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  

工作信息（第九期）  
                               2021 年 12 月 

  

                                                       

 

12月 2日 信息学部召开部务会，研究讨论了自动化学院实验室调整、《北京

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北京工业大学拟推荐

2021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成果情况》、北京工业大学冬奥赛时实习生情况

四个议题。 

（行政办公室 姚范） 

12 月 3 日 信息学部召开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党建）工作和政治生态分析研

判现场督查会会议，校党委常委、副校长乔俊飞参加会议，学部党委书记杜峰同

志作汇报发言。检查组查阅了信息学部 2021 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相关资料，

并与信息学部班子成员、师生代表进行座谈交流。乔俊飞副校长肯定了学部在全

面落实从严治党（党建）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对学部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工作和

促进学部“双一流”建设提出了殷切期望。 

（党委办公室 董沛） 

12 月 3 日，材制学部领导一行五人到信息楼进行校园安全专项整顿互查，学

部党委书记杜峰、学部主任李晓理、副书记张永哲、学部副主任李建强等陪同检

查。信息学部党委书记杜峰介绍了信息学部安全工作管理情况。学部严格落实执

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业务也要管安全”的工作精神，切实推进安全工作

落实到位，通过定期检查、随时上报的方式由领导班子带头推进问题快速合理解

决达到责任到位、隐患排除的工作成效。材制学部检查组对信息学部安全专项整

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针对信息学部对于在职和学生的安全管理、意识形态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随后检查组认真查阅学部自 2017年开始近五年各方

面的安全工作材料。 

（行政办公室 赵鹏） 

12 月 7 日 信息学部学生党建办公室组织各学生党支部书记、部分支委、学

生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在分会场聆听了校党委书记谢辉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的宣讲会。听完谢辉书记的宣讲，同学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立足学生学习实际，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以会议精神为指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努力学习、锻

造本领，提高素质、提升能力，融入学校和学部发展当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学生党建办公室、团委 代粮） 

12 月 8 日 为全面提升学部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信息学部召开研究生教育

改革讨论会。信息学部党委书记杜峰，主任李晓理，部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

研究生督导组专家、学科负责人和责任教授，以及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参加了讨论

会，共同为学部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 

（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李雪娇） 

12 月 10 日 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核通过并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3人（其中 1人为留学生），学术学位硕士

1人（2年制留学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1人。会议通过了新增 1 名校内博导、

3 名学硕导师、9 名专硕导师、6 名来华留学生博士导师、2 名来华留学生硕士导

师，15名兼职专硕导师、1名跨学科调整导师的申请。 

（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李雪娇） 

12 月 10 日 国际处发布 2022 年寒假线上 8 个境外研学项目，信息学部学生

积极报名，共有 16 个学生的申请项目通过审核遴选并全部获批校级资助。 

（国际合作与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聂乔丹）  

12 月 16 日-22 日  根据校保密办《关于开展 2021 年下半年保密全面检查工

作的通知》安排，信息学部于 2021年 12月 16 日-12月 22日开展了全面检查工作，

顺利通过学校检查。 

（科研办 那景芳） 

12月 16 日 在 2021年度硕博连读/专硕攻博选拔工作中，由学生申请、学科

专家组进行资格初审，经学部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查共有 22位同学通过硕博连

读/专硕攻博初审资格，初审名单已报研究生院。 

（国际合作与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刘唯） 

12 月 23-24 日 中共北京工业大学信息学部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逸夫图书

馆报告厅隆重召开。党委常委、副校长郭福同志，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文杰

同志出席大会，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文同志到会指导，141名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还特邀各职能部门在学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双肩挑干部、教授代表、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群团组织代表等 30 余位同志出席开幕会。大会通过无记

名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第二届学部党委委员 11名和纪委委员 5名。选举产

生新一届党委书记、副书记，明确了委员分工。本次大会是信息学部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起

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学部党委将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全面贯彻落实这次

党代会精神、切实把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党委办公室 董沛） 

12月 24 日 在组织开展的“小米奖学金”评选工作中，推荐出信息学部的本

科生获得小米奖学金特等奖 3人，小米奖学金 17人，研究生获得小米奖学金特等

奖 5人，小米奖学金 16人。 

 （本科生工作办公室 张良坪） 

12 月 信息学部 2021 年党统工作顺利完成，截止 2021 年 12 月 28 日。学部

共有 2150 名党员，其中教职工党员 303 名，离退休党员 176 名，学生党员 1671

名。学部本年度发展教职工党员 3名，发展本科生党员 197名，发展硕士生 312。

“党员 E先锋”数据库信息完整度 100%。 

（党委办公室 董沛） 

12 月 计算机学院刘燕辉老师高质量完成了医师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的保

障任务，获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来信表扬。 

（教师发展办公室  吴维彬） 

12月 学部成立 2022年教师岗位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协助各学科对社招

岗位进行设置，明确了公开招聘初选及 Tenure-track 考核要求，为 2022 年社招

工作有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教师发展办公室  吴维彬） 

12月 学部完成对 2019年度北京工业大学本科重点建设教材项目（13项）的

结题检查，一共有 6项通过结题，7项延期结题。 

（本科教务办公室 刘榿） 

12 月 学部完成 2020 年实培项目的结题工作，其中科研类毕业设计 12 项，

创新类毕业设计 2项，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深化项目 12项，全部通过结题。 

（本科教务办公室 刘榿） 

12 月 细致做好考试监考、排考工作。共组织信息学部期末考试 388 场，安

排监考教师 757人次；配合学校教务处完成 2021年下半年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



考试，共安排监考教师 60人次。 

（本科教务办公室 胡萌萌） 

12月 按学校要求完成 2020 级辅修双学位学位的录取，信息学部共接收辅修

学生 42 人。其中计算计科学与技术专业 37 人，软件工程专业 1 人，物联网工程

专业 1人，信息安全专业 3人。 

（本科教务办公室 胡萌萌） 

12 月 按照学校一流学科办对学部“十四五”规划的反馈，组织重新协调各

学科修改各学科“十四五”规划，并完善更新了学部“十四五”规划，提交学校

一流学科办。 

（学科建设办公室 余霞） 

12月  2021年新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制）立项，信息学部此次共

立项 10个项目。 

（科研办 那景芳） 

12 月  组织相关教师完成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进展

报告》填写工作，共有 54个项目参加此次工作。 

（科研办 那景芳） 

12 月  完成 2021 年北京市教委科技一般计划项目结题的工作，信息学部共

有 10位老师参加此次结题。 

（科研办 张倩） 

12 月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积极开展毕业年级研究生就业工作，及时向应届毕

业生发布就业信息，促进同学们稳定就业，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李英英） 

12 月 信息学部组织团学组织学生骨干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

习会。同学们表示，作为学生骨干，应更加明确时代赋予我们新时代青年学子的

使命，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不忘初心使命、勇毅前行。 

（学生党建办公室、团委 代粮） 

12 月 为重温“一二·九”运动的斗争历史，引导青年学生继承优良革命传

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信息学部组织青年师生代表、冬奥会志愿者代表参与“弘

扬爱国精神，共赴冰雪之约”纪念“一二·九”运动升国旗仪式，并组织学生骨

干开展“一二·九”运动精神专题学习会，鼓励青年学生以深厚的家国情怀作为

立身之本，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学生党建办公室、团委 代粮） 

12 月 信息学部圆满完成了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招募选拔工作，最终共计 93

名青年师生成为北京冬奥会冬奥村志愿者，其中包括 9名 NCS领域志愿者、23名

技术领域志愿者（学校唯一输送来源）及 61 名通用志愿者。 

（学生党建办公室、团委 代粮） 

12 月 学部积极推进辅导员工作室建设，邀请心理咨询师，利用每周日上午

半天时间，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12 月咨询时长总计 10 小时，服务学生 13

人次。 

（学生素质教育办公室 王晓晴） 

12 月 信息学部处理北京市民接速即办转办关于工作服务态度事项 1 件，学

校校内接速即办关于学生学业相关事项 1件，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为 100%。 

（行政办公室 赵鹏） 

以下摘自校园网 

 

12 月 1 日 学部组织召开深化改革沙龙之十三平安校园建设专题工作会。信

息学部党委书记杜峰，主任李晓理，副书记王丽君及各部门代表共计 20余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会议旨在梳理学部各部门在校园安全工作的情况，排查安全隐患，

并就安全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讨论，在自查自改的基础上，对学部未来的安全工

作提出发展性意见和规划。会议以《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安全专项整顿工作方案》

为纲领，对《校园安全专项整顿指标》目录进行了分析。各办公室就对口检查点

逐条进行分析讨论，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报和交流。 

李晓理主任希望各部门认真做好自查，找出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党委书记

杜峰指出，安全工作事关师生切身利益，是信息学部发展建设的重要保障，要群

策群力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信息学部在学部制改革的探索道路上，各

方面工作要同步跟进，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更要具有前瞻性。此次沙龙的顺利开展，

有效推进了信息学部安全工作的建设和完善，就安全工作在各部门间的协同开展

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并加强了各部门间的互相了解，展现出了更加广阔的协同

办公前景。 

（信息学部） 

12月 3日 刘建萍副校长参加指导信息学部 200720班主题班会活动。本次班

会以 “学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弘扬学术精神，强化安全意识，做新时代合格大



学生”为主题。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建萍同志全程出席了班会活动并进行了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分享。 

（信息学部） 

12 月 7 日 信息学部召开深化改革沙龙之十四党务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学

部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事宜，重点就《党委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与《纪委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做了意见征集，信息学部领导班子成员、支部书记、重点

岗及青马班部分成员共计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杜峰同志主持。 

（信息学部） 

12 月 8 日 信息安全党支部开展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基层

组织建设强化党员思想教育”线上主题党日活动。信息安全党支部全体党员和信

息安全研究所学习小组全体成员通过腾讯会议开展了集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润枝教授受邀作“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的几点思考”的专题报告。  

（信息学部） 

12月 8日-10 日 信息学部师生友谊赛在奥运场馆热身馆举办。本次友谊赛由

羽毛球比赛、男子篮球全场 5v5 对抗赛、平板支撑、女子投篮四个项目组成。副

校长乔俊飞，学部党委书记杜峰，党委副书记、主任李晓理以及学部领导班子成

员，学部师生 100余人参加。 

（信息学部） 

12 月 丁海旭博士荣获第三届工业人工智能国际会议学生优秀论文奖。第三

届工业人工智能国际会议共有 141 篇论文入选会议报告，来自海内外的 400 余名

作者参加了交流。经过通讯评审和专家组现场答辩，信息学部博士研究生丁海旭

（导师乔俊飞、汤健）撰写的论文《Multi-input and Multi-output Modeling 

Method Based on T-S Fuzzy Neural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脱颖而出，

最 终 获 得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udent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信息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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