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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一、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微信公众

平台自发布之日起，受到来自海内外

行业校友的广泛支持与关注！截止

2018年5月8日，共有2045位行业校

友及嘉宾关注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微信公众平台，共有522位校友申请

加入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会员。 

       加入我们： 

        1、关注芯缘会微信公众号：

XDMEAA，提交入会申请；     

        2、添加微信号:nuan051220，

获取邀请链接，加入芯缘会会员群 。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理事会 

杨彩琴、张    健、黄京才、 
严    伟、帅红宇、罗华兵、 
程    刚、何纪法、刘远华、 
王合球、汪正和、张    革、 
焦建堂、刘卫东、谢文录、 
袁凤江、张国新、胡小波、 
蒋振东、彭茂平 

理事长 

赵    勇、高    勇、王省莲、 
折晓慧、秦    岭、王兴龙、 
宫    俊、张少华、武岳山、 
卢裕湘、吕绍明、邬华中、 
陈志义、苏建峰、白朝辉、 
恩云飞、薛    宏、叶守银、 
徐得胜、丁义民、陈文甫、 
张为民、向福广、王    阳、 
吴    凯、周彩章、刘丰收、 
解运洲、郭丰收、刘雪颖等 

理事 

秘  书  长：游海龙 
 
副秘书长： 
孟庆云、黄    鑫、张亦锋、 
唐艾宾、武    达、赵春波、 
潘海洋、张永刚、李洪波、 
马玲玲、殷和国、刘    清、 
刘    鹏、阙金珍、李春阳 
 
秘         书：朱    媛 
 

秘书处 

二、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副理事长 

黄学良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暨2017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论坛于2017年5月20日-21日在西电北校区隆重举行。党委副书记
龙建成教授、副校长郝跃院士、副校长杨银堂教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文武总裁，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
所所长魏少军教授、以及黄学良、王建章、刘兵、李居平、罗华兵等自海内外200余位校友和行业嘉宾出席。 

0 

大会表决通过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章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基金管理办法》，并选举产生
了第一届理事会。80级校友黄学良当选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第一届理事长，杨彩琴等20位校友当选为副理事长，游海龙当选为秘

书长，赵勇等70位校友为当选为理事。 

三、 

黄学良、张健、罗华兵、严伟等校友分别对微电子行业校友基金进行了捐赠。校友共同为行业校友会捐赠的纪念石“芯缘”揭幕并
合影留念。 

0 

行业校友会成立大会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2017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论坛于2017年5月21日在西电北校区隆重举行，论坛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杨银堂教授
主持。 

0 

论坛以“创新与创业”为主题，邀请了中科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郝跃副校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丁文
武总裁、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李居平主任、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教授、西电80级校友、国家千人项目获得者秦岭
博士等5位演讲嘉宾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精彩演讲。演讲内容涉及微电子前沿技术、国家产业发展、航天与微电子需求、以及汽车
微电子等前沿领域，受到了与会人员的深度好评。 

三、 

本次论坛，为从事微电子行业的校友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加强了广大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增进了校友们的感情，凝聚了
行业校友力量，促进了学校产学研融合发展，宣传了我校微电子学科及学院近年来的建设成就，提升了西电的影响力，将为我国微
电子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0 

2017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论坛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理事长联席会议于2017年6月9日在
深圳鸿泰基金总部隆重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黄学良、
杨彩琴、严伟、帅红宇、罗华兵、刘远华、王合球、张革、
汪正和、谢文录、袁凤江、张国新、蒋振东、彭茂平等14
位理事长及秘书长游海龙。 

0 

会议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以下共识：1、各区域校
友发展诉求；2、各区域校友企业发展情况；3、微电子研
究院建设可行性；4、行业校友会实体运作模式；5、行业
论坛计划；6、行业校友会日常工作计划（包括电子期刊、
校友通讯录、企业展示等）。 

三、 

0 

理事长联席会议 

本次理事长联席会议是落实、推进行业校友会建设的重要会
议，为行业校友会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理事长黄学良率领校友会一行20余人于8月21-22日拜访珠海校友、校友企业，考察珠海高新
区、横琴自贸区，并与珠三角校友企业家交流。本次考察交流活动，参观考察了珠海南方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珠海集成电路协
会、珠海高新区、横琴自贸区、校友企业珠海纳思达、南方软件园、以及重点企业全志科技、英博尔等。 

通过考察，取得以下成果： 
1、通过珠三角从事微电子行业的校友企业考察交流、增进了解、相互学习、探索合作发展的机会，本次活动佛山蓝箭、深圳镭神
智能、成都瑞迪威、珠海运洲科技等校友企业就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交流报告； 
2、与珠海高新区、横琴自贸区及行业协会交流了解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投资环境，达成了帮扶在珠海或者有意投资
珠海的校友企业发展、争取产业政策支持等意向； 
3、本次考察交流学习期间，微电子行业校友会、西电微电子学院与珠海就利用珠海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和机会，争取珠
海政府优惠政策和资源支持达成共识。 

三、 

0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理事会一行赴珠海考察剪影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一行20余人于10月26-27日拜访上海和杭州校友、校友企业。参观考察了上海华岭集成电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加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通过考察，取得以下成果：1、增进对校友企业的了解，进一步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优势，为校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提供服
务和支持；2、加强了校友与校友、校友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搭建了多方合作交流的平台。 

三、 

0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一行赴上海、杭州考察剪影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2017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芜湖研究院建设规划推介会于2017年10月25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与半导体行业盛会IC China同期隆重
举行。芜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克金、西微电子学院院长张玉明教授、副院长张进成教授、陕西半导体先导技术中心何晓宁主
任以等100余位行业校友和嘉宾出席了会议。 

0 

会上，芜湖弋江区委常委、常委副区长汪敏对芜湖市微电子产业发展情况及西电芜湖研究院做了简明介绍。会议邀请利扬芯片董事
长黄江代表行业校友会合作企业代表做报告；聚飞光电董事长助理宋东代表芜湖与校友企业合作企业代表做报告。推介会同时举办
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企业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座谈交流会等系列活动。 

三、 

本次推介会是西电芜湖研究院和西电微电子学院携手合作，广泛开展技术合作与产业对接，积极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成果转
化，重点打造微电子领域高技术研发、高端人才培养和微电子产业培育平台的一次重要活动。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合
作领域，共同开创互利共赢、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0 

2017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芜湖研究院建设规划推介会、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企业展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行业校友会活动开展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设计、应用与投资论坛于2018年4月1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与CITE2018同期隆重举行。西电子科技大学党
委副书记杨银堂教授、西微电子学院院长张玉明教授、副院长朱樟明教授、国微技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黄学良、微纳研究院
院长张国新、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CEO胡小波、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总工程师李居平等60余位行业校友和嘉宾
出席了论坛。 

0 

论坛邀请黄学良、张国新、胡小波分别围绕论坛主题做了演讲报告。张玉明教授对微电子学院产学研合作交流情况做了简明介绍。
随后的自由交流环节，校友们都积极踊跃发言，现场气氛热烈。 

三、 

本次论坛，为西电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应用与投资的校友，分析国内IC行业市场热点与趋势，促进IC技术创新与应用合作，推动IC
产业、技术与资本对接的搭建的重要交流、合作平台。参会校友和嘉宾围绕新时期下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趋势与热点
应用、创新与产业资本、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推动我国微电子产业发展。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设计、应用与投资论坛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校友服务 

0 为加强校友联系，方便校友沟通，更好的为校友服务，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精心设计印
制了《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宣传册》含校友会会员通讯录，入会会员人手一册。 

0 

四、 

2017年9月，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行业校友会特别设计制作了精美的节日贺卡，于国
庆节前夕邮寄给每位会员，送上节日祝福。 

通讯录与中秋贺卡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校友服务 

0 以芯结缘，缘聚于芯！在2018新春之际，行业校友会为这一年来对微电子学院及行业校友
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校友及朋友们，用心准备了为校友特别定制的专属礼物及贺卡，送上
最真诚的新年祝福！ 

四、 

春节祝福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校友服务 

0 3月27日，中电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革一行到访西电微电子学院考察交流。张玉明院长介绍了学院近年来在教
学、科研、人才培养及对外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希望能够通过此次交流座谈加强合作；张革总经理详细介绍了中电珠海南
方软件园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并指出，学院的优势学科和中电珠海南方软件园的优势产业高度契合，希望尽快促成强强合作，融合优
势，探索形成企业-高校-地方三方共赢的双创发展模式，打造国家双创升级版的典范。 

0 

四、 

3月14日  校友58所于宗光所长带领58所团队来校对接合作。 

校友交流、来访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会费收支及使用明细 五、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为了支持行业校友会日常运作，更好服务校友，西电微电
子行业校友会按照会员级别收取相应会费。会费设有专门账户，
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费管理办法》管理
使用，接受理事会监督。依据校友建议，并经过征询，当前会
费的管理方式达成如下共识： 
     （一）会费标准（每年） 
        1、会    长：10000元 
        2、副会长：6000元 
        3、理    事：1000元 
        4、会    员：300元 
        学生会员及毕业未满一年的应届毕业年轻校友免收会费。
理事以上会员建议按照一届任期一次性缴纳五年会费，会员按
照年度缴费。 
       （二）会费缴纳方式 
        凡自愿加入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的会员，请通过以下方
式缴纳会费： 
        账户名称：刘清 
        账      号：622262 0810018425237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西安光华路支行   
        联系电话：18966816126 

        特别说明： 
        1、刘清系西电80级校友，任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副秘
书长； 
        2、会员完成会费缴费后，请务必同校友会秘书处朱媛老
师（13289825818，微信同号）进行确认，微信截图并附文字：    
校友     向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专用账户转账     元。行业校
友会在确认收到会费后，及时告知收款情况。 
      （三）会费使用 
        会费专项账户由刘清校友保管，由理事会、秘书处共同监
管使用。会费使用主要用于行业校友会开展各项校友活动，包
括纪念品、校友访问交流、支持校友开展校友线下活动等。 
        当前会费缴纳方法是本次成立大会的临时方式，后续将完
善会费缴纳与管理方法。关于会费的缴纳与管理方式，由筹备
组负责解释。如有疑问请与秘书处联系。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会费缴纳说明 



会费收支及使用明细 

实际支出 
 

预支 

余额 

截止2018年5月4日： 
         共收取会员会费288804元。实际支

出195299元，本次会议预支30000元，

账面余额63505元。 

实际支出 
预支 
余额 

01 2017年5月19日，支出36500元（芯缘纪念石及刻
字、搬运费用）； 

02 2017年6月13日，支出154362元（行业校友会成立大
会支出费用）； 

03 2018年5月4日，支出4437元（深圳论坛支出费
用），预支30000元（本次芜湖年会）； 

04 
截止2018年5月4日，会费总支出195299元，预
支30000元，账面余额63505元。 

会费支出明细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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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收支及使用明细 

实际支出 
 

预支 

余额 

截止2018年5月4日： 
         共收取会员会费288804元。实际支

出195299元，本次会议预支30000元，

账面余额63505元。 

实际支出 
预支 
余额 

01 2017年5月19日，支出36500元（芯缘纪念石及刻
字、搬运费用）； 

02 2017年6月13日，支出154362元（行业校友会成立大
会支出费用）； 

03 2018年5月4日，支出4437元（深圳论坛支出费
用），预支30000元（本次芜湖年会）； 

04 
截止2018年5月4日，会费总支出195299元，预
支30000元，账面余额63505元。 

会费支出明细 

五、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理事增选 六、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增选人员名单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王省莲、薛宏、方竞、何满杰、罗恒辉 



行业校友会会刊创刊 七、 
        西电是一所以信息与电子学科为主、电子特色
显著的全国重点大学，目前在微电子行业中，活跃
着许多西电学子，在微电子及其相关领域都成为中
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母校和共同
的事业，由微电子学院发起于2017年5月20日成立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让我们相聚在属于西电从
事微电子行业校友共同的家园。为了更好的宣传西
电、联系校友，服务广大行业校友，洞悉微电子行
业信息与动态，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组建会刊编
辑部，并创办《芯缘》会刊。《芯缘》杂志是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会刊（季刊），于
2018年5月创刊，将面向广大校友及社会友好人士
发行。杂志将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学校风采，呈
学科优势，聚校友情结，助行业发展。《芯缘》杂
志力求排版精美，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设置的栏
目包括今日西电、芯缘会动态、校友与校友企业风
采、行业信息与技术报告、校友投稿和师生记者采
编作品等。 
       《芯缘》会刊的创办体现了“以芯结缘、缘聚
于芯”的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初心，愿《芯缘》
会刊面向产业未来、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坚持高
起点、高品位、高质量、出精品，预祝《芯缘》越
办越好，成为行业校友的良师益友、产业交流的重
要平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二0一八年五月 
 

 
        微电子技术是高科技和信息产业的核心
技术。微电子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
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
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攻坚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微电
子专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单位之一，目
前建设有“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为国家
重点学科，是全国首批9所国家集成电路人才
培养基地之一，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15年成为全国首批9家国家示范性微电子
学院之一。 
         
 

创刊词 



行业校友会会刊创刊 七、 

会刊编委会： 
 
主    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总顾问：杨银堂  
总策划：黄学良、张玉明、黄    伟  
总    编：游海龙、韩    光 
编    委：张士红、孙    斌、朱    媛、 
                马玲玲、李洪波、李春阳、 
                戴晓梅、黄    鑫、张    炜、 
                邸志雄、何    滇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谢谢 

                                                    西电微电子行业校友会                                                                                                           
                                                                      芜湖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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