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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亚眠电子与电子技术高等工程师学院代表访问我院

2019 年 10 月 17 日，法国亚眠电子与电子技术高等工程师学

院校长顾问Stephen HAZLEWOOD教授和国际办公室负责人Cecile

WU 老师一行二人访问我院。我院党委书记谢苗峰在明德楼 604

会议室接待了来宾，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丁世涛，教师王束宇

和杨荷清参加会谈。

首先，谢书记首先代表世纪学院对 Stephen 教授和 Cecile WU

老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对我院学生目前就读对方院校给予的

关照表示感谢。Stephen教授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到世纪学院访问，

双方院校在 2016 年签署了校际友好协议，希望通过此次来访，

进一步增进双方院校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院学子赴法国学习

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帮助。

本学年，我院有两位同学前往亚眠电子与电子技术高等工程

师学院攻读工程师文凭，吴老师对两位同学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肯

定，开学一个半月的时间，两位同学学习态度良好，在认真上课

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把握每一次练习语言的机会，不断

提升。

随后，双方就英语授课项目情况进行深入讨论，吴老师对于

英语授课的专业设置，语言要求以及课程安排进行了详细的说

明。谢书记提到，我国需要越来越多具备多种语言能力的复合型

工程师人才。法国工程师精英教育经过两百多年的累积，体系成

熟，值得我们借鉴。希望能够通过双方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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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碰撞，优化我院国际化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国际处 供稿）

学院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10 月 22 日

上午，学院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

会，院领导班子交流分享调研成果，分析检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研究讨论解决问题的思路举措。会议由党委书记谢苗峰主持，全

体院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谢苗峰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重要环节，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领导班子结合各自的调

研主题，深入到基层和师生中进行了广泛调研，形成了具有一定

质量的调研成果。结合前期的调研情况，谢苗峰书记以《北邮世

纪学院“三全育人”大思政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探索》为题，从“三

全育人”的总目标和重要性、“三全育人”的问题和现状、“三

全育人”大思政体系的构建和落实、“三全育人”思政体系的运

行机制和保障等几个方面汇报了调研成果，总结了学院思想政治

工作的基本情况，对进一步推进学院育人水平、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目标提出了改进举措。

院长孙汉旭同志以《世纪学院教师队伍建设与科研工作的现

状与发展》为题，从教师队伍和科研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拟

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这三个方面做了交流分享。

党委副书记孙凯，党委委员李新松、夏素霞结合自己分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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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别就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教学课程

重修工作等方面的调研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谢苗峰书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目的就是要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找准问题、摸清实情、分析症结、拿出措施，

更好地推进工作开展。干部们要及时总结梳理调研成果，将问题

分级、分层、分类，积极解决、切实抓好整改，要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上级要求，围绕“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题到位”“整改

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以守初心担使命的强烈责任意识，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综合办 供稿）

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落户我院

10 月 23 日下午，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共建的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在学校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

行揭牌仪式。学院院长孙汉旭、副院长夏素霞、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代表处企业业务部人才生态发展部邱晓彬总经理、北京金

戈大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赵羽副总经理、学院各院系及职能部门

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参加仪式，仪式由通信系副主任刘

刚主持。

首先由华为公司邱晓彬经理致辞。邱经理在讲话中谈到，华

为致力于将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打造为培育人才的“沃土”，

人才生态发展应顺沿着“云大物智”这几个方面发展，华为 ICT

在这些方面有着先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体系更能适应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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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展需求，校企合作更能把华为引入的世纪学院中来，促进人

才培养的发展。

孙汉旭院长代表学院对华为邱晓彬经理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指出，通过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的

高效整合，把企业的先进技术传递到学校，最终传递给学生，培

养学生的全面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让学生进入工作岗

位后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华为作为世界知名企业将会为学院承

载非凡的教育意义。华为不仅影响华为人，也影响了很多从事

IT 行业的人包括在校大学生;相信在以后的校企合作中，华为也

能学院传递这样的正能量。未来的教育需要更多的承载，我们需

要找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来一起培养学生，而企业也需要面向未

来的员工。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在人才培养、产学研等方面的优势，

共同培养卓越应用型人才，为华为等创新企业输送更多、更优秀

的人才，为我国向科技大国迈进做出贡献。

揭牌仪式上，学院院长孙汉旭和华为邱晓彬经理代表校企双

方共同为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揭牌。

揭牌仪式后，双方在明德楼 604 会议室进行了前沿信息技术

论坛。研讨会就 5G 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云大物智”

方面发展、未来企业需求人才的发展方向、新技术应用衍生多行

业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就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

院的运营模式、发展方向、师资培养以及课程培训进行了相关的

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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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成立，标志着学院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培养高质量通信与信息技术领域技能型人才的道路

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今后学院将与华为携手，充分发挥校企

双方资源优势，在人才培养、课程嵌入、师资培训、实验室建设、

认证培训、就业服务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汇聚力量、知识与智

慧，共同探索培养行业优秀人才的创新之路，努力打造华为信息

与网络技术学院人才培养基地，将“北邮世纪华为信息与网络技

术学院”品牌做大、做强、做精。（通信与信息工程系 供稿）

我院男子篮球队荣获第 22 届 CUBA 北京赛区第四名

10 月 9 日-26 日，由中国大学生篮球协会主办，北京市大学

生篮球协会协办的第21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北京赛区）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共有来自北京市的 32 所高校参加本次比

赛，我院学生男篮在历时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关斩将、杀出重围，

充分发扬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展示了我院学子昂扬

向上、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时隔一年再次夺得第四名！

球队在小组阶段的比赛中，分别战胜了北京警察学院和北京

科技大学，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中医药大学，最终以五分惜败，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淘汰赛。淘汰赛面对的是小组第一、去年

大学组第四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当天正赶上刘继明教练家中父

亲做心脏手术，面对关键一战，刘继明教练毅然决定要和队员们

在一起为学院荣誉而战，最后队员们信心大增不负众望团结一

心，艰难战胜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杀进 8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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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 8 进 4 中，再逢劲敌---淘汰卫冕冠军北京建筑大

学的北京林业大学，对于这场比赛，学院党委委员、基础部副主

任刘朋辉、教练刘继明及队员们都非常重视，刘委员提前做了思

想动员，刘教练进行比赛录像分析，战术演示，总结小组赛和淘

汰赛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北京林业大学布置详细的攻防战术，开

场打的较为轻松，但是北京林业大学并未放弃，一路紧追，几次

将比分迫近，刘教练及时暂停，稳定局势，艰难的取得了胜利，

拼进四强。

半决赛，学院党委书记谢苗峰亲临现场为大家鼓劲加油，由

于我院篮球队新老队员交替的磨合期，有过上届比赛经验的五名

主力队员全部毕业，新队员缺少大赛经验，特别是在比赛比分焦

灼的关键时期，处理球的经验明显不足，最后遗憾败北，错失决

赛机会，输给了今年亚军北京联合大学。

季军争夺战中，我院面对的是北京邮电大学，邮电同校德比

大战，学院院长孙汉旭、副院长孙凯、学生处处长张秀芬、副处

长岳鑫、基础部主任程国生、副主任刘朋辉带领五十多名世纪学

子组成的强大啦啦队，大声呐喊，擂鼓助威，洪亮的“世纪，加

油”助威声震耳欲聋，将比赛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现场气氛异

常热烈。夏素霞副院长在外开会学习期间亲自打电话过问比赛情

况并预祝队员们取得好成绩！同校德比战，秉承着“安全第一，

友谊第二、比赛第三”最后，以 6分错失季军！虽然与季军擦肩

而过，队员留有遗憾，但在比赛结束时队员们主动列队与对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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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握手表示祝福并向其学习，同时向现场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

深深鞠躬表示感谢。（基础部 供稿）

 华为和移动为通信系开展 5G 新技术互动体验展示活动

10 月 16 日晚，通信与信息工程系在学思楼 330 特邀中国移

动北京延庆分公司和华为公司为同学们开展了 5G 互动体验讲

座，移动公司团委徐剑锋和华为公司工程师魏文骞工程师为同学

们带来的精彩展示演讲。本次展示为新生们打开科技世界的大

门，使同学们切身体验科技的魅力，感受到 5G 科技的震撼以及

了解了通信行业的现实力量，相信通过本次大会，同学们能够对

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拥有更细节的目标，努力创新，为今后的学习

带来更加惊喜的成果。（通信与信息工程系 供稿）

 学院 2019 年度学生体检工作圆满完成

至 10 月中旬，学院 2019 年度学生体检工作圆满结束。后勤

处医务室先后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校医院、延庆区疾控中心、延庆

区结核病防治所、北医三院延庆医院、康庄镇医院，经过 2 次集

中体检、3 次补检、2 次复查和 2次接种，对我院 2019 级、2017

级学生共计近 2500 人进行了健康体检，对 2019 级新生进行了结

核菌（PPD）测试，对 2019 级非京籍新生进行了麻风腮疫苗接种，

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了 2019 级、2017 级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

对体检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做到了及时、有效处理。（后勤管

理与服务处 供稿）

 我院召开本学期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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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工作，我院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上

午在明德楼 604 召开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学生处、团委及各系

（院）学生工作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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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进行

反馈和沟通。随后，学生处通报了近期各系（院）学生工作情况

及相关数据，并且对即将开展的工作做了相关要求。（学生处 供

稿）

 我院召开“安全防范与疾病防控”讲座

10 月 22 日下午，我院在学思楼 330 教室组织全院各自然班

班长和团支书参加了“安全防范与疾病防控”讲座。

康庄镇派出所副所长马超群围绕防盗、消防安全、自我安全

保护和校园诈骗等方面为大家展开安全教育讲座。随后，北京市

延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科的医务工作者普及了艾

滋病防治知识，着重强调了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及防艾措施。我院

医务室魏静老师进行了流行病防控宣传。会场秩序井然，同学们

认真聆听，积极与讲座老师互动，受益匪浅。（后勤管理与服务

处 供稿）

 党委书记谢苗峰为教师代表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党课

10 月 25 日下午，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

习的重要内容，学院党委书记谢苗峰为学院部分职能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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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全体党支部书记和全体辅导员上了一堂

题为《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三全育人”为牵引，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生动党课。

与会老师们纷纷表示将以本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党课为学习契机，切实做到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学、思、用贯通，知、行、信统一，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将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到实践中。（综合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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