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负责单位 类别

1 5月1-15日 桥梁馆一楼大厅 “厉害了，同济桥”主题系列活动摄影大赛 土木学院、图书馆 文化活动

2 5月11日-6月5日 博物馆一楼 “中国风�水乡情”江南古桥摄影、油画和模型展 土木学院 文化活动

3 5月15日 同济大厦A楼308室 关于平台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亚马逊、特斯拉和火狐 经管学院 学术活动

4 5月15日 嘉定校区体育馆 “健康同济走向青春”万人万步走 团委 文化活动

5 5月15日 嘉定校区济人楼101室 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暨嘉定校区毕业晚会 团委 文化活动

6 5月15日 中法中心A101室 “解构越深入  结构越宏大”音乐理论专题讲座 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化活动

7 5月15日 德文图书馆 艺术欣赏沙龙-悦享舞月，随舞而悦 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化活动

8 5月15日 城规学院钟庭报告厅 “榜样 激荡青春力量”2018年度大学生联合颁奖典礼 城规学院 文化活动

9 5月16日 逸夫楼二楼报告厅 一带一路智库建设主题报告会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学术活动

10 5月16日 嘉定校区济人楼101室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话剧《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团委 文化活动

11 5月16日 一·二九礼堂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同济大学音乐与表演艺术成果展示-音乐与表演
系师生音乐会

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化活动

12 5月16日 城规学院钟庭报告厅 城市规划系校庆学术报告会“新时代城乡规划学科发展” 城规学院 学术活动

13 5月17日 大礼堂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同济大学音乐与表演艺术成果展示-原创舞台剧
《同舟共济》

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化活动

14 5月17日 上海南新雅大酒店 2018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论坛《城市轨道交通研究》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 轨交院 学术活动

15 5月17日 明净楼121室 全国研究生环境友好科技竞赛 环境学院 学术活动

16 5月18日 赤峰路2号 同济书店开业仪式 出版社 文化活动

17 5月18日 工会会议室 老教授畅谈改革开放40年—校庆111周年座谈会 离退办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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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月18日 中法中心C501报告厅 同济大学智库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暨学术委员会会议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
研究院

学术活动

19 5月18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441室 阿克苏诺贝尔易来泰奖学金基金答谢会暨续签捐赠协议仪式 材料学院 文化活动

20 5月18日 无锡 2018年交通校友会理事大会 交通学院 校友活动

21 5月18-20日 桥梁馆 桥梁专业88届本科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活动 土木学院 校友活动

22 5月18-30日 图书馆文化长廊
同济大学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统文化艺术
作品展

图书馆、团委 文化活动

23 5月19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开幕式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24 5月19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未来趋势峰会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25 5月19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未来广场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广场派对暨嘉定创新之夜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26 5月19日 嘉定校区 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外联办 主题活动

27 5月19日 嘉定校区 同济大学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外联办 主题活动

28 5月19日 逸夫楼二楼报告厅 同济大学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外联办 校友活动

29 5月19日 新能源工程中心 第二届同济汽车创新论坛 汽车学院 学术活动

30 5月19日 汽车学院A311室 汽车学院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 汽车学院 学术活动

31 5月19日 济人楼101室 “不忘初心，追求卓越”汽车学院首届年度表彰会 汽车学院 文化活动

32 5月19日 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2018年“梦想杯”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 团委 文化活动

34 5月19日 西南楼足球场 校友足球队-校园组足球队友谊赛 足球学院 文化活动

35 5月19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441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第一届咨询委员会暨校友分会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材料学院 校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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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5月19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二楼报告
厅

“材料这40年”第一届材料校友论坛 材料学院 校友活动

37 5月19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二楼报告
厅

“上海台界杯”同济大学第三届土木工程材料知识竞赛颁奖典礼 材料学院 文化活动

38 5月19日 中德大楼1012室 德研所校友回家活动 外语学院 校友活动

39 5月19日 明净楼109室 给排水专业04级校友返校 环境学院 校友活动

40 5月19日 城规学院钟庭报告厅 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城规学院 学术活动

41 5月19日 嘉定校区行政楼224室
铁道系科高峰论坛暨运输管理工程、轨道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系科成立60
周年庆典

交通学院 学术活动

42 5月19-20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大厅 时代基石，国之重器-材料文化展 材料学院 文化活动

43 5月19-21日 青春同济（线上活动） “青春同济”校庆专项系列推送—我与同济111的故事 团委 文化活动

44 5月20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区块链经济论坛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45 5月20日
嘉定校区济人楼405会议
室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创新创业的未来与新协作时代“主题会议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46 5月20日
嘉定校区同心楼224会议
室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政策创新国际论坛暨三创指数发布会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47 5月20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同济-MIT 城市科学峰会 2018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48 5月20日
嘉定校区济人楼101报告
厅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 “校友创新创业大会” 外联办 主题活动

49 5月20日 中德大楼三楼 中德之夜-中德饮食文化鉴赏 中德学部 文化活动

50 5月20日 汽车学院大厅 “同谋汽车路，济续母校情”校友值年返校日 汽车学院 校友活动

52 5月20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二楼报告
厅

材料学院校友返校欢迎会 材料学院 校友活动

53 5月20日 嘉定校区同心楼北楼123 材料学院校企座谈会 材料学院 校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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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月20日 嘉定校区 环境教职工龙舟队活动 环境学院 文化活动

56 5月21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造就新金融论坛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57 5月21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未来教育峰会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58 5月21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未来广场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青年未来之夜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59 5月21日 大礼堂 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暨2018届毕业晚会 团委 文化活动

60 5月21日 旭日楼一楼会议室 《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新书首发座谈会 档案馆（校史馆） 文化活动

61 5月21-29日 四平路校区 第六届“德国周”系列活动 中德学部 文化活动

62 5月22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智汇云顶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城市艺术论坛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63 5月22日 嘉定校区创博园未来广场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中法创新之夜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64 5月22日 衷和楼1305室 “改革开放四十载 依法治国助力新时代”主题演讲及征文比赛 法学院 文化活动

65 5月22日 嘉定校区篮球场 嘉定校区民族风情展演暨社团嘉年华 团委 文化活动

66 5月22日 明净楼121 Bruce E. Rittmann院士学术报告 环境学院 学术活动

67 5月22日 城规学院C1会议室  “城市与健康”校庆报告女教师专场 城规学院 学术活动

68 5月22-27日 四川 2018年同济大学国际学生李庄寻根之旅 外事办公室 文化活动

69 5月23日 济人楼101室 星空演艺团专场“追梦赤子星” 团委 文化活动

70 5月23日 衷和楼1503室 “大家经典”读书会第十期刘日明教授领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活动

71 5月23日 土木楼B504会议室 结构工程与防灾研究所校庆学术报告会 土木学院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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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5月23-25日 中德大楼 2018第五届同济-马堡博士生论坛 生命学院 学术活动

73 5月24日 同济大厦A楼308室
Institutions and Opportunism in Buyer-Supplier Exchanges: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of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经管学院 学术活动

74 5月24日 海洋学院报告厅 “敢‘物’世界”物理海洋联合研究生博思论坛 物理学院 学术活动

75 5月25日 明净楼4楼报告厅 王建民教授学术交流 环境学院 学术活动

76 5月25-26日 明净楼4楼报告厅 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环境论坛 环境学院 学术活动

77 5月26日 德国卡尔斯鲁厄 德国巴符州校友会年会暨中德学院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中德学院 校友活动

78 5月26日
长阳路1687号G2楼1楼造
就空间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IFI世界室内设计日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79 5月26-27日 中法中心C401室 第二届中国青年战略论坛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学术活动

80 5月27日
长阳路1687号G2楼1楼造
就空间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NICE 2035“未来生活”设计论坛 创驱中心 主题活动

81 5月28日 逸夫楼113会议室 同济大学第十期治理与战略青年工作坊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学术活动

82 5月29日 德文图书馆 德语配音大赛 图书馆 文化活动

83 5月29日 济人楼101室 吉协&C4&动漫三社联合专场“PATH” 团委 文化活动

84 5月29日 嘉定校区河道 “同舟杯”龙舟赛 团委 文化活动

85 5月29日 一·二九礼堂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话剧《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团委 文化活动

86 5月29日 同文楼314室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姊妹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外语学院 学术活动

87 5月29日 同文楼314室 西方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研究方法论 外语学院 学术活动

88 5月30日 逸夫楼二楼演讲厅 国际战略形势与中美关系报告会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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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5月30日 中德大楼 中德学院博世物流日 中德学院 学术活动

90 5月中旬 四平路校区、嘉定校区 知名校友论坛《未来软件发展之我见》 软件学院 学术活动

91 5月中下旬 嘉定校区开物馆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第十二届“ME”论坛—同济大学111周年校庆系列学
术报告会

机械学院 学术活动

92 5月下旬 一·二九礼堂 学生艺术总团专场演出 团委 文化活动

93 5月下旬 四平校区中法中心 新材料产业联盟建筑新材料论坛 材料学院 学术活动

94 5月下旬 同文楼214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外语战略规划 外语学院 学术活动

95 6月上旬 待定 学生艺术总团毕业季主题演出 团委 文化活动

96 6月中旬 待定 学生艺术总团大师系列讲座 团委 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