桌子，

学校将刻石记载； 

捐赠≥10000 元，个人/团体可选择学校图书馆中的某一个

阅览室，学校将刻石记载。 

5. 石凳 

捐赠≥5000 元，个人可选择校园内的某一个石凳，学校将

刻石记载。 

6. 校园环境改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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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周年校庆期间，学校将整修校园环境，改善学校风貌，

特设置校园环境改善设备捐赠项目。 

捐赠≥10000 元，个人/团体可选择学校某一个校园环境改

善设备，学校将刻石记载。 

二、捐赠说明 

（一）本次发布的是第一期捐赠项目，今后将根据学校发展

建设需要逐步分期发布后续项目，敬请各方关注。 

（二）在本简介提出的捐赠项目之外，捐赠者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指定其它的捐赠项目，或者以产学研用合作、投资共

建、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支持学校建设发展，具体方式可与长安

大学 7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接洽。 

（三）如果捐赠者有明确捐赠意向，并希望获得捐赠冠名的，

可以向长安大学 7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提出相关要求，由

学校按照教育部关于《中央高校捐赠冠名管理暂行规定》具体研

究决定。 

（四）有关税收政策提示：长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具有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企业通过基金

会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通过基金会的捐赠在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 3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作税前

扣除。 

（五）对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提供的所有捐赠，学校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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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颁发统一印制的捐赠证书和相应的校庆捐赠纪念品。 

（六）欢迎广大师生员工、校友及社会各界对学校建设、捐

赠项目及形式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谋学校发展。有关具体

意见和建议，请与长安大学 7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联系。 

三、联系方式 

（一）长安大学 7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长大南路 356 号长安大学渭

水校区北辰楼 1楼 104 室 

邮    编：710021 

联 系 人：杨红斌  常  睿 

手    机：13572424539  18092800452 

办公电话：029-61105061 029-61105062 029-61105063 

传    真：029-61105063 

邮    箱：70xq@chd.edu.cn 

（二）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长大南路 356 号长安大学渭

水校区北辰楼 5楼 505 室 

邮    编：710021 

联 系 人：杨红斌  郭  鹏 

手    机：13572424539  13259808006 

办公电话：029-61105179 

传    真：029-61105179 

mailto:70xq@ch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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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jyjjh@chd.edu.cn 

（三）长安大学校友会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长大南路 356 号长安大学渭

水校区北辰楼 5楼 507 室 

邮    编：710021 

联 系 人：邱旭辉  刘  郁 

手    机：13891856611  13891829777 

办公电话：029-61105264 

传    真：029-61105264 

邮    箱：xyh@chd.edu.cn 

 

 

 

 

 

长安大学校友会      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 

四、捐赠方式 

（一）若捐赠额小于 1 万元，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捐赠 

1. 登录长安大学 70 周年校庆网站或教育基金会网站，进行

在线捐赠 

校庆专题网：http://70xq.chd.edu.cn/ 

教育基金会网站：http://jjh.chd.edu.cn/ 

mailto:jyjjh@chd.edu.cn
mailto:xyh@chd.edu.cn
http://70xq.chd.edu.cn/
http://jjh.chd.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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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在线捐赠 

 

 

 

 

 

 

 

 

 

 

（二）若捐赠额大于或等于 1 万元，可按以下流程进行捐赠 

 

 

 

 

 

 

 

 

 

 注：也可先开发票再汇款 

捐赠方与相关人员洽谈 
 

 
双方达成捐赠意向 

 

签署捐赠协议 
 

捐赠方将捐赠款汇入 
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账户 

 

基金会开具捐赠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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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汇款信息 

（一）中国农业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户    名：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 

银行账号：26-115901040029408 

（二）中国银行西安翠华路支行 

户    名：长安大学教育基金会 

银行账号：102813856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