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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切关怀北邮世纪学院世园会志愿者

10 月 9 日晚，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隆重

举行，我院志愿者们依然坚守岗位，热情服务入园参观的游客。

下午 4 时许，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行参观了中华园艺展——

北京园。学院正在 A11 岗亭服务的志愿者姬世祥、吴京泽、张宇

欣见李克强总理走出北京园院落 展区时，便和周围群众一起激

动地大声向总理问好“总理好！总理好！”克强总理微笑着向志

愿者们招手，并来到了志愿者岗亭前，与三位志愿者一一握手表

示慰问并叮嘱他们：“志愿者辛苦了，要为游客做好服务。”随

后，克强总理与三位志愿者合影留念。

得到总理的关怀和勉励，使志愿者们感受到了极大的振奋和

激励。志愿者、青年教师姬世祥表示：这是总理对广大志愿者的

亲切关怀，我们要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志愿者吴京泽同学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家里人并动情地

说：当总理与我握手时，特别激动、感动、温暖，内心受到巨大

鼓舞，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秉承志愿者精神扎实做好每一件小

事，为更多人服务。志愿者张宇欣同学在感受到克强总理亲切关

怀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表示今后要更多的投身到志愿者服务

工作中去，奉献社会、服务他人，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良好形

象。(学院世园会志愿者工作新闻宣传报道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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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亲切慰问北邮世纪学院世园会志愿者

10 月 9 日晚，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隆

重举行，闭幕式会场的所有志愿者均来自北邮世纪学院。在仪式

结束后，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对全体志愿者和演职人员表示感

谢，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其间，蔡奇书记与志愿者们亲切交谈，

他问身边的志愿者：“你服务多少天了？”我院志愿者樊洋答道：

“我们已经服务 100 多天了”。蔡书记又问：“你们是哪所学校

的？”樊洋自豪的回答：“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蔡奇书记

听完，再次向志愿者们表达了鼓励和肯定，并与在场志愿者们一

一握手表示感谢。

北邮世纪学院的广大志愿者们用辛勤与智慧，真诚与微笑为

祖国赢得了尊重和友谊，在世园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

也为学校和自己赢得了收获的礼赞。(学院世园会志愿者工作新

闻宣传报道组 供稿)

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暨专题学习会

9 月 20 日上午，学院党委组织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暨专题学习会。党委书记谢苗峰主持会议。

谢苗峰书记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的要求和会议精神，结合学院实际，他指出领导干部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发扬

革命优良传统，提升党员干部精气神，切实解决师生关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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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他表示，领导干部要切实参与到主题教育中去，调整好

工作状态，深入基层做调研、联系班级搞服务，认真查找问题，

因时制宜开展整改；各二级单位要切实落实主题教育工作，做好

宣传引导，积极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开展好主

题教育，他对全体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勇担使命、尽职尽责，

立足本职把学院工作做好；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前瞻

性和大局意识，要遵从教育和市场规律，切实解决学院发展遇到

的难题；三是统一思想、步伐一致，全院上下要同心同力，为学

院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共同进步。

孙汉旭院长在讲话中指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学院党委高度重视，认真履行主

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促指导。全体干部要认清形势、

牢记初心，要坚决克服官本位、“衙门作风”、“老爷作风”，

要坚决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切实解决师生关心和重视的

问题和困难，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的重要讲话视频材

料，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会议要求参会人员会后

自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甘肃及河南考察时发表的重要

讲话。

学院全体在校院领导、党委委员、全体中层干部（含助理）、

全体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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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谢苗峰书记召集全体党支部书记就“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党日活动进行了工作部署。（综合办公室 供稿）

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工程学院院长 Perter Crounch 教授一行访

问我院

2019 年 9 月 18 日下午，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工程学院

院长 Perter Crounch 教授、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Hong Jiang

教授和中国合作项目负责人 Yonghe Liu 教授等一行四人访问我

院，院长孙汉旭教授在明德楼 604 会议室会见了来宾。

孙汉旭院长首先对Perter Crounch院长和各位教授的来访表

示热烈欢迎，向 Perter Crounch 教授详细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

况及办学特色，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同时介绍了我院作为延庆

区唯一一所大学在世园会等各项志愿服务工作中做出的努力和

贡献，为 2022 年在延庆举办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积累了经

验。 Perter Crounch 教授对孙院长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介绍

了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基本情况，工程学院的专业情况。

随后，双方在合作模式、合作专业、师生交流、课程合作、就业

等方面上进行了探讨，希望未来双方院校能够在教师访学、学生

交流、科研合作等方面上合作共赢。会后，我院与美国德州大学

阿灵顿分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参加本次会谈的有副院长夏素霞教授、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

长丁世涛副研究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刘载文教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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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主任李保升教授、通信与信息工程系主任刘刚教授、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王束宇老师。

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简介：

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是德州大学系统下的一所大型公立

综合性全国大学，成立于 1895 年，位于美国西部大型城市阿灵

顿，提供本科、硕士、博士，三种学位类型。学校设有工程学院、

商学院、建筑学院等。其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在全美排名前 50。

（国际处 供稿）

我院师生参演北京邮电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演出广受好

评

百年磨砺铸就中华巨变，七十华诞谱写盛世华章。正值“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之际，9 月 25 日下午 13:30，

“迎 70 华诞，展北邮风采”北京邮电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文艺演出在科学会堂精彩上演。全体校领导、各职能处室和二

级单位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离退休人员代表及学生代表共计

800 余名观众一同观看了演出。

我院工会应邀选送的师生同台节目《新的天地》以独特的编

排设计，将优美舞蹈、嘹亮歌声与诗朗诵完美结合，主题鲜明、

形式新颖，用诗朗诵“讲故事”的方式，讲述英雄的故事，表达

受到英雄感召的各行各业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建设美好新

中国、迎来新的天地的豪情壮志，为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献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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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祝福。思想性、艺术性、专业性的高度统一，获得现场观众

的一致好评，全场喝彩和阵阵掌声，将演出推向了高潮！（院工

会 供稿）

简讯

 我院召开学生工作会议

我院于2019年 9月 17日上午在明德楼604召开学生工作会

议。副院长孙凯、学生处、团委、保卫处及各系（院）学生工作

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保卫处处长朱在兴通报了近期安稳情况，各院（系）学生工

作主要负责人针对近期情况及工作安排做了简单汇报，并对近期

各系（院）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及时馈。最后，孙凯副院长对

新生引航、校园安全稳定、舆情动态等方面工作对各系（院）进

行了详细的安排及要求。（学生处 供稿）

 艺术与传媒学院世园会志愿者为 330 名离退休教师团队游园提供

服务保障

在秋风送爽，凉风习习的今天，世园会迎来了 330 余名退休

教师，其中年逾八旬的老人不在少。志愿者们妥善安排，为其游

园提供保障。他们自发与退休教师相伴游览，与教师们统一步伐，

保持谦卑与尊敬，必要时推扶轮椅，送上实时的关心与讲解，保

证他们游园。除此之外，志愿者还充当“专用摄影师”，为教师

团在世园会各大场馆景点合影，记录下这一美好轻松的游园时

光。（艺术与传媒学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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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召开教务工作会

9 月 23 日上午 10 点，学院在明德楼 402 会议室召开了教务

工作会，教务处及各教学单位教务员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夏

素霞副院长主持。

夏副院长指出，教务工作需认真，仔细，教务员应有耐心、

细心、责任心。新教务员应多问、多思、多做。在与学生和家长

的沟通过程中，应注意方式方法。做好工作的前提是找好自身的

定位，教务员应深刻理解自身的岗位职责，熟知教务工作的相关

制度和政策文件，并充分了解学院其他部门的相关规章制度要

求。（教务处 供稿）

 学院组织开展公选课（网课）第一次线下集中学习

为加强对本学期公选课（网课）的管理，9月 19 日晚，网课

管理教师分别在自己所带的班级，开展了第一次网课线下集中学

习课程。

网络课程的开设，丰富了学院的教学资源，也拓宽了学生的

知识界限。网课学习采取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管理教师督促管理

为辅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学习既保证了学生学习时间的自由度，

也提高了网络课程学习效果和质量。必要的监管既是手段亦是保

障。（教务处 供稿）

 学院教师发展中心成功举办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

9 月 25 日，学院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召开“教学经

验交流及研讨会”。优秀教师代表艺术与传媒学院贾立学、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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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工程系高海娟、电子与自动化系杜永博及全体新入职专职

教师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三位优秀教师代表分别结合自身丰富的

教育教学经历，同与会人员分享教学过程中的成长与感悟。新入

职教师与优秀教师代表进行深入交流探讨。通过召开本次教学经

验交流会，进一步促进了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互鉴，并对新入职教

师教学工作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人事处 供稿）

 我院开展安全教育和普法知识讲座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的法制观念与安全意识，促进学生

遵纪守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高同学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学生处联合康庄镇司法所等部门于 9 月 19 日在图书

馆报告厅组织开展了安全教育和普法知识讲座。在讲座中，付博

律师主要介绍了电信诈骗案件的典型案例、共同规律以及补救措

施

经过此次讲座，与会师生受益匪浅，让在场学生深刻认识到

了做好安全防范措施的重要性，并掌握了很多防诈骗的知识和技

能，有效提高了安全防范意识。（学生处 供稿）

 学院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之“5G 技术介绍

及未来发展研讨”讲座

为庆祝祖国七十华诞，深化主题教育，学院于 9 月 25 日在

学思楼 229 报告厅举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讲座，

华为无线网络与云核心网络市场管理部高级营销专家朱继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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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作了题为“5G 技术介绍及未来发展研讨”的讲座。。

朱继奎先生从 5G 的产业进展、5G 技术方案介绍、5G 业务发

展探讨三个方面展开了讲座，还回答了我院师生讲座中提出的问

题，一问一答间将讲座气氛推向了高潮。（综合办 供稿）

 我院 2019 年下半年（第 56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圆满结束

2019 年下半年（第 56 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于

9 月 21 日如期举行。本次考试共开考三个级别，包括一级 251

人、二级 614 人、三级 29 人，共 894 人次报名参加本次考试。

考试共计 4 批 23 场，每批约 240 人考试。（教务处 供稿）

 共拼搏，迎国庆——延庆区教委与学院教职工男子篮球队开展篮

球友谊赛

在喜迎伟大祖国 70 周年华诞之际，为进一步弘扬体育精神，

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进与延庆区教育战线同仁的交流，

9 月 24 日下午 4 点，由延庆区教工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秦生

带队的教工篮球队，应邀到学院与我院教职工男子篮球队进行了

一场篮球友谊赛。学院副院长、工会主席孙凯等领导观看了比赛。

最终我院教职工代表队以 3 分的优势赢得比赛。（院工会 供稿）

 学院领导节前视察后勤安全稳定工作

在十一小长假即将来临之际，9 月 27 日中午，院长孙汉旭

在李新松副院长、后勤处周文照的陪同下对学院后勤保障相关重

点部位视察。

孙汉旭院长先后走访了配电室、二次供水房、消防蓄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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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食堂后厨、医务室等工作岗位及重点区域，看望慰问后勤服

务岗位的干部职工，转达了院领导对后勤一线人员的亲切问候，

要求各部门切实做好节假日期间的安全及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后勤管理与服务处 供稿）

本期责编：逯容如

欢迎您关注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请扫描下

方二维码：


	简讯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亲切慰问北邮世纪学院世园会志愿者
	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暨专题学习会　　
	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工程学院院长Perter Crounch教授一行访问我院　　
	我院师生参演北京邮电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广受好评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