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

院联盟（USPIR）院长论坛举行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会见来沪出席我校管理学院国

际顾问委员会会议的中外委员代表。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我校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陈

至立参加会见。

李强向客人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

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的前沿窗

口，正在按照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五个中

心”，加快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持

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流城

市需要一流管理，上海要建成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需要一流管理理论支持、一流管理

经验支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顾

问委员会成立以来，有力促进了复旦

管院办学水平提升和上海管理教育事

业发展。各位委员站在理论研究最前

沿和行业发展第一线，希望大家积极

建言献策， （下转第 2 版）

李强会见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第三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我校举行

专家学者汇聚复旦共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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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本报讯 10 月 18 日 至 19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

理国际论坛在我校举行。紧扣

“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新发展态

势，本届论坛以“共建‘一带一

路’：从倡议到实践”为主题，来

自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300 余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观察员列席，共同为推

动“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注入智慧。

本届论坛由我校与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

联盟联合主办，我校一带一路及

全球治理研究院与中联部当代世

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通过此次

论坛，我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智库交流合作机制进一步发

展，探索了智库与国内沿边省区、

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以

期为有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提供智力支

撑。

剖析本届论坛主题，“共建”

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

的关键：“共”彰显了“一带一路”

建设的多边合作的政策取向，

“建”则反映出“一带一路”建设正

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操作阶

段。

围绕主题，本届论坛设立了

多种形式交流平台：论坛大会、闭

门会议、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政

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联盟院长论

坛、企业家论坛、高端圆桌会议和

六个平行分论坛。

10 月 18 日下午，论坛正式

开幕。校党委书记焦扬、中联部原

副部长于洪君、中国外文局原局

长周明伟、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

康瑞在论坛大会上致辞。开幕式

由副校长陈志敏主持。

焦扬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六年来，经过不懈努

力和探索，取得的成就大大超出

预期，国际合作的条件更加成熟、

更加有利。在这一背景下，复旦大

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三年来，研究

院紧跟“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

发展步伐，不断拓展研究、交流与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焦扬强调，“一带一路”研究

和专业智库建设，要跟上形势发

展、实际需要和工作要求，向更加

务实、更加深入、更高水平、更可

持续的方向不断迈进。要在理论

创新、决策咨询、合作交流、人才

培养上更加聚焦发力，进一步用

好复旦的学科综合资源，拓展学

科应用和交叉方向，不断形成更

系统的互联互通理论和更丰富的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国际合

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三位一

体，以国际论坛和工作网络为两

翼，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目标

的交流合作大格局，并着力培养

一批批深度了解沿线国家历史文

化、政策法律、语言习俗的通用型

人才，培养一大批专门领域、专项

技能、专业管理的专业人才。焦扬

表示，相信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的伟大事业不断推进，论坛必将

越办越好；祝愿各方在共建“一带

一路”的道路上更紧密地携手合

作，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西兰 - 中国关系促进委

员会主席、新西兰前副总理唐纳

德·麦金农（Donald McKinnon），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国际欧

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

席张景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主席王战在论坛大会上发表

主旨演讲。高端圆桌上，海内外嘉

宾先后发言。 文 / 宗和

又讯 作为第三届“一带一

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的创新

组成部分，10 月 18 日上午，“企

业家论坛”在我校举办。副校长陈

志敏、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

鑫、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

濂在论坛上致辞。来自多家企业

和机构的业内嘉宾和财经评论人

分别介绍中国企业参与高质量联

合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与经

验。 文 / 宗和

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第五次

集中学习研讨并讲话。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许宁生等学校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参加学习并做交流发言。中

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田福元、教育

部高校党建工作联络员陈小龙到

会指导。

焦扬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

确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深

刻内涵。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践行“四个服务”；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

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

焦扬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化

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在做强

课堂主渠道上再聚焦再发力，努力

打造一批思政“金课”，深入推进课

程思政改革；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上再聚焦再发力，有效贯通“六度

育人空间”，补齐研究生思政教育

短板；在提高教师育人意识和能力

上再聚焦再发力，以“三全师德养

成”引领“三全育人”；在解决新情

况新问题上再聚焦再发力，针对学

校思政工作的薄弱环节提前布局

新的探索和实践方案。

许宁生强调，要在“三全育人”

中体现党性，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

学校“三全育人”工作中，进一步加

强政治建设的内容，更好体现党性

特征；进一步明确教师、学生、党政

管理干部等不同群体“三全育人”

的任务要求，明晰“三全育人”综合

实施途径；进一步突出目标导向，

建立健全“三全育人”的质量指标

体系，培养为党为国担当，能承担

科技创新、科教兴国重任的掌握未

来的复旦人。

在交流发言环节，常务副校

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表示，

要推进人文教育、医学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融为一体的新型医学教

育改革，大力倡导医学人文精神，

打造医学“三全育人”体制，同心协

力，上下同心，形成合力，共同为国

家培养一批优秀、拔尖、合格的医

学接班人。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

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要

坚持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创新，进一

步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积极对接国

家战略，瞄准医学研究前沿，着力

解决医学技术或临床医疗重大问

题，为医疗事业和人民健康不断给

出新方案，作出新贡献。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表示，要加

强理论武装，提升教师政治素质，

弘扬高尚师德，强化教师育人意

识，完善教师评价综合体系和教师

育人支持保障体系，帮助教师提高

育人能力，调动教师育人积极性，

激励、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

心，担筑梦育人使命。

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表示，要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提

升复旦的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构建

目标明确、内容完善、标准健全、运

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把思想政治工

作特色和优势有效地转化为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

副校长金力表示，科研是立德

树人的重要载体，是“三全育人”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要弘扬科学精

神，倡导创新文化，（下转第 2 版）

10 月 17 日是国家扶贫日。
当天，短片《在希望的田野上》于
我校官方微信发布。完成该部短
片的复旦师生团队期望以此铭
记复旦和永平
牵手走过的七
年，献给每一
位为永平脱贫
付出过汗水和
努力的人。

我校师生共同歌唱祖国

姻图片新闻

本报讯 10 月 19 日，“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复旦大

学师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合唱比赛在相辉堂举

行。校党委副书记许征、尹冬梅出席并分别致辞。

年过八旬的数学科学学院李大潜院士参加了此次比赛，他表

示：“唱的是歌颂祖国的歌，也是我们心中的歌，是我们前辈多年

以来的梦寐以求的美丽梦想，也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奋斗目标。”

文 / 张梅馨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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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举行主题教育
第五、六次集中学习研讨
10月 15日及17日，校党委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五、六次集中学习研讨，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先后围绕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三全育人”要求，和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

针，大力营造“立德树人从我做起”的浓厚氛围进行交流讨论。在第六次

集中学习研讨中，校领导班子同部分优秀教师代表进行了座谈。

音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三全育人”要求

李大潜院士参加此次合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