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简讯

我校三个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
日前，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转发已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名单的通知》（教高司函〔2018〕24 号），截至 2017 年底，全国 198 所
高校共 846 个工科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通过专业认证，标志着
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
阵”。盐城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 3 个工科专业位
列其中。另外，2016 年 5 月，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顺利通过住建部专
业评估（专业认证前采用专业评估，期限 5 年）。2018 年 5 月，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已受理并接受了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现场考察。化
学工程与工艺等专业已提交专业论证申请。
近年来，学校围绕高质量内涵发展要求，不断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以专业认证为抓手，推进工程认证与人才培养的结合。按照工程认证的
思路，精心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教学环节，使每个教学环节都要紧
紧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保每个学生在毕业时均能达到毕业要求，
将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落到实处。同时积极贯彻“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三大理念，主动对标《华盛顿协议》和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要求，修订培养目标、重组课程体系、深化课堂改革、明晰教师责任、
健全评价机制、完善条件保障，着力建立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人才培
养质量明显提升。
据悉，我国每年有约 120 余万工科专业本科毕业生。通过认证专业
的毕业生在《华盛顿协议》相关国家和地区申请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申请
研究生学位时，将享有当地毕业生同等待遇，为中国工科学生走向世界
提供了国际统一的“通行证”。同时，认证结果在行业及企业内有较高的
权威性，在部分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或能力评价中享有不同程度的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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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惠。
2016 年 6 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议》组织，标
志着工程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工程专业质量标准达
到国际认可，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作为《华盛顿协议》
正式成员，中国工程教育认证的结果已得到其他 18 个成员国（地区）认
可。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覆盖 21 个专业类，计划 2020 年实
现所有专业大类全覆盖。
《华盛顿协议》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之
一，1989 年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国等 6 个英语国家的工程教育认证
机构发起，其宗旨是通过多边认可工程教育认证结果，实现工程学位互
认，促进工程技术人员国际流动。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目前《华盛顿协
议》成员遍及五大洲，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
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南非、日本、新加坡、中国台北、韩国、马
来西亚、土耳其、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 19 个正式成
员，孟加拉、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菲律宾等 5 个预备成员。我
国 2013 年 6 月成为预备成员，2016 年 6 月转为正式成员。
（教务处）

叶美兰校长率队赴南方科技大学、东莞理工学院考察调研
为学习借鉴广东高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方面的成功经
验，6 月 7 日至 8 日，校长叶美兰，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方海林，副校
长王路明、王资生率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赴南方科技大学、东莞
理工学院等高校学习调研。
6 月 7 日上午，叶美兰一行来到东莞理工学院，与该校党委书记成
洪波、副校长马宏伟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成洪波介绍了东莞理工学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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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面对新一轮高校革命和建设窗口期，新型现代大学建设道路与
模式的思考；马宏伟副校长介绍了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进展情况。叶
美兰首先对东莞理工学院获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表示祝贺，她高度赞赏
了东莞理工学院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引进、校地校企合作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详细询问了该校改革和建设中的具体措施和方法，表示要
认真学习东莞理工学院精准对接地方需求、有效对接企业实际的成功做
法，推动学校高品质、高水平发展。叶美兰一行还参观了东莞理工学院
华为网络学院、西门子自动化学院、数字装备工程训练中心。
6 月 8 日上午，在南方科技大学，叶美兰一行受到校长陈十一院
士，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凤亮，总会计师叶秦，工学院院长徐政和
院士等人的热情接待。陈十一回顾了他访问盐城工学院时的感受，对我
校学风建设、校园建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李凤亮书记介绍了南方科技
大学办学基本情况，并对南方科技大学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以学生为
中心的工程教育改革进行了详细阐述；徐政和院士介绍了南方科技大学
工学院发展历程、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学科设置以及发展规划编制情
况。叶美兰对南方科技大学扎根中国大地，以深圳质量和速度，创建世
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表示钦佩，对南方科技大学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
出的家国情怀、创新活力、扎实举措表示敬重。双方还就遴选学生访
学、教师科研等校际合作项目进行了交流研讨。
在广东调研期间，叶美兰一行还走访了盐城工学院深圳校友会和东
莞校友会，参观了 94 级校友张耀春创办的深圳华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校友们通报了学校近期取得的发展成绩，庆祝办学 60 周年系列活动筹
备情况，感谢校友们为母校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邀请校友们回母校
参加校庆活动。
（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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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服学院举办"珩 匠心"服装设计大赛决赛暨毕业作品展
6 月 10 日晚 6:30，“珩

匠心” 第一届盐城市青年学生服装设计创

新创意大赛决赛暨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生
优秀作品展演在南校区风雨操场圆满落幕。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长
春、王资生出席。我校各相关部门、教学院部负责人、企业家代表、师
生代表近 1000 人观看了演出。
活动由“服装设计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和“纺织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与工
程专业毕业生优秀作品展演”两部分组成。服装设计创新创意大赛由我校
与共青团盐城市委、盐城市学生联合会主办，盐城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
承办，盐城市服装协会、张家港和良纺织品协办。大赛分为四个选题：
校服、职业装、家居服、运动休闲装，形式多元化，且更为注重实穿
性。从比赛开始，共征集到来自全市各院校师生服装服装专业学生的稿
件 317 件，经过选拔，共有 37 组作品进入决赛。
最终经过专家评选，我校纺织服装学院张烨玲、龚春林、龚渊博设
计作品《漾

年华》获特等奖；我校纺织服装学院钱潇楠设计的作品

《The coloring of youth 》、许天艳设计作品《夏醉浅梦》、陈叶珊设
计作品《C—1》，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彭玲设计的作品《静语》获一等
奖。
我校纺织服装学院吴欣宇设计作品《Future dream》、黄雨婷设计作
品《Young •时光》、王小娜设计作品《上善若水》、王海燕设计作品《到
了么》、刘霞设计作品《寻》、秦韵涵设计作品《我》，设计艺术学院张业
威设计作品《品

绿衣》，盐城市高级职业学校沈建萍设计作品《在水一

方》获二等奖。
我校设计艺术学院纪海霞设计作品《绅

博》、盐城技师学院周平平

设计作品《Forever young》等 12 个作品获三等奖。盐城生物工程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季韦韦、耿彩月设计作品《看我七十二变》、盐城市高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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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蔡明娜、周江艳、吉雯雯设计作品《缘于遇见 》被评为最佳效果
图奖。
比赛后，我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30 位同学的 136 件优秀作品也进
行了展示。
本次展演的作品从企业视角入手，在色彩搭配、材质肌理和纹样元
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尝试，在注重时尚的同时强调作品实用性，这
是纺织服装学院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具体实践和成果体
现。
（纺织服装学院）

土木学院学生获评省土建类优秀毕业生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江苏分会公布 2018 年江苏
省土木工程专业优秀毕业生评选结果，我校土木学院石刘军、郁辰翔、
陈林林三同学获得该项荣誉。
经过江苏省各土建类高校选拔推荐、公示、专家评审等环节，全省
共有 151 人获评优秀毕业生，其中专科学生 34 人，本科学生 79 人，研
究生 38 人。
（土木工程学院）

●工作交流

教学单位 6 月份教学工作信息
机械工程学院 优集学院
1.师资队伍建设
6 月 15 日上午，在博学楼 1J1A301，学院组织了教学能手上课观摩
课，由冯伟老师演示，学院青年教师参加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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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盐城工学院优秀教师，获得过江苏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
奖、全国多媒体竞赛二等奖、江苏省微课比赛二等奖等荣誉。
2.课程建设
6 月 21 日下午，在南校区机械馆 A223 会议室，学院召开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交流会，重点研讨模具设计及制造课程如何进行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郁倩老师就其已申请的机械原理、机械设计两门江苏省在线开放
课程介绍了相关经验，马如宏老师就其已申请的机电传动控制江苏省在
线开放课程给出具体建议。
3.国际合作
6 月 13 日下午，在机械馆 A223 会议室，英国格林威治大学 Dr.
Dele Owodunni 博士受邀来我院参加设计与制造类课程中外合作教学研
讨。会后，Dr. Dele Owodunni 博士参观了模具中心。
4.企业实践
经过企业自行组织的上机考试、笔试和面试考核等环节，今年有 69
名 2014 级学生与西门子软件有限公司、瓦锡兰（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ABB 机器人研发中心等多家知名企业预就业单位签订预就业实习协议。
6 月 24 日下午，在南校区机械馆报告厅，学院举行“预就业学生素
质拓展月”开班仪式。校工会主席孙琴应邀开设专题报告。机械优集学
院院长周海、副院长陈青出席。学院党委书记孙雷主持。责任班级辅导
员、全体预就业学生参加。
5.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学院近百位专业教师和校外 7 名企业专家对
校内毕设的学生进行了毕设正式答辩工作。答辩过程中，对所有校内毕
业设计学生的毕业设计材料进行了审核，指出了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修改意见，并根据学生答辩情况，设计成果和平时成绩给出毕业设计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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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学院组织各答辩组成员组成缓答辩小组，对提交毕业设
计材料不合格的学生进行了二次答辩，主要检查了学生对材料的整改情
况，毕业设计成果材料的规范性与完整性，并根据学生的答辩情况给出
最终毕业设计成绩。
我院李亮等教师指导的 20 项毕业设计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周
海院长和马如宏老师指导的毕业设计团队被评为校优秀毕业设计团队。
（上报人：杨梁杰

审核人：陈青）

化学化工学院
1．学院对 2018 届学生毕业论文进了两次查重，根据查重结果确定
答辩人数。学院还于 6 月 7 日对第一次答辩成绩不合格、查重在 30%50%的同学以及参加优秀毕业设计评选的学生进行了二次答辩。
2．6 月 14 日上午，在北校区化工楼报告厅举行 2018 届学生毕业典
礼。校党委副书记陈春雷、学院全体党政班子成员参加毕业典礼，学院
2018 届全体毕业生、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共计 350 余人参加。
3．6 月 29 日上午，学院组织 2018 年秋学期开课试讲。新开课、开
新课的 4 名老师进行了试讲。专业系主任等教师从说课的内容、讲课的
技巧以及板书设计等方面给予指导。
4．开展 2017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工作，25 项全部结
题，其中有 8 项被评为优秀。
（上报人：孙明珠

审核人：祁刚）

经济管理学院
1．按照学校《关于开展师德师风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要求，为进
一步加强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和职业修养，激励广大教师发扬为人师
表、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努力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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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在学院党委的统一部
署下，学院于 5 月 31 日下午召开了学生座谈会，从学生的视角掌握本部
门的师德师风现状，摸清教师的思想动态。学院党委书记卜树春、副书
记周旺基、副院长张登兵和各专业学生代表参加。在座学生对老师们的
教学和为人进行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2．为进一步加强对本科论文的全程管理与指导，提高毕业论文质
量，6 月 7 日下午，在南校区仁和楼 B406 会议室，学院精心筹备了一场
题为《微信理财通收益风险度量与防范对策研究—基于 VaR-GARCH 类模
型》的本科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答辩人为国贸 141 薛佳成，指导教师
焦微玲，答辩组组长赵永亮，答辩组成员包括张志华、喻淑兰、赵媛
媛、石磊，15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答辩
会。此次公开答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不仅成功引导了大三学生对本
科论文写作重要性的认识，还对学院尝试新的毕业论文答辩模式起到了
良好促进作用。
3．6 月 20 日 下午，学院在仁和楼 B406 会议室举办“学习新思
想，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学院党委书记卜树春为全院教师做题为《坚
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主题报告，带领大家学习领会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4．学院按时提交 2017 年度 30 项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验收材料，其
中，7 项获优秀，13 项获良好，7 项合格。2018 年申报大学生实践创新
创业项目 33 项，其中创新训练项目 26 项，创业训练项目 7 项。实践创
新训练项目中，2 项为省级重点项目，3 项为省级一般项目，3 项为省级
指导项目，校级项目 18 项。
5．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第一次查重是在 5 月 31 日进行的，全
院共有毕业生 835 名，除无毕业设计（论文）资格和出国学生外，检测
结果显示仅有 7 人重复率不符合要求（30%-50%之间），这 7 位同学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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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再次提供了查重稿，全部通过检测。各专业基本都组织了两次答
辩，第一次查重通过的学生参加第一次答辩，第一次答辩未通过和第一
次查重未通过的学生参加第二次答辩。从结果来看，全部学生都圆满完
成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评选出优秀毕业设计（论文）75 篇，占比
9%。其中，获校级优秀论文 25 篇，获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团队 1
项。
6．根据教务处“关于开展 2018 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的通知”要求，一方面认真组织专业系主任研究讨论我院 2018 版本科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有关共性问题，尤其是原经济学院和原管理学院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整合和统一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管
理学院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要求”。另一方面根据学校的总体修订
原则和新格式，要求各专业系主任认真完成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及修订
说明，目前第一稿已基本完成，大一上学期的课程也基本定型。
7．完成了 2018 春补学分课程平时成绩上报，少数民族学生成绩登
记，2018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与学位资格审核，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领取
与发放，毕业生成绩打印，毕业生补学分申报与辅导安排，2016 年度教
研工作量按新计算方法重新核对，2018 年春学期各理论课程试卷册代码
制作等教学常规工作。
（上报人：喻淑兰

审核人：赵永亮）

电气工程学院
1．6 月 10 日和 20 日晚，由教务处主办、电气工程学院承办的校第
六届大学生电子制作大赛、第九届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技能竞赛、第五届
大学生建筑电气竞赛、第十二届大学生电气与电子设计竞赛在南校区怀
德楼举行。教务处副处长王爱军、学院院长何坚强、党委书记于建业、
副院长王建冈、张春富以及学院 15 位专家出席并担任大赛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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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角逐，电气与电子设计竞赛共评出《双向数字电度表》等
课题一等奖 1 项、《基于 51 单片机控制的智能小车》等课题二等奖 2 项、
《投票计数器》等课题三等奖 3 项。电子制作大赛共评出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9 项。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技能竞赛共评出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4 项。建筑电气设计大赛共评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2．6 月 20 日下午，在南校区怀德楼三楼报告厅，学院开展“学习
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学院党委书记于建业做主题宣讲，
70 余名教职工参加。于建业指出，开展“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
课”活动，是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党委要求。他从“把立德树
人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大学最鲜亮的底
色”“做新时代四好老师”“做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方面，
重点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和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特别强调，人才培养，关键在
教师，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教师应该立德树
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师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饱含
了对教师队伍的鞭策和鼓舞，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一定铭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初心，
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四有好老师”，更好的担负
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上报人：孙宏国

审核人：张春富）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我院教师李翠敏、李勇指导的范琳、潘崇团队获得全国大学生广
告艺术大赛江苏赛区三等奖。
2. 我院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取得新突破，与相关学院和企业经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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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商，2018 年秋学期将增加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合作项目，两个班
的 32 名印尼学生将进入我校学习。
3．在 2018 届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评选中，我院甘雅萍等 10 位同学的
毕业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周晓燕等老师指导的“盐城印象”
毕业论文团队获批校级优秀毕业论文指导团队。
4.我院张苏榕老师《旅游美学》获批 2018 年度学校教材出版基金资
助。
5.在院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院顺利完成 2018 届毕业论
文答辩和成绩评定工作，326 名毕业生全部完成答辩，无不及格现象。
6.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6 月 23 日，我院组织教师讨论修订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今年我院新增“5+2”招生类型两个班，分别是
酒店管理专业和汉语言文学（现代文秘方向）。
7.6 月 13 日，院长衣传华主持召开学院期末教学工作会议，专门学
习了学校关于考风考纪的各项规定，要求全体教师认真做好期末监考、
试卷批阅、试卷复核、毕业论文整改及材料归档、课程教学总结等各项
工作。
8.6 月 19 日，院长衣传华主持召开 2019 年酒店管理专业学士学位授
予权评审工作准备会。
（上报人：孙宝民

审批人：徐成）

设计艺术学院
1．6 月 1 日，副院长顾晓卉带领 12 名师生赴淮安参加中国大运河文
化带城市非遗大展。展览分展演和展示展销两大类，展示展销在淮安市
美术馆进行，展示了外省 43 项、省内 39 项、淮安 32 项、饮食类 30
项，计 144 项项目。展览后师生又参观了漕运博物馆。
2.6 月 19 日-30 日，各专业系组织学生进行了为期 5-10 天不等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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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考察。其中环境设计专业往杭州、上海、苏州沿线，视觉传达设计往
西安，服装专业去往贵州，工业设计与产品设计往杭州及周边。通过本
次专业考察活动，学生们开拓了视野，了解了行业动态，对今后的学习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上报人：袁媛

审核人：顾晓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向学校推荐 2018 届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教学团队；
2.做好 2018 届毕业设计（论文）后期检查及外审检查工作；
3.完成 2017 年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年度考核工作；
4.组织开展 2018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外专家评审工作，并向
学校提交培养方案初稿和修订说明；
5.组织开展 2018 年盐城工学院精品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工作；
6.组织开展 2018 年春学期试讲工作。
（上报人：陈东勇

审核人：诸华军）

土木工程学院
1.6 月 1 日至 2 日，学院聘请盐城市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盐
城市交通规划设计院、江苏泰康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专家
参与毕业答辩，专家们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成果提出了宝贵意见。
2.6 月 6 日下午，在土木馆 A206 会议室，学院院长、副院长及各专
业系主任共同商讨 2018 届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方案，同时布置了
毕业设计（论文）成果审查及归档流程。
3.6 月 11 日上午，在土木馆 A206 会议室，学院党政领导、学工人
员、教务人员、各专业系主任等逐个分析了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在校学
习情况，确定了学生学士学位授权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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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教务处通知精神，通过发动宣传、学生自主报名，学院审查
等程序，从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专业中选拔出 9 名同学到南京工业大学相关
专业交流学习。
5.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学院从教师的
从教经历、立德树人实绩、教学文件质量、学生评教情况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比，并通过个人申报、专业系推荐、学院评审等程序，评选出佘
斌、顾国庆、甄树聪等 11 名教师为学院教学能手。
（上报人：程鹏环

审核人：王照宇）

纺织服装学院
1．6 月 2 日下午，副校长王资生、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孙爱
东到我院开展产教融合前期调研。王资生指出，本次调研坚持问题导
向，主要是深度了解产教融合的开展情况。副院长王春霞介绍了服装智
能定制模式的基本概况、发展前景、社会服务功能及其在教学、科研、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的作用。专业老师还现场演示了三维人体
测量、三维足部测量和摩镜试衣体验。
2.2018 届 281 位毕业生全部顺利通过毕业答辩，毕业设计（论文）
质量比往年有显著提高。我院推荐 15 篇毕业设计（论文）参评校级优秀
毕业设计（论文），获批 10 篇；推荐 2 个毕业设计团队参评校级优秀毕
业设计团队，获批 2 个。
3.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获批 21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4 项。
4.陆平老师申报盐城工学院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
（上报人：马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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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毕红军）

信息工程学院
6 月 14 日下午，在南校区五四报告厅，信息学院举行 2018 届毕业
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邵荣参加了授予仪式。
学院党政领导、教师代表以及全体毕业生 500 余人参加。刘其明副院长
宣读了《关于表彰信息工程学院 2018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主席台就
座的领导为 2018 届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毕业生代表、国家奖学金获得
者计算机 141 班王志可同学发言。
（上报人：卞金洪

审核人：刘其明）

汽车工程学院
1．6 月 9 日上午，上海卓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轩创造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汉邦联航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科盛科技股份等四家公
司应邀到我院开展预就业选拔工作，2015 级有预就业意向的同学近百人
参加，副院长熊新主持。公司工作人员作了宣讲。最终，20 余名同学被
选拔参加企业预就业实践。
2．经学校评选，学院有 14 名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获得校级优
秀，同时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团队 2 个。
（上报人：汪洪林

审核人：熊新）

外国语学院
1. 我院多名学生在第二届苏北高校汉英翻译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英语专业组学生荣获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非英语专
业组学生荣获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14 名。其中，由郁步利
老师指导、荣获一等奖的袁婕同学被大赛推荐为非专业组特等奖。郁步
利、杨杏两位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 6 月 27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王奇教授在润美楼 A404 会议室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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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师作题为《求真求实的哈佛精神—哈佛大学本科教育启示》的专题
讲座。本讲座是外国语学院“外语讲坛”系列学术活动第三讲，由外国
语学院副院长叶磊主持。
（上报人：丁龙松

审核人：刘平）

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
1.学院高度重视 2018 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尤其是海洋技术、
海洋科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订，6 月份将各专业系 2018 版培养方案初稿
送校外专家函审。
2.我院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于 6 月初进行，各答辩小组“高
标准、高要求”严格要求学生，采取末尾淘汰制，有 8 名学生一次答辩
成绩不理想，整改后于 6 月 7 日上午进行了二次答辩。
3.我院毕业设计（论文）后期检查采用专业系教师自查、学院抽查
方式进行，学院副院长余晓红抽取班级学号末尾 5 的学生，共抽查了 18
人。检查材料包括论文整套材料的完成情况，教师毕业设计（论文）记
载簿等。6 月底，学院将论文检查结果反馈给相关指导老师，要求整改
归档。
4.根据各年级各专业培养方案，认真核实系统方案数据的准确性，
确保秋学期开设课程零差错。
（上报人：张红

审核人：余晓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月 2 日—3 日，组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期末考试。
2．6 月 23 日—24 日，组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课程期末考试。
3．组织教师批阅期末考试试卷，录入学生考试成绩，总结本学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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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
4．总结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学生征文活动，发放获奖证书。
5．组织教师宣讲团，开展“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
动，分别为全校各二级学院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报人：马荣

审核人：沈妉 ）

数理学院
1.6 月 20 日下午，在博学楼 B407 教室，副院长徐宁为全体教职工
讲授了“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首课。
2.6 月 25 日下午，在南校区博学楼 A407 教室，南京师范大学泰州
学院数科院副院长、数学建模教练组组长王明刚副教授应邀作题为《数
学建模竞赛常用方法之现代综合评价方法》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薛长
峰院长主持，学院教师和参加全国数学建模竞赛的同学聆听了报告。
（上报人：俞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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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徐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