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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综合动态信息』
【理工学部召开骨干教师研讨会】
6月12日至13日，理工学部组织召开了骨干教师研讨会，学部的研究生导师、
督导组专家及教学管理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理工学部党委书记
张鹏洲教授和副学部长李增瑞教授主持。刘剑波学部长代表学部领导向与会的骨
干教师表示欢迎和感谢。
本次研讨会共分“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与教学改革”、“研究生
管理”等三个议题，会上，骨干教师代表就教师教学发展与人才创新培养及研究
生培养等专题做了主题发言。
在分组讨论中骨干教师总结、交流教学管理经验，并对如何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学位授予相关要求、研究生培养、教学改革、研究生管理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并积极献计献策提出宝贵意见。
组织这次研讨会，旨在增强骨干教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鼓励广大老师积极
投入教育教学研究，加快教学改革步伐，总结、交流教学经验，不断探索高等人
才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本次会议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优秀
教师和教育领导者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信息员：何震

文：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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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工作动态』
【本科教学】
【研究生教育与学科科研管理】
【理工学部 2015 届全日制毕业研究生学位呈报工作完成】
依照研究生院学位办的有关要求，6月15日至19日，理工学部对全日制毕业
研究生的毕业资格进行了审核，审核项目包括学分、学位外语考、论文发表、实
习实践等。目前，已将将审核结果如实填写在研究生院学位办下发的博士、硕士
学位审批呈报表中，并呈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李增瑞 信息员：李博 文：李博)
【理工学部召开导师上岗办法意见征集会】
6月16日，理工学部在主楼一层会议室召开了导师选任与考核办法意见征集
会。李增瑞副部长、金立标主任及教师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教师代表就《理工
学部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选任与考核办法》（讨论稿）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会后
根据教师代表的意见对上岗办法做了修订。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李增瑞 信息员：李博 文：李博)
【理工学部召开研究生导师选考委员会会议】
6月17日上午，理工学部在主楼一层会议室召开了研究生导师选考委员会会
议。会议由李增瑞副部长主持，各选考委员出席了此次会议。新的研究生导师选
任和考核工作的启动，将取消原有研究生导师的选聘方式，实行按需设岗、竞争
上岗、定期考核、能上能下的动态管理方式。本次会议就上岗选任和考核办法，
选考委员从培养质量、师德表现、学术水平、科研任务等方面做了讨论。此项工
作的启动，标志着导师制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是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环
节。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李增瑞 信息员：李博 文：李博)

【学生工作】
【理工学部认真做好 2014 级本科生端午节期间学生安全教育工作】
为确保广大同学安全、愉快的度过端午节假期，6月15日至19日，理工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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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级本科生辅导员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工作，针对饮食安全、 财物安
全、外出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等方面，给予学生及时的教育和指导，并在假期前
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的假期去向进行了统计和备案，确保及时掌握外出学生情
况，积极做好端午节假期前后学生课堂出勤检查工作。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妍 李琳)
【理工学部完成 2015 级本科毕业生户口、档案信息核对工作】
根据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安排，6月15日至17日，理工学部认真组织2015
届共521名本科毕业生核对《毕业生就业与户档迁转信息单》，通知信息有误的学
生及时向就业指导中心反馈，并将核对结果交回就业指导中心。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妍 路延)
【理工学部二级关工委参加校级关工委组织的交流会】
6月17日，校级关工委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关工委半年工作汇报以及与北
京交通大学关工委交流会议。会上，各个学部二级关工委汇报了近半年的工作，
理工学部二级关工委在教学督导、党员培训、支持校级关工委工作等方面得到了
李书记的赞扬。在与北交大关工委的交流中，更是学习了先进的工作经验，思考
了今后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郭娅莉 信息员：梁晶晶 文：梁晶晶)
【理工学部推进研究生毕业生就业进展】
截至6月19日，理工学部研究生毕业生已经基本完成就业系统的录入工作，
就业率达到94%。目前仍有12名同学未就业，学部研究生就业联系人积极与每一
名未就业学生联系，了解就业动态，帮助录入就业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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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学部组织开展 2015 届毕业生就业状况问卷调查】
6月15日至17日，根据就业字〔 2015 〕19号《关于组织开展2015届毕业生
就业状况问卷调查的通知》要求，理工学部积极配合就业指导中心组织理工学部
2015届毕业生进行调查问卷的填报工作，包括《2015届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问
卷》、《2015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问卷》。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郭娅莉 信息员：梁晶晶 文：王妍 路延 黄媛)
【组织生源地贷款学生填写续贷声明】
为加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于近日下发的《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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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做好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联系到每一位
生源地贷款的学生，组织其按时完成在线服务系统的填写工作，并对上一学年的
思想和学习进步情况作了总结和陈述。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王淑娟 信息员：梁晶晶 文：李博)

『教学 科研单位工作动态』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实验中心】
【实验中心选派教师参加机器人技术研讨】
日前，实验教学中心选派迟绍翠老师参加了中国电子教育发展协会举办的
“机器人技术应用教学与课程建设高级研修班”。
通过学习和交流，迟老师全面了解了国内外机器人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
势及国内机器人竞赛情况，深入学习了机器人科技领域的科研成果、教学体系、
应用范例，探讨了以机器人技术为依托的工科创新教育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与改
革，为学部开展培养智能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创新实践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信息工作负责人：张鹏洲 章文辉 信息员：王楠 文：王楠)
【实验教学中心积极开展“平安校园”迎检创建的相关工作】
学校迎来了首都高校“平安校园”检查验收工作组的莅临检查,为了更好地
做好实验室安全防控,促进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实验教学中心自本学期初开
始, 围绕“平安校园”的迎检创建工作，对所辖各实验室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整
改工作。
期间，实验教学中心修订了实验室各类规章制度，落实实验室责任人安全职
责，汇总和更新了实验室门牌，将规章制度和责任书上墙,在主要楼道张贴安全
提示牌,联系学校后勤安装应急灯。同时，对实验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用电等主题
讲座，组织消防知识竞赛、联系保卫处开展消防演习。最后还对实验室的现有监
控网络整合，增加视频录像的保存时间，减少实验室的安全死角。通过此次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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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有效促进了实验室的安全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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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理学院

0

3

实验中心

2

研究生培养与科研学科
管理办
学生管理办

6

信息工程学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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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