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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张广军校长调研指导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下午，东南大学校长张广军院士来到四牌楼校区对学习
科学研究中心进行调研座谈。科研院副院长张晓兵、生医学院院长顾忠泽、党委
书记洪宗训、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汉川等人陪同。张校长听取了学习科学研
究中心彭汉川主任、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郑文明、神经教
育学分会秘书长禹东川三人的汇报，生医学院院长顾忠泽和科研院副院长张晓兵
也做了补充说明，之后张校长对中心提出二点不足和几点建议，最后张校长针对
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今后的工作总结了四个强化：第一，强化战略布局；第二，强
化原始创新；第三，强化协同组织；第四，强化制度保障。（金怡）

十四届东南大学党委第三轮巡察第四巡察组巡察生医学院党委情况反馈会顺利
举行
2019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在榴园宾馆一楼多功能厅会议室召开巡察情况反馈
会，东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攀同志，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陆玲同志，
纪委监察处副处级纪检员李冬梅同志，党委第四巡察组组长邢纪红同志，副组长
米永强和宋晓燕同志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学院院长顾忠泽同志主持。第四巡察组
组长邢纪红同志宣读了《东南大学党委第四巡察组对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
委巡察情况的反馈意见》，充分肯定了学院党委近年来的工作，又严肃认真地指
出了学院党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一步帮助学院党委查找出了产生这
些问题的原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副校长刘攀同志对我院整改落实工
作提出意见，刘校长提出学院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落实学校党委关于做好巡察整改
的指示要求，切实整改解决巡察中发现的问题，努力推动巡察成果转化为我院创
新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院党委书记洪宗训同志对此次巡察反馈作表态发言，洪书记代表学院党委
对巡察组的反馈表示完全接受并坚决拥护。他表示学院党委将在规定时间内，研
究提出整改措施，及时将巡察整改方案报校党委巡察办。切实把整改落实工作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以更加坚决的态
度、更加有力的举措，不折不扣地将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到位。（李婷婷）

东南大学首届生医研究生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12 月 11 日下午，由东南大学生医学院和东南大学—艾伦脑科学研究所联合
研究中心、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发起，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习科学研究
中心共同主办，生医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首届生医研究生学术沙龙在李文正楼北
403 室成功举办。东南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丁辉教授作为沙龙的特邀嘉宾出
席并致辞，东南大学—艾伦脑科学研究所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彭汉川教授、生物医
学工程系主任杨芳教授、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康学军教授、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李
健教授担任本次沙龙评委，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谢维教授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并做点评。本次研究生沙龙以“聚焦生命科学，探索学科交叉”为主题，吸引了
全校 13 个院系 100 余位研究生参与，活动由生医学院 19 级博士生程晓彤主持。
沙龙最后评选出两名优秀报告人和两名优秀海报制作者，仪科学院的胡旭晖和生
医学院的赵新雷荣获优秀报告奖，生医学院/脑研院的欧阳强/赵子君和生医学院
的朱立博荣获优秀海报奖。（鲁博洋 尉思懿）

生医学院 2020 迎新晚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12 月 15 日晚，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大
礼堂举办 2020 年迎新晚会。洪书记总结了 2019 年生医学院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对学院 2020 年的发展寄予厚望，并预祝晚会圆满成功。晚会节目精彩纷呈，现
场气氛热烈欢快。寒来暑往，生医学院走过梦幻的 2019；壮志凌云，生医师生
憧憬更好的 2020。（刘梦辰 尉思懿）

生物医学工程创新创业论坛暨2019校友理事会年会成功举办
12月21日，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创新创业论坛暨2019年校友理事会年会在
苏州举行。东南大学校友会生医分会理事长黄海涛，各地校友会、专业校友会负
责人等三十余位校友出席，东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沈孝兵、东南大学江北新区创
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程斌、东南大学校友总会联络部主任曹军、东南大学苏州校友
会副会长翁伟民、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有关领导、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党政班子全体成员、部分教师代表出席会议。生医学院院长顾忠泽表示校友
会形式很好，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做成品牌，让科学研究真正推动社会发展。会
议结束后与会校友进行了充分交流，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尉思懿）

2019年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12 月 20 日，由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东南大学）和东南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办的 2019 年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医学传感技术发展及人才战略研讨会在东
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成功召开。会议期间，与会教师们对报告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万遂人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此次研讨会在振兴本科教育的背景下召开，对促
进学院实验教学，做好实验教材编著，提升我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质量
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杨冬静）

生医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委员会赴江宁开展校企交流
12 月 26 日，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部分教师赴江宁区南京岚煜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校企交流，本次活动由生医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委员会发起，
副院长赵祥伟带队、近十位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与会教师和公司相关负责人就科
研成果转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座谈交流后，我院青年教师在公司负责人的
陪同下参观了研发部门和生产车间。活动结束后，生医学院和岚煜生物就合作达
成初步意向，双方将逐渐建立纽带，加快推动科研成果产出、对成果转化予以资
金和技术支持，双方都对未来的合作表示十分期待。（卢晓林）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第一届二级教（职）代会第四次会议成功举行
2019 年 12 月 23 日上午，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第一届二级教（职）代
会第四次会议在榴园宾馆一楼多功能厅会议室召开。生医学院院长顾忠泽、党委
书记洪宗训出席，学院二级教（职）代会全体委员、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并审议了 2019 年度生医学院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 KPI 绩效
考核分配方案。大会选举阶段，李敏俐、孙宁同志增补为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
院工会委员。经推选，李敏俐同志任工会主席，孙宁同志任宣传委员、文体委员。
参会人员本着细心负责的态度，认真听取报告，积极对学院 KPI 绩效考核方案提
出建议。会后，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及时将意见汇总整理，定稿《东南大学生物科
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年度绩效考核办法》。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第一届二级教
（职）代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既定议程。（李婷婷）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一行来我院调研交流
2019 年 12 月 3 日，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张宏院长、王春
波书记一行 8 人来到生医学院，就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
方面进行调研交流。生医学院院长顾忠泽及相关领导、教师参加了交流座谈，座
谈交流会前，洪宗训书记亲切会见了张宏院长、王春波书记一行。
顾忠泽院长首先代表生医学院对与会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张宇副院长详细介
绍了东南大学生医学院的发展历程、学院概况，双方围绕议题进行了深入、有针
对性的交流讨论。 (陈小敏)

【学术动态】
12 月 20 日，教育部官网发布 2019 年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51 个
化学化工领域参评实验室中，9 个实验室评估结果为优秀，36 个实验室评估结果
为良好，其余实验室未通过定期评估。10 个交叉领域参评实验室中，1 个实验室
评估结果为优秀，8 个实验室评估结果为良好，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评估结果为良好。（金怡）
为迎接 2020 年学科评估，进行数据和汇总工作，汇总 2016-2019 四年间教
师代表性成果，简历和数据。科研系统有关“军口横向项目”调整到新模块，教
师立项从原来的“纵向项目”迁移至“横向项目”入口。从中信所传回的数据，
东南大学 2019 年表现不俗论文共计 1327 篇，我院共有表现不俗论文 113 篇，占
比达 8.5%。2019 年科研获奖申报信息如下：王雪梅，姜晖老师的“恶性肿瘤等
重大疾病跨尺度精准成像和高灵敏快速筛查新技术”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正在公示中；吕晓迎老师获“2018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张宇老师的“纳
米技术氧化铁纳米颗粒类过氧化物酶活性测量方法”获批国家标准。年终成果平
台老师进行成果确认。2020 年度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青项目的校内遴
选工作开始。
（张亚贤）
2019年12月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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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材公司（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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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看点】
12 月完成瑞华启梦助学金遴选，共计 2 人次。工数第二次月考之后，与学
习困难学生开展谈心谈话，了解期末复习计划。完成四六级考风考纪教育，签订
诚信考试承诺书。组织学生前往四牌楼参加生医学院 2020 年“浮生医梦”迎新
年晚会。完成 27 人次的单项奖评定审核工作。开展社会实践，寒假回访母校等
工作。完成优良学风班的申报，26 人次的寒假路费补助工作。根据院系 KPI 考
核梳理各项工作。
（王颖）
12 月完成 2019 年本科生先进事迹投稿审核上报工作；组织开展 2019 年本
科生单项奖评选工作，共评选 82 人次；做好迎新晚会节目审核和举办的前后期
准备等工作；整理学院 2016 年-2019 年期间学生工作办公室信息化材料；开展
2018-2019 学年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共有 5 个班级获评院级优良学风班，1 个
班级获评校级优良学风班；做好四六级考试、期末考试考前诚信教育工作；做好
2019 年工作总结和年度考核工作；组织开展 2019 年港澳台奖学金评选工作；完
成 2020 年寒假路费补助评选审核发放工作；按照党委学工部要求做好 2019 年本
科生党支部质量抽查工作；发布 2020 年寒假留校申请通知。（李冬梅）
组织 2019 级全日制研究生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题报告会；组织
完成 2019 年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医保费用补助工作，共 43 人申请并审核通过；
完成 2019 年度研究生工作 KPI 上报、研究生建档立卡学生年度资助报告、期末
考试诚信教育等工作。继续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推荐 1 名优秀志愿者、1 个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申报校级优秀，完成共青团年度考核等工作。（尉思懿）

【教学频道】
《基因组科学与技术》获东南大学推荐申报 2019 年线下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落实和安排 19-20-2 学期课程考试时间及监考老师；为进一步了解 2018 级

退学警告及重点预警学生（留级至 2018 级）的学习状态，12 月 10 日学院协同
学校教务处，邀请退学警告及重点预警的学生及学生家长进行座谈，学校听取了
学院对学业预警与学籍审核工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汇总全院老师本年度给本科生上课的信息，统计全年老师们参与教学活动
的情况、听课情况等等数据。（林海音）
完成我院 2020 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共录取全日制博士 53
名，其中学术博士 40 人，专业博士 13 人；完成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
学考试我院监考考务组织工作；开展硕士自命题科目网上评卷组织工作。完成
2019 年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工作，此次我院共有 61 位导师参加培训，参加人
数在全校范围内排至前列；完成 2019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期满验收工作；
完成 2019 年学位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开展 2020 年东南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
外导师资格申报工作，共有 16 位校外导师进行申报，材料已报送研究生院待审
核。
（张甜）
12 月 7 日上午在四牌楼中山院进行 2020 年 SRTP 校级重大重点项目立项答
辩，经过项目组成员现场 PPT 汇报、回答专家提问等环节，共评出校级重大 7
项，校级重点 9 项。12 月 29 日，2020 年校院级 SRTP 项目立项审核全部完成，
目前进入项目任务书填写和审核阶段。12 月 27 日中午在九龙湖校区单双号教学
楼中间举办 2019 年东南大学第十四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示会，生医学院有
14 件作品参加展会。完成教师指导 SRTP 项目和指导各类创新创业竞赛获奖的统
计和审核工作。（虞娟）

【综合信息】
12 月 6 日，东南大学在九龙湖校区召开人事工作会议。会议以“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全面总结近年来学校人
事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会上，我院刘宏教授作为首批“青年紫金学者”代表，上
台领奖。
组织申报高层次人才特聘项目、青年项目，并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成功推荐
函评专家；组织学院现有高层次人才进行信息填报；组织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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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推荐赵祥伟申报高校“青蓝工程”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陈强申报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项目；
组织 2019 年在职博士后第二批申报及办理入职，经过个人申请、学院审核，学
校评定，最终进站名单有，叶静（导师：王雪梅）、高忆雪（导师：顾忠泽）、朱
凯旋（导师：赵远锦）、黄斌（导师：顾宁）；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教师系列正高
级职务校外同行专家学术评议材料提交审核工作。罗守华、白云飞、顾万君提交
材料；本月共接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共 6
份外校同行评审材料；配合教师发展中心，完成对新进教师肖可、李光教学实践
考核；配合人事处完成本年度第二次海外优秀博士视频面试，徐宏明博士、杨珊
珊博士成功通过面试，顺利引进；组织开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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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全院教职工开展 2019 年度考核。2019 年参加考核人数 132 人（不含全
职博士后），按照优秀不超过 15%的比例，全院共计评出优秀 19 名。名单如下：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国家重点实验室）：赵祥伟、刘宏、姜晖、吴富根、赵远锦；
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省重点实验室）：顾宁、杨芳；智能医学工程系：赵兴群、
罗守华、陈早早；生物信息学系：孙啸、涂景、刘全俊；教学实验中心：黄雷、
魏红梅；机关行政组：尉思懿；脑与学习科学系：郑文明、梁宗保、冷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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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 2019 年学院办公家具固定资产、行政设备固定资产核查。学院按照总
务处统一工作部署，按计划、有步骤对本院办公家具进行了清查。学院安排专人
分别各基地/实验室/中心所有在账办公家具进行检查、清算，检查过程中发现若
干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做到每一件家具都落实到人，明确存放地点及张贴条
码标签。
动员组织退休教师参加 2020 年“廿廿不忘”东南大学迎新跨年晚会“荣休
仪式”。学院共 4 位退休教师参加，仪式上，万遂人教授作为代表发表感言。
完成 2019 年度行政办公用房自查自纠、公共会议场所清查等工作。
（陈小敏）

【党群工作】
筹备组织召开东南大学党委第四巡察组对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委巡
察情况反馈会；筹备组织召开生医学院第一届二级教代会第四次会议；报送学院
及中层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情况和院系廉洁教育宣讲
情况统计；完成推荐东南大学欧美同学会（东南大学留学人员）会员 2 人，理
事 1 人；完成院系无党派人士认定工作；组织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卢永根先进
事迹等主题学习；根据校党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启动巡察整改工作；完成对 7
名新研究生支部书记的集中培训工作。（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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