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获央行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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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8 日，金融科技前
科技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授牌。
沿论坛暨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授牌仪式
来自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研究院、我
在我校举行。期间，
校党委书记焦扬与
校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专家学者围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进行会谈。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研究”
“
，新一代
论坛上，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和范一飞先
金融分布式数据网络架构研究”
，
“大型
后致辞。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朝、我校副
关键应用智能监控审计技术研究”等当
校长徐雷签署复旦大学加入金融科技
前金融科技前沿研究热点做学术报告。
研究中心的共建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科
据介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研
技司、
中国银联、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清
究中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起设立的金
算总中心、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上海
融科研研究机构。
我校是国内首个加入金
票据交易所的与会嘉宾共同见证金融
融科技研究中心的高等院校。 文 /宗和

个专题调研报告

我校举行校领导班子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本报讯 10 月 28 日上午，校
领导班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举行。
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诸葛彩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校党委书记焦扬
主持会议，
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许
宁生，
常务副校长、
上海医学院院
长桂永浩，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
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
尹冬梅，副校
长金力、
张志勇、
陈志敏、张人禾、
徐雷等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出席会
议。与会党政领导分别就各自调
研成果做交流发言。中央第三指
导组有关成员到会指导，部分机
关部处负责同志列席。
诸葛彩华 对 这次 调 研成 果
交流会给予充分肯定。她强调，
下一步，要着力把调研成果转化
为整改思路和举措，在推动出实
效上下功夫。集中精力梳理问
题，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真正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紧密结合起来，以“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作为检视
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让广
大党员和师生真正感受到主题
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推动学校各
项事业发展。
焦扬指出，我们要按照指导
组要求，推进调研成果运用、抓
好整改落实工作，要进一步深化

管理学院第二届国际顾问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
本报讯 10 月 19 日，我校管
理学院第二届国际顾问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举行。
管理学院国际
顾问委员会主席陈至立、
校党委书
记焦扬在会上讲话，
会议由陈至立
主持。
校长许宁生代表学校向六位
委员颁发管理学院第二届国际顾
问委员会聘书。
文 / 刘海阳

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召开

在学习和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学校党委统一思想、
发现问题、反复酝酿讨论，明确了 12 个专题调研课题，
并由校党政班子成员牵头负责、分头参与，带领 12 个
调研组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先后召开 60 场座谈会，与
来自不同校区、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教师、学生、医务
人员和职工代表共 908 人次深入交流。通过扎实调研，
听民声、找问题、剖根源、问对策，形成了 12 个专题调
研报告，并汇总整理了师生突出关注的党建思政、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创新、队伍建设、机关效能、待遇
保障、后勤服务、校园建设和学生工作等 10 大类 127
项意见建议。
调查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补充调
研，深入凝练工作思路 ；要把调
研成果切实转化为整改落实的
具体举措，细化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目标，坚持即知即改、立行
立改，能改的马上改，以整改工
作的成效取信于广大师生员工；
要推进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化，
把科学调研论证作为重大问题

决策的前置机制，把深入基层一
线、广泛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建议
作为办学治校的经常性工作，不
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的水平。
文 / 祁金

主题教育·整改进行时

探索服务教职工新方式“小家小屋”
为宝妈带来复旦温度
根据中央统一部
署，我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从
2019 年 9 月 开 始 启
动，学校各基层单位 把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
务，围绕“守初心 、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扎 实推 进 各
项工作。本刊开设专
栏，呈现鲜活工作动
态。

开 栏 的 话

本报讯 为提升教职工的工
共政策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国
时的润滑剂。
作幸福感、解决女性教职工的哺
际文化交流学院等院系也在积
“‘教工小家’能够丰富教职
乳需求，
今年 10 月，
一间“馆员之
极推进“教工小家”及“爱心妈咪
工业余文化生活，缓解工作压
家”在我校图书馆重新“开门营
小屋”的建设。从开展“建家”项
力。同时，这片公共区域也被用
业”
。图书馆工会负责人陈永英
目至今，我校已有二十余个院系
作基层党建活动，增进师生间的
介绍，这间“馆员之家”原建于
及部门拥有了自己的 “教工小
交流。对于物理空间充裕的院
2012 年，随着近年来图书馆新进
家”，有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五个
系，可以专门从‘教工小家’划分
女职工以及生二胎女职工人数增
院系部门为女性职工建立了“爱
出一片相对隐秘的区域作为给
多，
考虑到女性员工的哺乳需求， 心妈咪小屋”。
女性职工使用的‘爱心妈咪小
图书馆工会积极筹措，希望完善
“入职培训期间，只能在教
屋’，陪女性职工们安然度过特
“馆员之家”
的功能。改造后的空
学楼的洗手间里‘奶孩子’，空间
殊生理阶段。”工会常务副主席
间划分为里外两片区域，外间用
狭小，手忙脚乱，感觉压力很大。 司徒老师介绍，工会有一笔专项
于馆员用餐，
里间成为
“爱心妈咪
来到经济学院办公后，体验了宽 “建家费”用于支持院系，校工会
小屋”
，同时也用于工会、青联会
敞的女性空间，有空调、沙发和
也会在“教工小家”建成后及时
活动。
现在，
升级版的“馆员之家” 小毛毯，还有奶瓶消毒设备，让
验收。
已成为集展示、
休闲、
娱乐、
哺乳、 我觉得身心轻松。”经济学院学
除了实现“ 教 工小 家”校 区
会议于一体的多功能区域。
生工作办公室的王老师是今年
全覆盖目标，校工会现还在积极
在响应教职工需求、探索服
的“新晋妈妈”，她表示，
“ 爱心妈
推进“妈咪小屋进楼宇”工作。用
务教职工新方式的道路上，不仅
咪小屋”就是自己“职场人”与
更为人性化的舒适体验，进一步
是图书馆，今年，社会发展与 公 “新手妈妈”两重身份发生碰撞
彰显复旦温度。
文 / 宗和

本报讯 10 月 18 日上午，一
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咨
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校党委
书记、
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院长焦扬在会上致欢迎辞，
并为新
增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
新老咨询委员会成员共同出席此
次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原副
校长、
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副主
席李君如主持。研究院下属十家研
究所所长列席会议。
文 / 宗和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第三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10 月 21 日，复旦管
理学奖励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
十次会议在我校召开。基金会名誉
理事长、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
义，基金会理事长、
校党委书记焦
扬，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基铭，
基金会副理事长、瑞安
集团主席、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康瑞，
基金会理事以及基金会理
事代表等出席会议。焦扬主持会议
并讲话。
文 / 黄薇

河西学院党委书记赵凯
一行访问我校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河西学
院党委书记赵凯率团访问我校。校
党委书记焦扬在光华楼会见赵凯
一行，
并就两校对口合作的相关工
作开展座谈交流。河西学院党委常
委、
组织部部长高荣，
党委常委、
教
务处处长赵柱，
我校副校长徐雷及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会上，双方就合作推进方向、
内容、
形式等开展讨论。当天，
河西
学院一行还走访了相关部门开展
调研，并参观了复旦大学校史馆、
相辉堂、
菜鸟驿站等。 文 /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