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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华复集团韩总一行莅临我校调研指导
8 月 14 日，苏州华复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韩立军，苏州市高新区政协主席、
原科创局副局长李艰，华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志平、钱婧，莅临我校进行调
研指导。东南大学副校长黄大卫，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芮振华，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顾忠泽、党委书记洪宗训、副院长赵祥伟，以及相
关专家参加了接待。黄校对韩总一行来我校调研指导表示感谢，与华复集团达成
合作共识。

东南大学——华为“运动健康创新实验室”揭牌
10 月 23 日，东南大学-华为“运动健康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暨第一次技
术委员会在四牌楼校区举行。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华为公司
Fellow、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朱广平，华为南京研究所所长郭坤以及华为各部门技
术专家，东南大学副校长丁辉、科研院常务副院长陆卫兵、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院长顾忠泽、党委书记张宇、副院长涂景、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陆祖宏、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刘澄玉，以及相关专家出席了揭牌仪式。
丁校希望把运动健康作为学科发展的新起点，利用这个平台把校内相关专家整合
在一起，作为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华为一起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学术动态】
科研方面协助科研院先装院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
申报及指南征求意见；协助东南大学技术成果转移中心完成生医学院的成果的更
新；完成 GF 科工局技术基础项目申报；完成征集“十四五”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项目的通知；协助科研院下发 2019 年国自然基金项目的结题证明；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引力波探测”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2020 年装备预研共用技术领域快速支持项目校内申报；2020
航空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 2019 年项目验收；填写 2020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集中申报期项目计划任务书；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
申报摸底等工作。学科方面完成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平台动态数据填报；双一流学
科经费管理工作和老师的报销财务登记。（张亚贤）

【学工看点】
8、9 月完成 2020 级本科新生入学迎新相关工作，圆满完成新生军训任务。
完成迎新志愿者招募，共招收志愿者 54 名。完成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结项答辩
及表彰工作，获得校级十佳团队提名。组织学生填写江苏省 2020 年学生资助基
本工作情况问卷调查；完成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学生管理相关工作（例如确
保学生每日健康打卡，入校申请、出校申请、返校申请等系统审核工作）；全面

摸排并报送本科生暑假思想动态；做好 2020 年生源地助学贷款续贷工作；发放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防疫爱心包；完成 18 级本科生跨校区搬迁工作；完成老生续
保工作；全面负责 2020 年“学生行为规范综合考评”工作；组织学生参与 “青
春告白祖国”2020 年东南大学社会实践分享会；完成伯藜助学金老生评审工作；
组织学生参加 2020 年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中华文化知识大赛；做好新疆籍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路费补助发放；全面负责评选 2019-2020 学年东南大学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工作；做好 20-21 学年本科生学费缓缴工作；做好
本科生开学典礼新生场地安排及老生发言代表遴选工作；全面负责 2020 级本科
新生基本信息确认及 2019 级以上本科学生基本信息维护工作；全面负责 2020
级本科新生团中央智慧团建系统团员关系转接工作；完成新生户口迁移工作；完
成新生入学登记表打印、档案整理及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相关工作；做好 2020 级
新生保留、恢复和放弃入学资格工作；完成 2020 级新生火车票信息统计工作；
做好 2020 级学生骨干选拔及培训工作；全面负责东南大学 2019-2020 学年本科
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长奖学金评审工作；做好 2020 年全国大学
外语四、六级考试诚信教育及监考工作；完成校园文化工作（军训大合唱、“我
的南京·逐梦起新航”在宁高校开学典礼、信仰公开课、新生文化季系列活动）；
做好国庆假期请销假管理及在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做好国庆节
假期新疆、西藏籍本科生离校去向信息统计工作；全面负责 2020-2021 学年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协助做好大类“相伴”工作；做好 19 级学生“强学计
划”动员工作；督促学生完成第九季第九期至第九季第十三期的青年大学习，学
院完成率始终名列前茅；完成东南大学 2020 年耕读园项目团队招募工作；完成
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选拔工作，录取一人。
10 月完成 2020 级新生跑操安排、晚自习安排等相关事宜；完成 2020 级新
生心理健康测评；全体新生参与 2020 年校史校情知识竞赛、2020 年本科生安全
知识考试；报送 2020 年未报到新生情况；全面负责 2020-2021 学年本科生校园
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督促学生完成青年大学习，学院完成率位列第一；报送新
疆籍及西藏籍学生补充信息；完成 20 级心理委员培训、新任团支书培训；本科
生欠费情况通报；征集优秀学生事迹进行招生宣传；完成新生文艺汇演节目报送；
统计学院近三年文化类奖项获奖信息；发放 2019-2020 学年评选的先进集体奖

励；完成 2020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申报；完成对建档立卡学生落实精准资
助；全面负责东南大学 2020 年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做好 2020-2021 学年本科
生学费减免工作；完成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学生管理相关工作（例如确保学
生每日健康打卡，入校申请、出校申请、返校申请等系统审核工作）。(王颖)

【教学频道】
研究生教学方面，召开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0 年度第
三次和第四次学位分委会。第三次学位分委会共有学历博士 4 人、学历硕士 37
人、工程硕士 1 人进行学位申请，第四次学位分委会共有学历博士 2 人 、学历
硕士 5 人、工程硕士 1 人进行学位申请，均已全票通过，东南大学学位评定委
员会准予授予。开展第八批江苏省产业教授的选聘、第四至第七批在聘产业教授
的年报和考核工作。第八批产业教授我院共申报 4 人，已报送研究生院，待评选
公示；督促第四到七批产业教授进行年报和提交期满考核材料。开展 2020 年江
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和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申报工作，2020 年江苏
省研究生工作站验收管理工作。开展校级研究生实践基地信息填报与实践基地申
请工作，截至目前，我院共有 25 家基地进行申请，已报送至研究生院。
其他培养环节工作还有：报送江苏省教育评估院 2020 年抽检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工作及研究生实践基地挂牌工作等。顺利开展我院 2020 年优秀本科生暑
期夏令营活动。完成 2020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考核工作。顺利完成接收推荐
免试研究生录取工作，共录取推免生 47 人。完成 2020 年硕士和博士招生目录的
维护工作；完成 2020 级博士新生奖学金评奖工作，经学院专家组评审，对公开
答辩和申请材料进行打分，以及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学院推荐候选人材料进行审
议，我院 3 名同学获得 2020 级博士新生奖学金。（张甜）
本科生教学方面，总结 2019 级大类招生培养落实情况，并对 2019 级大类学
生进行绩点排名、动员、分流和分班等工作；完成困难生转系转专业，以及正常
生转系转专业的学生课程替代及补选；完成 2020 级学生毕业资格预审核、
2019-2020 学期各年级学籍预警审核、2020 年国家数据平台（开课情况）数据申
报、专业实验课情况数据申报、2020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管理教学秩序，

督促老师按时上课避免教学事故的发生。（林海音）
本科教学运行上，制定新学期教务运行计划表，组织安排教学任务，落实教
学进程，保证本科教学工作正常运行；完成秋季学期本科生的排课和选课；完成
2019 级学生“大类培养、专业分流”、“转系转专业”等，完成 2020 级本科生
导师选拔、考核、分配等；完成 2020 年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推荐工作；
组织学院督导听课，积极动员学院教师报名授课竞赛、首开课竞赛等，接收国内
访问学者 1 人等。
教学研究及改革方面，省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验收顺利通过，二期项
目立项建设；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试点项目；积极组织申报 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基于脑科学的生物医学工程通专融合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
获得第二批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基因组科学与技术》荣获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获批课程思政校级示范课改革试点立项建设项目 8 项；获
批校级新编教材立项建设项目 4 项；申报 2020 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培
育项目 3 项。
实践教学上，组织承办“东南大学第六届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
赛”，“第一届江苏省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工医结合新型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分论坛。启动 2021 年毕业设计，组织 2020 年校级、院级 SRTP
项目结题验收，共 51 组项目进行了现场答辩，其中优秀 8 项，良好 18 项，通过
10 项，延期 15 项。新建 2 个校级本科生实习实践基地（麦澜德、新格元）；积
极申报教育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2 项；完成教育部高校实践教学基本情况调研报
告。（陈小敏）

【综合信息】
疫情防控方面，持续开展疫情信息排查，认真执行疫情“日统计、日报告、
日打卡”制度，精准掌握每一名教职工健康状况。严格执行教职工因公因私出差
请假销假制度、及校外人员进校审批，保障学院防控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陈小
敏）
人才人事方面，做好海外青年优秀学者的招聘工作。通过教学、学术评价等

环节，共推荐 8 名优秀海外博士参加云上微论坛（6 正高，2 副高）；另外，3
名优秀博士参加学校进人会及外审职称评定，其中 2 名上岗副高，1 名讲师。组
织进行紫金青年学者、至善青年学者等各项人才项目申报，完成 2020 年高层次
人才候选人摸底和十四五高层次人才目标制定。积极宣贯《东南大学关于进一步
加强全职博士后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新政策。至善博士后入站 1 人，普通博士
后入站 2 人；清退超期博后 3 人，主动退站 1 人。完成 2021 年度教师系列正高
级职务评聘校外同行专家学术评议工作，3 人提交材料；接收来自天津大学、浙
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共 9 份外校同行评审材料。开展 2020 年专业技术岗位分级
聘用工作，共 12 名老师申报，其中正高二级 1 人、三级 5 人，副高五级 1 人、
六级 1 人，中级八级 2 人、九级 1 人，初级十一级 1 人。组织新进教师进行岗前
培训及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李婷婷）

【党群工作】
启动了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基层党委换届工作。9 月 14 日召开支部书
记例会，做好宣传发动和人员摸底核查工作。10 月 22 日，召开党委会学习领会
学校换届精神和要求，商讨并制定换届工作计划上报校党委。10 月 26 日组织召
开支部书记会议，布置换届选举工作，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学习相关文件，各
支部酝酿提名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根据多数党支部
或党员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在进一步广泛听取意见后，召开全体
委员会议，讨论确定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上报校党委。
完成组织发展与党建工作：因疫情影响，9、10 月份完成上半年 30 位发展
对象的发展工作；新入学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接；上年度党日活动评估，申报校
级最佳党日活动：生物电子学党支部联合生物信息学党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医械小镇产学研交流活动，生物信息学研究生党支部“迎党的生日，讲战
疫故事，悟初心使命”党日活动，生物医学纳米技术研究生党支部“党建引领守
初心，防疫堡垒践使命”。成立学生党支部书记工作团，协助学院党委做好学生
党建日常工作。
完成教师思政工作：新学期教师思想动态调研，组织学习 2020 年习近平总

书记教师节寄语，推广师德师风建设月活动，组织师德师风宣传、青年教师志愿
者活动、“师德师风知识竞赛”、学习“师德师风手册” “江苏省研究生指导
教师‘十不准’”、征集“师德师风大家谈”心得体会；围绕张桂梅同志先进事
迹、抗疫精神等两大主题，组织深入学习研讨，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精神感召力，
引导广大师生向榜样看齐。（张怡茹）

编辑：张怡茹

校稿：尉思懿

排版：朱文勇

审核：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