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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创造新时代复旦发展新传奇

我校六届七次教代会暨十七届七次工代会举行

本报讯 2019 年 12月26日
学校召开 2019年度第 25次校长

办公会议遥
会议传达了教育部 2020 年

野二上冶部门预算培训会精神遥会议

强调袁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艰苦奋斗尧勤俭节约一系列重要
论述精神袁深入学习教育部 2020
年部门预算培训会精神袁坚持勤俭
办学袁把野过紧日子冶的思想贯彻落

实在 2020年的预算编制工作中遥
要切实加强预算执行与管理袁加大
经费统筹力度袁把落实财政资金绩
效管理作为重要抓手遥

会议听取了 2019 年本科招
生工作报告袁肯定了取得的成绩袁
对 2020 年招生工作作出部署遥
会议要求袁 要进一步提高对招生
工作的认识袁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需求袁完善人才选拔体系曰优化资
源配置袁 构建招生计划与人才培
养协同联动机制曰 大力做好宣传

工作袁 稳步推进与中学的深度互
动曰深化工作保障袁完善校内校外
协同合作体系遥

会议研究了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举措遥会议提出袁要健

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袁 完善
心理咨询辅导体系袁 加强心理危
机防控体系建设袁 强化分级分类
预警机制遥

会议还研究了科研项目间接
经费管理和学校其他行政工作遥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7 日，我校六届七次教代会

暨十七届七次工代会举行。

预备会议上，全体正式代表

举手表决通过了大会表决办法

（草案）、大会议程（草案）和增补

大会主题团成员候选人名单。因

职务调整等原因，依据《复旦大学

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规定，

增补尹冬梅为复旦大学六届教代

会暨十七届工代会主席团成员。

12 月 10 日的正式会议听取

了校长许宁生所作的学校年度工

作报告，以及校党委副书记许征

所作的学校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所作的教代

会、工会年度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积极履

行代表职责，对会议提交的 3 个

报告进行认真审议，给予充分肯

定，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学校

建设发展和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

的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闭幕会议上，第一代表团路

广、第七代表团胡光喜、第八代表

团马蔚纯、第十二代表团邵瑜、第

十三代表团王金童、第十四代表

团毛佐华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做了

交流发言。

全体代表举手表决通过本次

大会的《决议》。大会号召，在新的

一年里，复旦将全面开启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顶尖大学的新征程。

全校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中国大

地办大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争取早日跻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前列！

校党委书记焦扬在闭幕会议

上讲话。她代表学校向会议的成

功召开表示祝贺，向全体代表以

及为学校发展辛勤付出的全体教

职工表示感谢，并代表学校党委

通报近期几项重大工作。她表示，

学校正扎实推进整治整改落实，

不断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根据中央要求，确定 8 个专项整

治任务和 33 个整改项目，总计

141 项整改举措，每位校领导按

照分工、牵头落实。其中，有 56 项

整改举措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已

经完成；62 项整改举措正在抓紧

推进，拟在明年 1 月底完成；23

项涉及到深层次问题的整改举措

制定了阶段目标，正在有序推进，

拟在明年 6 月底前完成。

焦扬强调，学校正深化综合

改革，进一步引导广大教职工“三

全育人我当先”，通过加强顶层设

计和破解关键难题，带动全体教

师在投身课程思政改革上奋勇当

先，坚持正确导向、挖掘育人内

涵、创新教学方法，把做人做事的

道理、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实

现民族复兴的理想责任，融入落

实到每一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中；

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上奋勇当

先，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心与心

沟通、手把手教诲中传道授业解

惑，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能力传

授于一体，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

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上奋勇当先，切实提

高机关责任意识、使命担当，继续

向科技要效率，持续加强作风建

设，通过优化管理服务，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不断推动

办学质量、育人水平的提升。

焦扬表示，学校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

发挥教代会在学校治理中重要而

独特的作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在政治引领、凝聚人心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要积极推进民主管

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展

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在联系师生、服务师生方面取

得更大实效。她希望，全校广大教

职工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进取、追求卓越，以饱满热情、昂扬

精神、务实作风、过硬成绩，奋力创

造新时代复旦发展的新传奇！

最后，现场全体与会代表高

唱校歌。六届七次教代会暨十七

届七次工代会胜利闭幕。

文 / 宗和李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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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25

日，我校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教

育部党组的任免决定，金力任复

旦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局级），金

海燕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袁正宏不再担任复旦大

学纪委书记。校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部分

机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金力，男，1963 年 3 月生，中

共党员，2003 年 6 月回国参加工

作，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生物医学

及人类分子遗传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毕业，教授，中科院院士。2007

年 6 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19

年 12 月任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金海燕，男，1963 年 8 月生，

中共党员，1985 年 8 月参加工作，

浙江大学内燃机专业、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毕业，工学学士、法学学

士学位，研究员。2016 年 4 月任东

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9 年 12 月任复旦大学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 文 /童一明

金力任常务副校长 金海燕任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上接第 1 版）该校办学理念、培

养标准、办学水平与复旦二附校、

徐汇学校高度一致；教学资源共

建共享，教学质量在可比性水平

上与复旦二附校、徐汇学校保持

相当；管理上由大学协调负责，复

旦二附校作为基本支持保障，复

旦附中总体指导把关。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以复

旦大学附属医院为核心，整合闵

行区区属资源，推动双方在卫生

健康领域全面综合发展。通过优

化卫生健康服务、深化医学教育

合作、加强医学科学研究、培育发

展健康产业等具体合作内容，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卫

生的需求。

陈宇剑指出，通过本次签约，

复旦大学把更多优质的教育、卫

生资源向闵行区倾斜，对闵行区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上

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彰显了复

旦在上海落实“三大任务一平台”、

强化“四大功能”、建设“五个中心”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进

程中的责任担当和重要贡献。

陈宇剑表示，期待双方能够

延续上一轮合作的好基础、好经

验、好做法，倾力合作，推进复旦

大学“双一流”建设，助推健康闵

行和教育强区建设，不断提升百

姓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闵行

区委区政府将从组织保障、政策

支持等方面提供全力支持。

焦扬指出，主动对接国家和

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此次

签约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市

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的重要举

措，也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提升服务社会能级的应有之义。

焦扬强调，复旦大学将本着

“机制创新、区校联动、资源共享、

共建共赢”的原则，发挥优质教育

资源带动辐射作用，办好人民满

意的学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型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升闵行医疗

服务能级；健全区校联动协同机

制，与闵行共同为奋力创造新时

代上海发展新奇迹贡献智慧和力

量。

签约仪式由校党委副书记、

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主

持。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

长桂永浩，副校长张人禾分别与

闵行区副区长杨德妹签署《深化

医教研协同型健康服务体系共同

建设协议》《合作举办复旦大学附

属闵行实验学校协议》。闵行区委

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王观宝，上海

医学院副院长汪志明等参加签约

活动。 文 / 李沁园李俊坊

我校与闵行区合作办学办医启新篇

殷音 校务公开

本报讯 2019年12月31日
学校召开2019年度第26次校长办

公会议。
会议研究了学校与云南大学

部省合建对口合作工作。会议指

出，要按照部省合建工作要求，结

合两校学科特点，重点支持生态学
和生命科学学科精准合作，支持云

大对接和服务云南高原特色经济
作物产业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师

资队伍建设、科研合作等方面支持
力度，逐步拓宽学科合作领域，支
持云大加快“双一流”建设。

会议研究了学生宿舍规划方

案，提出了十年建设规划和五年基
建修缮、资金筹措行动计划。会议强
调，要着眼于学校事业发展需要，下
大力气扩大学生住宿资源，多措并
举，有序推进基建修缮，积极筹措建

设资金，切实改善住宿条件。

会议还研究了 2020—2021
学年校历和学校其他行政工作。

2019 年度第 26 次校长办公
会议研究部省合建对口合作、
学生宿舍规划等工作

2019 年度第 25 次校长办公
会议传达学习教育部 2020年
部门预算培训会精神 研究本
科招生和教育等工作

姻 全体正式代表举手表决 摄 / 杜雯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