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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综合动态信息』
【理工学部 86 无线电专业校友返校】
6月13日，理工学部86级无线电专业校友40余人返回母校，庆祝毕业25周年。
理工学部党委副书记王淑娟接待校友一行。上午，校友们自行参观了传媒博物馆
以及新校园。随后，来到主楼一层会议室座谈。
座谈会上，校友们邀请到了86级无线电专业的德宝音老师、王敬东老师、侴
述成老师、孙庆有老师等，共同聊起以前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校友们还逐个
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纷纷表达了对学校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座谈会后，
校友们在主楼门前合影留念。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信息员：何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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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工作动态』
【本科教学】
【理工学部本科毕业资审工作顺利完成】
截至6月12日，学部本科教学办公室完成了2011级本科生的毕业资审工作。
毕业资审工作是指对学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资格审核工作，其内容
主要包括：对学生个人基本信息的核对、学生必修课、选修课课程及学分的核对、
学生各项实践环节学分的核对、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水平测试以及受处分情况
等的核对工作，是一项细致、准确而繁重的工作。今年学部本科毕业生共有522
人，其中信息工程学院415人、理学院53人、计算机学院54人。
在完成毕业资审工作的同时，学部本科教学办公室按照教务处要求，进行了
毕业生成绩单的打印、盖章和存档工作，为2011级本科生的顺利毕业做好保障。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黄祥林 信息员：黄伟

文：杨莉）

【理工学部本学期期末考试准备工作接近尾声】
截至6月12日，理工学部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的期末考试准备工作已接近尾
声，目前已完成考试课程安排、监考教师安排、监考任务书下达、电子版试卷上
交等具体工作，接下来将继续配合教务处做好试卷印刷、封装等管理工作。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黄祥林 信息员：黄伟

文：杨莉）

【理工学部夏季小学期实践活动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6月8日至12日，本科教学办公室继续做好夏季小学期实践活动的准备工作，
目前，业已完成了小学期各项实践活动的课程安排，并通知相关教师和学生，学
生假期校外实习承诺书签订、实习人数统计以及学生名单核对等工作仍在进行
中。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黄祥林 信息员：黄伟

文：杨莉）

【理工学部 2015 年秋季学期排课工作基本完成】
截至6月12日，理工学部本科教学办公室按照各系开课计划，基本完成了2015
年秋季学期排课工作。为完成该项工作，学部教学办与上课院系进行了积极沟通、
协商，最终保证了大课、交叉课等课程的编排工作的顺利进行，接下来将继续进
行课表微调以及课表核对等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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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黄祥林 信息员：黄伟

文：杨莉）

【研究生教育与学科科研管理】
【学生工作】
【理工学部完成 2015 届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
根据就业字〔 2015 〕13号文件《关于评选2015年优秀毕业生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理工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本周完成了评选工作。理工学部共评出校级56
名本科、28名研究生优秀毕业生，21名北京市级本科、11名研究生优秀毕业生。
本周，理工学部已完成了本科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的学部内部公示工作，并将相
关材料报送至学校就业指导中心。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妍 路延 黄媛)
【理工学部本科生毕业班鉴撰写与拍摄工作顺利完成】
按照校学生处统一要求，理工学部积极组织本科生毕业班级完成班鉴的撰写
与视频班鉴的拍摄制作工作。截止6月10日，理工学部2015届本科生毕业班鉴已
全部制作完毕，并上报校学生工作。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路延)
【理工学部学生资助诚信宣传月圆满落幕】
理工学部为响应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关于开展中国传媒大学“学生资助
诚信教育宣传月”主题活动的通知》号召，切实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校
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落到实处。自5月起，理工学部
积极组织开展了以“励志自强、诚信树人”为主题的“学生资助诚信教育宣传月”
系列活动。在校学生处、学生资助中心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理工学部党委
及学生工作办公室，联合中国传媒大学自强社理工学部分社，共同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强化了学生对诚实守信理解和认知。截止6月10日，
此次资助诚信宣传月的全部活动均已顺利完成。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路延)
【理工学部举办出国留学事宜专题讲座】
6月11日下午，理工学部刘杉和尹航老师在主楼八楼报告厅,为有出国意向的
同学就出国留学事宜举办专题讲座。刘杉老师就留学的各个阶段要准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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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种考试、面试、申请注意事项等做了详细的介绍，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
历，使同学们对出国的各个环节理解更透彻，也对出国有了新的认识。尹航老师
主要对如何申请公费留学做了详细的介绍，为大家如何申请留学提出了宝贵的建
议。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梁晶晶)
【理工学部组织毕业生录制毕业典礼采访视频】
为配合我校2015届毕业典礼的流程设置，理工学部积极组织本科及研究生毕
业生进行采访视频录制工作。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共挑选了十余名代表学部形象
的优秀毕业生，根据典礼导演组的要求，对毕业进行了视频采访。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郭娅莉 信息员：梁晶晶 文：路延 梁晶晶)
【理工学部 2013 级本科生参加消防疏散演练】
为迎接首都高校“平安校园”创建检查工作，6月10日下午，理工学部2013
级210名本科生参加了由学生处组织的43号公寓楼火灾应急疏散演练。学部2013
级辅导员、班主任、班主任助理参与了演练，并在演练现场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安
全撤离。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曼霖)
【理工学部学生会召开总结大会】
6月10日晚，理工学部第一届学生会在48教B302召开学期总结大会。学生会
指导老师李建广参加会议，学生会主席王俐然主持会议。会上，学生会主席团和
各个部门对本学期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既总结了亮点也发现了不足。
理工学部第一届学生会本年度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五四评优中获得优秀
学生会称号。学生会将在学部党委的领导和学部分团委的直接指导下，立足学部，
结合专业，服务师生，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李琳 李建广)
【理工学部完成本学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工作】
按照校党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理工学部党委本学期积极组织已经通过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并已确定为发展对象的68名学生进行相关培训，培训形式
包括专题报告、看录像、讨论交流等。6月11日，理工学部已将党员发展对象培
训总结提交校党委组织部，并为培训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曼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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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学部生涯规划工作室成功举办第一场求职经验小型交流会】
6月12日，理工学部生涯规划工作室成功举办了第一场小型交流会。交流会
在征集在校生关于实习方面问题的基础上，邀请了两名已经成功就业的师哥师姐
为在校生的一名大三的学生和一名大二学生，传授了他们如何找实习、如何写简
历以及针对考验与就业该如何选择等方面经验和建议。通过与成功就业的师哥师
姐的面对面交流，两名在校学生感到很有收获，认为这种小型交流会方式对在校
生的指导颇具实用性。
理工学部生涯规划工作室将总结本次交流会的经验，在今后继续为在校生举
办此类小型交流会，帮助学生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妍)
【理工学部完成毕业生档案转寄单位联系人信息的补充工作】
按照校就业指导中心《关于2015届毕业生就业方案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的
相关要求，理工学部积极组织应届毕业生补充填写档案转寄单位联系人、联系电
话等信息。截止6月10日，理工学部已将相关数据报送至就业指导中心。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妍)
【理工学部 15 届毕业研究生完成就业系统录入工作】
截至6月10日，理工学部15届毕业研究生已经全部完成就业系统的录入工作。
今年理工学部共计毕业研究生198名，已有158名同学已经签约，就业率达到79%。
学部研究生就业联系人积极与各毕业班班主任联系，了解未就业学生的就业动
态，继续推荐工作，推进就业进展。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郭娅莉 信息员：梁晶晶 文：黄媛)
【理工学部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顺利完成】
根据就业指导中心的要求，理工学部研究生就业联系人和各班班主任负责
2015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按照《评选办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开展理工学部
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北京地区高校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目前各项评选工作已经
顺利完成，相关材料已经上报相关部门。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郭娅莉 信息员：梁晶晶 文：黄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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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科研单位工作动态』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网络工程专业举办学生座谈会】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加明确了自己学习目标、奋斗方向，并汲取学长们在学习
工作中的成败经验，6月10日晚，网络工程系在48号楼A803教室组织召开了一场
学生座谈会。
系主任杜怀昌、副主任孟放及青年教师李树锋，2011级网络工程专业毕业生
代表及网络工程专业2012级和2013级部分同学共30余人参加座谈会。会议由网络
工程系副主任孟放老师主持。
本次座谈会包括毕业生代传输学习经验及在找工作时遇到的问题、在校学生
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以及网络工程培养计划及课程体系建设等三个主
题。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史萍 信息员：雷玲 文：李树峰)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实验中心】
【实验教学中心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专业实验教学管理问题”】
针对学部督导组和本科教学办公室反馈的专业实验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实
验教学中心召集全体授课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围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检讨。
由于受制于设备、场地、人员、学生排课时间等诸多因素，长期以来理工学
部的专业实验在组织和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不够规范的现象。会上，针对整个实验
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大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
的整改措施和规定。要求实验指导老师严格按照学校、学部和实验教学中心的规
定开展教学工作，实验教学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出现教学事故的教师不得参加
年终评优评奖。
今后，实验教学中心将规范化操作专业实验课的排课、上岗，专业实验课表
必须在上课前报学部本科教学办、学部督导组、实验教学中心办公室和专业实验
第7页

共8页

总第 39 期

中国传媒大学理工学部工作简报

室（群） 备案。专业实验课的调课、调换教师和实验室变动必须经过学部本科
教学办公室主任批准。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章文辉 信息员：王楠 文：王楠)

【广播电视数字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媒介音视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附：本期用稿统计表
部门名称

用稿数量

部门名称

用稿数量

党政综合办公室

1

计算机学院

0

本科教学办

4

理学院

0

0

实验中心

1

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学科
管理办
学生管理办

12

信息工程学院

1

广播电视数字化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
媒介音视频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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