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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为进一步做好本科招生宣传工作，12 月 2 日-4 日，我校赴沈阳一二〇中学、
沈阳二中、鞍山一中等 3 所高中开展优质生源基地建设及招生宣传活动，希望以
共建“优质生源基地”为契机，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切实加强优质生源
基地建设和深入交流。东南大学辽宁招生宣传组组长、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张宇教授、涂景副院长、罗守华教授、陈小敏老师一行到沈阳一二〇中
学开展优质生源基地建设及共建中学课程交流，鞍山一中进行宣传交流并开展招
生讲座，沈阳二中走访宣传活动。

【学术动态】
科研方面：报送 2020 年国自然基金结题报告的通知，我院共有 14 位老师的

国自然基金结题。调账申请和决算表填写工作等都在有序的进行中。关于办理校
外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结题的通知，共有 7 位老师需要提交项目结题申请。
及时推送学术报告。统计 2020 年学院老师的科研获奖情况，年总教师成果认定
和教师积分系统审核。
学科方面：统计教师国自然基金从 2016 年到 2020 年 12 月底的立项数，国
防项目数，专利成果转化数。完成双一流学科动态数据平台补充 9 月-12 月的数
据填报工作（含招收的国际学生，科研到款数，教师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数）。完
成第五轮学科评估专利转化的到款凭证办理，财务处记账凭证和发票拍照，以及
相关文档处理。完成年终绩效 KPI 中科研到款的分值计算和统计工作。

【学工看点】
12 月学院团委圆满举办“天生医对”2021 迎新年晚会，晚会分为一生有你，
一往情深，一见倾心三个篇章，全程反响热烈，获得了生医学院全体师生的一致
好评。学院团委指导学生会成功举办生医游园会系列活动，邀请九龙湖校区全校
师生参与，参与人数超过 400 人，该活动在宣传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知识的同时，
提升了同学们对生医专业的认同度。指导 2020 级本科生吴东泽同学登上学校新
生文艺汇演舞台，担任整场晚会的主持人，传递生医人的正能量。主办 SRTP 讲
座“仿生修复涂膜材料及应用研究”，本讲座为东南大学 SRTP 讲座之一，邀请
东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博士葛丽芹老师主讲，主要介绍了仿生修复
涂膜材料的性质及其应用研究等，吸引了电子信息类学生在内的约 150 位同学聆
听，反响极佳。与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举办“生命·光影”摄影比赛，本
活动作为电子信息大类精品活动之一，有效地展示了生医学子风采。学院团委承
办新生文化季系列讲座“建造野生动物城市家园”，邀请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
园长、中国动物园协会副会长沈志军先生做讲座，沈园长的演讲，语言生动，内
涵丰富，透露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学院团委与南京市第一医院联合开展 “新生
力·志愿服务月”，为患者提供导医服务，参与活动人数达 50 余人，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时长累计近 300 小时。学院团委联合教职工党支部心系家庭经济困难本
科生，为他们购买保暖内衣并送上寄语，落实有温度的育人工作。在生医学院微
信公众号上开设“生医夜谈”专栏，在夜晚为生医人带来轻松、正能量且富有收

获的体验。组织学生参加江苏省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聆听一场生动的
思政大课。组织学生学习第四季共计 10 讲的“党史云讲演”系列团课，学生学
习情况多次被青年东大说报道。严格按照团员发展流程，做好 2021 年发展团员
工作并对 2017 年后发展团员编号缺失名单摸排汇总。顺利完成领航工程结项一
项并成功申报新一期“团结青春力量，牢记初心使命”凝心聚力主题党日活动。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磐石计划”主题团日活动，第二期新立项校级项目 14 项，
院级项目 5 项，创学院新高。积极申报江苏省百强千优团支部，其中 112191 团
支部被校团委推荐申报江苏省千优活力团支部。完成寒假社会实践项目申报，其
中校级重点团队 2 项，院级重点团队 11 项。填报学院团委年终 KPI 考核表格，
召开团支书述职及学生会年终述职大会。（团委工作）
12 月顺利完成 2019-2020 学年校级优良学风班、院级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
其中 112181 班获评校级优良学风班，111172、111181 班获评院级优良学风班。
18 级赖露云同学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第七期“优秀大学生奖励计划”。做好江苏
省高校港澳台地区学生情况统计，本科在校生人数及班级数核对工作。组织学生
学习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东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做好四六级考试及期末考试考风考纪教育工作。总结学院 2020 年度资助工作开
展情况，资助育人精准达标率超过 90%，全年学院发放困难补助 24000 余元。完
成瑞华启梦助学金评审工作，入选 2020 级学生 2 人，2018 级学生 1 人。组织学
生参加“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港澳台学生主题征文活动，推荐学校征文
一篇。做好 2020-2021 学年东南大学新疆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金评审工作，
5 位本科生获评。做好 2020-2021 学年“学子还乡,有爱相伴”路费补助工作，发
放路费补助 23040 元，覆盖学院全部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以及部分确有返乡困难
学生。做好本科生寒假去向登记及寒假安全教育工作。（学办工作）
【教学频道】
组织开展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会议生医学院分会场工作。会议旨在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持续
深化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我院导师、研究生秘书、研究生代表等观看
了会议直播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开展 2020 年度研究生导师上岗培训工作。培训工作旨在全面落实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职责，提升导师教书育人能力。我院此次共有 86 名导师参加培训，
参加人数在全校范围排至前列。
2020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公布，我院顾忠泽老师指导
的一名博士论文，吴富根老师和郑文明老师各自指导的两名硕士论文分别获得
2020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20 年江苏省产业教授（兼职）名单公布，我院推荐申报的苏恩本、李超宏
两名申请人入选（全校共 15 人）。我院将充分发挥产业教授的桥梁作用，进一
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多元协同、全面合作。
为响应学校关于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我院对全体研究生
导师提出了修订新教学大纲的提议，新教学大纲要求确立价值塑造、能力提升、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能够明确体现出“思政元素”，结合课程教学内
容实际，融入教学过程。目前全院教师完成新编教学大纲 52 份，为课程思政建
设进一步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研究生教学）
2020-2021-1 学期本科期中教学检查。12 月 1 日下午，教务处沈孝兵副处长
带队到我院指导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我院张宇书记、涂景副院长、周平副书记、
各学系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等出席座谈会。会上，张宇书记对教务处和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给予我院的大力支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介绍了学院总体情况。教学院
长涂景简要介绍了学院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情况，并对本学期教学检查工作进行
了通报。教师代表们与教务处检查组围绕课程建设、过程管理、学籍管理，大类
分流的规则完善以及名额分配，转系学生名额和转系学生培养，实践环节等问题
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交流。座谈会持续近三个小时后圆满结束。
生物信息学系组织课程思政相关讲座。此次讲座邀请到南审马昕副教授做课
程思政经验分享。她从课程思政改革整体思路、案例介绍、经验总结三个方面进
行了阐述。在经验总结中指出案例应具有时代感、接近性、典型性，话题应具有
拓展性和思辨性，操作层面上要找准切入点，润物细无声，最后，形成价值观上
的认同。与会师生热烈交流，逐渐明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实践路径，
更加坚定了教书育人的信念。据悉，我院已建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4 门，学院
将结合专业特点继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全覆盖。

2020 本科全英文课程获批立项建设 4 门：医学成像系统 Principles of
Medical Imaging（孙钰）、分子与细胞 Molecular Cell Biology（杨芳）、电
磁场与波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Wave（崔乾楠）、功能高分子设计与生
物 医 学 应 用 Design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Macromolecules（张天柱）。（本科生教学）

【综合信息】
完成 2020 年度学院全体教职工积分考核及年度考核工作。组织开展 2020 年
度教师业绩积分考核。根据学校统一部署，积极动员、有效指导学院专任教师使
用新系统进行线上填报，及时处理疑难杂症，按时、有序、圆满完成所有专任教
师业绩积分统计，为学院年终 KPI 绩效分配提供依据。学院共 134 位老师参与年
度考核， 经各人填报，基地、学院和学校审核，共 19 人考核优秀，106 人合格，
4 人基本合格,4 人不合格，1 人不定考核等级。
完成 2020 年度学院年终绩效分配。修订完善《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2020
年度绩效考核办法》，该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征询全院教职员工意见形成初步
方案，交由学院教代会、党委会审查通过，并报学校审批生效。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认真统筹学院 KPI 绩效分配及测算。根据绩效分配方案内容及要求，
组织各分管秘书统计、核实有效积分，确保年终绩效分配公正、公开、透明。
为更好遵循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工作“择优聘用、责酬一致”的基本原则，
学院岗位聘用与考核小组依据《东南大学专业技术岗位晋升条件》、《东南大学
岗位设置与聘用暂行办法》等文件，在聘用工作中强调立德树人，破除唯学历等
五唯倾向，树立正确评价导向，共评选出 7 名 2020 年专业技术岗位晋级推荐老
师。
组织 2020 年“青蓝工程”项目申报。从候选人的政治素质、立德树人成效、
学术创新贡献、科研服务国家战略、未来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最终推
荐 4 名老师申报高校“青蓝工程”项目。
完成征求《东南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及《东
南大学学科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基本条件（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工作。通
过征询全院教职员工意见形成初稿，学院审查通过，共上报意见 16 条。

人才引进等日常工作。共 7 名海外博士通过云论坛和进人会，通过率达 100%。
（人事）

【党群工作】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委 12 月 6 日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新一届委员会委员，杨芳、张宇、周平、姜晖、顾忠泽、涂景 6 位同志（按姓氏
笔画为序）当选。随后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张宇当选为书记，周平当选为副书记。
党日活动方面：寒潮来袭，气温骤降，学院教职工党支部进行冬季送温暖活
动，为困难学生购买保暖内衣并送上寄语，鼓舞他们克难攻坚，磨练中成才。组
织发展方面：完成陶天童等 16 位同志接收为预备党员，以及王子熙等 22 位预备
党员转正。其他方面：完成学院党委支部建设提质增效建设总结，申报“优质党
支部”：生物电子学教工支部、学习科学研究生党支部；完成年底数据统计及学
科评估相关填报。（党务）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午，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第一届二级教（职）代
会第五次会议在榴园宾馆一楼多功能厅会议室召开，这是学院年度民主生活的重
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2020 年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工作报告》、
《2020
年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工会工作报告》和《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年度绩
效考核办法》三份文件，在民主审议的基础上，通过举手表决，三份文件获得全
体教职工的一致同意通过，并进一步讨论了年度绩效考核的相关事宜，充分体现
了学院民主建设的一贯作风。2021 年元旦春节慰问采购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启
动项目，经过购前调研、提交采购申请、入围供应商响应采购公告、线下评审等
多个环节，已经圆满地与供销商签订了采购合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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