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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回应：福耀科技大学（暂名）的追求目标
是成为世界一流的理工科综合性大学

我的上半生，勤学苦修为办
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幼年的贫困农村生活逼
我勤学苦修

1946 年，我出生在上海一家
闽籍商人家庭，排行第三，不满
周岁就随父母南迁回到祖籍地
福建省福清县高山镇。 那时候此
地虽名高山镇却是半岛丘陵地
带，气候恶劣，常年不是刮风就
是干旱，村民生活贫困、文化低，
为求生存也时常发生纠纷。 为生
活所迫，我书读了初中一个学期
就被迫失学，幼小的心灵痛苦不
堪，但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自此
成了未成年农民，加入了农民的
队伍， 无条件接受无节假日、无
社保、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劳
作却难保温饱的日子。 深思之
后， 萌发必须离开农村之想，自
此之后开始尝试去做非农生意。
那个时代不允许经商，动不动就
把投机倒把帽子扣上。 一个偶然
机会，我去了离家 150 公里的地
方当苗木推销员，后因业务需要
去了江苏、浙江等地，看到那些
地方乡镇企业发达，偶尔也看到
个体经营者。 我意识到国家将来
会在全国掀起乡镇企业经济建
设，就开始利用闲余时间研究如
何办企业与经营企业，从拜师自
学会计开始，系统学习了各门类
知识，为后来创业奠定了基础。

二、产业遍布全球十一个国
家，赢得尊重———福耀集团

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
允许乡镇与街道企业在亏本的
情况下可以承包给个人经营，这
个消息让我感到十分兴奋，因为
我在此前十年就为这一天的到
来做了各方面准备，特别是系统
学习了企业经营。 同年，我承包
了一家只有 18 个工人、 连续亏
损 6 年的乡镇企业，并用 8 个月
时间扭亏为盈，在商场上获得了
一席之地。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
断深入， 我也从承包改成合资，
经营范围也从水表面玻璃改为
汽车玻璃。 产业发展战略以终端
产品汽车用玻璃定位横向和纵
向发展。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
靠基础科学不断创新，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效，硬是将一家乡镇小
厂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
全球专业供应商，占有全球同类
产品市场 34%以上。 福耀在全球
11 个国家兴建企业，成为中资在
国际上的形象企业。 与此同时，
我将我个人在此期间的现金收
入， 向社会各项事业捐赠超过
140 亿元（不含这次捐 100 亿元
办福耀科技大学）。 企业的交接
班已展开三年有余并取得良好
效果，新一代的福耀人已展露出
他们的活力。 此时此刻，我清楚

地意识到我应退出企业家舞台，
去成就更有意义的事业。

三、发宏愿报国、报恩，济
世为民， 这是我捐资办学的动
力基础

回首往事，如梦如初，认真
思考深有感悟： 世界有如大舞
台，人生均在舞台上，愿景决定
结果， 角色尽在持续追求中完
善。 今生今世，我在这舞台选择
演企业家角色， 从初始的立德，
到后期的建功创业，在这两出戏
中均获有成就，深究其因是愿景
宏大。 这为我即将开演的第三
幕———企业家捐资办学，奠定了
坚实基础，我为此感到荣耀并倍
加珍惜。

中国要建设科技强国 ，教育
要先行

一、奇怪的观念，却值得我
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2010 年以后，福耀先后在日
本、韩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 11
个国家投资建厂或兼并， 使我有
机会大量接触他们的各界人员。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 在全球称王
称霸的名车， 其零部件供应商多
为中小企业，大的几百人，小的百
十人均有。我接触过一个模具厂，
专门做汽车冲压膜， 订单要预定
三年还要是名车才可以接， 该厂
工人不足百人。 多次拜访请教获
知，他们世代做模具，大众汽车第
一套模具就是他家里生产的，现
在整个家族守住这个厂， 认为是
一种荣誉， 赚的钱够全家族过上
有尊严的日子即可。

二、大学实验室多为企业联
办方式

在国外， 大学学校的实验室
多为企业全资或出资合办。 还有
一些高校， 教授入职资格要在大

企业当过三年以上高管方可以入
职。 他们的教授工资低于企业高
管，但社会地位很高，很受尊重。

三、论文、成果、成就有机结
合，应是办学方向

他们很重视学术论文，更注
重研发或成果应用。 在某些产品
开发成功后，注重实验和论文的
佐证。 有一次我在留德刘小稚博
士陪同下参观她尊敬的母校。 那
天实验室正在试验的是奥迪汽
车用化油器，他们说已连续燃烧
数个月，他们要测试各种功能数
据，包括化油器材料。

四、我们国家制造业遇到的
难题

2010 年开始，中国新一波经
济起飞，新企业数量倍增，但企业
管理各类人才稀缺， 那些运用资
本市场资金创办的企业， 以高于
市场数倍的工资挖角， 造成制造
业高管工资直线上升，赶超欧美，
倒逼中国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大学名
校多为国家投资创办并承担着
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开发，民营企
业用于民生项目难以有托。 客观
地说， 民营企业多数技术靠模
仿、抄袭，因此永远停留在低附
加值、 低技术含量产品行列，这
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学术、论文、成果与转换的
脱节更值得重视。 作为大学必须
考虑两个层面的利益：第一层面
是教授与教工利益，要搭建平台
帮扶，培养登上象牙塔，这是学
校一项任务，支持知识发现和实
验论证。 第二层面要教授学生将
其培养成才， 提出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 这二者本来并不矛盾，
但事实是常常顾此失彼。 如果能
在实验室管理体制做有效改动，
矛盾可以迎刃而解。 可预见的结

果是：教授论文得到满足，研发
成果及时得以转换，企业技术难
题得以解决，学生实操动手能力
得到提升，更佳的是科研经费得
到充实。

福耀科技大学战略定位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

行各级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实
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学校设理事会，直接向校党
委负责，理事会由若干社会精英
组成， 并吸纳校内各派精英参
与。 学校实行三级管理：第一级
是理事会， 负责制定战略纲领。
理事会下辖校委会， 由校长负
责，主要任务是执行并深化组织
落实理事会决议。 校长下辖各部
门、各院系，接受所辖部门汇报。
最后是学院，作为学校政策的执
行人并得到充分授权。 学校的经
费收入，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收
入，都下沉到学院由学院和教授
支配。 校委会的费用在河仁基金
会的资助下面列支。

学校坚持以普世为原则，在
谋求培养高素质教工队伍同时，
培养学生成才与成果转换。 在保
证富裕家庭学生得到教育同时
兼善贫困生的发展， 将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落到实处。

学校坚持以理工科研究型
大学定位， 设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与智能
制造、车辆与交通、环境与生态、
经济与管理以及基础教学部等
七个学院（部）。 由慈善基金会举
办、政府支持，实施以市场为导
向，基础科学为依托，持续创新，
为国家产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的同时，探索教育创新之路。

创新专业硕士双导师制度，
做到学术与成果兼顾：学院实行
双导师制度，建制内配置高素养
专业导师， 负责理论与专业教
授、撰写论文。 非建制配置一名
专业实践丰富、 动手能力强导
师，负责实验室操作，并配合导
师实验，教授学生动手。 促成理
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科研成果得
以有效执行。

学校设助学奖教基金， 力争
财政独立。 在大学获得教育部注
册批准以后， 将向国家申请以养
校为目的的福耀科技大学助学奖
教基金会，性质为公募基金会，接
受社会、个人与企业捐赠，用于养
校，促成学校财政独立，基金会应
建立多元监管制度， 用公开透明

为工具，保证公正与公平。
河仁慈善基金会将负责每

年给学校提供 5 亿元人民币，时
间为大学开办后的第一个十年
（2024 年 1 月至 2033 年 12 月），
资金来源于已捐 100 亿元基建
未用完资金。

福耀科技大学可在全球范
围内招聘科学家、教授、学科带
头人，前置条件是必须认同本校
大学章程全部条款并遵守。

薪酬政策方面，学校招聘科
学家、教授、学科带头人薪酬制
定体系拟参考国内知名大学标
准。 工资体系中针对在教工岗位
上有学术成果并能满足学校考
核标准的给予奖励或晋级。

学校将帮助入职教职人员，
申请符合国家与地方人才引进的
优惠政策，所得归属于入职人员。

学校计划在全球招生。 本大
学追求的是国际化，在师资全球
化同时应强调学生全球化，重点
针对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及亚
洲地区学生。

学校追求生源高质量，招生
标准应对标国内前 5%大学标
准，国外生入校亦要遵此例。

学校取名福耀科技大学，主
要考虑举办人起家于福耀集团，
在全球制造业享有崇高信誉，更
有福耀治企经验的借鉴。

校徽使用清朝著名书法家
吴大澄撰写的篆刻定体“图片”
为图腾，表达“用心办学、苦心治
学、恒心求学、精心研学、众心成
城”之意。

校训使用：敬天爱人，止于
至善。 倡导的是任何人求成心先
求志，从遵纪守法开始，敬畏众
生，人格高尚，持续求简，追求至
善至美。

福耀科技大学的愿景与使命
愿景：在我心目中，福耀科

技大学是一所充满理想与活力
的高等学府，是一所宏伟、庄严，
拥有厚重文化传承的校园。 她具
有优美、舒适的学习环境，开放、
自由的学术氛围，浪漫、优雅的
校园环境。 多年以后，人们称这
里传承着“福耀学派”，是每个人
心中都向往的科学圣殿。

使命： 为实现这一愿景，学
校建设要肩负起不可动摇的历
史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人才的培养。
学校要培养政治可靠的国家栋梁
之才，坚决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 发展优
秀青年学生加入党组织。同时，优
秀的人才也必须是专业精通的专
家型人才，能在一些领域、一些方
向上有独到成就， 乃至培养出一
些大师级人才。 （下转 07 版）

编者按：近日，曹德旺通过《公益时报》对社会各界关切的有关福耀科技大学（暂名）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在题为“正在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追求目
标———世界一流的理工科综合性大学”的回应文章中，曹德旺对福耀科技大学的战略定位、愿景与使命进行了全面阐述。

正在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追求目标
———世界一流的理工科综合性大学

以下为回应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