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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生工作专项调研报告荣获全省高校     

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 
近日，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公布了全省高校专项工作优秀调研报告评选结

果，由我校学生工作部撰写、申报的专项调研报告获二等奖。 

2013 年 4 月至 9 月，省委高教工委组织全省高校开展了专项工作调研，

随后组织专家对上报的调研报告进行了认真评选，共评出一等奖 2 篇，二等

奖 6 篇，三等奖 14 篇，并对此次获奖的 22 篇优秀调研报告进行了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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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平书记深入新校区慰问学生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晚，校纪委书记李延平深入新校区，参加了第五届

团学干部交流会暨“黑金之夜”化妆舞会，并深入学生宿舍向同学们送去新

年祝福。学生工作处、校团委负责人及新校区全体辅导员一同参加。 

李延平书记首先参加了我校一年一度的团学干部交流会暨“黑金之夜” 

化妆舞会。他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过去一年来我校在党政建设、团学思想教

育以及学生干部培养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我校团学干部新的一年在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以思想教育和学生管理为落脚点，深化教育

教学活动，刻苦学习，积极实践，为将自己塑造成创新能力优、综合素质强

的团学干部而不断努力。     

随后，李延平书记深入新校区学生宿舍，向同学们表达了问候之情。李

书记仔细询问同学们元旦准备如何度过，以及大家在学习和生活中有哪些方

面的困难。他要求同学们新年要有新计划、新面貌，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抓

紧复习，诚信考试，争取以优异成绩向父母和老师汇报。 

此外，李延平书记还向节日里坚守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新年

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 

•学校举办“激扬青春 筑梦石大”           
2014 年元旦文艺晚会 

12 月 29 日晚，由校团委、校学生会主办的“激扬青春•筑梦石大”2014

年元旦文艺晚会在新校区腾辉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校纪委书记李延平出席

晚会。各部门、各院（部、系）负责人及新校区 1000 余名师生一起观看了

晚会。 

李延平书记在致辞中回顾了 2013 年我校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

培养、新校区建设、学生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同学们今后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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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提出了三点希望与要求。一是要坚持远大理想，勇于担当，坚持好、领

悟好、运用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奋力实现中国梦；二是要加强学习，

勇于实践，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和追求，为将来成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三

是要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高素

质的复合型人才，为献身祖国石油事业而不懈努力。 

晚会在欢乐祥和的歌舞《好运来》中拉开帷幕。随后，教师代表们表演

的舞蹈《芦花》舞姿优美，缤纷绚烂，博得了现场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啦啦

操等运动类节目节奏明快、动感十足，民乐联奏、舞蹈《雀之灵》等节目则

多角度展现了祖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诗朗诵《祖国颂》生动演绎出同学

们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和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祝愿，体现了“铁人精神”

对石油学子的激励和鼓舞。晚会最终在合唱《辉煌明天》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晚会中还进行了第五届阳光体育节优秀组织单位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团会最佳团支部的颁奖活动。晚会充分展示了校园文化

建设的成果和西石大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学生工作处召开 2013 年度干部职工考核大会 

12 月 27 日，学生工作处召开 2013 年度单位干部职工考核大会。学生

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学生工作处处长雷西合主持。 

雷西合处长在会上首先充分肯定了各科室及广大干部一年以来的工作。

他指出，过去的一年中，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发扬团队精神，克服人员少，工

作头绪多、强度大的困难，努力进取，创新工作思路，开拓工作领域，取得

了较好的工作成绩，赢得了较好的外部评价和社会影响。他强调，在 2014

年的学生工作中，一是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继续推进以辅导员职业能力大

赛为代表的各项队伍建设工作；二是要进一步树立服务学生的观念；三是要

进一步加强学生工作信息化平台建设；四是要加强学生工作的学习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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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要加强工作的规划性，强化时间观念、树立工作中心意识，分清工作重

点；六是要加强学习，多读书，不断充实自我。赵健副处长、齐仲锋副处长

结合分管工作，分别谈了对过去一年工作的认识以及对下一年工作的设想。 

按照《西安石油大学单位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学生工作处各科室

人员认真准备总结，以幻灯片的形式做了年度工作述职交流。 

我校组织全体就业工作干部               
参加就业政策及业务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就业工作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12 月 23 日下

午，我校在第三会议室举办就业政策及业务培训。主讲人由长安大学学生就

业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金玉担任。就业中心相关负责人、各院（部、系）

主管就业工作副书记、2010 级和 2011 级辅导员参加了培训。 

张金玉老师为我校就业工作干部作了题为《略谈高校就业工作的几个问

题》的报告。他从高校就业工作的主要内容、高校就业工作的一般流程、高

校就业指导的重点以及高校就业工作的规范性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浅出地对

就业工作作了全面细致地分析。他还联系工作实际，就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

基本概念（如生源地、改派）、国家鼓励毕业生就业的新政策（如“西部计

划”、“三支一扶”）等关键问题作了重点介绍。 

张金玉老师长期从事学生管理及就业工作，尤其对毕业生就业工作具有

丰富经验，曾应邀为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高校校级就业指导人员培训班

作报告。 

学生工作动态 

◆ 稳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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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晚，电子工程学院安全委员会议在新校区教学 C 区第 3 实验

楼 224 室召开，会议就圣诞节及元旦假期安全问题作了安排和要求。 

12 月 27 日下午，经济管理学院 2010 级学生安全管理教育大会在南校

区南阶 305 室举行。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蔡强参加并就毕业设计期间安

全事宜作出部署安排。 

12 月 25、27 日，计算机学院 2011、2013 级假期安全教育、诚信考试

教育会分别在新校区教学 B 区、校本部 2 号教学楼召开。 

◆ 学生党建 

12 月 22 日下午，经济管理学院 2010 级学生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在南校

区南阶 110 室召开。 

12 月 24 日至 27 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新校区学生党支部会议和计

算机学院 2011 级各学生党支部会议分别在新校区教学 A 区、校本部 2 号教

学楼召开。会议分别同意接收薛力等 19 名、寸丽芳等 14 名入党积极分子为

中共预备党员。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新校区学生党支部会议同时对新党章有

关内容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精神进行了学习。 

12 月 25 日晚，党校计算机学院分校第 20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之“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流程和手续”在新校区教学 B 区 125 室举办，经济管理学院

党委副书记蔡强主讲，新校区 198 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 

12 月 27 日中午，电子工程学院 2012 级“心系漫天雾霾，石大学子在

行动”签名活动在新校区东方广场举行，学生党员同时对食堂及操场周围小

广告进行了清理。 

12 月 27 日下午，机械工程学院 2011 级装备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在校本

部 2 号教学楼 506 室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习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 团学活动 

 —5—



 

12 月 23 日至 25 日，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梦 经管情 青春颂”2014 年

庆元旦师生联欢晚会，计算机学院、人文学院“IT 系人文，踏马喜迎春”

2014 年元旦晚会，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激扬青春、辉煌明天”2014 年元

旦晚会暨表彰大会先后在新校区腾辉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12 月 23 日至 28 日，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2013 级班级元旦晚

会分别在新校区举办。 

12 月 23 日晚，石油工程学院第二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在新校区

教学 B 区 125 室开课。 

12 月 27 日下午，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年度团学干部总结大会在

新校区教学 A 区 302 室举行，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红先参加会议并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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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报 
◆ 第 17 周学生公寓检查结果通报 

本周结果 上周结果 两周对比 本学期均值对比 

院（部、系） 
优良率 排名 

优良率

变化 
排名 

优良率 

变化 

排名 

变化 

院部系 

均值 
全校均值

音乐系 95.0% 1 90.0% 1 +5.0% 0 84.0% 

体育系 90.9% 2 77.3% 3 +13.6%  +1 79.8% 

电子工程学院 80.1% 3 81.0% 2 −0.9% −1 65.1% 

经济管理学院 78.3% 4 75.7% 4 +2.6% 0 74.2%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75.0% 5 73.8% 6 +1.2% +1 69.2% 

外国语学院 71.7% 6 68.9% 9 +2.8% +3 74.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71.3% 7 74.1% 5 −2.8% −2 63.5% 

机械工程学院 70.1% 8 72.4% 7 −2.3% −1 69.8% 

人文学院 69.4% 9 63.8% 14 +5.6% +5 59.0% 

理学院 66.1% 10 68.8% 10 −2.7% 0 68.9% 

石油工程学院 64.9% 11 68.9% 8 −4.0% −3 63.8% 

职业技术学院 64.3% 12 64.3% 13 0% +1 61.9% 

化学化工学院 62.7% 13 68.5% 11 −5.8% −2 65.8% 

计算机学院 61.3% 14 67.9% 12 −6.6% −2 64.4% 

68.8% 

本周优良率均值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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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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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学年 11 月至 12 月宿舍内务卫生优良率后三名情况通报 

          排 名   

 

周 次 

倒数第 1名 倒数第 2名 倒数第 3名 

第 8周 人文学院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第 9周 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第 10 周 电子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第 11 周 电子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第 12 周 电子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系 

第 13 周 职业技术学院 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 14 周 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人文学院 

第 15 周 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工程学院 理学院 

第 16 周 人文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学院 

    

备注：在这两个月共计 9 次的内务检查中，最后三名累计次数最多的三个院系是：职业技术学院

7 次、人文学院 5次、理学院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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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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