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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纪委书记李延平为全体学工干部作培训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高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12 月 18 日

下午，我校在新校区图书馆第一会议室举行全体学工干部学习培训会，校纪

委书记李延平作专题报告。各院（部、系）学生工作负责人、学管办主任，

全体专兼职辅导员，校团委、学生工作部工作干部参加报告会。报告会由学

工部副部长齐仲锋主持。 

李延平书记深入读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政策

方向和精神内涵，分析了改革背景下思政工作面临的新要求，深入剖析了当

前大学生思想、心理特点，总结阐述了影响思政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的原因，

对学生工作进一步找准定位、彰显特色、提升水平作出了新的要求。李书记

说强调，高等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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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

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上级

要求”（即党的教育方针），深入了解“学生需求”（即学生面临的困惑），

明确工作定位（即切入点），不断优化队伍组织、能力结构；全体学工干部

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职责感和使命感，充满热情对待工作，饱含深情对待事业，

满怀激情创新思维，全力破解工作难题，做好大学生人生的引路人，健康成

长的知心人，全面发展的示范人，为学生排忧解难，引导他们健康成长，为

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整场报告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分析深刻，全体学生工作干部深受启发。此

次培训是加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系列举措之一，对大家

进一步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

较强的指导意义。 

我校举行 2013 年主题班团会、素质拓展训练、
文明宿舍表彰大会 

12 月 18 日下午，我校 2013 年优秀主题班团会、素质拓展训练、文明

宿舍表彰大会在新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校纪委书记李延平出席大

会。学生工作部、校团委、保卫处、后勤服务集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全体

学生工作干部和学生代表 400 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齐

仲锋主持。 

李延平书记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肯定了一年来在主题班团会、素质拓

展训练、文明宿舍创建等三个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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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把主题班团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

常抓不懈，抓出成效。二是要以素质拓展训练为切入点，努力培养同学们的

集体主义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三是要继续抓好文明宿舍创建活动，加强宿

舍文化建设。 

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秦光义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主题班团会、素质拓

展训练、文明宿舍创建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表彰决定。与会领导分别为主

题班团会、素质拓展训练和文明宿舍创建先进集体，主题班团会、素质拓展

训练优秀指导老师和主题班团会优秀班级、素质拓展训练优秀团队、校级文

明宿舍颁奖。 

化学化工学院 2012 级辅导员屈敏佳、经济管理学院 2013 级辅导员樊理

君分别代表主题班团会、素质拓展训练优秀指导老师发言。储运 1204 班朱

立勋、勘探 1201 班雒斌分别代表主题班团会优秀班级、校级文明宿舍发言。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杨
做客大学生就业创业论坛 

12 月 18 日下午，由我校就业指导中心、校团委和安东石油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第 16 期“安东石油”大学生就业创业论坛在校本部学术

报告厅举行。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人力资源管理中

心总经理刘杨作了题为《成为职业人》的主题报告。 

报告会上，刘杨副总裁分别从“我是谁”、“从学子到职场高手”、“如

何掌握职场技巧”等话题入手，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及多年丰富的人力资源管

理经验，就能力提升、职业生涯规划、角色转换、爱岗敬业等几个方面，深

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了成为职场人的必备要素。他还结合自己对石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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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行业发展形势的思考和分析，建议大学生就业创业要从最熟悉的领域做

起，既要心存大志又要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坚持不懈，才能一步步走向

成功。 

活动期间，校纪委书记李延平与刘杨副总裁进行了座谈，双方就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交流。双方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新的合作机制和方式，为进一步促

进校企双方互利共赢做出努力。 

报告会结束后，刘杨副总裁还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刘杨副总裁就同

学们所普遍关心的职场规划、石油行业发展前景等问题，细致回答了学生代

表提出的各种疑问。与会学生代表纷纷表示，一定会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继

续坚定信念，刻苦学习、积极实践，力争为祖国石油行业的发展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学生工作动态 

◆ 学风建设  

12 月 16、17 日，机械工程学院 2012、2013 级考试诚信教育大会，人

文学院 2013 级教育大会分别在新校区教学 A、B 区召开。 

12 月 18 日，在我校 2013 年优秀主题班团会、素质拓展训练、文明宿

舍表彰中，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集体奖 1 项、教师奖 2 项、班级奖 4

项、宿舍奖 6 项。 

12 月 19 日下午，经济管理学院“经管论坛”第 5 期之“当代经济形势分析

与展望”专题讲座在新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学院石冬莲教授受邀主讲。 

12 月 20 日，经济管理学院 ACA 专业讲座在新校区教学 B 区 208 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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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2 月 22 日晚，电子工程学院第三届“和谐宿舍文化节”闭幕式暨 2012 

-2013 学年创先争优表彰大会在新校区腾辉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 主题班团会 

    12 月 10 日至 22 日，计算机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

院分别开展“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班团会。其中计算机学院于 16

日至 20 日在校本部 2 号教学楼先后召开 2011 级各班专题团组织生活会，认

真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于 10 日至 20 日以“学习

促进成长• 青春点亮人生”为题，组织新校区各班召开了专题团组织生活会。

电子工程学院于 12 月 22 日上午在校本部 2 号教学楼 215 室召开了 2012 级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班团会观摩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彭革伟参加会

议并作指导。 

◆ 就业工作 

2013—2014 学年第一学期第 16 周，来校开展校园招聘的单位有陕西环

通标准锅炉有限公司、苏新能源和丰有限公司、陕西汽车集团陕西汉德车桥

有限公司等 4 家单位。招聘涉及管理类、中文类、机械类、材料类、计算机

类、电气类、外语类等 40 个专业，提供岗位 300 余个。 

12 月 16 日下午，计算机学院南京唯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场招聘会在

校本部 2 号教学楼 707 室举行，数字媒体技术方向 23 名学生参加宣讲面试。 

12 月 18 日上午，人文学院 2014 届毕业生就业动员大会在南校区音乐

厅举行，大会由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善建主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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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樊晓旭主讲，学院 2010 级全体师生参加会议。 

12 月 19 日下午，经济管理学院西正印制有限公司专场招聘会在南校区

南阶 309 室举行，学院 40 余同学参加招聘。 

◆ 稳定安全 

12 月 16 日上午，经济管理学院对 2011 级非商管专业学生宿舍安全卫

生整改情况进行了验收检查。 

12 月 16、17 日，计算机学院学生工作干部分别深入新校区、南校区学

生宿舍，进行了宿舍安全卫生检查。 

◆ 学生党建 

12 月 17、19 日晚，党校电子工程学院、理学院、体育系联合分校，党

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校和党校人文学院分校新校区第 8、11 期积极分子

培训班结业考试分别在在校本部 2 号教学楼，新校区教学 B 区举行。其中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2013 级 185 人、人文学院 2013 级 150 余人参加

考试。19 日，党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校举行结业典礼。 

12 月 17 日晚，党校计算机学院分校邀请校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赵承胜讲授新校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课，并于次日下午在新校区教学 A 区

139 室举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专题讨论，学院 2012 级辅导员、

新校区学生党支部全体成员及 198 名学员分别参加培训。 

12 月 19 日下午，机械工程学院 2010 级、2011 级党支部预备党员入党

宣誓仪式暨缅怀英烈活动在西安烈士陵园举行，学院有关学工干部，2010

级、2011 级学生党员、预备党员 120 人参加活动。 

12 月 19 日下午，计算机学院 2011 级党支部会议在校本部 2 号教学楼

807 室召开，经会议讨论、表决，同意 38 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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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晚，经济管理学院 2012 级学生党支部“批评与自我批评”民

主生活会在新校区教学 B 区 204 室召开，学院 2012 级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 团学活动 

12 月 17 日中午，经济管理学院“关爱老人，温暖夕阳”主题图片展在新

校区东方广场和 8 号学生公寓楼前举行，向同学们发出关爱老人倡议。 

12 月 17 日晚，化学化工学院共青团第 22 次代表大会在新校区腾辉大

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学院党委书记邹红育、副书记吴民生，校团委书记种宇

宏等参加会议。 

12 月 18 日晚，计算机学院、外国语学院及化学化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大

学生干部应具备哪些能力”专题团课培训在新校区教学 B 区 125 室举办，计

算机学院有关学工干部及各学院学生干部 75 人参加培训。 

12 月 19 日晚，电子工程学院大学生科技文化节之航模比赛决赛在新校

区教学 B 区 205 室举行。 

12 月 20 日、21 日晚 19:00，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机

械工程学院 2014 年元旦联欢晚会分别在新校区腾辉大学生活动中心和教学

C 区 3 号实验楼举行。各有关学院党政领导、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晚

会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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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报 

◆ 第 16 周学生公寓检查结果通报 

名次 院系 宿舍优良率 

1 音乐系 90.0% 

2 电子工程学院 81.0% 

3 体育系 77.3% 

4 经济管理学院 75.7% 

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74.1% 

6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73.8% 

7 机械工程学院 72.4% 

8 石油工程学院 68.9% 

9 外国语学院 68.9% 

10 理学院 68.8% 

11 化学化工学院 68.5% 

12 计算机学院 67.9% 

13 职业技术学院 64.3% 

14 人文学院 63.8% 

一、资料来源：教室公寓管理中心，方瑞公司南区、新校区项目部。  

二、宿舍优良率计算方式为各院（系）校本部、南区、新校区宿舍中所有优

秀、良好宿舍在各院（系）全部宿舍中的占比。         
 

报：省委教育工委宣教处，省教育厅学生处。 

送：校党委委员，校领导，机关、教辅、后勤各单位。 

发：各院（部、系） 

审核：齐仲锋     执行编辑：高 黎    责任编辑：郝海洋    印 2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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