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复旦系基础教育集

团又添一所一流新学校。8月31

日，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

揭牌，首批招收６个班小一生。

该校今年2月成立，是复旦与闵

行区政府共建共管的九年一贯

制学校。办学目标是建成高水

平、有特色的上海市优质义务教

育学校。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原德育

主任姚伟出任校长。2020 年共

招录优秀教师18名，其中区学科

带头人3名，骨干教师8名。

学校整体规模为54个班级，

分小学、初中两个校区。其中小

学部校区位于梅陇镇梅陇西路

1566 号，设计办学规模为 30 个

班级。占地面积为20463 ㎡、建

筑面积约17120㎡。招收复旦子

弟和梅陇镇周边居民。“硬件、软

件都非常好。”学生家长曹慧頔

对学校十分满意。

姚伟说，下一步会重点培养

师资和建设特色课程，将会从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入手，一方面

选择其他附小、附中的优秀课

程，另一方面结合自身校情、生

情、教情来组织特色课程。

初中部已经选定校址，初步

敲定设计和装修方案，预期2021

年秋季招生。

又讯 占地近 58 亩的二附

校江湾新校区全面启用，丰富多

样的功能教室、能容纳500人的

小剧场、360平方米的食堂、崭新

宽阔的400米环形跑道、充满复

旦气息的校园文化长廊……这

座设施完备的全新校舍将充分

发挥强大功能。

4月27日，二附校师生陆续

返校开学。从开学到暑假，这短

短两个月，孩子们已充分感受到

新校区的魅力。

72间普通教室和10个理化

生实验室，满足学生日常课程的

配套需求；3 个创新实验室和活

动室，为学生的创新科研提供互

动交流的空间；2个体质监测室、

1个安全体验室、1个心理专用教

室，为学生的身心安全保驾护

航；11个形体、数码、钢琴、书法、

绘画、茶艺、劳技、科技等专用教

室，满足学校多样化课程的开发

和实施……

相较老校区，新校区场地宽

阔、设施完备，可以说应有尽有，能

让孩子们的课外生活更加丰富。

二附校初中部和小学部共

约1400人已全部迁至新校区，位

于政修路130号的附小校区继续

保留，供小学部一到三年级学生

使用，位于政修路215号的老校

区（原二附中）移交复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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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防疫及教学检查防疫及教学 确保校园舒适确保校园舒适、、方便方便、、安全安全
本报讯 9月14日是重返线

下课堂第一天，校党委书记焦

扬、副书记金海燕一行实地调研

检查了防疫及教学情况。师生

们满意校园现状，表示回到线

下，学习氛围回来了，正常的教

学秩序也恢复了。

“教室8个月没用，设备操作

起来还方便吗？”焦扬首先走进

第四教学楼的课堂，与老师们交

谈，关心课程安排及教学电子设

备的操作体验，同时向相关部门

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教学楼开窗

通风、消毒安排等一系列措施。

焦扬强调，一定要做好教学楼防

疫工作，务必每天定时消毒，务

必保证开窗通风，确保师生在舒

适、方便、安全的环境中开展教

学工作。

学校严格落实“防输入、防反

弹、防突发、防松懈”，8月下旬，根

据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明确

了秋季学期公共教学楼开放的有

关要求。大后勤工作联席会议专

题全面落实了校园后勤保障工

作。 文/王玥 殷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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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闵行实验学校首次招生
二附校江湾新校区全面启用

本报讯 8 月 24 日 ，澜 沧

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

视频会议发表的《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

宣言》赞赏了由学校牵头，与国

内外多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的

澜湄青年交流合作中心取得的

工作成果，认为中心“为深入推

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

澜湄青年交流合作中心于

2019年7月22日正式成立，秘书

处设在我校，这个澜湄合作机制

国家间功能平台致力于打造区

域内人文交流、青年发展、高等

教育合作的国际平台，全方位服

务澜湄流域各国高校和青年的

交流、合作与共同发展。2020年

起，中心邀请各国高校联合设计

实施《澜湄青年创新发展三年行

动（2020-2022）》，主要包括创新

创业教育行动、国际社会实践行

动、创新人才培养行动和智慧成

果共享行动四方面内容，以务实

合作将青年交流提升到新的高

度。

学校自 2015 年以来，通过

玉树澜湄源头寻访活动、国际青

年夏令营、青年创新赛事等为载

体，持续组织澜湄青年交流活

动，得到湄公河五国政府和高校

的热烈响应。下一步，学校将探

索设立全天候交流平台，同时整

合有关高校和地方资源，不断扩

大合作网络，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为推动澜湄区域青年交流合

作向更高层次、更好水平、更广

领域发展贡献复旦智慧和复旦

力量。 文/校团委

多国领导点赞澜湄青年交流合作中心

本报讯“2020 年新教职工

岗前培训”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四百余名新教工与博士后参

加。为确保疫情防控和岗前培

训两不误，此次培训采用跨校区

多会场同步直播形式，聚焦“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邀请文科资

深教授、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陈

尚君，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教学

名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郭坤宇等学科专家及各部

门负责同志培训，筑牢“三全育

人”意识，提升岗位育人本领和

专业能力。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周亚

明在讲话中以“做追求卓越的

‘复旦人’”为核心，回顾了学校

在为国育才、开拓创新、服务社

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始终是一

所追求卓越的大学。履行中国

高等教育“国家队”的使命和担

当，这是时代赋予复旦的卓越使

命。新教职工应从“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立德树人，为人师

表”“凝心静气，追求卓越”“强化

责任，奋进担当”四个方面，努力

争做一名追求卓越的复旦人。

培训围绕政策服务与校史

校情、人才培养与“双一流”建

设、师德教育、国情教育、专项培

训等五大板块，进一步加强分类

培训，细化培训科目，对新教工

和博士后实施分学科、分岗位、

系统化、专业性的教育培训。

文/吴佳凌

做追求卓越的“复旦人”

2020年新教工岗前培训举行

本报讯 华为公司 CEO 任

正非 7 月 30 日带着他的高管和

专家团队到访学校。双方围绕

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培

养等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

希望继去年 9 月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后，谋求校企更深层次、更

宽领域合作。

许宁生校长表示，华为是一

个伟大的企业，希望这次活动能

成为复旦和华为合作的一个新

起点和里程碑，今后更好地发挥

上海和复旦的优势，探索复旦和

华为共同的战略目标。

首次到访学校的任正非表

示，为了国家共同的目标，希望

互相取长补短，将华为的工业

应用经验和复旦的前沿学术研

究成果结合起来，转化成工业

产品。他“很高兴在复旦看到

愿意坐冷板凳的人”，表示“我

们带来客户现实的需求，你们

带来科学的理想。现实和理想

结合，就是执行的战略。”任正

非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认为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我

们拼什么，就是拼教育、拼人

才。”“欢迎大学老师来华为开

短期讲座。我们的专家也可以

到大学来讲讲课，提前告诉学

生们从一楼到底是怎么爬到二

楼的，而不仅仅是知道二楼长

什么样。”

会后双方互赠书籍。校党

委书记焦扬赠送了一套《中国

历史地图集》和一本《复旦管理

学奖励基金会 15 周年介绍》。

任正非回赠一套《采访实录》和

一本《上海华为青浦研发中心

方案设计》。

文/殷梦昊 摄/成 钊

任正非率华为团队来访 谋求更深更宽的合作

◀ 闵行实

验的校园设

计 别 具 匠

心，设施设

备 配 置 到

位，兼具复

旦特色和闵

行元素。

▶ 已经上

课两个多月

的二附校学

生说“新学

校大得像个

迷宫。”

现将《复旦大学辐射隐患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

2020 年 9 月 28 日（10 个工作日）。报告书公示网站链接如下：http://www.zcglc.fudan.edu.cn/4990/list.

htm。

联系人：张义 联系电话：13621693772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示

复旦大学
2020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