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工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与捷克奥斯特拉法技术大学

CPIT 的新一轮合作自 2016年 5月正式开始.为了保证双方合作连续

性并提高工作效率，双方达成共识，今后合作双方的每次会谈都要

制作备忘录，所有 EMAIL, 纸质档/电子档文件和照片都要保存好。 

需要的时候将在中捷双方的官网上公布，作为合作历程的见证和中

心筹备过程的记录。 李君负责做好联络以及文件存档工作。备忘录

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备忘录形成经过;第二，双方讨论的主要问

题;第三，形成共识的问题;第四，存在分歧的问题;第五，各方的责

任;第六，双方当事人的签字。 制作备忘录的基本要求是：第一，

简明扼要地写明备忘录形成的时间、地点、参加人、讨论的主题等

基本情况;第二，对于形成共识的问题要求写明是什么问题、怎么处

理此问题、谁对此问题负责、负何种责任等情况;第三，对于分歧问

题也要写明双方不同观点及理由。 

 

 

 

 

 

 

 

 



MEMORANDUM NO.1 INITIAL DISCUSSION SOME SIGNIFICANT ASPECTS 

DATE: MAY 14，2016   PLACE: YICHANG, HUBEI  

PARTICIPANTS: prof. Bohumir Strnadel, prof.Zeng Sanhai, Li Jun 

SUBJECT: INITIAL DISCUSSION ON SOME SIGNIFICANT ASPECTS 

~~~~~~~~~~~~~~~~~~~~~~~~~~~~~~~~~~~~~~~~~~~~~~~~~~~~~~~~~~ 

TOPIC 1. TEAM & DUTIES & PLANNING  

First of all, team is to be established.  

HBUT side: prof. Zeng, prof. He, Mr.Hu, Mr. Shi, Mrs. Li and 3 master 

students.  

VSB side: prof. Strnadel, Mr. Marles, Mr. Horsak, Mr. Dvorak and some 

members from prof. Cejka’s team.  

 

TOPIC 2. Ph.D students program 

To develop a joint ph.D students program with Chinese partner has been the 

aims of CPIT, prof. Strnadel has discussed with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abbr. as SACE.). prof. Zeng suggested that in 2016, 

may take a trial with 2 students going to VSb to study ph.D in materials 

science. From 2017, this program can enroll more students up to the 

requirement of CPIT.  

 

TOPIC 3. CZECH CHINA CENTRE (Abbr.CC centre ) 

Both sides has reached agreement to establish a cooperation platform in the 

near future. The platform was named “CZECH CHINA CENTRE” (Abbr.CC 

Centre ), sounds a nice name. this centre will work as an institu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Czech and China,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but also in that of educ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dustrial 

companies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he visit of government from Hubei 

province and Moravia government, the meeting of members from companies 

with common interests, companies investment Forum and etc. activities could 

be promoted. In next meeting, we will make the framework and general 

planning of the CC Centre.     



NEWS no.1. prof.Bohumir Strnadel employed a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of HBUT Ceremony  

湖北省“百人计划”专家 Bohumir Strnadel 受聘我校特聘教授 

文章出处：人事处  作者：甘艳  发布时间：2016-05-17 

5 月 16 日下午，湖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 Bohumir Strnadel 聘任仪式在行政楼

二楼 3 号会议室隆重举行。副校长李冬生出席，教务处、科技与产业处、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党政负责人及 Bohumir Strnadel 教授团队核心

成员参加了仪式。聘任仪式由人事处处长肖志玲主持。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贺行洋介绍了 BohumirStrnadel 教授的基本情况；随后，

副校长李冬生代表学校与 Bohumir Strnadel 教授签订协议并颁发特聘教授聘书。

BohumirStrnadel 教授表示，能正式加盟湖北工业大学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前期学

校在其申报人才工程项目中给予的大力支持，期望借助湖北省“百人计划”平台，加强校

际之间交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团队中，并进一步促进中捷双方在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入交流，在推动国际前沿科技方面取得更好成绩。 

 



 

 

最后，李冬生代表学校对 BohumirStrnadel 教授的加盟表示诚挚感谢和热烈欢迎，并

对学院和相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他希望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以本次聘任为契机，进一步

凝练学科方向，整合学术资源；加强团队建设，打造高水平的学科平台，产出高水平的科

研成果，全面提升学科建设质量和科研水平；他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各项

服务工作，切实保证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为百人计划特聘教授到校工作提供良好的科研

环境和生活条件。 

附：BohumirStrnadel 教授简介 

Bohumír Strnadel，男，1956 年 11 月出生，1989 年获捷克技术大学物理学博士学

位，先后任捷克奥斯特拉发技术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任捷克奥斯特拉发技术大学副校

长、先进创新技术中心主任。 

Bohumír Strnadel 教授长期从事工程材料的行为与损伤、退化评价，工程材料选择与

微结构优化，结构可靠度预测等方面的研究。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主持完成捷克科技部

和欧盟教育和体育委员会(MEYS)项目 20 余项，项目经费 2.78 亿捷克克朗（合计人民币

6880 万元）。在这些项目资助下，先后在各种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35 篇，其中 SCI

收录 18 篇，EI 收录 50 篇。在业内权威期刊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 和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 上发表论文 8 篇。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主席和总编，

发表了 50 余篇国际会议论文，应邀撰写了 22 个特邀专家报告。作为企业顾问或项目负责

人撰写了 32 篇研究报告。在捷克和世界材料及工程界具有较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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