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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BOOK

▲ 全校观看十九大开幕式

▲ 市委高校思政工作专项督查工作组来校实地督查

▲ 学校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

▲ 3 月 11 日，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

学校举行



201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BOOK

▲ 5 月 21 日至 25 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到校进行现场考察

▲  11 月 1 日，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认证专家反馈会

▲  9 月 21 日，

上海市首批“高本贯

通”学生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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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BOOK

▲  9 月 13 日，学

校举行鲁班书院揭牌

仪式

▲

 7 月 8 日， 学

校举办长三角地区应

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互

谅 网 +” 大 学 生 创 新

创业大赛及教育论坛

▲  9 月 18 日，校

党委书记刘宇陆以“厚

德精技 砥砺知行——

在追梦路上谱写不负

时代的青春华章”为

题， 为 2017 级 4910

名全体新生讲授了“第

一堂思政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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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BOOK

▲

 学校举

行新任硕士生

导师宣誓仪式

▲

 周小理教授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

楷模提名奖

▲ 学校举行兼职教授聘任仪式

▲ 学校举行教师节表彰大会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BOOK

▲  6 月 30 日，学校举行

国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发展战略论

坛及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理事会会议

▲  10 月 12 日， 学 校 与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签约仪

式

▲ 5 月 17 日，2017 上海产学研

合作创新论坛在学校举行

▲ 12 项“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和 1 项大学生双创项

目亮相 2017 世界工业博览会

▲

 4 月 15 日，学校主办知识

产权南湖论坛新发展理念与知识

产权法治现代化国际研讨会



201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BOOK

▲ 6 月 28 日，学校举行 2017 届本科毕业生“青春梦 中国梦”毕业典礼

▲  学 校 举 行 2017

届毕业晚会

▲ 7 月 4 日，学校举办上海“机器人与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生暑期学校

▲ 学校举行“365 青年成长计划”一周年表彰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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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陆靖参观荷兰方提斯大学实验室

▲ 赴加拿大圣力嘉学院学生交流团 ▲ 外国留学生龙舟赛

▲ 9 月 20 日，法国国际香料香精与化妆品学院执行

总长一行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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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举办校友伉俪返校活动

▲ 学校举办第三届唱响青春中国梦校园好声音

华东赛区区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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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是在学校年鉴编纂委员会

主持下编纂的一部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和史料文献。2018（总第

17卷）记载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间学校各领域、

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二、本年鉴采用条目编纂法，以条目为主要的信息载体

和基本撰稿形式。年鉴对条目按不同领域、系统进行分类，从

点、线、面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记述。

三、本年鉴内容排为类目、栏目、分目和条目，栏目和分

目前一般设有“概况”条目，介绍该部分内容的总体情况，条

目以【】标记。

四、对条目内容的交叉重复现象，本年鉴采用详略不同和

视角不一的方法记述，力求全方位地记录学校发展的轨迹。

五、本年鉴中有关全校的统计数据由校长办公室提供，各

业务部门的统计数据由各部门提供或审定。按学年统计的数据

截止时间为8月31日，按年度统计的数据截止时间为12月31日。



专    文

3 认清形势 保持定力 加快发展 扎实推进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

  ——在 2017 年春季全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刘宇陆

8 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持续推进学校内涵发展

  ——在 2017 年春季全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陆� 靖

12 贯彻落实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开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在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 刘宇陆

18 新起点 新跨越 新征程

  ——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四届六次教代会上的报告� �������������� 陆� 靖

重要文件与规章

2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二○一七年党政工作要点

3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二○一七年下半年党政工作补充要点

3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试行）

4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合同管理办法（修订）

4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延聘的若干规定

4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租房补贴支取操作细则

4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首聘考核实施办法

4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级学科平台专职科研队伍管理办法

5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新工程实施办法

5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奖”（学生）评定办法

5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辅导员年度考核办法

5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6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金实施办法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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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6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奖学金评定条例

6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综合奖学金评定办法

7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专科生综合奖学金评定办法

7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学科技能竞赛奖励条例

7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帮困奖学金评定办法

7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励志”帮困奖学金评定办法

7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8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

8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

8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条例

8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贷款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8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帮困助学实施办法

9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请假、销假管理办法

9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证、校徽和学生乘车优惠磁条管理规定

9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体育单项奖奖励条例

9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请假制度（试行）

9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10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10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

11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考试管理办法

11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12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通识课程开设和修读管理办法

12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档案管理办法

13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信息员工作细则

13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务员岗位职责

13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办法

13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领导及管理干部听课（看课）制度

14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14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15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践教学运行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16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

16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16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

17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管理规定

17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

17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教学工作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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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18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修读体育课程的管理办法

19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两级管理职责（试行）

19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20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则（试行）

20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20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青年教师科技人才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21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科建设五大工程方案（试行）

21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22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成绩单管理办法（试行）

22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暂行）

22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22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23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

23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规定

23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海外交流项目管理细则（试行）》的补充规定

23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

24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24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申购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工作实施细则

24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退休返聘人员管理使用学校固定资产的若干规定

250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25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26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涉密设备管理办法（试行）

26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管理办法

26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零星维修工程管理办法（试行）

26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医疗保障管理及实施办法

27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

275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档案管理制度

27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

27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管理办法

综    述

283 学校概况

285 党政领导

285 机构与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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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其他各类组织

311 重要会议与活动

311 【获批 2017 年度教育综合改革重点推进项目】

311 【鲁班书院揭牌】

311 【2017 上海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举行】

311 【13 项项目亮相工博会】

311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到校现场考察】

311 【获批“课程思政”重点培育高校】

312 【首设学习十九大精神课程�《美丽中国》开课】

312 【首批“高本贯通”学生入校】

312 【2017“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举行】

312 【校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312 【召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313 【召开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313 【校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院、部、所概况

3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13 【概况】

319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319 【概况】

322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322 【概况】

324 机械工程学院

324 【概况】

32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27 【概况】

328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28 【概况】

330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330 【概况】

331 理学院

331 【概况】

332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332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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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轨道交通学院

333 【概况】

3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334 【概况】

336 人文学院

336 【概况】

3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337 【概况】

338 外国语学院

338 【概况】

339 艺术与设计学院

339 【概况】

341 工程创新学院

341 【概况】

342 工程训练中心

342 【概况】

342 体育教育部

342 【概况】

343 高等职业学院

343 【概况】

343 继续教育学院

343 【概况】

343 上海香料研究所

343 【概况】

学科建设

347 【概况】

347 【启动学科建设五大工程】

347 【获批产教融合发展工程】

347 【获批上海市综合改革重点项目】

347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347 【启动文科发展工程】

347 【组织申报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47 【智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348 附录



6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教育教学

353 本科教育

353 【概况】

35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353 【专业设置与建设】

353 【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353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354 【贯通培养模式改革】

354 【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

354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354 【教学团队】

354 【教学成果奖】

354 【教学改革】

354 【课程与教材建设】

355 【通识教育】

355 【毕业设计】

355 【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

355 【教学质量监控与分析】

355 【学生评教】

355 【教学督导】

356 【教学质量月】

356 【过程化考核课程试点】

356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本科教学状态数据】

356 【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

356 【“双证融通”工作】

356 【语言文字工作】

356 【获“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竞赛一等奖】

357 研究生教育

357 【概况】

357 【招生工作】

357 【培养工作】

358 【学位工作】

358 【学位授权和建设】

358 【导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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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高等职业教育

358 【概况】

359 留学生教育

359 【概况】

359 继续教育

359 【概况】

361 本专科生招生工作

361 【概况】

361 【召开第五届中学校长高考改革及招生宣传研讨会】

361 【参加上海市大型招生咨询会】

362 【举行学院（部）招生工作特色项目汇报会】

362 附录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379 科技工作

379 【概况】

380 知识产权

380 【概况】

380 学术刊物

380 【概况】

380 规划与政策法规研究

380 【概况】

381 附录

人事工作

525 人事工作

525 【概况】

526 教师培养培训

526 【概况】

526 人才引进

526 【概况】

526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526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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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考核工作

526 【概况】

527 工资福利

527 【概况】

527 附录

学生工作

545 学生工作

545 【概况】

545 思想政治教育

545 【概况】

546 【开展学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程师文化教育】

546 【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

546 【举行 2017 级新生开学典礼】

546 【打造“上应微学工”新媒体育人平台】

546 【思政教育进社区】

546 【开展第八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

546 【推进易班建设】

547 【承办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华东区域赛】

547 【举办第四届研究生“明学节”】

547 学生管理

547 【概况】

547 【举行第七届校长奖（学生）评选及校长奖宣讲会活动】

547 【举办 2017 年优良学风班评选】

547 【举办 2017 年“学习标兵”“学习型寝室”评选】

547 【举行“教育部 41 号令及《学生手册》”专题培训】

548 奖励与资助工作

548 【概况】

548 【举行寒假留校学生迎春茶话会】

548 【举行春季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招聘会】

549 【举行 2017 毕业季献爱心系列活动】

549 【启动研究生资助工作】

549 【举行“外地新生看上海”活动】

549 【举行“感恩勤助，逐梦前行”2017 年勤工助学感恩系列活动颁奖典礼】

549 【爱心汇聚“增名助学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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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就业工作

549 【概况】

550 【举行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交流会】

550 【举行 2017 届毕业生座谈会】

550 【举行“初梦犹在�高歌远行”2017 毕业晚会】

550 【举行 2017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550 【研究生就业】

550 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550 【概况】

551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551 【概况】

551 附录

管理与服务保障工作

559 综合管理

559 【概况】

560 财务工作

560 【概况】

561 资产管理

561 【概况】

562 审计工作

562 【概况】

563 基本建设

563 【概况】

563 后勤管理与服务

563 【概况】

565 安全保卫

565 【概况】

566 离退休工作

566 【概况】

566 【学校举办退休女教职工集体祝寿活动】

566 【关工委网页获“2016 年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优秀网页”】

566 【举行退休教职工趣味健身活动】

566 【举行二级退管工作总结交流会暨表彰会】

567 【获市教卫系统“离退休干部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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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网络与信息化建设

567 【概况】

568 图书情报

568 【概况】

569 档案管理

569 【概况】

570 产业管理

570 【概况】

570 校友联络工作

570 【概况】

571 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

571 【概况】

572 附录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577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577 【概况】

578 重要国际交流活动

578 【陆靖率团赴法国德国荷兰团组】

578 【宋敏娟率团访问瑞典、波兰】

578 【张艳萍率团访问英国、爱尔兰】

578 【张锁怀率团访问匈牙利、爱沙尼亚】

579 上海泰尔弗国际商务培训中心

579 【概况】

579 留学生工作

579 【概况】

580 附录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593 综合工作

593 【概况】

594 组织工作

594 【概况】



目录  11

595 宣传工作

595 【概况】

597 统战工作

597 【概况】

597 【举行“区校联动·共筑同心圆”活动】

597 【校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举行换届大会】

597 纪检与监察工作

597 【概况】

599 工会、教代会工作

599 【概况】

600 共青团工作

600 【概况】

601 学生会工作

601 【概况】

601 妇工委工作

601 【概况】

602 人民武装

602 【概况】

602 【征兵工作】

602 【军训工作】

表彰与奖励

605 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或奖励的集体

607 教职工个人获奖情况

613 获表彰或奖励的学生

人    物

627 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629 博士生导师

632 特聘教授（上海市东方学者）

636 上海“千人计划”

637 上海市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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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641 一月

641 二月

642 三月

643 四月

644 五月

645 六月

647 七月

647 八月

647 九月

649 十月

650 十一月

651 十二月

毕业生名单

655 2017 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名单

656 2017 届毕业本科生名单

676 2017 届毕业专科（高职）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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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下午好！一年之际在于春。今年是鸡年，我们要有“闻鸡起舞、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为此，学校党委在总结2016 年工作的同时就开始筹划今年工作，在开学前又高密度地再次谋划2017年

工作：13日，召开了年度工作研讨会，昨天，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刚刚召开了党委全委会

（扩大） 会议，现在又比往年较早地就召开干部大会，以此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明确任务、鼓舞干

劲。

召开干部大会是多年的惯例，也是学校重要的会议制度和工作制度。常委会对干部大会进行了专

题研讨，确定了会议的总基调和总安排。刚才，陆靖校长作了重要讲话，就干部如何敢于担当，注重

自转更注重公转和落实2017年重点工作作了全面阐述， 提出了具体要求；各位校领导围绕分管工作，

谈思路并进行了工作部署，我都表示同意。

2017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重要一

年，是学校实施“十三五”规划、深化内涵建设、全面推进综合改革的重要一年，是学校迎接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的决胜之年。下面，我谈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切实增强加快内涵发展的紧迫感、 责任感

准确把握学校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客观分析前进道路上的挑战机遇，是我们增强工作的主动

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及做好今年各项工作的前提。总体看来，学校发展现在处于一个快速变化、复

杂多变的环境中。

第一，党中央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会议审议教育重

大议题，深入基层考察， 与师生座谈，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

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同时，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四个服务”，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发展方向。这些变化，要求我们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

刘宇陆

（2017年2月16日）

认清形势 保持定力 加快发展

扎实推进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

——在2017年春季全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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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校发展的时代背景在变。这个大背景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

我们的发展舞台是全球舞台、坐标是国际坐标、竞争是国际竞争。世界既充满着不安、动荡、不满，

同时新的世界变革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一些 “黑科技”的出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深刻改变高等

教育发展的未来。从国家角度来看，可以用如下关键词来概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

大发展理念”、“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战略。从上

海角度来看，就是：建设自由贸易区、加快“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

些变化，要求我们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

第三，学校发展阶段在变。在成功更名为大学之后，学校内外发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

把准“学院”与“大学”的真正区别，找准“大学”新常态建设的着力点与主攻方向，把工作重心真

正转移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上

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形成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一流的服务社会的水平、一流的师

资队伍、一流的治理水平、一流的大学文化， 培育和形成我们更多的“不可替代”，提高学校的核心

竞争力。这些变化，要求我们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

第四，教育对象和教育者在变。从教育对象看，“网络原住民”增多，互联网突破了课堂的边

界、学校的边界、求知的边界，“万维空间”开始挑战“三尺讲台”。网络深刻影响着青年一代的学

习、生活、成长，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 交往方式与以往大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

化。他们不再安于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在每日奔波于教室、图书馆和宿舍的同时，沉浸在网络时

空之中。而随着学校一本生源显著增多以及今年上海即将实施新的高考方案，生源结构将发生重大变

化。从教育者来看，学校教师队伍的结构已经逐步发生了变化，专任教师平均年龄42岁，45岁以下的

中青年教师占多数，传统的师生关系正在 进行重构。这些变化，要求我们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

第五，供求关系在变。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很快就将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优质

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有学上”之后，“上好学”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心态、迫切需要。企业对

人才的需要越来越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不符合企业的需求。由于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学

习途径更加便捷，学习者越来越偏向自主、自由，强行把学生“按”在课堂听教授滔滔不绝地讲课已

不再是“高产出”的教学模式，这些新新人类喜欢主动出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和偏好的学习方

式，不愿“任人摆布”，对学校、教师、专业、课程的选择性越来越强，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变化，

要求我们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

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变化是常态，关键是我们对待变化的态

度，变化既可以是“洪水猛兽”，也可以是“阳春白雪”。作为学校“关键少数”的干部，我们要自

觉认识、把握、研究、适应这样的变化，主动拥抱变化，去面对、去研究、去探索、去解决。

二、保持定力，聚焦重点，全面夯实学校发展的基础

最近，教育部、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都先后对2017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学校的党政工作

要点也即将印发给大家。这里，我就如何做好2017年工作再强调几点。

第一，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我们的使命就是建立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

学。我们现在所走的办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这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新

的长征路，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只要保持办学定力，树立“敢爬坡、敢担当、敢为人

先、砥砺知行”的 办学自信、能力自信，我们的使命就一定会实现。广大干部要宣传学校的使命，并

据此制定部门和学院使命，用使命照亮师生前行的道路，引领师生发展的方向。

第二，始终保持敬畏感。习总书记经常讲，领导干部必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因此，我们必须

要回归初心，为师生服务， 为学校做贡献，为党的教育事业做贡献。从目前情况看，有的干部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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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副业，在岗不在位；有的干部抱着老观念，工作被动应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做着看似繁

忙却又无价值的工作，部门和学院发展“山河依旧”；有的干部眼中无问题，胸中没有数，脑中不思

考；有时还出现扯皮推诿、议而不决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引以为戒，切实加以改变，否则不换

思想和做法，只能换人。

第三，始终把握住工作的根本。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学校的永恒主题。今天上午，

学校已经召开了党委全委会（扩大）会议，就我校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全

面部署，目标是形成具有应用技术大学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范式，为同类高校提供经验和借鉴。所

有干部都要学深悟透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抛弃思想政治工作是“软任

务”的偏见，是部分人工作的偏见，积极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带头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

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

第四，始终紧扣工作的重点。今年工作头绪多，学校的重点工作有很多，基本就按照各位校领导

布置的来展开，请大家务注意统筹兼顾、多管齐下、多方联动，全面完成全年工作任务。下 面再强调

几方面工作。

一是必须圆满完成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对于审核评估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

是学校更名为大学后的第一件大事、要事。我们要以此次评估为契机，从学校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站位出发，按照“十三五”制定的发展目标，全面审视和梳理学校各条块工作，

夯实办学的基石。今年寒假，在陆校长、叶校长的领导下，评估办及有关部门放弃了休息时间，积极

准备评估报告，整理评估材料，确保了评估工作有条不紊。现在，审核评估工作基本已经到了“临门

一脚”的时候，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全校上下务必要树立一盘棋意识，令下即行，全面保障学校

审核评估工作圆满完成。

二是稳步推进综合改革。改革创新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仔细安排好2017年的改革计

划，分清轻重缓急、先后秩序，逐步使改革方案落地生根。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职能部处和学院党

政负责人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

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今年我们要重点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深化校院两级

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三是注重加强内涵建设。大学的发展必然是高质量、有水平的发展。要从汇聚队伍、构筑平台、

强化产出三要素入手加强学科建设。在汇聚队伍方面，既要想方设法引进高层次人才，又要千方百计

引进企业有水平的高级专家，同时做好教师队伍的内部培养工作，还要仔细分析学校教师队伍的现

状，精准施策。在构筑平台方面，要牢牢推进现有的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立项”

容易，取得实效难，我们希望平台都像机械学院 张而耕老师的那样，企业真的舍得将设备、资金等投

到学校来， 构建好平台，发挥好作用。在服务社会方面，我们要眼光看得远、站位要高，在立足现有

服务定位基础上，眼光向上，注重服务国家战略，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加强科研。强调协同，以重大项

目、 重大科技转化成果、标志性的产学研合作成果、有说服力的行业标准以及解决企业共性技术等方

式支撑学校的办学定位，彰显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实力。

四是着力加强文化建设。文化是大学之根，是大学的血脉，也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建设

的目标是要形成与我校以“应用技术”为本的办学传统和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大学文

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要诠释“厚德精技 砥砺知行”的大学文化内核、挖掘“明德明学明

事”校训精神的内涵，凝练大学精神和上应人的核心价值追求，使之内化为教职工的价值准则、自觉

行为、自然习惯，同时要建设若干与校园环境相融合、体现学校传统、彰显学校精神与办学理念的建

筑、人文景观、教育设施，夯实“营盘”的底座，让流水的学生在此沁润，使具有独特的学校文化个

性和传统锲刻在一代代学生的心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为学生成长成才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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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始终把好安全稳定工作。安全稳定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底线。今年要召开十九大，各级

党组织要从细微处着手，把握师生思想动态变化，排摸不稳定因素，为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的氛围。

要着力加强对我校安全工作的研判，构建安全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机制。要抓好舆论引导，切实

提高舆情应对的时效性、有效性，积极运用各类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形成正面舆论

场，为学校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建设，狠抓落实，为学校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九大。学校党委要坚持“把好方向、做

好决策、推动发展、守住底线”的工作定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把主体责任扛稳、抓牢、 做实。

第一，坚定不移地树立看齐意识，恪守严的纪律和严的要求。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反映了党心、民心，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

保障。要在政治上看齐“核心”，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要坚决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同时，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

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时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任何党员干部都不能拿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思想上的看齐意识要落实在推进学校和部门工作上，避免成为“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学校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每个阶段的奋斗目标

能否实现，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来说，我们要带头做到信念坚定，

自觉按照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和要求， 忠于党的事业，热爱教育事业，认真贯彻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切实履行“一岗双责”。从学校中层领导班子和干部来说，我们首先要完善和落

实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使学院领导班子开展工作有章可循、主动、自觉、有规律地开展工作。其次，

做好各级班子和干部工作的研判，做好届中调整充实工作。最后，加强干部培训，逐步使中层干部具

备“汇报工作说结果，请示工作说方案，总结工作说流程，布置工作说标准，关心下级问过程”的 全

面工作能力和良好的政治能力。

第三，坚定不移地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我们要从政治上把握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今年要由党委宣传部牵头，做好学校落

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的整体规划，进一步强化高校党委主体责任，明确责任分工：书记第一责任、分管

领导直接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宣传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分工负责。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也要

守土有责，把握好相关学科、人才、科研、教材的 政治方向，把握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价值取向。

第四，坚定不移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检验党建

看发展”的工作理念，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内涵建设和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要在理念创新、手段

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上积极拓展思路，充分发挥党总支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

切实抓好队伍建设，把那些真正对党务工作有热情、能投入的同志选出来、推上去，特别要把一批年

轻学术和教学骨干充实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中去。要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建立长效制

度。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特色立项建设，形成一批有特色、有成效的工作

品牌。要将基层党建责任制落地， 制定相关评定指标。

第五，坚定不移地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我

多次强调，学校事业要发展，干部个人也要发展；既要不能怕出事不干事，也不能因为干事而出事。

要抓住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这个“牛鼻子”，从党委到支部，都要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要

不断深化完善管党治党各项制度，把完善制度作为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任务。各级党组织要

做执纪监督“四种形态”第一道关的守门人。 要持之以恒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执行。要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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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内监督条例，探索符合学校实际的党内监督体系。要将问责常态化。

最后特别强调的是，持之以恒地改进作风仍然任务艰巨。目前，我们要从二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要加强调查研究。这段时期以内，各方面出台了很多文件（如关于人才政策改革、关于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关于研究生和学科教育的规划以及国家教育的整体规划等），这

些都需要我们去调查，去研究，找到机遇，助力发展。二是要切实解决干部和师生的痛点。主要是：

表格多；会议多；办事周折多。我们要想办法改变这些现象，把时间还给干部和师生，让他们回归

主 业。

同志们，学校今年的工作任务已经明确，接下来的任务和要求就是落实、落实、再落实。让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拥抱变化、抢抓机遇、开拓创新、振奋精神、摞起袖

子加油干，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 学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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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新学期伊始，我们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凝聚力量，积极谋划新学期的各项工作。

刚刚各位副校长布置了新一年学校的各项工作，我都完全赞同。今天我就2017年的主要工作，谈

一点想法，和大家交流。

一、敢于担当，注重自转更注重公转

过去的一年，学校更名成功，实现了办学历史的又一次跨越，这是全校师生员工长期努力奋斗的

结果，大家都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与此同时，如何在大学的新常态下把学校建设好，已经成为摆

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的新目标。我们在“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建设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这是学校长期办学积淀的历史选择，也是符合国家和上海市对我们学校的期待

的。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需要全校上下持之以恒的共同奋斗。为了使学校达到这个新的

高度，我们在去年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推行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全校上下有了一定的紧迫感，也普

遍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如何正确地看待压力呢？学校要加快发展，我们必定会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也会

带来更大的工作压力。但是我们要把压力转化为学校发展的动力，通过压力把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共同为学校出力，才能使学校保持持续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办一所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目标，也是最大程度地兑现全校师生员工的期待，让全校师生员工有更好的归

属感和获得感，这是全校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所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干部尤其要发挥积极的骨干作用。2月6日，新春佳节刚过，中央深改领导

小组召开第32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干部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

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

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

对照学校的工作，总书记的话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学校正面临着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改革和发

展的任务很重。这尤其对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来学校工作一年多，深深

感到，学校的大多数干部是很好的，面对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勇挑重担，为

陆  靖

（2017年2月16日）

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持续推进学校内涵发展

——在2017年春季全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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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不得不看到，有些干部，在面对迅猛的改革发展形式的时

候，有的表现出工作能力缺失，有的表现出攻坚克难的勇气不够，遇到问题能拖就拖、能绕就绕，也

有的在具体工作中思维观念和工作方式仍然停留在以前。

所以，总书记提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这

不仅是对学校领导班子的，也是对院系领导干部的。要认真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精神，并把它落实

到具体工作中，这是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最好表现。

学校改革的精神要及时传达贯彻，改革任务要积极部署落实，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研究解

决。学校在近期的改革中越来越强调校院二级管理，这不仅会给学院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也会给学院

带来更重的改革任务。我们的干部要在研究改革思路上发挥主导作用，把住改革方案的质量关，把学

校的总体要求和地方部门实际结合起来，抓关键问题、抓实质内容、抓管用举措，而不是把学校的总

体要求简单地挪过来作为学院或者部门的工作加以布置。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自转和公转的问题。年前听了各部门和学院的工作汇报，深深感觉到大

家都很辛苦，都有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的自觉，各位分管工作也做除了很多成绩和亮点。但大家总结

时关注自己的工作比较多，而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学校的整体工作中考虑似乎不够。也就是说，大家比

较关注自己部门的自转，但是考虑学校公转不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是学校

的大目标，但是这个大目标需要很多通过很多小目标的实现堆砌而成。每个年度部门和学院应该有自

己的小目标，但是各部门和学院在制定自己的小目标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本位工作，需要结合学校

的大目标考虑下自己这块砖可以放在学校这座大厦的什么位置，可以起什么作用。否则，从部门和学

院来讲，天天忙于事务性的日常工作，几年下来有什么进展也说不清楚，而学校的大目标的实现也就

无从谈起了。

因此，全校上下要坚定办学目标，转变办学思路，主动抓住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机

遇，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主动寻求学校快速发展的机遇和资源，我们才能不断提升学校整

体实力和办学水平，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开创崭新的办学局面。

二、重在落实，推进学校内涵式发展

做好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既要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又要突出重点、聚焦内涵。

1.�落实人事制度改革措施

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强校”战略，经过多年实践，全校的人才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

上了新的台阶。去年我们进行了较大幅度地人事制度改革，今年的主要工作是要将这些改革的措施落

地。

在新一轮的岗位聘任中，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服务社会都已经被纳入了教师的基本岗位职责。

从现在开始，这样一些要求就要落实到对教师的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中。比如，坐班答疑制度应该逐

步成为教师完成岗位职责的基本内容，专业和课程的责任教授要切实承担起专业和课程的改革和建设

任务，学校一级岗的教授要切实地带起一支科研团队，等等。所以，各位院系领导对教师的管理观念

需要转变，不能再维持原来简单的计件工分的管理方式。

推进首聘考核工作。制定实施首聘细则，既是为了促进新进教师在学校的长远发展，也是为了以

增量撬动存量，推动现有教师队伍的品质提升。

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的相关要求，探索建立专技人员校外兼职和在岗离岗创业工作的实施办法，完善科研人员双向流动

机 制。

去年我们在上海市的人才项目上有非常好的收获，一方面要把这种好的势头保持下去，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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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如“优青”等国家级的人才项目上争取有所突破。

办好大学的关键在师资，高校内涵发展的关键是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要通过选拔、培养、考

核、晋升、流动等环节的优化，为教师的发展进步提出导向、提供帮助，为教师潜心从事教学科研努

力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2.�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现在全校有两件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一是迎接上海市对学校的审核

评估，二是启动专业论证。

一开学，我们就将迎来上海市对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审核评估。专家组三月份就将开展工作，集中

进校的时间在五月份。学校从去年开始就在做评估的准备工作。请大家注意，评估是一项全校工作。

我们对评估工作有个基本定位，就是通过评估，夯实大学基础。迎接评估，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可能有些领导、老师会有情绪。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是因为作为一

所合格的大学，我们应该有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南京大学从接受评估任务到专家组进校只有短短两个

月时间，相比较，我们的差距就显而易见了。在学校刚刚迈上大学之路的时候，我觉得接受评估是一

件好事。我们不是为了应付评估而做准备工作，而是通过准备评估检查一下我们目前的运行状态离真

正的大学制度管理还有多少差距。试想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就是按着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标准在

建设、按照现代大学制度来管理工作的，那么应该是该有的材料都已完备，无需专门花时间整理。因

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评估这个机会，把办学的理念梳理清楚，把学院运行的流程理顺，把日常工作

的制度健全，真正走到一个现代大学的办学道路上来。开学后各个学院依次汇报。

启动专业论证是同样的道理。学校要落实“本科水平、技术特长”，要实现高水平应用技术大

学，在教学上也要有些标杆。

化工学院率先进行的专业论证工作对全校来说是个示范，因此要特别花力气做好这件事。全校的

相关部门和院系要全力协助做好这件事，其他专业院系也要关注化工学院的专业论证，从中吸取对本

学院专业建设有用的信息。

扎实做好招生宣传工作。要切实提高各学院对于招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必须看到好生源是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实行招生工作承包制，每个学院承包一个省和本市的一所中学，长

期坚守，精耕细作，绝不是走过场，也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目标也很明确，那就是一本

率。今年要争取达到全部生源的三分之一。研究生招生同理，追求一志愿率。以后研究生的招生名额

分配向一志愿率高的学院倾斜。

3.�继续推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上，作为发展应用学科的重要抓手，去年学校已经组建了一批协同创新平台，大的框

架已经形成。今年开始的工作重点在落实上，要让平台建设真正产生效益。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推进

会，每个平台的负责人逐一来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照既定的建设时间表，看看进展如何。这既是彼

此之间的交流，也可以作为调整建设预算的依据之一。

所有院系都要高度重视反映学科发展水平和显示度的重要项目的申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应

该成为院系的日常工作。进一步推进化妆品和轨道交通两个校级平台的建设，做好诸如国家工程中心

这类具有明显应用技术特色的标杆项目建设工作。

4.�推进内部治理结构改革

狠抓预算管理。2016年，我们加强了预算管理和执行。从6月开会布置到10月正式执行，有相当

一部分的资金被回收。这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预算中还存在不合理的地

方，二是应该完成的工作没有按时完成。2017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力度，除了去年的政策

继续执行之外，预算调整的时间准备再往前移一个月，即原则上在9月底10月初之前应该完成。年底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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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花钱的场景应减少。因此，各部门要认真规划好一年的工作，并把工作做好。

深入推进校办院向院办校的转变。好的大学是靠一流的学院支撑起来的。学校坚定不移地不断

扩大院系办学自主权，但同时各个学院也要增强自主办学的意识。院系是学校办学的主体，在逐步构

建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各位院系领导一定要有更强的主动意识，不能所有的东西都指望

着学校出指标，下指示。学院不是简单地完成学校下达的指标，而是应该要关注学科建设的水平是否

有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是否有提高。各院系要健全院内议事决策规则和民主参与制度，形成自我约

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为推进办学重心下移提供保障。

5.�做好教育国际化工作

推动知识产权和香料香精等新的高水平办学项目落地、在中外合作培养研究生方面取得突破，与

国际上高水平的应用技术大学深化合作，有实质性进展。

同志们，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没有坚定的落实，再好

的规划都是一纸空文。全校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上来。锐意改

革、发奋图强、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实现学校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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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下午好！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学校党委全委（扩大）会暨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这次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作出了系统部署；二是，继中央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上海市委于4月7号召开了

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三是，将全委扩大会与

党建会议联合召开，并强调党的建设，在学校历史上首次。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系列会议重大部署，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责任，牢牢把

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切实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刚刚，宋书记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希望大家学深悟透、落实到位；

四位代表就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作了交流发言；同时，还表彰了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了责任制签约，这些都彰显了党委履行

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的决心和举措。

2017年学校党政工作的要点已经发文，相关职能部门也进行了具体部署，希望大家认真执行。下

面，我就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好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谈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是高校党的建设历史上的里程

碑，为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

刻回答了事关高等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重大问题，深刻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动指南。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31号文件），这是新形势下做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都要学深悟透。

第一，深刻认识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刘宇陆

（2017年4月12日）

贯彻落实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开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在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 
暨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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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强调高校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素质

和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总书记指出，大学生青年时期好比小麦的灌浆期，

这个时候阳光水分跟不上，就会耽误一季的庄稼。高校大学生是未来的一代，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往往

影响国家和社会今后的发展。

第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中国高校，必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

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书记指出，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

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长。

第三，深刻认识加强学生思政工作和教师思想素质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地回答一些综合性、深层次的理论和认识问题，

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

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强调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好四个坚持：坚持教书和育

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

一。总书记指出，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

先生”。

第四，深刻认识改革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遵循思想政治工

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运

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总书记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

式是将盐溶解在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第五，深刻认识坚持党对高校领导的政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

高校成为坚持党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党委要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

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

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员工要切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理解加强和改进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抓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按照建设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要求，使学校更好地扎根中国大地、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办出特

色、办出卓越。

二、整体谋划、落细落小，切实把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这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虽然名称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但实际是站在党执政兴国的战

略高度来思考和部署的，是对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布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会

议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校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要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对文件提出的硬

任务、硬指标，必须不折不扣、不讲条件、不提要求、不摆困难，想方设法、尽一切努力抓好贯彻落

实，切实把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第一，突出问题导向，找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推动工作的源泉。上海市委为了抓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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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调研，分析了瓶颈短板，形成了全市高校面上的共性问题，主要有6条：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水平与上海的城市地位不相匹配；全课程育人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和话语权有待增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短板；课堂和各类阵地管理还存在薄弱环节；高

校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存在逐级递减情况。这些面上的共性问题在我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时我们还

要查找学校的个性问题和不足。各个职能部门、各党总支都要根据自己部门、学院师生的不同情况，

进行精准分析、对标定位，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对于问题，我们要按照“补短板、抓落实、破难

题”思路，找准摸透问题和根源，提出破解办法和行动方案，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健康发展。

第二，突出关键环节，构建“大思政”格局

韩正书记在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构建上海特色的“大思政”格局，这就

是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全校齐发力、共推进。

一是要研究完善体制机制。在探索与实践中，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育人机制无论在理念还是

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距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今后，我们要从探索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针对性、

可行性出发，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重视规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布局，整合全校各

种优势资源，健全各种制度化保障措施，促进校内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三个课堂间的协调联动，

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合力。破解思想政治工作合力之困是老问题。各个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要好好

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对思想政治工作上心了， 是不是真的主动思考举措，尽好责，又跨前一步，配合

好大局， 切实担负起育人的主体责任。

二是必须强化育德意识，提升育德能力。做好育人这篇大文章，全校上下人人有责，学生是全校

的学生，不是某些辅导员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是我们大家的学生。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

立德树人必须要老师先立德，然后立学生德，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老师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

什么样的人。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学习相对变得容易，“教”的功能逐渐淡化，“育”的功

能逐渐凸显。虽然专业老师的专业、研究领域、教授内容、教学方法各有不同，但育人的要求是一致

的。 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学生之所以爱戴老师，就是因为老师教给她们的为人处世道理，成了他们

一生的财富。李向清老师提到的案例就反映了这点。教师要实现育德育心，就要掌握一定的技巧，使

思想政治教育“润物无声”，而不是生硬植入德育主题，这就需要培训。我们要依托教师发展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围绕提升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两个方面，着力加强培训工作。思想政治工作

部门和干部队伍，是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主体，要提升自身的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紧贴教师和

学生的实际，研究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举措。无论是管理岗位还是服务岗位的职工，在学生心里，都

是他们值得尊敬的“老师”，都承载着育人的职责，都有育人能力的提升要求。

三是要做好辅导员队伍和思想政治理论队伍的融合。辅导员队伍和思想政治理论队伍在不同的方

面承担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各有所长，但目标同向，理应携起手、同奋斗。要组建学校德育研究中

心，加大辅导员队伍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建设，在人员编制、队伍流动等方面为两支队伍的

协同发展搭建平台；要将示范马院、李国娟工作室以及各类辅导员工作室相结合，深入推进思政课名

师工作室与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共建，实现两支队伍之间的合力育人作用。

四是着力构建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推动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变。“课程

思政”是上海率先提出和践行的，今年上半年，教育部计划在上海召开“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总

结推广上海的经验。“课程思政”是指高校所有课程必须具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

体的教学功能，所有任课教师都要挖掘各门课程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注重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

值引领，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

因此，它不是简单的课程+思想政治，不是增开一门课，不是要改变原来的课程，不是简单地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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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课程体系中加入德育内容，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一种教育教学体系。

学校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立了组织机构，形成了学校课程思政试点教学改

革的总体方案，在全校范围里遴选了15门专业课程育人试点等，初步形成了一些特色。比如，作为较

早介入上海教委“中国系列”课程的学校之一，《中国智造》课用新颖的教学内容、新鲜的教学组织

形式探索了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好评。比如，陆校长倡议

并主持指导的应用型本科核心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技术》，在教学演进过程中注重启发学生思考，传

授思维方法，设计出启发学生思考的技术问题，为学生树立了热爱祖国、 热爱技术、热爱创新和文化

自信的历史源泉，受到师生和社会广泛热议和好评。一些教师也在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改革。比如， 

我校轨道学院的课堂上，作为曾经在中国高铁事业中参与、作出贡献的亲身经历者，邹劲柏老师介绍

了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历程，受到了媒体报道。 下一步，学校将会加大立足学校定位的通识课程建设

力度，包括开设《中国现代技术》《一带一路车文同轨》等“科学精神与技术创新”课程，同时着力

加强专业课程育人试点。学校将积极支持专业教师充分挖掘、梳理学科和课程的育人资源，协力把教

书育人内涵落实于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之中，真正形成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

 五是要加强文化育人和实践育人。文化滋养心灵，文化涵育德行，文化引领风尚。学校在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育人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下一步要统筹学校已有基础和资源优势，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行动计划；要加强学校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建设，诠释“厚德精技砥砺知行”的

大学文化内核、挖掘“明德明学明事”校训精神的内涵；要建设若干与校园环境相融合、体现学校传

统、彰显学校精神与办学理念的建筑、人文景观、教育设施，夯实“营盘”的底座，让流水的学生在

此沁润， 使具有独特的学校文化个性和传统锲刻在一代代学生的心中，为学生成长成才插上腾飞的翅

膀。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忠诚于党、 服务于民、务实于岗、精技于业”的学校党员核心价值观，引导

各党支部积极凝练出具有部门特色、符合规范、富有时代气息的核心理念、价值取向、共同愿景、支

部精神和行为准则，以党内文化建设带动全校的文化建设。

要强化实践育人。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十分强调实践教学。目前，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中有

25%以上的学分为实践教学内容。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要探索将各类学科平台、

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作为思政工作的载体，并挖掘各种思政资源。要结合学校正在开展的“三

创”教育，系统设计实践育人教育教学体系和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打造校内外育人共同体。要紧密结

合上海“党的诞生地”挖掘宣传工程，加强革命文化教育。

六是要推进示范性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上海市10所示范性马克思主义

学院之一，是非常不容易的。下一步，我们要依据我校办学理念，根据高校示范马院建设的标准，把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放在学校改革发展统筹谋划中优先发展、重点建设的位置，努力深化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改革，推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我们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支持力度，

要让示范马院发挥思政理论课教学、哲社研究、“课程思政”的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突出人的因素，着力提升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

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教师特别是“海归”教师和青年教师缺少社会实践，缺乏对世情、国情、

市情、社情的了解；个别教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缺乏认同等。这个短板要解决。

要把好政治关。人事处和相关学院在人才引进时，既要考察“能”，也要考察“德”，探索对新入

职教职工的综合考察和把关，完善教师评聘和考核机制。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的灵魂，是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教师也是活生生的个体，也需要传道

解惑。 要根据不同教师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于青年教师，要重点把握好入门关、培训关

和考核关；对于学科带头人、老教授、老专家，要发挥好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当前我们还要重塑师生

关系，强化师生交往、交融。师生要互为亲人，经常交流，共同成长。无论任何时代，“键对键”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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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代替不了“面对面”， 这也是上海市实施本科教学激励计划的初衷之一。学校决定筹建“鲁班书

院”，目的之一就是搭建师生共享空间，探索如何加强师生交往的有效途径。同时要杜绝师生交往的

利益交换。我们还要真正地关心教师。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真正地了解师生、关心师

生，我们是不是全身心地将心思放在师生上。 各级党组织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

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教师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采取措施，

解决教师的痛点，让教师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有关部门

和二级学院制定政策时，要更加周密，严谨，从学校的发展目标出发，从师生的发展和切实利益出

发，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制度。机关要加强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要以文化凝聚、激励机关职工，既

要服务态度好，更要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水平。

第四，突出针对性，增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满怀希望而来、带着收获而去，他们永远年轻，而教师相对在变“老”。

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去研究每一代青年学生的特点，主动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点在于教化，就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文化人，着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我们的

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

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要把“大水漫

灌”与“精准滴灌”结合起来，把有形教育语意与无形感染环境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要将传统思政与网络思政相结合，加强思

政载体和方法创新。我们要增强互联网意识，善用学生喜爱的新话语、新平台、新方式，形成网上网

下教育合力。要进一步加强易班建设。易班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要推动“易班”成为深受学生喜爱

的网络示范社区，让网络思政成为学生喜欢吃、能吸收、有营养的美味佳肴。要运用大数据，全面和

动态把握学生成长成才存在的问题，通过“学生画像”明晰问题性和差异化， 提供个性化、定制式精

准管理服务，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建立更多的如校长“午餐会”等校生沟通桥梁

机制，既给学生讲道理又为学生办实事。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强化朋辈教育，放大“校长奖”、

“365计划”、学生理论宣讲团、 学生社团、大学生自管会等的作用，以生促生。

第五，突出制度建设，立足长远长效

韩正同志在上海市制定实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时，提了三个要求，其中最后一个要求就是

要立足长远长效，完善制度安排，优化工作机制，分解细化任务，层层抓好落实。要改进和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必须要完善制度建设。要将学校形成的好的做法和经验加以固化，比如我们已经将教师的

育人职责进行了固化。要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完善制度。要建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和评价

体系，评价标准就是指挥棒，要用好这个指挥棒，形成对教师正向激励和鞭策作用。

三、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引领和支撑思想政治工作

推进学校思政工作，关键要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做好实化、细化工作，

对症下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各项措施精准落地，把组织优势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学校发展优

势。

第一，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

党建工作的主体责任主要是指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抓党建的责任。现在已经明确了抓党建主要有三

大主体责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责任。

一是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校党委出台了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明

确了具体责任，希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老师要遵守法律和教师的

职业道德，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杜绝师德失范现象发生，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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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把好课堂的政治关。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也要守土有责，把握好相关学科、人

才、科研、教材的政治方向，把握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价值取向。

二是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学校党建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这次会议将讨论基

层党组织考核具体办法，就是要落实书记抓党建的主体责任，真正发挥书记的带头作用。党委、学

院党组织、基层党支部要积极行动起来，实现三级联动，把从严治党的体系建立健全起来，责任延伸

落实下去，活动正常开展起来。从党委层面，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贯彻民主集中制；从学院党组织层面，要着力推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健全和完善党政联席

会议制度，把握好教学科研管理等重大事项中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在教师队伍建设中

发挥主导作用，把好政治关；从党支部层面，要着力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

基本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在经常，严在平时，把党的工作做到师生心

坎 上。

三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学校纪委于 2016 年11月起对校属各二级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情况开展了调研检查，从调研的情况看，我们感到过去一年来，在大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

况下，各二级单位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总体良好，与前三年同期的调研和检查结果相比

进步明显，但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二级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的深化上有待

提高、二级单位的内控制度的建设上有待提高等等。我多次强调，学校事业要发展，干部、教师个人

也要发展；既要不能怕出事不干事，也不能因为干事而出事。我们还是要加强教育。去年，我们经过

党风廉政建设自查，出台了一些制度，比如关于公务接待、科研经费管理等。今年，学校将结合现代

大学制度的要求，全面加强内控机制和制度建设。要做好制度的阐释，使广大教职工明白是与非、可

做与不可做的界限，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生态。这里再强调下，中央八项规定是底线， 要不折不扣地

执 行。

第二，切实树立表率意识

工作推进好不好，关键看党员干部，看党员干部是否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员干部的政治任务，是党性的体现，是严守政治纪律的具体载体。每一个党员干部

的岗位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站，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领导干部要成为思想

政治工作行家里手，党员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当先锋作表率。

第三，抓好中心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党的建设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要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中心、检验党建看发展”，善于把握整体和全局，把党建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为学校发展提供保障。思想政治工作也要依赖于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和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学校目

前所推进的工作： 学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质

性的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传化、申报博士授权单位等，最终都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立

德树人， 都必须要抓好。

同志们，韩正同志讲，今天的上海已经到了对教育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阶段，要确保上海城市

的整体竞争实力、确保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的和谐稳定、保持上海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完

成好中央交办的“先行先试”任务，就必须抓好思政工作、强化党的领导，就必须围绕聚人才、育人

才、出人才，坚持不懈、追求卓越，办卓越大学。

当前，任务书、施工图和时间表都已绘就，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勇担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之责，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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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靖

（2017年3月3日）

新起点 新跨越 新征程

——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四届六次教代会上的报告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学校领导班子，向本次教代会作学校工作报告，请予以审议，并请各位代表提出宝

贵的意见。

第一部分 2016年主要工作回顾

2016年是学校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大学”新常态和“十三五”规划、全面深

化综合改革开局之年。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抢抓机遇，奋力开拓，勇于担当，深化改革，全面完成了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坚定了学校发

展的目标，内部治理结构得到优化，育人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声誉明显提高。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十三五”规划制定为抓手，学校发展的共识和愿景得到确立

学校紧紧抓住发展这条主线，推进学校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通过党委中心组、领导班子务虚

会、战略研讨会等进行集体学习和研讨，深入学习领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把握办学方向，把准

发展战略，守住发展底线。形成了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和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规范了党委常

委会、校长办公会、书记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议等程序。

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以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新常态建设，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和第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初步实现了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分离。

经过全校教职员工的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制定完成了大学后的第一份规划——“十三五”事

业发展规划。规划明确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学校发展目标，确定了实现高

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关键性指标和基本途径，为今后五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学校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

动指南，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等领导的高度肯定。

二、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为契机，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学校坚持把人才培养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确立了“本科水平、

技术特长”为人才培养特征，不断加强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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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教学管理，启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学校制订了《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加大了学生转专业力度，规范了转专业操作流程。继续

实施教师教学激励计划，并以制度的形式向常规化实施转变，顺利通过市教委飞行检查并获得良好评

价。

做好审核评估相关准备工作，完成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上报任务和《学校自评报告》的起草工

作，组织开展教学资料规范建档和专项检查。开展了第九届“教学质量月”系列活动，完成了16个专

业的达标评估，制定了学校参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实施计划。

2.�依托产教融合，推进应用型专业转型发展

继续推进卓越计划、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成功设置为目录外专

业，食品科学与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新增为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试点专业。全面修订完成了

2016级人才培养方案。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扩大“双证融通”试点面，继续推进“双百”工程，推进“轨道交通运

行与安全实验室”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努力推进“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新增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深化开展“三创”教育，学校

“三创”教育取得新成效，获批为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示范校（重点培育）建设单位。

开展适应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通识教育改革，大力推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着力推进

思政教学改革，马克思主义学院成功入选上海市“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计划。做好“中-

本”、“高-本”贯通教育改革试点工作。

3.�推进研究生培养，增强研究生教育综合实力

继续强化招生和日常管理，推进研究生教育学科规范和教学督导，成功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专业

学位硕士授权点。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研究生硕士论文首次被评为2015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

果（学位论文）。发布《2015-2016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4.�改进工作手段，提升招生生源质量

学校多形式、多平台、多渠道深化招生宣传活动，突出学院招生宣传主体地位，生源质量提升显

著。一批次招生专业扩大到7个省市，17个专业（大类）。2016年招收新生4463名，其中本科4053名，

专升本131名，高职279名。一本线上生源人数创下历史新纪录。充分发挥春招、三校生招生所赋予的

自主权，完善自主选拔人才机制。

5.�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创意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学校形成了多层次、全覆盖的学科技能竞赛体系。主办了2016年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

造挑战赛华东一分区赛暨上海大学生工业自动化挑战赛、第十届“新道杯”全国大学生会计技能大赛

上海赛区比赛。2016年共资助各类学科技能竞赛101项，参与各种、各类竞赛的学生达5275人次，全校

参加“三创”活动累计达8775人次，并在多项常规竞赛项目上成绩都有历史性的突破。截至2016年12

月中旬，获市级及以上奖项共计521项。

学校坚持“健康第一”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2016年举办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首届田径运动会，校运动队参加世界和全国性比赛、上海市各类体育大赛21项，获各类奖项93项。

校橄榄球队作为主力阵容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大学生美式橄榄球锦标赛获第四名。

6.�创新教育思路，提升高职教育和继续教育办学成效

高等职业教育坚持“双证书”制度，依托技能工作室，探索并实践紧密的校企合作教学模式，

“应用化工技术”中高职贯通培养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继续教育把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趋势，率先进行教学改革，优化继续教育项目，提升项目品

质和资源利用率。



20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7.�优化合作项目，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

学校举办了国际文化节、教师英语教学能力培训等多项活动，启动并遴选出校内第一批全英语建

设课程。学校对外交流不断扩大，2016年新增合作协议15份（其中新增两个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的合

作协议），实现研究生层面海外联合培养的新突破。

全年共执行了28个学生海外交流项目，派往海外院校学习、实习和培训的学生人数近420名，涉及

18个国家和地区。外国留学生总数达到近200人，留学生质量不断提高。全年接待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共68批次170人次来访。

三、以协同创新平台为途径，学科战略布局更趋优化

学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确立了以应用学科为学科建设的主要方向，组织凝炼了学院的

学科发展方向。

构建由省部级、地方级、校级和学院级构成的协同创新平台框架体系，作为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发展的关键途径。全年共立项批准了35个协同创新平台，加强了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继续推进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大力推进东方美谷研究院平台、轨道交

通服役装备安全检测与控制工程中心两个子项目的建设。

持续推进高峰高原学科建设，新聘请了包括院士、杰青在内的13名专家。推进材料科学与工程、

设计学等学科与兄弟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协同建设，布局Ⅳ类高峰学科建设。

组织教育部第四轮学科水平评估，获批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入选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

计划，实现了学校该类基地建设“零”的突破。

四、以产学研合作为突破，科研综合实力得以提升

2016年科研经费到款11660万元，同比增长38%。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34项（其中国家社科项目2

项），联盟计划52项，创历史新高。肖作兵教授团队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实现了历

史突破。获批曙光项目2项。在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学校参展项目“多功能一体化生物柴油

制备装置”被大会组委会评为高校展区特等奖，是近年来学校参加工博会获得的最高奖项。

学校不断加强产学研合作，与长三角、西部等多个县市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2016年新签订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20份，政产学研全面合作签约创新高；成立技术转移

中心或联盟6家。着力推进学校与上海科学院、上海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的国家半导体照

明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有效推进学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印尼褐煤品质提升、家用酿酒器成功开发上市、合作组建新公司

处理高浓度化工废水等转化成果成效明显，被解放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五、以人事制度改革为重点，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强化

制定高层次人才、“双师双能型”队伍引进、培养、聘任及考核的系列制度。组织新进教师参

加“上海市属本科高校新进教师岗前培训”，归口调整教师发展中心，完善“教师专业发展工程”管

理。

2016年，学校人才项目建设成效突出。获批东方学者2名，上海市领军人才1名，上海市优秀技术

带头人1名，上海市“启明星”计划1名，曙光学者2名，上海市育才奖8名。

进一步深化两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学院办学活力，着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修改编制计算

办法。优化学院拨款模型，按照院部对学校的教学科研贡献分配办学资源，将院部的工作重心真正转

到内涵建设上来。完善并全面落实大学教师的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等职责，将教学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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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职责纳入了新一轮教师岗位聘任的办法。

六、以学风建设和素质提升为着力点，学生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以易班为平台，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实践、新思路。以社区为平台，大力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引进校园，并组建了

第一支高校滚灯团队，获得好评。

开展365青年成长计划，充分发挥激励、自律、监督、成长的教育理念，形成全校学子奋发向上的

热烈氛围。开展了第六届“校长奖”评选活动和“学习标兵”、“学习型寝室”和“优良学风班”评

选，充分发挥“榜样力量、朋辈楷模”的示范作用。“天天讲”等活动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提升了

学生的能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生获奖数量和层次稳步提升。学生签约率再创

新高。

稳步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举办2016年辅导员论坛，积极为辅导员创造各类学习、交流机会。辅

导员团队第一次荣获上海市高校拓展活动团体一等奖，荣获首批“上海市高校创业指导站”授牌。

七、以提高师生获得感为宗旨，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提升

1.�提升绩效工资水平，教职工收入较大幅度增长

2016年学校作为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正式试点单位，鼓励全体教职员工积极投入到本

科教学和教书育人工作，提高了教职工绩效工资标准，学校教职工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丰富师生文化生活

组织开展了庆祝建党95周年暨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举行“忠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

詹守成奖学金、教师节表彰、校园文化艺术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暑托班纳入团市委的爱心班

体系、易班体验中心启用，启动“学术星空——教授下午茶”。“詹守成家庭三代人13年不间断的爱

心延续”入选2015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吴飞飞教授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提

名）荣誉称号。举办了更名仪式暨校庆62周年、“回首长征路颂歌献给党”师生合唱比赛、毕业典

礼、开学典礼、军训阅兵和首届田径运动会等，提升了师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3.�推进校区基本建设

新体育馆、田径场、新的教师公寓、学生公寓、徐汇校区新食堂投入使用，校园院线落户学校、

数字化智慧校园建设持续加强。综合实验楼、特教大楼、先贤语迹文化景观工程等继续建设，学校四

期项目得以立项。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有所改善。

4.�完善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体制机制

依托校领导接待日、校长午餐会等，构建立体化的师生意见诉求和反馈制度，畅通沟通渠道。召

开“双代会”、双月座谈会，完成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换届、人大代表选举和政协委员换届，强化学院

信息公开，推动学校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凝聚人心。

5.�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和校园交通安全管理，推进安防改造升级工程，启用校园门禁系统，通过制

度规范和检查督促，校园安全稳定得到维护。

各位代表，2016年学校所取得的成绩，是全校师生员工与时俱进、同心同德、务实进取、努力拼

搏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向辛勤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广大师生员工致以崇高

的敬意，向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导、老同志、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谈一下2017年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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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7年主要工作

2017年将召开党的十九大，学校也将进入落实“十三五”规划、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关

键之年。2017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

中央、市委、市教卫工作党委和市教委一系列决策部署，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对接上海“四个中

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坚持改革创新、依法治校，注重内涵发展，全面深化综

合改革，全面推进学校“十三五”规划，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推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

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的主要工作有：

一、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通过体系式学习、融合式讨论、案例式教学、项目式研究、针对性解读等方式把握学习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市委、市教卫工作党委部署，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构

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全面抓好操作性指导，切实保障会议精神能够落地生根。

二、落实人事制度改革措施

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强校”战略，经过多年实践，全校的人才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上

了新的台阶。去年我们进行了较大幅度地人事制度改革，今年的主要工作是要将这些改革的措施落到

实处。

在新一轮的岗位聘任中，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服务社会都已被纳入教师基本岗位职责。2017年

要将这些职责落实到对教师的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中。

推进首聘考核工作。制定实施首聘细则，促进新进教师在学校的长远发展，并以增量撬动存量，

推动现有教师队伍的品质提升。

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的相关要求，探索建立专技人员校外兼职和在岗离岗创业工作的实施办法，完善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

制。

通过选拔、培养、考核、晋升、流动等环节的优化，为教师的发展进步提出导向、提供帮助，为

教师潜心从事教学科研努力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2017年，我们将迎接上海市对学校的审核评估和启动专业论证工

作。根据上海市属普通本科院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办法，继续完善内部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

长效机制，继续完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和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建设。组织全校各专业按照审核评

估指标“五个度”的要求，认真梳理现状、查找不足，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做好自评与评估工作。

组织化学工程与工艺、土木工程专业率先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对照认证标准，补短板，

凸特色，切实加强工程实践教学的质量。全校的相关部门和院系要全力协助做好这件事，其他专业院

系也要关注化工学院的专业论证，从中吸取对本学院专业建设有用的信息。

扎实做好招生宣传工作。要切实提高各学院对于招生工作的重视程度，必须看到好生源是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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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实行招生工作承包制，长期坚守，精耕细作，切实提高一本率，今年要争取

达到全部生源的三分之一。研究生的招生要从追求指标向追求一志愿率转化。

四、继续推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协同创新平台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开始的工作重点是真正落实平台建设，使平台建设

真正显现成效。进一步推进化妆品和轨道交通两个校级平台的建设，做好诸如国家工程中心这类具有

明显应用技术特色的标杆项目建设工作。

五、推进内部治理结构改革

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理事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相关委员会章程。全面梳理学校现有的

规章制度，做好制度的废改立释工作。推动学校在重大决策、决策执行风险、财经管理、人才培养质

量、队伍建设质量等方面的内控机制建设。

加强财务预算执行工作。进一步规范财务行为，加强预算管理，认真做好预算申报和执行之间的

契合度分析，积极探索绩效评价机制，将经费拨款与绩效评价挂钩，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体

系，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力度，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深入推进校办院向院办校的转变。学校坚定不移地不断扩大院系办学自主权，逐步完善校院两

级管理体制，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为推进办学重心下移提供保

障。

六、做好教育国际化工作

争取在知识产权和香料香精化妆品等新的高水平办学项目方面取得新进展、在中外合作培养研究

生方面与国际上高水平的应用技术大学深化合作并有实质性进展。

各位代表，今天，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正根据“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根据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扬敢啃硬骨头的精

神，构建学校和教师命运共同体，明确任务，振奋精神，凝聚人心，激发干劲，最终实现我们的办学

目标，让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上海这座城市，无愧于我们的祖国和这个伟大时代。谢谢大家。





重
要
文
件
与
规
章





重要文件与规章  27

2017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中

央、市委、市教卫工作党委和市教委一系列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按照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对接上海“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坚持立德树人，

坚持改革创新、依法治校，注重内涵发展，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学校“十三五”规划，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加快推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

1.�认真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组织开展体系式学习、广泛开展融合式讨论、生动开展案例式教学、深入抓好项目式研究、系统

抓好针对性解读，准确把握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市委、市教卫工作党委部署，牢牢把

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筹备召开全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出台学校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及方案，全面抓好操作性指导，切实保障会议精神能够落地生根。

2.�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强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制定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党委主体责任，明确

责任分工，构建意识形态工作齐抓共管机制。严格执行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推进二级中心组学习常

态化、规范化建设，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研

究宣传；继续组织学习宣传好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做好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主题教

育活动，为大会的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抓好精神的宣传贯彻工作。大力支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设。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做好重大政策的权威解读、重要活动的深度报道、重点舆情的及时

回应，凝聚师生齐心协力推进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思想共识。讲好“上应故事”，总结凝练学

校转型发展的成效和经验，提升学校的社会辐射力和美誉度。凝聚确定我校“厚德精技 砥砺知行”的

大学文化内核，大力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探索文明校园创建新载体，大力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

3.�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依据学校发展、部门班子建设需要，按照人岗匹配的要求，做好干部届中调整，推进干部能上

（上应委〔2017〕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二○一七年党政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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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促进干部干事创业，勇于担当。以“干部讲坛”强化干部的日常培训，分层分类办好各类干部

培训班，定期开展规范化系列化专题化的干部沙龙。适应学校快速发展需要，加强后备干部的培训培

养，举办后备干部培训班。探索建立中层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强化干部日常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日常

提醒和谈心谈话制度，推动干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出台关于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的制度。

4.�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建立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机制，强化党员思想建设。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建立长效

机制，突出党员践行“合格”标准的实效。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指导基层党组织严格党内政治

生活，抓实 “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年度民主（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提高组织

生活质量。继续推进“一总支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的创建，积极探索“党建＋”、“党建带”、

“党建联”等模式，着力打造以党建阵地（平台）建设为核心，以品牌和特色立项为支撑的党建工作

体系。注重从优秀年轻教学科研骨干中选任党支部书记，定期开展党组织书记沙龙，举办党组织书记

培训班，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制定评价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的指标

体系。认真做好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继续加大在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力度。

5.�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内监督工作责任制

全面贯彻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认真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牢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

监督责任，严格执行“四书四会三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二级单位责任分解和跟踪督查机制；探索

“三转”后加强监督的组织机制和方式方法，坚持和完善财务、审计、监察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强化

源头防范；探索大数据下的风险监督机制的建设，将风险防控制度、风险评估与内控制度的有效结

合；着力抓好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继续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学校“实施办法”的执行。进一步加大查信办案工作的力度，研究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好“四种形

态”尤其是第一种形态的实施办法，完善查信办案工作机制和规范。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探索建立党

内监督体系。做实干部“一岗双责”，严格执行问责条例，加大问责力度。

6.�加强统战、老干部和群团工作

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加强统战团体建设，做好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

会的换届。加强党外人士培训和培养。着力加强学校学院统战工作。推进校领导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

交友制度的实施。坚持生活关心与政治引导并重，发挥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与学习活动的引导作

用。积极支持做好老同志关心下一代工作。贯彻和落实中央和市委群团改革精神，发挥好教代会制度

在学校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二级单位教代会制度建设和二级单位院务

公开工作以及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工作。加大对教职工身心健康的关心关爱力度，创新群众性文体活动

载体，不断提高教职工的精神文化素养。加强职工职业道德素质工程建设，发扬劳模工作室示范引领

的辐射作用。立足第二课堂，强化共青团组织及其指导下的各类学生组织的建设。立足多元需求， 搭

建服务平台，促进女教工成长成才。

7.�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

加强主动建设，做好校园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校内外各部门的协同和合作，提升

安全稳定管理能力和处置能力。构建常态化机制，做好校内消防、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食品、特

种设备安全等各项安全工作，保障学校安全稳定。强化校园法制宣传与安全教育、消防知识培训。强

化师生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安全意识，组织对相关实验人员和新教师的培训。

二、全面落实“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进一步优化学校内部治理体系

8.�落实实施校院“十三五”规划及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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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按照规划时间表落实相关工作，加强对各部

门和各学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指导、督促和评估，保障学校事业健康发展。

9.�持续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理事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相关委员会章程。全面梳理学校现有的

规章制度，做好制度的废改立释工作，树立制度的权威意识。推动学校在重大决策、决策执行风险、

财经管理、人才培养质量、队伍建设质量等方面的内控机制建设。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不断

提高管理能力、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10.�落实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修订2017年度部门考核办法，加强对学校“十三五”规划重要发展目标的考核。落实岗位责任要

求。制定首聘制实施细则，强化教师入职培训制度。对接上海市人才新政，出台专技人员校外兼职和

在岗离岗创业工作的实施办法。做好高层次人才和“双师双能型”人才引进。贯彻和完善适合行业专

家、双师型队伍引进、培养、聘任及考核的系列制度，为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保障。

11.�加强财务预算执行工作

进一步规范财务行为，加强预算管理，认真做好预算申报和执行之间的契合度分析，积极探索绩

效评价机制，将经费拨款与绩效评价挂钩，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体系，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力

度，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12.�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组织全校各专业按照审核评估指标“五个度”的要求，高质量完成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

以评估为契机，从学校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站位出发，按照“十三五”制定

的发展目标，全面审视和梳理学校各项工作，为学校可持续快速发展打下扎实基础。继续做好办学特

色凝练，积极培育、组织申报教学成果奖。继续完善和推进本科教学激励计划的常态化实施，着力完

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与激励机制，不断提升本科教育水平。

13.�加快应用型专业转型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形成破解难题的改革合力。进一步明确全校所有专业的办学定位和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重点加快各学院率先转型专业实施进度。组织化学工程与工艺、土木工程专业率先开

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推进市级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继续遴选申报1-2个市级应用型本科试

点专业，做好“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目录外专业的建设工作，推进中本、高本贯通教育改革试点。

落实专业责任教授制度和核心课程教授制度。加强教学资源建设，丰富学生选课机会。推进通识教育

改革，建设2-3门具有示范性的通识教育课程。推进数理、大学外语、计算机基础等课程改革，构建凸

显应用型特征的公共基础课程体系。提高主动意识，深入做好招生宣传，提高生源质量，认真研究、

努力适应生源结构变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

14.�推进产教融合、创新协同育人模式

继续推进“双百”工程、开展校企人才培养工作室建设，推进跨学院、跨专业的教学实习基地建

设，继续完善“双证融通”的培养机制，推进创新创业示范校建设，开展校企联动、问题导向、项目

驱动、案例教学等教学改革，促进学校特色发展。

15.�着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稳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逐步扩大专业学位招生比例。组织开展增列

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申报筹备工作。调整招生激励政策，加大校内外宣讲、暑期学

校等宣传力度，提高第一志愿学生比例。鼓励硕士点相关学科领域开展博士层次（特别是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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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培养工作。推进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加强研究生培养规范。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优

化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群建设。加强校级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建设，完善和规范学位授予的过程管

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16.�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

多渠道、多形式提高学生海外交流、学习的规模和质量。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加快吸引各类优

质国际智力资源，推动知识产权和香料香精等新的高水平办学项目落地。加强对现有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的管理。拓展海外合作伙伴，重点围绕行业企业技术输出，拓展“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与

培训。推进留学生课程群建设计划，初步形成可接纳留学生的课程体系。

17.�提升学生发展能力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夯实辅导员基础工作，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科研、教学工作能

力。以仪式教育、朋辈教育和自我教育持续推进学风建设，推进“365青年成长计划”，继续开展“校

长奖”评选、学习标兵、学习型寝室、优良学风班等评选活动。调研并实施书院制改革试点。精准指

导、精准帮扶，积极推进毕业生就业、学生资助帮困及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修订完善新版《学生手

册》，努力提升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

四、加强应用型学科和科研建设，提升学校办学实力

18.�推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增强知识服务能力，落实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成效。加强过程监控和指导，继续实施多层次校内外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上海市香料香精及化妆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做好香料香精国家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申报工作。推进国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轨道交通服役装备安全检测与

控制工程中心建设。

19.�强化高峰高原学科建设

聚焦学校品牌和重点学科专业，着力推进应用型学科建设。加强学科建设的指导和督查，总结高

峰高原学科建设经验和成效，持续推进化学工程与技术高原学科建设。积极推动设计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等在Ⅳ类高峰学科建设中的协同作用。

20.�加强科研和产学研合作

修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范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能，提升科研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科研管

理的信息化体系。逐步建立学校“应用技术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和完善产学研工作站的工作

体系。落实军工二级保密资格申请。做好各类基金申报、报奖申报和展览参展。组织各类人才计划和

联盟计划申报。组织上海产学研高峰论坛、全国石墨烯青年科学家论坛等大型会议。

21.�加快成果转化、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对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出台符合学校实际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的政策制度，打造有利于鼓励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和工作体系。发挥学校学科优势，着力

加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战略的项目，推进东方美谷研究院建设。

五、提高管理能力，强化支撑保障水平

22.�继续推进智慧化校园建设

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启动“上应大校园云平台”建设，完善移动校园应用内容扩充。启

动调研教学管理系统升级设计方案。加强数字化校园核心数据库备份业务系统建设。做好移动校园二

期项目、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优化。开展智慧校园数据分析中心建设，建立个性化应用服务体系。改善

多媒体教学设施，提高课堂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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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完善校园基础设施

继续改善办学条件，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综合实验楼建设项

目。继续稳步推进并启用特教大楼。推进奉贤校区四期项目建设。完成奉贤校区三期基建项目备案验

收、财务决算。推进第三学科楼通风、废气处理系统改造工程。

24.�做好公共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

提高公共服务能级，提升校区资源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徐汇校区的优势作用，加强建设和管理。

完成学院定额用房管理工作方案设计工作。探索实验室管理新机制，完善大型仪器平台设备的使用管

理。提高后勤保障的绩效，优化班车运行，做好节能工作。加强公寓精细化管理，继续推进学生宿舍

空调安装工作，做好奉贤校区学生宿舍6T管理达标创建工作。做好图书资源及档案信息的利用工作。

加强档案日常管理，提高档案使用效率。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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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委〔2017〕4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二○一七年下半年党政工作补充要点

2017年下半年，学校党政工作要围绕迎接十九大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主线，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全国和上海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主动对接上海“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主动对接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求，适应学校更名后夯实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基础、进入大

学上水平新阶段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依据学校“十三五”规划，扎实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大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1.�做好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各项工作

坚定不移地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认

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开辟专题网站，营造迎接十九大良好氛围，为宣传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做好引领服务工作。制定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方案，组建宣讲队伍，在

全校师生中广泛宣传贯彻。及时推出我校师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成效经验、理论探

讨等新闻报道信息，及时把学习宣传工作引向深入。

2.�继续推进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深入学习工作，进一步筑牢师生贯彻落实的思想基础。制定并推进

做好市委高校思政工作专项督查意见整改方案，促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发展。围绕贯彻落实思政

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出台加强和改进我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制度文件。协同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试点有关工作。

3.�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强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立足学校改革发展新阶段重大工作和中心工作，特别是在高水平、国际化上的新举措以及教育教

学中心工作，总结凝练学校转型发展的成效和经验，讲好“上应故事”，提升学校的社会辐射力和美

誉度。围绕“砥砺知行、厚德精技”的大学精神内核，举办校园文化研讨，聚焦凝练形成我校文化特

质。完成校园环境文化建设规划，并有序实施。制定2017-2018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创建实施方案，探

索文明校园创建新载体，推进提升校园文明整体实力。

4.�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依据学校发展、部门班子建设需要，按照人岗匹配的要求，做好干部调整。围绕提高干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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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管理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定期开展规范化系列化专题化的干部沙龙。结合学校实际，完善干

部分层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着力开展后备干部访谈调研工作，强化后备干部培

养。

5.�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立长效机制，突出党员践行“合格”标准的实

效。完成相关二级单位党组织的换届工作。持续加强二级学院党建工作，突出有效性和创造性，培育

和塑造党建工作特色品牌。着力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

6.�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党内监督

切实解决干部“为官不为”的问题。进一步落实好校纪委的“三转”工作，进一步深化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探索建立纪委、二级单位和职能部门联动“提醒”工作机制的调研工作。继续开展二

级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调研检查工作，启动有关部门专项巡视。依据中管高校的巡视反馈意见和整改工

作，结合上级精神，继续做好未巡先改、自查整改工作。

7.�加强统战、老干部和群团工作

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举办民主党派骨干成员和党外人士培训班。迎接

上级对我校统战工作的督查。坚持生活关心与政治引导并重，发挥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与学习活

动的引导作用。筹备召开学校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制定出台我校共青

团改革的实施方案。

8.�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稳定

强化联动意识，加强校内外各部门的协同和合作，提升安全稳定管理能力，提高校园政治保卫

工作的防范和处置能力。适应学校发展新常态，加强校园综合治理。加强校园政治保卫，做好党的

“十九大”召开前后的校园安全稳定保障工作。做好两年一度的平安校园申报工作。

二、全面落实“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进一步优化学校内部治理体系

9.�完善和落实学校“十三五”规划及专项规划

完成并启动实施学校国际化战略专项规划。全面推进实施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及专项

规划，按照规划时间表落实相关工作，加强对各部门和各学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指导、督促和评

估，保障学校事业健康发展。

10.�持续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全面梳理、修改、完善学校职能部处的组织职责，夯实大学基础，推进

依法治校，提高治理能力。全面梳理和优化管理的工作流程，提高管理的效率。加强学校内控机制建

设。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11.�落实并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开展人事聘任考核制度调研。强化落实大学教师履行责任的行动自觉。对接上海市人才新政，出

台专技人员校外兼职和在岗离岗创业工作的实施办法。制定相关措施助推青年教师更好更快发展。做

好高层次人才和“双师双能型”人才引进。贯彻和完善适合行业专家、双师型队伍引进、培养、聘任

及考核的系列制度，为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保障。

12.�加强财务预算执行工作

进一步规范财务行为，加强2017年度预算调整和2018年度预算编制，认真做好预算申报和执行之

间的契合度分析，积极探索绩效评价机制，将经费拨款与绩效评价挂钩，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

理体系，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力度，提升经费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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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13.�完成审核评估整改报告，进一步落实评估整改工作

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组织全校各专业按照审核评估指标“五个度”的要求，认真制定整改措

施，撰写整改报告。继续做好办学特色凝练，积极培育、组织申报教学成果奖。

14.�完成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

主动学习专业论证的内涵，完成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参加专业论证，推动其他专业积极参与和开

展专业认证工作。

15.�做好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研究生学位点建设

整合学校学科建设资源，全力推进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博士学位点建设工

作。结合学校发展规划，做好各类硕士学位点建设方案并逐步推进实施。

16.�以高水平国际项目为牵引，推动教育国际化工作

加快吸引各类优质国际智力资源，推进知识产权、香料香精等学科的国际合作。遴选1-2个专业参

与国际专业教育认证，与国际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实现学分互认。

四、加强应用型学科建设，提升学校办学实力

17.�进一步优化学科建设顶层设计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坚持学校“十三五”规划中的主要学科级学科

群的发展思路定位，精准定位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强化学科建设的针对性，创新学科建设的绩效考

核，研讨并着力实施学科建设有关发展工程，着力推动学校新常态下的学科建设。

18.�加强协同创新平台监管，提升建设成效

增强知识服务能力，加强对平台建设的监管，提升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成效。调整和完善现有管理

办法，加强现有平台的过程管理，对平台实施动态调整。实施工程技术平台筹建工程。

19.�完善产学研服务体系，推进军民融合项目合作

坚持学术为大学灵魂的原则，大力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加强和完善产学研工作站的工作体

系，积极推动与行业领先型企业的深度合作。积极寻求与军工项目生产和研发为主业的大企业或大研

究院所合作，构建军工研发融合平台。组织全国石墨烯青年科学家论坛等大型会议。

20.�加快成果转化，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对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出台符合学校实际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的政策制度，打造有利于鼓励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和工作体系。发挥学校学科优势，着力

加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战略的项目，进一步推进东方美谷产业研究院建设。

五、提高管理能力，强化支撑保障水平

21.�继续推进智慧化校园建设

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启动“上应大校园云平台”建设，完善移动校园应用内容扩充。启

动调研教学管理系统升级设计方案。加强数字化校园核心数据库备份业务系统建设。

22.�完善校园基础设施

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综合实验楼建设项目。推进第三学科楼通风、废气处理系统改造工程。启动

奉贤校区四期建设项目。

23.�做好公共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

全面梳理徐汇校区资源使用状况，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实施定额用房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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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高后勤保障的绩效，优化班车运行，做好节能工作。加强公寓精细化管理，做好奉贤校区学生

宿舍6T管理达标创建工作。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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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委〔2017〕6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试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为加强会议管理，提高会议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

办发〔2014〕55号）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则。

二、议事范围

第二条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章程》赋予校长职权范围内的决策事项，

校长办公会议的研究、决策范围主要包括：

1.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落实上级部门有关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

决定或会议精神。

2. 根据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关于学校办学方针、指导思想、重大改革方案、内设组织机构的设置

与调整、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与修订等决议，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执行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关于

学校行政工作的决策。

3. 审议学校发展规划、基本管理制度、重要行政规章制度、重大教学科研改革措施、重要办学资

源配置方案、年度或阶段性工作安排和学校工作报告等。

4. 研究决定学校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科专业、社会服务和保障条件等学校行政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及涉及师生利益的重要政策和规定。属于“三重一大”事项的，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决策。

5. 审定10万-100万元的新增预算和预算调整方案。研究学校财务经济政策、年度财务预决算、超

过100万元的预算调整、重大资金筹措和使用、重大资金项目等事项，并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决

策。

6. 审定以学校评选的重要奖项以及以学校名义承办的重大活动。

7. 批准学生退学及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

8. 听取院、部、处等部门有关行政工作重要事项的汇报，并就有关事项作出决定。

9. 审定学校专题会议对重要事项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建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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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报行政工作重要事项。

11. 研究重大突发事件。

12. 研究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属校长职权范围内的重要事项。

三、会议组织

第三条 校长办公会议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确有需要可临时召开。时间相对固定。

第四条 校长办公会议人员由校长、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校长、总会计师组

成。校长办公会议由校长召集和主持，或由校长委托的其他校领导主持。

第五条 校长办公会议出席人员如下：

1. 校长办公会议成员。

2. 校长办公室主任、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监察处处长、党委宣传部部长、政策研究部门负责人列

席。根据需要，可增加列席人员。

3. 根据工作需要，会议主持人可确定其他有关人员列席，在讨论到相关议题时进入会场，汇报或

讨论完毕即离场。

4. 校长办公会议定期邀请校教代会代表旁听校长办公会议。涉及教职工和学生重大利益的事项必

须安排校师生代表旁听。

第六条 校长办公会议须有半数以上的成员出席方可召开。业务分管校领导不能参加会议时，相

关议题原则上应缓议。

第七条 校长办公会议议题收集和会议工作由校长办公室负责。会议应有专人记录并编发会议纪

要，对会议决定的事项、参与人及其意见、讨论情况、结论等内容，应有完整、详细记录并存档。

四、议题准备与确定

第八条 校长办公会议议题分“决定、通报”两大类，由议题相关业务分管或主管校领导提出。

议题表一般于会前2个工作日送校长办公室进行汇总。校长或主持会议的校领导审定是否列入校长办公

会议的议题。

第九条 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决策的决定类议题，业务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和相关部门应事先进行充

分调研、论证和协商，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方案。

第十条 涉及师生重大切身利益的决定类议题，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校内公示等形式广泛

听取师生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可举行听证会，提出建议方案。

第十一条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应事先进行专家评估论证，技术、政策法律咨

询，形成论证报告或立项报告，再提交校长办公会议。

第十二条 涉及学术、教学、学科等内涵建设的重要事项，应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术委

员会规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等有关规定，由学校相对应的机构评议或审

议，形成评议或审议结果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

第十三条 凡直接或间接涉及财务事项的议题必须提前和财务、审计部门进行充分沟通，形成明

确的建议方案，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必须列席校长办公会议。

第十四条 涉及学校重大事项或特别复杂的问题，可召开专题讨论会进行充分论证，形成相对统

一的意见。

第十五条 凡未经充分沟通并形成明确建议的、分管校领导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或协商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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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由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的事项，原则上不作为校长办公会议题。

第十六条 校长办公会议的议题应在会前向党委通报，重要议题应在会前与党委进行充分沟通后

再提交校长办公会议。

五、议题材料报送

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应提前2个工作日向校长办公室提供议题相关材料，内容包括议题背景、需讨

论决策的事项以及建议方案。如不能按时提供议题相关材料，该议题原则上应缓议。

第十八条 校长办公室应提前1个工作日将会议议题提交校长办公会议成员及主要列席人员。校长

办公会议成员及主要列席人员如对议题有重大异议，应及时与有关校领导沟通，必要时可提请会议主

持人撤销相关议题。

六、议事程序

第十九条 校长办公会议按事先拟定的议题议事，一般不临时增加议题。确需临时增加议题，应

征得会议主持人同意。

第二十条 校长办公会议议事实行一事一议。一般由提出该议题的校领导或职能部门负责人汇

报。

第二十一条 议事和决定程序如下：

1. 决定类议题：汇报人作简要说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方案；与会成员就此议题充分发表意

见；会议主持人征求与会成员意见后，归纳集中作出决定。

2. 通报类议题：汇报人作事项通报，与会成员可提出与事项相关的意见或建议。会议不作决定。

第二十二条 会议决策中意见分歧较大或者发现有重大情况尚不清楚的，应暂缓决策，待进一步

调研或论证后再作决策。

七、决议传达、执行与督办

第二十三条 校长办公会议决议通过校长办公会议纪要和校长办公会议决议执行通知单传达。

第二十四条 校长办公会议纪要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起草并报校长审核签发后向全校公开。

第二十五条 校长办公会议决议执行通知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起草报校长审核签发后印发给相关

部门执行。

第二十六条 校长办公会议形成的决议和决定，由分管校领导和责任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单位

和人员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不得随意变更。责任部门执行过程中遇有新的情况和问题，应及时向主管

领导报告。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和相关人员如对决议持不同意见，按正常途径向业务分管领导、业务部门或

校长办公室反馈，确需对决议或决定作重大变更时，须经校长同意，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复议或提交党

委常委会。因紧急情况需临时调整原决议，可由校长征求有关校领导意见后进行调整，但应在下次校

长办公会议上进行确认。

第二十八条 校长办公室负责对校长办公会议的决议和决定的重要事项进行督办，并及时向相关

校领导汇报。校长办公室每学期向校长办公会议报告督办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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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校长办公会议成员因特殊原因不能与会，应事先向校长办公室说明理由，并征得会

议主持人同意。其他需要出席的人员根据讨论的议题需要由校长办公室负责另行通知，不能与会者应

向分管校领导说明理由并得到批准。

第三十条 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涉及本人或者近亲属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决策的情形，

参与决策人员或列席人员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 与会人员应就议题充分发表意见。与会人员在会上发表的各种意见以及决议事项的

具体过程，除会议主持人授权传达者外，其他与会人员应严守会议纪律，不得泄露会议议决情况。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

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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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2017〕10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合同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合同管理工作，规范学校签订合同的行为，维护学校合法权益，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合同”是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及其授权部门或个人在参与民事活动中与其

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订立的书面协议，包括合同书、协议、

备忘录、确认书等。

第三条 学校签订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诚实守信的原

则，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损害学校利益。

第四条 学校合同管理工作实行“统一指导监督、分级分类管理、各负其责”的制度。

学校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中涉及学校所属的国有资产的合同审批管理工作参照本制度执

行。

第二章 基本制度

第一节  统一指导监督

第五条 合同管理办公室是学校的合同统一管理机构，设在政策与法规研究室，主任由政策与法

规研究室负责人兼任。合同管理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为：

（一）合同的形式审核、编号、备案；

（二）按学期对各承办单位（部门）合同情况进行汇总，按年度对学校全年合同签署、履行情况

进行汇总；

（三）对承办部门和各审批部门就合同事项签订、履行等有关问题的协调；

（四）合同纠纷解决的协调。

第六条 承办单位（部门）负责合同起草、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及其纠纷处理，对合同形式

和内容上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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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法律顾问负责审核合同条款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为学校合同审查审批提供咨询意见，参

与合同纠纷的协商、调解、仲裁及诉讼。

第八条 学校业务归口部门负责审核合同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及政府文件规定，审核合同经费来源

是否符合国家财政要求，在其合同章授权范围内做好合同用印和归档工作，撰写其授权范围内的合同

范本。

第九条 学校财务处负责审核经济类合同所涉及财务预算结算是否符合学校财务制度，主要对合

同相关的资金预算、收付款方式进行审查。

第十条 学校审计处负责审核涉及审价的合同资金支付形式与结算方式是否符合上海有关政策要

求，审核有合同章授权部门提交的合同是否规范。

第十一条 对外签订合同使用合同专用章，如因签约需要使用学校公章的，须经校长办公室审核

批准后用印。

第二节  合同分类管理

第十二条 依据学校合同的实际情况，分为重大合同和一般合同，按照不同流程进行分级审批管

理。学校重大合同主要包括：付款金额100万以上以及收款金额500万以上的合同。其中，以下类别不

在此限：

（一）涉及学历、学位认证的合作办学合同；

（二）涉及学校无形资产的合同（包括形象、名誉等）；

（三）涉外合同；

（四）其他学校认为应该按重大合同管理的合同。

重大合同以外的合同为一般合同。

第三章 合同的签订程序

第一节  合同的立项与起草

第十三条 承办单位（部门）是合同订立和履行的执行主体，具体负责实施合同的立项和订立过

程中的谈判和起草工作。

合同订立前，承办单位（部门）应从维护学校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对合同对方的主体资格、委托

代理权限、经营范围、履约能力、经济实力、社会信誉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或部门）在合同立项和谈判过程中，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对合同事项和分配机制存

在特殊限制或者要求的，承办单位（部门）在合同立项和谈判过程中应当遵守。

第十五条 立项后，由承办单位（部门）负责合同文本的起草。

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当事人姓名（名称）和住所，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酬金及

结算方式，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合同相对方各种承诺及优惠条件，审计约定及费用支付办法，履行期

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法等。

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部门）在起草合同文本洽谈中，涉及重大分歧或需要法律支持的，应及时

向业务归口部门和主管校领导汇报，邀请学校法律顾问参加。

第十七条 合同文本的选择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一）学校已制订合同示范文本的，应当尽可能使用学校合同示范文本，并根据需要对合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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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充实和完善；

（二）没有可以适用的学校合同示范文本的，承办单位应当使用国家或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规定

或推荐使用的合同范本；

（三）没有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提供的合同范本的，承办单位（部门）应当从维护学校利益

出发，积极争取由我方草拟合同条款，主导合同的谈判和订立，确保合同条款最大限度的实现学校权

益；

（四）不得不由对方草拟合同文本的，承办单位（部门）应当就合同条款积极进行谈判、严格审

核合同内容，积极维护学校合法权益。

第二节  合同的审批与签订

第十八条 合同的审批程序如下：

（一）学校合同审批原则上应进行网上流转审批，特殊情形需要纸质审批流程的，承办单位（部

门）提交书面情况说明，须经合同管理办公室同意，可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合同审批表》及合同背

景材料一并提交审批；上海市政府集市采购目录的商品除外。

（二）符合学校招标采购管理规定的，需提供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和招标纪要等材料；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九条 合同文本经审查需要修改的，起草单位应根据有关审查部门的修改建议，及时对合同

进行修改，并送相关部门复查通过。

第二十条 合同起草单位应对合同条款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未经授权，任何人和部门不得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名义对外签订合同。

第二十一条 合同文本正式签署后，有合同章授权部门按照合同章使用要求用印，并对合同正本

进行归档备案。

第三节  履行与变更

第二十二条 合同签订后，合同履行单位及业务归口部门应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加强

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各个环节（包括签约、交货、验收及结算）的跟踪管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合同

约定事项。

第二十三条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需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变更或解

除合同的书面协议。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说明变更或解除的理由、变更或解除的条款及事项、履行

期限、与原合同的关系等，并按前述流程审批通过后签订。

第二十四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补充协议、会议纪要、书面签证、往来信函、文书、电话记录、

传真、电报、合同履行记录及索赔报告等文件材料均为合同档案的组成部分，负责实施该合同的有关

单位和人员应及时、妥善地处理、收集、整理、保存上述资料。

第二十五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对方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负责实施该合同的有关单位和人

员应当以书面函件形式通知对方，并及时将出现的问题、拟采取的措施向分管校领导汇报，积极采取

措施以防止损失扩大。

第二十六条 学校财务处在预算范围内负责合同履行的收付款工作，根据合同正本、合同承办部

门负责人签章验收方可办理结算业务。对具有以下情形的业务，财务处应拒绝付款并及时向分管校长

报告有关情况：

（一）发票或合同审批手续不完备的；

（二）收付款单位与合同对方当事人名称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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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付款方式或金额与合同内容不相符的。

第二十七条 承办单位（或业务归口部门）应及时将履行、变更、解除合同的有关资料报送合同

章使用部门，合同章使用部门应及时按合同档案管理要求整理归档备查。

第二十八条 合同履行完毕后需要续签的，必须按前述流程报相关部门审批后再续签，必要时要

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改，除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续签合同。

第四章合同纠纷的解决

第二十九条 因合同履行出现法律纠纷、学校收到诉讼或仲裁的法律文书，由所涉合同事项的承

办单位（部门）及时向分管校领导汇报，会同审计处、监察处、财务处及相关部门组成法律纠纷处理

小组，负责对法律纠纷进行研究和处理。

第三十条 法律纠纷处理小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请示学校法定代表人聘请律师或者法律顾问协助

处理法律纠纷。

第三十一条 法律纠纷涉及诉讼或仲裁的，学校法定代表人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学校相关工

作人员或律师参加诉讼和仲裁。

第三十二条 法律纠纷涉及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根据法律纠纷处理小组、委托代理人或律师的

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为学校处理法律纠纷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五章责任

第三十三条 学校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不得超越授权范围对外签订合同。

因越权签订合同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

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未经授权，任何部门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的程序擅自以学校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给学

校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失职、渎职或以权谋私，损害学校利益的，学校依据有关规定

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各相关部门在学校处理法律纠纷的过程中不及时汇报、消极应对或不及时提供必要

支持，给学校造成损失的，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外签订合同禁止故意拆分合同，一旦发现有拆分合同嫌疑的，管理部门将予以驳

回。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由合同管理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行为

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各承办单位（或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并结合部门实际制定实施细

则，报合同管理办公室审查备案后实施。

第三十九条 学校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可参照本办法管理合同事务。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合同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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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挥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对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帮助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有力推动学校建设与发展，特制订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在编在岗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可申请延聘。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不延聘。

二、申请延聘条件

符合下列第1条，并符合第2-6条之一：

1. 延聘的退休年龄不超过63周岁，国家专业技术二级岗的延聘退休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且申请人

所在学院的正高级岗位有额度空缺。

2. 在全国性一级学会或协会担任常务理事及以上职务，或省市一级学会担任副理事长及以上职

务，或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职务，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全国各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或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

3. 退休前近三年获得过国家级（排名前三）或省部级（排名第一）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

术发明奖或教学成果奖奖项；或获得过全国教育战线模范教师、上海市教学名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

模或上海市劳动模范。

4. 正在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退休前近三年主持横向科研项目累计到校经费理工科300万元；人

文社科100万元。

5. 国家专业技术二级岗。

6. 特殊岗位需要且在学校建设中有特殊贡献，或特殊学科急需且起支撑带头作用，或学术影响广

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员。

三、延聘程序

1. 个人在退休前6个月提出延聘的书面申请，学科所在学院（部）提出初步意见。

2. 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进行初审。

3. 学校聘任委员会提出审核意见，同时明确延聘的相应待遇。

4. 市教委人事处审批。

（上应人〔2017〕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延聘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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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事处在每年4月受理延聘申请，并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办理延聘的报批手续，每次报批延

聘的期限最长为一年。

五、延聘任务及其他

1. 学院（部）与已批准延聘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签订延聘期间的工作任务书，主要围绕培养与扶

持教学与科研团队建设、学科或专业发展、青年教师的培养等重大问题，明确职责，并报人事处备

案。

2. 申请延聘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进行申请，逾期未申请者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六、本规定的解释权属人事处，自发文之日起执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关于规范高级专家延期

退休的若干规定》（试行）（沪应院人〔2012〕3号）文件停止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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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人〔2017〕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教师租房补贴支取操作细则

为规范我校教师支取租房补贴，特制定操作细则如下：

一、适用于未婚、无上海住房且无购房补贴的引进专任教师（含实验员，不含辅导员）：

1. 学校单身教师公寓租住者，经个人申请，由所在学院（部）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后勤保障

处签署意见，人事处核定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第一年200元/月，第二年150元/月，第三年100元/月；

2. 校外租房者，经个人申请并提供属实的租房证明，由所在学院（部）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

人事处核定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400元/月，补贴时间为三年。

3. 支取租房补贴的专任教师每年申请一次，期间如结婚或购房须由本人、学院（部）及时上报学

校，停发补贴。

二、适用于享受购房补贴政策的专任教师，无上海住房、需要租房（学校单身教师公寓或者校

外）者，经个人申请并提供属实的租房证明，由所在学院（部）负责人审核盖章，人事处核定给予补

贴。租房补贴从其购房补贴中按月支取，每月最高额度500元（校内租房）或1000元（校外租房）。购

房后支取购房补贴余额。

三、单身教师公寓管理由后勤保障处房改办负责。单身教师公寓是解决本市未婚、无住房、在编

在岗专任教师（不含辅导员）、实验员的临时过渡用房，租用办法见沪应院后〔2012〕1号。

四、不符合本办法领取补贴人员，从发文日起停止发放。

五、本办法于发文日起执行。

六、本办法解释权归人事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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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人〔2017〕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教师首聘考核实施办法

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师履行岗位职责，建立教师首聘考核制度，结

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适用对象

2017年1月1日后公示新入职的专任教师（不包括实验员和辅导员）。高层次人才、行业专家等与

学校另行签订聘用合同者除外。

二、首聘合同期限

首聘合同期限五年，含试用期。

三、考核指标（同时具备）

1. 师德

聘期内未出现违反高校教师师德的行为，师德考核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

2. 教学

完成学校、学院规定的教学工作任务，且达到上海高校教师教育教学岗位职责文件中规定的教师

岗位基本要求、岗位职责及行为规范；聘期内未发生过重大教学事故且通过教学能力测试（五年内结

合教师意见随机教学录像，外送由第三方评价）。

3. 科研

（1）进校时受聘正高级职务的教师，须在入职的五年内完成学院要求的各项任务。

（2）非正高级职务的教师，在入职的五年内可选择完成以下某一任务：

A. 达到签订聘用合同当年我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规定的晋升高一级职务必备要求；

B.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进入ESI学科影响因子10%以前的期刊或A类文科重要期刊（以当年科

技处公布的目录为准）上发表学术论文。

C. 进校时受聘副高职务的教师，理工类主持国家级项目或到款横向科研经费不少于60万元，人文

社科及理学院主持省部级项目或到款横向科研经费不少于15万元；进校时受聘中级职务的教师，理工

类主持省部级项目或到款横向科研经费不少于30万元，人文社科及理学院主持厅局级项目或到款横向

科研经费不少于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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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与设计学院、体育教学部提出个性化任务指标，原则上不低于当年度其专业技术职务晋

升的相应标准，学校审核通过。

4. 满足试用期合同、公共服务、各类专业发展培训等其它规定的要求。

四、考核程序

1. 个人申请。参加考核人员在首聘期限截止前一个月内，填写考核表并向学院提出考核申请。

2. 审核。学院对个人提交的考核材料进行初审后，科技处、教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对个人的科

研、教学等工作进行审核，人事处汇总。

3. 评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对参加考核人员讨论确定考核结果。

4. 公示考核结果。

五、考核管理

1. 首聘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首聘考核结果如为合格及以上，则直接纳入教师系列进行聘用及日常管理；如为不合格，聘用合

同终止，不再续聘；如为基本合格，根据任务未完成量扣发相应津贴，按照原岗位续聘3年，期满考核

如为合格及以上，则直接纳入教师系列进行聘用及日常管理；如为基本合格、不合格，则聘用合同终

止，不再续聘。

2. 对首聘考核结果存有异议者，可自争议发生之日起15日内，向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

书面复议申请书。

六、本实施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11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49

（上应人〔2017〕1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校级学科平台专职科研队伍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校专职科研队伍管理，促进学科平台建设，经学校研究决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岗位设置

专职科研岗位是指在学科平台承担重大应用研究任务，或承担高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任务的

岗位，具体由学校学科办、人事处等相关部门共同认定。

岗位设置主要依托国家级以及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设置在符合经济建设社会进步需求的学科平

台。平台负责人应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科研经费到款能够支撑专职科研人员薪酬。

二、岗位引进程序

1. 学科平台负责人向学科办提出专职科研人员的岗位设置申请；学科办会同科技处审核岗位设置

申请，并上报岗位材料（包括岗位设置计划、岗位应聘条件、岗位职责任务等）；

2. 根据岗位设置计划，由人事处、学科平台组织发布招聘信息； 

3. 学校人才引进小组对入围的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4. 校长办公会审定学校人才引进小组通过的应聘人员；

5. 学校公示拟引进的人员名单；

6. 学科平台聘任公示通过的专职科研人员。

三、聘用管理

1. 被录用的科研人员均须与其学科所在学院、学科平台签署三方岗位聘任协议。学科平台根据发

展需要，拟定协议内容，规定工作任务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经学科办审核，人事处审批。

协议须明确学科平台建设结束后科研人员的工作去留。

2. 专职科研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所在学科平台负责。

专职科研人员可以不承担教学任务。如需承担教学任务，由教务处、研究生部按照学校的相关

规定执行。专职科研人员申报校内外课题须经学科平台负责人同意，并纳入学科平台统一管理。专

职科研人员的科研奖励等措施原则上由所在学科平台自行制定并管理，不纳入学校体系（重大成果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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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与晋升

1. 专职科研人员的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由学科平台提出具体考核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考核工作，

学科办和人事处负责审核。年薪达到校管岗教师的科研人员原则参加学校考核。年度考核或聘期考核

不合格者或连续两年基本合格者均不再聘用。

2. 专业技术职务晋升

专职科研人员可申报晋升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基本条件（包括思

想品德、学位、资历条件等）、操作程序参照校内申报工作执行。晋升人员原则占学科所在学院的专

业技术职务额度。 

五、待遇 

1. 薪酬

在
编

产
学
研
型

普通人员

（副高以下或非行业

专家）

引进后 3 年内国家工资和校内工资全款由学校支付，第 4 年起国家工

资由学校支付，校内工资由所在学科平台支付。薪酬参照学校相同职

称教师薪酬标准确定，或学科平台自行确定。

高层次人员

（副高及以上或行业

专家）

引进后 2 年内国家工资和校内工资全款由学校支付，第 3 年起国家工

资由学校支付，校内工资由所在学科平台支付。可执行年薪制，参照

社会上的相似岗位薪酬，由学科平台提出薪酬方案，学科办确认，人

事处审批。

研
究
型

来源于高校和

研究院所的人员

可执行年薪制，或参照学校相同职称教师薪酬标准确定薪酬。参照社

会上的相似岗位薪酬，由学科平台提出薪酬方案，学科办确认，人事

处审批。国家工资和校内工资由学校支付。

外聘
全职

参照校内相似岗位人员岗位工资，由人事处与学科平台商定薪酬。薪

酬由学校支付。

兼职 参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管理补充规定》等。

*注：缴纳社保时，学校承担的缴费基数=其国家工资（全额）+其校内工资（同等职称基本岗水平）；其校内工

资所得超出同等职称基本岗水平的部分，由学科平台自行出资承担。 

2. 校外引进的专职科研人员可参照校内专任教师管理办法申领住房补贴、申请租住校内教师公寓

及申办上海户口，学校不提供科研启动费。专职科研人员的实验和办公用房由所在学科平台负责人落

实。

六、其他

1. 学校允许教师等其他系列人员应聘专职科研岗位。在专职科研岗位聘期中，其职务职级保留，

薪酬待遇按照专职科研人员标准发放。聘期结束如考核合格，可申请聘回原系列职务。

2.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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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人〔2017〕1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教师专业发展新工程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促进教师队伍国际化，扩充“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探索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新

模式”，提高教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升教师学科专业水平，按照上海市教委“教师专业发

展工程”系列相关政策，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申请和获批“教师专业发展新工程”（以下简称“新工程”）的教师。未经批准或

未与学校签订资助协议的，不在本办法范围内。

二、实施主要内容

“新工程”包括“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计划”“中青年教师博士进修计划”“中青年教师国

外访学进修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学进修计划”“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和“实验技术队伍建

设计划”等六个子计划。实施主要内容如下：

1. 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计划

根据各专业建设规划和培养方案，以推进课程整合和优质课程资源建设为目标，严格选派具有较

大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到上海、浙江或江苏等地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相应课程（群）的进修

学习，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优化课程体系，更好地支撑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具体申报细则参见附

表1。

2. 中青年教师博士进修计划

各学科根据各自发展规划，结合教师个人发展需求，推荐一批教学、科研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

前往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原则上）或国外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科研

水平，增强学科竞争力。具体申报细则参见附表2。

3. 中青年教师国外访学进修计划

每年选派一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国（境）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访问进修

或做博士后研究，提升我校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提高我校教师队伍国际化程度，和

学科水平。具体申报细则参见附表3。

4. 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学进修计划

依托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原则上）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的特色和优势，鼓励我校教师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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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进修或做博士后研究，以提高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发挥学术骨

干作用，拓展校际间学术交流活动。进修时间根据课题进展及学科发展要求而定。具体申报细则参见

附表4。

5. 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

鼓励我校教师深入协同创新平台企业、科研院所及政府部门，贴近上海市支柱产业，参与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一线建设，与企事业单位构建产学研联盟，以提高教师实践教学和科研能力，增加我

校“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比例。具体申报细则参见附表5。

6. 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计划

鼓励实验室编制人员学习研究先进的实验教学方法，熟练掌握现代实验技术，具备科学管理实验

室的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以构建高水平实验技术平台，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及实验仪器设

备的使用效率。本计划以实验建设项目形式申报，具体申报细则参见附表6。

三、申请和选拔

申请人员的申请和选拔程序如下：

1. 各学院（部）根据学院（部）“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和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当年度教师专业

发展新工程的具体方案，包括进修职数和各项任务要求。经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工程考评小组审核通过

后，各学院（部）予以公布。

2. 教师根据公布的任务要求向所在学院（部）提出申请，填写并提交教师专业发展新工程进修计

划相应申请表。

3. 各学院（部）对申请人员进行初审，明确可考核的任务书，将拟推荐的进修人员名单排序后报

人事处。人事处将根据各计划具体实施细则进行复审，经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工程考评小组审核通过

后，报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批。

4. 入选人员与学校、各学院（部）签订协议书，一式三份，一份入选人员留存，一份所在院

（部）留存，一份报人事处备案。

四、日常管理

1. 教师进修期间的日常管理由各学院（部）负责，人事处不定期根据任务书内容进行抽查。各学

院（部）要积极支持入选教师实施各项计划，加强对培训计划的过程管理，在教师进修期间，不得安

排任何教学任务（参与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计划和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计划的教师除外）。

2. 教师进修年限应按照各项计划细则严格执行，若因特殊情况需延长或缩短原定派出时间，应提

前一个月向所在学院（部）提出申请，并报人事处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缩短派出时间的教师将按照

实际进修时间发放津贴；延长期间一般不再任何经费资助。

3. 对无特殊情况未在规定资助期限内完成派出任务者，视实际情况扣发剩余资助经费。

4. 教师在进修期间出现违反国家法律、学术造假或逾期不归、主动离职等，学校将停止资助并收

回已资助的经费。

五、考核

1. 各学院（部）负责教师专业发展新工程各项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管理工作，学校将实施完成

情况纳入各学院（部）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内容。

2. 所有进修教师在完成计划后，需按照各计划细则要求填写相应的《进修任务完成情况表》，各

学院（部）对照每位进修教师的任务书对其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上报人事处。人事处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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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考核情况向进修教师发放相应经费，并向各学院（部）发放校内岗位补贴，具体发放办法请参

见各计划实施细则。

六、本办法自发布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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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5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校长奖”（学生）评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和宣传表彰大学生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和朋辈引领作用，

营造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展现大学生坚定理想、开拓创新、脚踏实地，自强

不息的时代风貌，深化学校“厚德精技，砥砺知行”大学文化内涵，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校长奖”的参与评选对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全日制在校中国籍本科生、专科生。

第二章 “校长奖”评定

第三条 “校长奖”每年评选名额不超过2名，奖励金额为每人10000元；“校长提名奖”每年评

选名额不超过3名，奖励金额为每人3000元。

第四条 “校长奖”获得者应满足的条件： 

1. 基本条件：申请获得“校长奖”的学生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觉悟，热爱祖国和人民，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健康的身心素

质；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严守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在入学以来第一次考试、考查、教学实践等课

程中没有出现不及格现象。

2.“校长奖”获得者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学习勤奋刻苦，勇于钻研，学业成绩突出的典型；

（2）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全面发展的典型；

（3）勇于拼搏，在创新创业创意、学科竞赛、文艺体育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为校争光的典型；

（4）乐于助人，热心公益，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典型；

（5）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德才兼备的典型；

（6）其他有突出贡献者。

第五条 学校成立由校大学生评奖委员会成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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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校长奖”（学生）评审委员会，组织开展评选工作。

第六条 评选采用申报评选制。由本人或推荐人提交规范的书面申报材料，申请人或被推荐人经

所在学院资格审核、评选后择优推荐。申报人或推荐人必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如发现申报材料弄虚

作假，事迹故意夸大的情况，则立即取消该申报人或被推荐人的申请资格。 

第七条 “校长奖”（学生）评审委员会组织开展初评工作，对各学院报送的候选人材料进行审

核并投票确定“校长奖”入围人员10名。 

第八条 入围人员由评审委员会组织在校园网公开宣传，进行第二轮复评投票。其中：全校师生

网络投票（占20%），评审委员会在听取候选人演讲、答辩和推荐人推荐后无记名投票（占80%），

最终确定5位候选人进入终评，其余5位入围人员获得“校长奖”入围奖。

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组织终评。评审委员会、师生代表在观看候选人事迹视频、主题演讲和评

委问答等环节后，现场无记名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校长奖”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

“校长奖”评审委员会也可同时直接提名并确定“校长奖”获得者。学校发布获奖名单公示并组织颁

奖。 

第十条 学校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择优评选的原则严格评审“校长奖”，坚持评选标准，若

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不足10人，则获奖人数可少于当年评选名额。

第十一条 “校长奖”获得者如在校期间因违纪行为受到纪律处分，将撤销其校长奖荣誉称号，

收回获奖证书及奖金，并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和教育。 

第十二条 申请并获得“校长奖”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我校设立的其它奖学金和助学金。 

第十三条 “校长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生处，办公室负责制定每届“校长奖”（学生）

具体评选操作方案，并在评选前公布。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校长

奖”评定办法（学生）》（沪应院学〔2011〕24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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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6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辅导员年度考核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上海高校辅导员考核工

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德〔2008〕12号）及我校有关干部和职工的考核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设立辅导员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

领导、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部、人事处、校团委、研究生部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辅导员的考核工作，包括考核原则的确立、考核指标的确定、考核结果的审定、考核争

议的处理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由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任办公

室主任，具体负责辅导员考核的相关工作。

各学院成立辅导员考核小组（简称“考核小组”）。“考核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组成。“考核小组”具体负责本院辅导员考核的相关工作。

第三条 辅导员考核着眼于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辅导员工作，建立健全科学、合理

的辅导员考核指标体系，充分发挥考核工作对辅导员履职情况的鉴定、激励和导向作用，全面提升辅

导员的综合素质。辅导员考核内容为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主要包括职业素质、思想政治教

育、学生组织建设、学生事务管理、维护校园稳定及特色和创新工作等内容。

第四条 辅导员年度考核主要采取个人自评、学生满意度测评、学院考评、相关职能部门考评、

党委学生工作部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满分100分，包括如下几个程序：

○ 个人自评：

辅导员本人对照辅导员工作职责，对自己的年度工作及其成效作出客观评价，并向学院提交个人

工作小结。

○ 学生满意度测评：

满分100分，占考核总分的15%，采用易班平台网上测评的方式进行。由学院党总支负责组织学生

在线填写并提交《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测评表（学生用表）》，学生的参评率不得低于

70%，低于70%（含70%）此项得分为0。

○ 学院考评：

满分100分，占考核总分的55%。由学院党总支负责对辅导员依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辅导员工作

考核测评表（学院用表）》进行测评。

○ 相关职能部门考评：

满分100分，占考核总分的15%。由党委学生工作部组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依据《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辅导员工作考核测评表（相关职能部门用表）》对辅导员进行测评。

○ 党委学生工作部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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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100分，占考核总分的15%。由党委学生工作部依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辅导员工作考核测评

表（学工部用表）》对辅导员进行测评。

○ 考核结果：

各学院“考核小组”综合学生测评、学院测评、相关职能部门测评、学工部测评等结果拟定辅导

员年度考核等级报学校“领导小组”审定，最终考核结果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正式发文。

第五条 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考核结果作为辅导员评选先进、奖惩、晋

升、进修深造、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每个学院评为优秀的辅导员原则上不超过本学院当年度参加考

核的辅导员总人数的30%。

第六条 考核结果为优秀的辅导员在晋升职称（务）、业务培训等方面优先考虑。“辅导员年度

人物”在考核结果为优秀的辅导员中评比产生，评比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辅导员申请转岗，必须

在其任辅导员期间至少有一次考核为优秀。

第七条 考核结果不合格者由学院党总支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并需经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及

相关学院党总支共同讨论决定是否继续聘用为辅导员。如讨论结果可以继续聘用，则由党委学生工作

部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如讨论结果为不继续聘用，则交由校人才交流中心处理。连续两年考核不合

格者将直接交由校人才交流中心处理。

第八条 有关问题的说明

1. 本学年工作不满半年者需参加考核，但考核结果仅作为工作参考。

2. 学生测评成绩不及格者或未完成辅导员年度培训任务者，取消评选考核优秀资格。

3. 党委学生工作部长、副部长，各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考核由党委组织部纳入干部考核；

党委学生工作部、校团委工作人员根据机关干部考核要求统一进行。

4.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5.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关于印发<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

（修订稿）》（沪应院学〔2013〕100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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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认真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切实保证国家和学校各项资助政策落到

实处，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教财厅

〔2016〕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籍在读本专科学生（不含留学生）。

第三条 本办法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期

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实行

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

（一）校帮困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监督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

（二）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和组织、审核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

（三）学院成立以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为组长，学院资助工作负责老师担任副组长，辅导员担

任成员的学院认定工作组，具体负责组织与审核、监督本学院认定工作。

（四）学院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认定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数量可视学院规模确定）负

责本年级（或专业）的民主评议工作，小组由辅导员担任组长，班导师、学生代表担任成员。认定评

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

级（或专业）总人数的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五）学院成立的认定工作组和认定评议小组的成员名单需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第三章 认定标准

第六条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认定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

（上应学〔2017〕6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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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

学生。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可分为特别困难和一般困难两个档次。

（一）特别困难档：原则上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1）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上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2）已申请办理当年的生源地助学贷款或国家助学贷款；或享受（城市或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或持有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相关证明材料。

（二）一般困难档：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在上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以下的低收入家

庭。若家庭遭遇突发事件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根据实际情况可认定为一般困难或特别困难。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认定结果当学年内有效。每年6月

份进行在校学生的困难复核工作；每年9月份进行新生或者首次申请困难生的原在校生的困难认定工作

（一般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

（一） 每学年开学报到一周之内，首次申请认定的学生向所在学院辅导员提交认定所需材料；申

请困难复核的学生根据6月份学校发布的相关通知按时间递交材料。

（二）各学院年级（或专业）认定评议小组负责对提交申请的学生开展民主评议，报学院认定工

作组进行审核。学院认定工作小组应认真审核初步评议结果，若有异议，应在征得认定评议小组意见

后予以更正。审核通过的，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若师

生有异议，可通过有效方式向学院认定工作小组书面提出异议材料。学院认定工作小组应在接到异议

材料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师生若对学院认定工作小组的答复仍有异议，可通过有效方式向校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书面提请复议。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在接到复议申请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情况属

实，应做出修改。

公示通过之后，学院认定工作小组确定本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审名单，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

（三）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学院上报信息，审核通过后报校帮困领导小组终审并将审核结

果在适当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建立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信息库。只有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信息库中的学生才有资格享受各类帮困奖助学金（详见附件：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一览表）。

第八条 学生本人或者家庭遭遇特殊意外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随时向所在学院申

请。校帮困领导小组、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学院认定工作组、各学院认定评议小组，按照各自的

职能分工，认真负责地共同完成认定工作。

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各学院应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教育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及时告知家庭经济状况变

化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发生明显好转后应主动向学校报告，学校应及时做出调整。

第十条 各学院每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初对已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对于退

学和家庭经济有明显好转的同学即不再列入帮困范围，终止对其的资助，并及时上报校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 

第十一条 学生在提交家庭经济困难申请时应如实提供本人及家庭各方面情况，保证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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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各学院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对申请人情况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

假现象，一经核实，立即取消资助资格；已获得资助的，收回所有资助金；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

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十二条 各学院应当专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起规范的档案，完整地记录认定资料和接受

资助的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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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6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金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体现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在德、智、体、

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根据《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本科高校、高等

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沪财教〔2014〕38号）文件精神，根据我校具体情况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留学

生）。

第二章 资助标准与基本条件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平均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3000元，具体标准和档次由学校结合当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结果确定。国家助学金每年按10

个月发放。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 自强自立，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 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6） 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7） 具有自我解困的意识，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第五条 申请学生必须是经学校认定符合困难标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三章 国家助学金的评审

第六条 国家助学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学期进行申请和评审。

第七条 每学年开学报到一个月内，学生根据本实施办法规定的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及其

他有关规定，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递交《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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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学院接受学生的申请，组织评审，提出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学生的初选名单，在本学

院内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初选名单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九条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各学院提交的初选名单，审核通过后，报校帮困领导小组终

审，终审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本学年国家助学金的受助学生名单。

第十条 在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再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或上海市奖学金中的任一项。

第十一条 对在评选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学生，一经查实，除追回所得外，将依据校纪校规给

予严肃处理。

第四章 助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国家助学金由财务处按月打入学生农业银行账户。

第十三条 学校对国家助学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

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四条 获得国家助学金学生须承诺把国家助学金用于日常学习生活的合理消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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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6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教育部 财

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教〔2015〕7号）等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

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国家助学贷款

分为两类：生源地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第三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

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校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

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生源地助学贷款主要由生

源地资助中心负责开展相关工作，学校配合完成账户及信息维护、续贷以及回执录入、放款、毕业确

认等相关工作。

第四条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财政和高校共同给予银行一定风险补偿

金，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学习期间所需的学

费、住宿费的银行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无需担保或抵押，需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本办法下述各条所指国家助学贷款主要针对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借款人是指在我校全日制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不

含留学生。贷款人是指办理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机构，即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合作银行。我校国家助学

贷款指定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

第二章 贷款申请条件

第六条 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范围仅限于我校全日制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

生，不含留学生，并且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3.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4. 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筹集到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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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

5. 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6. 严格遵守国家助学贷款的各项规定，承诺正确使用所贷款项并按照规定履行还贷义务；

7. 未申请当学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第三章 贷款额度、期限及还款方式

第七条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学期申请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学期申请贷

款金额最高不超过12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标准额度的，贷款额度按照学校实际学费

和住宿费标准合计确定。

第八条 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

第九条 借款学生因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入伍、因病休学等合理原因申请展期的，由学校确认

审核后，提交银行《国家助学贷款还款计划调整表》。具体证明包括以下任意之一：

1. 继续攻读学位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2. 录取高校的面试证明原件；

3. 录取高校官网的公式网页截图，经原高校盖章确认；

4. 入伍通知书；

5. 因病休学证明；

6. 其他相关证明。

第十条 还款方式

1. 在校期间还款方式：借款学生不归还贷款本金，贷款利息100%由财政贴息；

2. 毕业后宽限期内还款方式：宽限期为毕业后3年（36个月），宽限期内借款学生不归还贷款本

金，仅按月归还宽限期间产生的利息；

3. 宽限期结束后还款方式：借款学生自宽限期结束次月起，采取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归还贷款本

息；

4. 因借款学生按照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退学、被取消学籍等情形财政终止贴息的，自终止

之日起，由借款学生自付利息。

第四章 贷款流程

第十一条 国家助学贷款一学年办理一次，学生须在学校通知的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并如实填

写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有关手续。逾期未提出申请或办理相关手续的，将不能再申请本年度的

国家助学贷款。

第十二条 学生登录上海市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网上注册手续。在线填写国家助学贷款申请

表。

第十三条 借款学生须如实提供以下材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复印件；

2. 本人学生证或学生录取通知书原件、复印件；

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调查表》原件（家庭所在地乡镇

或街道民政部门、社会救助部门核实后盖章，有效期五个月内）；

4. 户口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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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人农行金穗借记卡复印件（卡号清晰可见）；

6. 《国家助学贷款借款申请表》（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取）；

7. 《国家助学贷款用款申请审批表》（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取）；

8. 《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取）；

9. 《国家助学贷款划款委托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取）；

10. 《个人借款凭证》（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领取）。

第十四条 学校对借款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向银行递交学生申请材料。

第十五条 银行对学生的贷款申请进行调查、审核、审批。审批通过后，银行放款，并将放款信

息反馈学校。

第五章 贷款合同变更

第十六条 借款学生自愿终止借款合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经办银行允许借款学生自愿提出终

止贷款发放或提前还款的申请。

第十七条 对于转学、退学、被取消学籍、在校生参军等借款学生，停止续放贷款。

第十八条 借款学生发生出国、结业、肄业、退学、被开除学籍等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情况时，

视同结束学业。自终止之日起，由借款学生自付利息，在退学后的三年内开始偿还本金。

第六章 贷款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如未按照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的期限、数额偿还

贷款，经办银行将对其违约还款金额计收罚息。

第二十条 经办银行将违约情况录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供全国各金融

机构依法查询。对恶意拖欠贷款的违约借款人采取限制措施，不予提供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等金融服

务。

第二十一条 对于连续拖欠还款行为严重的借款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银行将通过新闻媒体和

网络等信息渠道公布其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毕业学校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严重违约的借款人还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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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7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奖学金评定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激励大学生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立志成才，培养和造

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评定原则：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三条 适用对象：本条例适用于全日制在校在籍的本专科学生（不包括留学生）。

第四条 申请学生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利

益。

（二）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和行为习惯。

（三）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在校学习满一学期及以上，修满规定应达到的学分。

（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

第二章 奖学金种类

第五条 本专科生奖学金由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和社会奖学金三类组成。

（一）政府奖学金：由政府出资设立，分为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上海市奖学金等。

（二）学校奖学金：由学校出资设立，分为学生综合奖学金、学科技能竞赛奖学金、体育单项奖

学金、校励志帮困奖学金和学生帮困奖学金等。

（三）社会奖学金：由社会各界在我校捐资设立，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包括“忠

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宝钢奖学金、詹守成奖学金和其他奖励、资助学生学习的企业奖学金

等。

第六条 同一学年政府奖学金不同奖项原则上不能同时获得，社会奖学金不同奖项原则上不能同

时获得。

第三章奖学金评定程序

第七条 学校成立大学生评奖委员会，负责奖学金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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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担任组长、学生处、教务处、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

第八条 学院成立院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负责学院奖学金的评议、推荐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学

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副院长、班导师、辅导员、学生代表（2-3人）等组成，组成人员名单报学

生处备案。

第九条 各项奖学金评定的一般程序为：学校根据相关文件发布评选通知；学院初评、公示并上

报学校；学校评审。

第四章 奖学金评定及奖励办法

第十条 政府奖学金评定办法根据当年教育部、上海市教委相关文件确定；学生综合奖学金及

其他校内奖学金评定参照相关评定办法执行；社会奖学金按照捐资方与学校签订的协议及评定办法进

行。

第十一条 学校对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颁发奖学金及证书。

第十二条 奖学金原则上统一打入学生银行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学生如有弄虚作假或舞弊行为，一经核实，取消获奖资格，追回所发放的奖学金；情

节严重的，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1日



68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一、评奖对象

我校全日制在籍在读本科学生（不含留学生）。

二、申请条件及评定依据

（一）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

2.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行为习惯。

3. 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在校学习满一学期及以上，修满规定应达到的学分。

4.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

（二）评定依据

1. 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见附件）对学生的德、智、体、能全面发

展的要求，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初对每位注册在籍的学生进行综合测评。

2. 学习成绩以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

（三）�在一学期中，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评定：

1. 当学期所选课程低于16学分者（专业计划特殊规定的除外）；

2. 当学期所选课程第一次考试成绩有不及格者（不含通识课和第二课堂学分）；

3. 第一次考试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5；

4. 当学期有旷课或上课无故迟到、早退2次者；

5. 宿舍卫生两次评定为“差”或者违反学校宿舍管理规定的（由后勤保障处认定）；

6. 因违纪受到行政、党团组织纪律处分者。

三、综合奖学金等级、比例

综合奖学金设一、二、三等奖学金，获奖总人数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30%，其中： 

一等奖：每人每学期2000元，占学生总人数的3%；

二等奖：每人每学期1000元，占学生总人数的7%；

三等奖：每人每学期500元，占学生总人数的20%。

（上应学〔2017〕7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生综合奖学金评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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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定程序

1. 学校发布评定通知。

2. 辅导员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计算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分，确定初

选学生名单，报至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同一等级人选原则上按综合素质测评分从高到低以年级、

专业为单位排序确定，在规定比例范围内确定初选获奖名单。

3. 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评议初选学生名单并公示；公示结束后，上报学生处。

4. 学生处汇总、复审并公示。获奖学生由学校颁发奖金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综合奖学金证

书》。

五、其他

1. 转专业学生当学期在原学院参加奖学金评定。

2. 综合奖学金名额根据学院学生规模按比例切块到各学院。

3. 本科生毕业最后一学期不参与综合奖学金评定。

六、本条例自2017级学生起实施，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1日



70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上应学〔2017〕7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专科生综合奖学金评定办法

一、评奖对象

我校全日制在籍在读专科学生。

二、申请条件及评定依据

（一）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

2.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行为习惯。

3. 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在校学习满一学期及以上，修完规定的课程。

4.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

（二）评定依据

1. 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见附件）对学生的德、智、体、能全面发

展的要求，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初对每位注册在籍的学生进行综合测评。

2. 学习成绩以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

（三）�在一学期中，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评定：

1. 当学期所修课程第一次考试成绩有不及格者；

2. 第一次考试平均分低于75分或考查成绩低于70分；

3. 当学期有旷课或上课无故迟到、早退2次者；

4. 宿舍卫生两次评定为“差”或者违反学校宿舍管理规定的（由后勤保障处认定）；

5. 因违纪受到行政、党团组织纪律处分者。

三、综合奖学金等级、比例

综合奖学金设一、二、三等奖学金，获奖总人数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30%，其中： 

一等奖：每人每学期2000元，占学生总人数的3%；

二等奖：每人每学期1000元，占学生总人数的7%；

三等奖：每人每学期500元，占学生总人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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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定程序

1. 学校发布评定通知。

2. 辅导员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计算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分，确定初

选学生名单，报至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同一等级人选原则上按综合素质测评分从高到低以年级、

专业为单位排序确定，在规定比例范围内确定初选获奖名单。

3. 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评议初选学生名单并公示；公示结束后，上报学生处。

4. 学生处汇总、复审并公示。获奖学生由学校颁发奖金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综合奖学金证

书》。

五、其他

1. 专科生毕业最后一学期不参与综合奖学金评定。

2. 本条例自2017级学生起实施，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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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7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学生学科技能竞赛奖励条例

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外科技学术活动，提高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知识、能力、人格协调

发展的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并全面拓展学生的综合素质，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设立本条例。

一、奖励对象

以学校名义参加校内、外学科技能竞赛并获奖的在校本、专科学生。 

二、申报程序

1. 每年6月份和12月份，根据学校相关通知，符合申请条件的在籍在校本专科学生本人提交参加竞

赛获奖的证书或证明材料，学院组织审核并按照学生处下发的汇总模板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将结果

报至学生处。

2. 学生处对学院初评结果进行汇总、复审并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通过校财务处将奖金打进学生

银行卡。

三、奖励标准

1.�校级竞赛获奖学生奖励办法：

校级小组、个人奖：特等奖奖励150元/人 

一等奖奖励100元/人

二等奖奖励80元/人

三等奖奖励50元/人

2.�市级以上竞赛获奖学生奖励办法：

（1）市级（华东）小组、个人奖（按比例获奖的除外）：

特等奖奖励500元/人

一等奖奖励300元/人                                 

二等奖奖励200元/人                                 

三等奖奖励100元/人                                 

优秀奖（鼓励奖）奖励50元/人

（2）获全国比赛奖的按上述市级奖励标准乘以1.5倍奖励。

（3）获国际比赛奖的按上述市级奖励标准乘以3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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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比例获奖的参照校级竞赛奖励办法执行。

3.�补充说明：

获单项学科技能竞赛不同等级奖的仅按最高奖金额给予奖励。

四、其他

1. 本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

2.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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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7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学生帮困奖学金评定办法

为了充分体现党、政府、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根据国家的相关精神，结合学

校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一、评定对象

评选对象为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留学生）。

二、评定等级、奖励金额及比例

校“学生帮困奖学金”分甲等奖和乙等奖两种。

甲等奖：奖励金额为每学期300元/人，比例为扣除优秀奖学金获得者的总学生数的5%；

乙等奖：奖励金额为每学期200元/人，比例为扣除优秀奖学金获得者的总学生数的10%。

三、评定条件

获奖学生必须品行良好，遵守各项校纪校规，学习勤奋，其中：

1. 甲等奖：

（1）申请者必须是我校当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中特别困难的学生；

（2）第一次考试平均学分绩点2.0（实行学年制学籍管理的专科生平均成绩在70分）及以上。

2. 乙等奖：

第一次考试平均学分绩点1.5（实行学年制学籍管理的专科生平均成绩在65分）及以上。

四、评定办法

1. “学生帮困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本专科生最后一个学期不参评。

2. “学生帮困奖学金”由各学院组织评定，获奖学生名单在学院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提交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报校帮困领导小组终审，终审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

日。

3. 评定时同一等级人选原则上按综合素质测评分从高到低确定，如上一等级获奖者不足，名额可

用于下一等级。

4. 同一学期获得校优秀综合奖学金者不可兼评校“学生帮困奖学金”。



重要文件与规章  75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校学生帮困奖学金

1. 当学期所选课程两门及以上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或一门课程不及格并且二考后仍不及格者（不含

通识课和第二课堂学分）； 

2. 当学期有旷课或上课无故迟到、早退两次及以上者；

3. 宿舍卫生两次及以上评定为“差”或者违反学校宿舍管理规定的（由后勤保障处认定）；

4. 因违纪受到行政、党团组织纪律处分者；

5. 平时生活挥霍浪费者。

六、本条例自2017级学生起实施，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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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76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励志”帮困奖学金评定办法

为了充分体现党、政府、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根据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一、评定对象

我校全日制本专科二年级及以上学生中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留学生）。

二、奖项设置

校“励志”帮困奖学金分甲等奖和乙等奖两种。

甲等奖：奖励金额为每学年3000元/人，人数为50人；

乙等奖：奖励金额为每学年1000元/人，人数为150人。

三、评定条件

获奖学生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政治上要求积极上进，积极参加各类政治学习和活动；

2. 遵守各项校纪校规，没有违法乱纪行为；

3. 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集体活动，有集体荣誉感；

4. 学习勤奋、成绩优秀。

甲等奖须满足：当学年第一次考试平均学分绩点2.5（实行学年制学籍管理的专科生平均成绩在75

分）及以上；

乙等奖须满足：当学年第一次考试平均学分绩点2.0（实行学年制学籍管理的专科生平均成绩在70

分）及以上。

四、评定办法

1. 校“励志”帮困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实行等额评审。

2. 校资助管理中心将名额下达到各学院以后，以学院为单位进行申报。由学生本人填写《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励志”帮困奖学金申请表》，学院组织初审，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提交校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报校帮困领导小组终审，终审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3. “励志”帮困奖学金与其他高额奖助学金不可重复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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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校“励志”帮困奖学金

1. 当学年所选课程两门及以上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或一门课程不及格并且二考后仍不及格者（不含

通识课和第二课堂学分）； 

2. 当学年有旷课或上课无故迟到、早退两次及以上者；

3. 宿舍卫生两次及以上评定为“差”或者违反学校宿舍管理规定的（由后勤保障处认定）；

4. 因违纪受到行政、党团组织纪律处分者；

5. 平时生活挥霍浪费者。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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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7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我校接受各种社会资助，设立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助学金，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组织评选和实施管理。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留学

生）。

第三条 获助学生必须满足具体奖助学金项目协议的评选条件要求。

第二章 资助条件

第四条 获助学生应满足如下条件： 

1.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 自立自强，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3.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4. 生活俭朴，积极参加勤工助学（一年级学生除外）；

5. 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优先考虑。

第五条 学生原则上只能获得一项社会奖助学金的资助。

第三章 评选办法

第六条 学生根据评审通知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学院对申请学生进行初评并将初评结果提

交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各学院提交的初评结果，审核通过后，报校帮

困领导小组终审，终审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七条 获得社会奖助学金的学生必须保持生活俭朴，所获奖助学金主要用于学习和必要的日常

生活支出。若查实奖助学金被用于不恰当的用途，将予以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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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资助方和校方将对获助学生进行不间断的关注，对由于学习态度不端正导致成绩明显下

降的学生，学校将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停发奖助学金等处理。

第九条 获助学生应当与资助人以一定方式（如通信、邮件等）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表达感恩之

情，汇报自己学习、生活情况等。

第十条 为增强获助学生自强、自立、自助的意识，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学期参加

不少于20小时的校内外志愿服务。

第十一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停发奖助学金：

1. 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已不列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信息库；

2. 违反校纪校规；

3. 中途退学或者休学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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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7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临时困难补助是为了解决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因突发情况而造成生活上暂时性经济困难所

给予的一次性资助。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额度

第二条 补助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籍在读本专科学生（不含留学生）。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学校给予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

1. 学生本人因病住院治疗，身体急需调补而家庭经济无力负担者；

2. 家庭经济困难又遇到突发性事件，经济来源受到很大影响，学习和生活所必须的基本费用不能

保证者；

3. 确因家庭经济困难，缺少基本御寒过冬用品，需要学校进行一次性冬寒补助者； 

4. 家庭经济确有困难，寒暑假期间无力支付回家探亲路费者；

5. 学习期间，个人遭遇意外事件，经济损失较大，学习、生活暂时陷入困境者；

6. 其他需要给予补助的情况。

第四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标准：

1. 受助学生同一学期内申请的校级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范围为500—2500元，补助总额原则上不超

过2500元。

2. 受助学生同一学期内申请的院级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范围为100—500元。

第三章 学生申请补助的程序

第五条 学生申请。学生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说明申请理由、

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获得各类资助等情况，并将申请材料交给辅导员。

第六条 学院审核。辅导员核实申请学生的基本情况，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审核并根据学生实际

情况提出建议补助方案。符合校级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的学生申请材料需上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校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并最终确定补助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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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七条 签收存档。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受助学生填写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临时困难补

助申请表》及其他申请材料进行留档；各学院须于每学期结束前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上报当学期院级

一次性困难临时补助情况。

第八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学生，一经发现情况不属实，将立即取消或追回补助，视情节轻重

给予处分，并取消其今后补助资格。

第九条 学生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补助：

1. 学生家中发生变故不足以影响学生完成学业；

2. 单纯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导致的临时性生活困难；

3. 因本人责任造成被盗、被骗或者参加校园贷、因使用违规电器而导致宿舍发生火灾等其它事件

而发生临时困难；

4. 生活铺张浪费，购买或使用高档物品；

5. 学习不求上进，学习态度消极；

6. 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7. 其它不予补助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5日



82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上应学〔2017〕79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

为帮助部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解决实际困难，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国家教育部、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对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

法。

一、申请减免学费的条件

1. 申请对象为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在籍在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留学生）。

2. 申请减免学费的学生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品行端正，生活简朴，学习努力，

原则上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及格，并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烈士子女和孤儿除外）。

3. 原则上每位减免学费学生要求参加勤工助学或志愿活动（一年级学生除外）。

4. 除满足上述必备条件之外，还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烈士子女及孤儿；

（2）学生本人患大病（重症尿毒症透析、恶性肿瘤、精神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

（3）享受当地（城镇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贴的残疾且单亲家庭（仅指父或母一方亡故）子

女；

（4）父母一方患大病（参照《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5）突发事件（特大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急剧下降，无法解决其在校期间的

学习费用。

二、减免学费范围

减免学费的比例严格控制在当学年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人数的0.5%范围内。

三、申请减免学费的程序

根据学校相关通知，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学生工作

领导小组组织初评（具体减免实施细则见附件：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费减免实施细则）。初评结果在

一定范围内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各学院提

交的初选名单，审核通过后，报校帮困领导小组终审，终审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四、其他

1. 对减免学费学生的经济情况进行抽查，弄虚作假者，除需全额追回减免的费用外，还要视情况

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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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3.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学费减免暂行条例》（沪应院学〔2011〕

17号）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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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8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章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统一管理与协调，促进我校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有序开

展，保障学生与用人部门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市高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之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

第三条 勤工助学活动是高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的、以自立成才为目的，多层次、全方位的

有偿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四有”人才的有效途径。

学生以学为主是最基本的原则，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得影响正常的教学及其他活动。

第四条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学校规定及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履行勤工助学活动有关协议的各项义务，不得参加有损大学生形象、有害社会公德的活动。

第五条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负责全校学生各类勤工助学活动管理与协调

工作。任何学生个人，团体或用人单位未经中心许可，不得在校园范围内招录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或进行各种经营性活动。学生私自在校外打工的行为，不在本条例规定之列。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职责：

1. 根据勤工助学工作相关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2. 组织和管理全校勤工助学日常工作，保障勤工助学活动正常有序开展，主要包括开拓校内外勤

工助学渠道、落实勤工助学岗位等；

3. 审核校外用人单位资质、调解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纠纷；确保学生不参加有毒、有害和

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学生健康的劳动，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4. 加强对勤工助学学生的思想教育，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必要的勤工助学岗前培训

和安全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 实施其他有关学生勤工助学的管理和服务事项。

第七条 学生所在学院的职责：

1. 按照勤工助学工作要求对申请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进行审核、推荐；

2. 了解参加勤工助学学生的具体情况，并协助中心解决好学生在勤工助学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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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第八条 各院、部、处、室、馆等应积极为学生提供岗位，优先录用经济困难学生。所设临时岗

位需至中心登记，具体说明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及拟付劳务酬金等情况，经中心审核后，

列入勤工助学计划。

第三章 勤工助学岗位的管理

第九条 中心有权对勤工助学的岗位进行检查，有权对每一位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进行跟踪考

核；用人单位或部门在聘用过程中发现有不合格的学生随时可以通过中心及学生所在院（部）对其

进行思想教育，经教育后不改的学生予以解聘，情节严重者中心将取消其在校期间的其它勤工助学资

格。

第十条 各用工部门对上岗学生进行其相关工作的专业培训，明确工作职责，全程提供业务指

导，保证学生顺利上岗，提高工作效率，并负责勤工助学学生的日常管理，保障勤工助学学生的劳动

安全。

第十一条 岗位类型：勤工助学岗位分固定岗位和临时岗位

1. 固定岗位是指持续一学期的长期性岗位和寒暑假期间的连续性岗位；

2. 临时岗位是指不具有长期性，通过一次或几次勤工助学活动即能完成任务的工作岗位。

第十二条 校外勤工助学活动必须由中心组织统一管理，并注重与学生学业的有机结合。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增强社会实践能力；中心注重培养既有社会实践能力又有专业理

论知识的综合型人才。

第十三条 校外用人单位来校进行勤工助学招聘，必须向中心提出申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资格证书副本、负责人证件等相关证明材料，经中心审核后，签订协议，方可进行校内招聘。学

生酬金由用人单位支付。

第四章 勤工助学酬金标准及支付

第十四条 参加校内勤工助学的薪资及支付方式：报酬原则上不低于11元/小时。各用人部门在学

工系统内录入学生工资，并由中心勤助人事部门统一填写打印《月度勤工助学薪资考核表》（学生当

月参加勤工助学的内容、时间、报酬），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签字后于每月十五日前提交中心，中心于

每月二十日前做好统计报表交财务处，由财务处每月月底打入学生的农业银行卡中。

第十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的时间，原则上每月不得超过30小时。

第十六条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报酬，由学校专项经费支付，中心负责核发。学生参加校外勤工

助学，其劳动报酬由校外用人单位按协议支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学生在校内开展勤工助学活动，中心与学生签订协议书。学生在校外开展勤工助学活

动的，中心与用人单位和学生三方签订协议书。签订协议书并办理相关聘用手续后，学生方可开展勤

工助学活动。协议书必须明确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的学生

如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处理方法以及争议解决方法。

第十八条 学生勤工助学依法享受劳动保护，任何用人单位或个人应为学生的人身安全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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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学生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在勤工助学活动中，如出现协议纠纷或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协议各方应按照签订的协

议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六章 奖励与处分

第二十条 对在勤工助学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学校设立相关奖项予以表彰（例如勤助

之星，优秀员工，优秀部门等）。

第二十一条 中心对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统一监督管理，下设督查部门执行对在岗学生的监督，对

违反条例者，按照中心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于下列情况的学生，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1. 未向中心申报，擅自在校内为校外单位、个人张贴海报，散发宣传材料，或个人从事经商活动

者；

2. 私自利用勤工助学或中心名义组织勤工助学活动，扰乱学校正常勤工助学活动秩序者；

3. 违反本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者。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政策相悖，以上级政策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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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86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助学贷款 

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下达国家助学贷款奖补专项资金的通知》（沪教委学〔2015〕56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

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在籍在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含留学生）。

二、资助范围

1. 毕业生求职补助金

学校对有国家助学贷款并在毕业年度内积极求职的学生给予一定的求职补助金，旨在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就业。

2.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学校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救助机制，对毕业时学生本人重残重疾且无稳定收入来源，无法偿还国

家助学贷款的情况，给予学费代偿。

3. 职业能力培训补贴

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各类职业能力培训、考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一定的补贴，旨在帮助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

4. 出国校际交流补贴

为鼓励品学兼优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进一步升造和发展，使更多优秀学生获得海外游学的机

会，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国际交流项目给予一定的资助，旨在帮助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开阔国际视野，丰富阅历，提高综合素质。

三、资助原则

1. 本办法优先资助办理过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含校园地、生源地）

2. 资助标准将根据国家每年下达的资金额度进行适当调整。

3. 资助范围将根据上级资助工作政策调整的情况，以及学校每年资助工作重点，进行适当调整。

四、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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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9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帮困助学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逐步完善大学生成才的服务和保障机制，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得到有效资助，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在校学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

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施意见》

（沪府发〔2007〕3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帮困助学主要有针对新生的“绿色通道”和“奖、贷、勤、助、补、减” 六位一体

政策；帮困措施以助学贷款为基本帮困渠道，以勤工助学为主要帮困方式、以奖学金为激励手段，以

助学金和临时困难补助等形式为辅助措施，坚持做到“不让一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第二章 困难生认定工作

第三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教财厅〔2016〕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工作。根据学生个人申请、民主评议、学院审核、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校帮困领导小组终审，

建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库。

第三章 绿色通道

第四条 为了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注册入学，在新生开学报到时间开设“绿色通

道”。经审核，参加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凭入学通知书和生源地贷款回执单，在报道之日直接

注册入学；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凭困难证明办理 “缓缴学费”手续后注册入学，入学后通过申请校

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缴纳当年的学费、住宿费。

第四章 奖助学金

第五条 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在各高校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校设校励志帮困奖

学金、学生帮困奖学金以及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等，主要用于奖励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但能刻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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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自立的学生。

第五章 助学贷款

第六条 新生入学前可凭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困难证明在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每年最高可贷8000元（含学费、住宿费），贷款年限最长可达20年。新生

通过“绿色通道”报到注册后，可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每年最高可贷8000元（含学费、住

宿费），贷款年限最长可达20年。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可向所在学院申请校诚信生活助学贷

款，贷款额度为1000元/人/次，无利息，鼓励学生在大二时将此贷款还清。

第六章 勤工助学

第七条 勤工助学活动是高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的、以自立成才为目的，多层次、全方位的

有偿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四有”人才的有效途径。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校内海报和学生处网

站等渠道向学生提供校内外勤工助学信息，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七章 困难补助

第八条 每年冬季，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实物形式补助；对外省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

予寒假返乡路费补助；对留沪过年的学生予以一次性春节慰问补贴；对遭遇特殊情况的学生给予一次

性临时补助。

第八章 减免学费

第九条 为了帮助部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解决实际困难，顺利完成学业，学校针对烈士子

女及孤儿、本人患大病、残疾且单亲家庭子女、父母一方患大病以及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急剧下降

等无法解决在校期间学习费用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学费减免。

第九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条 学校成立以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分管学生工作）为组长，学生工作部（处）部

（处）长为副组长，审计处处长、财务处处长、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及各二级学院副书

记、副院长为组员的学生帮困领导小组，全面领导我校的资助工作。

第十一条 学校对学生资助款项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

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二条 对在评选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学生，一经查实，除追回所得外，将依据校纪校规给

予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规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料的管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电子信息库并对纸质档

案妥善保管直至学生毕业。

第十四条 学生信息不得用于帮困助学以外的事项，不得未经许可对外提供，更不得随意泄露。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确保学生信息不被泄露和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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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学校对帮困助学将会开展定期检查，如发现问题将会及时、彻底追查，并且责任到

人。

第十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6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91

（上应学〔2017〕9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请假、销假管理办法

一、根据学生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学生因故不能上课、实验、实习、教育参观、公益劳动、军

训及学校组织的形势教育等教学活动时，必须履行请假手续，经批准后方为有效。

二、学生请假（含病假和事假），一般应事先填写请假单，如实说明请假的原因和时间。

三、学生请病假须凭医院或校门诊部出具的有效证明。

四、学生请事假从严掌握，要有正当的理由。准假权限为：

（一）日常请假

1. 请假2天（含2天）以内者，由辅导员批准；

2. 请假3—5天（含5天）者，由学院批准；

3. 请假6—15天（含15天）者，由教务处和学生处批准；

4. 请假15天以上者，由学校分管领导批准。

（二）补假权限

1. 补假1—3天（含3天）者由该生所在学院批准；

2. 补假4—7天（含7天）者由学生处和教务处批准；

3. 补假8天以上（含8天）者由学校分管领导批准。

（三）课程考核、工程训练、军训请假

1. 凡涉及到课程考核、工程训练时的请假或补假由教务处批准；

2. 凡涉及到军训期间的请假或补假由军训领导小组批准。

五、学生因急事急病无法事先请假者，在3天内办理补假手续。补假期满，不能销假者应事先办理

续假手续。学生请假期满后应及时到辅导员办公室销假。

六、如学生违反请假、销假制度，均作旷课处理。对旷课学生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

分条例》有关条款给予处理。

七、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学生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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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9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证、校徽 

和学生乘车优惠磁条管理规定

学生证、校徽和学生乘车优惠磁条是学生个人的身份证明，每个学生应爱护并妥善保管。为了切

实加强管理，特作如下规定：

一、新生入学后，经复查符合入学条件者，发放学生证和校徽。每学期开学注册时，学生持学生

证到所属学院办理注册手续，学生证加盖学校钢印及注册后方为有效。

二、凡遗失学生证，应及时向各学院提出补办申请，按照补办流程到学生服务窗口办理。寒暑假

期间，一般不予受理补办学生证的手续。

三、凡利用补办学生证机会获取两张以上学生证、擅自更改学生证上姓名、地点等情况者，视其

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四、根据教学厅函〔2011〕20号文件要求，《学生火车票优惠卡》的芯片信息必须与学生学籍电

子注册信息一致才可享用优惠。为了及时无误的上传最新信息，每学期学期末学校将统一安排在学生

服务窗口办理写卡、补卡、充值和修改《学生火车票优惠卡》信息事宜，如因个人原因造成上传信息

有误，学校不再另行安排时间处理。

五、学生改名换姓或因家庭地址变更而需要变动乘车区间时，须凭当地派出所或家长工作单位出

具的相关证明，才可修改学生证信息及《学生火车票优惠卡》的芯片信息。

六、本规定的解释权归学生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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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10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体育单项奖奖励条例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继续办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指示精神，努力提高我校运动队技

术、战术水平和竞技水平，鼓励我校校队运动员在各类运动会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特制定本条例。

 一、奖励标准

（一）一等奖

在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中获得金牌、银牌、铜牌；全国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中获

得金牌或破以上比赛纪录的运动员给予一万元奖励。

（二）二等奖

在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中获得第四至第八名；全国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中获得银

牌、铜牌；各单项全国锦标赛中获得金牌或破全国锦标赛纪录的运动员给予六千元奖励。

（三）三等奖

在全国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中获得第四至第八名；各单项全国锦标赛中获得银牌、铜牌的

运动员给予四千元奖励。

（四）上海市及全国大学生各单项体育竞赛奖励标准：

名次 上海市（人均 ：元） 全国性（人均 ：元）

个人项目 集体项目 个人项目 集体项目

一 800 200 1000 300

二 600 150 800 250

三 500 100 600 200

四 400 80 500 150

五 300 50 400 100

六 200 30 300 50

备注 同一学期同一队员获三项名次以上成绩者，均按两项最好名次成绩奖励

说明：

1. 每人（每队）每学年以最高名次为评奖标准。

2. 以上获奖名次不包括本市及跨地区邀请赛所获得的名次。

3. 集体项目以所获单项奖励等级标准乘以实际上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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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市阳光大联赛（团体）赛一等奖150元/人，二等奖80元/人，三等奖30元/人；（个人）赛按

上海市大学生单项体育竞赛奖励标准奖励。

在洲际和世界性竞赛中得名次者，视贡献和影响大小，由我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讨论给予一次

性奖励。

二、评选程序

（一）由有关教练员审核运动员比赛成绩，并填写申报运动员综合评语及等级建议，报体育教育

部。

（二）由体育教育部组成评选小组对上述材料进行评定，确定获奖名单，并报学生处。

（三）学生处对获奖运动员名单（团体项目包括比赛名称、所获名次、场上实际比赛人数及全体

队员名单）及材料（比赛成绩册、秩序册）进行审核，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通知财务处

发放奖学金。

（四）学生在申报体育单项奖的学年中，如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学校行政处分未解除者，学校取

消其申请体育单项奖资格。

三、其它

1.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 本办法由学生处和体育教育部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16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95

（上应学〔2017〕120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请假制度（试行）

为严肃校规校纪，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树立良好的学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本校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第二条 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本校研究生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课程学习等相关培养环节和学校统

一组织的其他活动，一律按照本制度办理请假手续。

第三条 研究生请假分为以下三类（一）病假；（二）事假；（三）因公事派遣（国内外交流访

学、毕业生实习见习、学术研讨会、社会调查实践等）不能参加规定活动的请假。

第四条 请假实行分阶段管理，具体规定如下：

（一）注册阶段：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课程学习及论文撰写阶段：请假7天以内（含7天）者由导师批准；7天以上2周以内（含两

周）者由导师签署意见，所在学院批准；2周以上1个月以内（含1个月）者由导师签署意见，学院审

核，学生处审批；因公事派遣请假1个月以上者由导师及学院签署意见后，学生处审核，报分管校领导

审批。

第五条 研究生请假需提前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请假单》，经审批后将请假单交至辅导

员处备案。因突发疾病或紧急事故未能及时请假者，本人（可委托他人）在3天内补办请假手续。

第六条 研究生请病假须提交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病历及诊断书。每学期病假、事假分别累计

不得超过1个月，连续超过1个月以上者，需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关的休学手续。

第七条 研究生因公事派遣请假须提交公事派遣部门公事证明，实习单位加盖公章的函件证明或

相关会议活动的正式通知等。

第八条 请假期满须及时到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处销假。如需续假，本人在请假期满前须来函来电

向导师及所在学院说明缘由，并明确续假时间，续假审批权限参照第四条执行，续假天数以累计请假

天数计算，经批准后方可生效。请病假需续假者，返校销假时需提交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病历及诊

断书。

第九条 课程学习阶段和论文撰写阶段，研究生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离校者、请假期满未返校且

未续假者、续假未获批准者，均按旷课处理。对旷课学生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有关条款给予处理。

第十条 本制度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学生处、研究生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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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12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风校纪建设，维护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高等学校

学生行为准则》（教学〔2005〕5号）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学生”是指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在籍本科生、专

科生和研究生。对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及进修生的违纪行为处分参照本

条例实施。

第三条 本条例中无明确规定而又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的，可比照本条例中相应条款予以处分。

第四条 对有违纪、违规、违法行为的学生，学校可视其行为性质、情节轻重等，给予如下纪律

处分：（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

第五条 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期限一般为半年，记过处分、留校察看期限一般为一年，从批准之

日起算。在处分期间，对错误有深刻认识并有进步表现的，处分期满后，由本人提出申请，按照规定

的审批程序，可予解除处分。

第六条 处分时拒不认错、处分后经教育仍不悔改的，应延长处分期限。在处分期间有新的违纪

行为，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学籍。

第七条 毕业时，留校察看处分尚未解除者，作结业处理。处分期满后，如符合毕业条件，可按

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发放毕业证书相关手续。

第八条 违纪情节轻微尚不足以给予纪律处分的，可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责令经济赔

偿等。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从轻处分：

（一）能主动如实交代错误事实，认错态度好，真诚悔改，并有立功表现；

（二）在集体违纪事件发生后，能及时报告、交代事实真相，协助学校查清违纪事件；能主动检

举揭发、积极防止不良后果发生；经查实，确系受他人胁迫或诱骗；

（三）其他可以从轻处分的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从重处分：

（一）拒不承认错误，态度恶劣；

（二）互相串供，隐瞒真相，诬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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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有关人员打击报复、威胁恐吓阻碍调查；

（四）以前在本校因违纪行为受过处分，再次违纪；

（五）贿赂违纪处理人员或以其他方式干扰违纪处理工作；

（六）作为集体违纪事件组织策划者；

（七）同时有两种以上违纪行为；

（八）其他应从重处分的情形。

第十一条 具有本条例规定的从重、从轻处分情节的，应当在处分事由规定的处分等级限度内作

出从重或从轻处分。

第十二条 对受处分者的附加处理：受处分学生，在处分期间取消评定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及荣

誉称号资格。解除处分后，学生获得表彰、奖励及其他权益，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第二章 分  则

第十三条 有违反宪法、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言论和行为，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情节较

轻，教育尚能改正者，视情节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第十四条 参加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组织，利用互联网及其他手段制作、散布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言论及谣言，组织和煽动闹事（含校内外非法游行集会示威），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学校正常

教学生活秩序者：

（一）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悔改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二）情节严重，教育尚能改正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三）一般参与者，给予记过处分。

第十五条 违反国家法律、法令、法规，受到公安司法机关处罚者：

（一）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公安机关警告或罚款处罚者，给予警告或

严重警告处分。

（二）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处罚者，给予记过或留

校察看处分。

（三）对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或收容教育、强制戒毒以及判处管制、拘役及以上刑罚者，给

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六条 学生在校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但尚不足以进行违法追究的行为者，给予相应纪律处

分：

（一）非法开展宗教活动，加入非法组织或邪教组织，开展邪教、封建迷信活动，视其情节给予

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二）泄露国家机密，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三）未经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或学院批准擅自组织集体活动，给予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

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四）违反学生团体管理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组织成立团体、编印刊物，或以团体名义开展非法

活动，以及其他违反社团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七条 在校内违反校园治安管理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一）偷窃、骗取、非法侵占国家、集体或私人财物：

1. 初次作案数额较小，情节轻微，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2. 犯有偷窃行为而屡教不改，或偷窃、骗取数额较大，情节严重，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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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3. 团伙偷窃、骗取他人财物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为首

者从重处分。

4. 非法侵占国家、集体或私人财物，责令其归还或赔偿经济损失，并视情节给予严重警告、记过

或留校察看处分。

（二）损坏、破坏公私财物或引起事故：

1. 因过失损坏公私财物或引起各类事故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若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或严

重警告处分。

2. 因违反校纪校规而引起各类事故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造成

重大损失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3. 故意破坏公私财物或引起各类事故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视情节及后果给予记过直至开除

学籍处分。

（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1. 用各种方式挑起打架事端（包括用言语向他人挑衅），引起对方打架或双方互殴者，视情节及

后果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2. 有殴打他人行为者，视情节及后果给予记过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3. 持械参与打架者，无论其有无造成伤害，均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4. 策划或参与打群架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5. 重犯打架错误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6. 目睹打架斗殴事发经过，故意提供伪证、阻碍调查者，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打架斗殴参

与者本人故意歪曲事实、提供伪证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四）赌博：

1. 学生不得在校内打麻将，不得组织、参与赌博。如有违反，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

分。

2. 提供赌具、场地或组织聚赌者，从重处分。

（五）酗酒滋事：

学生不得酗酒，对不听劝告执意酗酒者，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对酒后滋事者，视其情节及

后果，给予记过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六）用淫秽语言或动作损害他人人身和人格的行为，或偷录、偷拍他人隐私等其他有伤风化行

为，情节较轻，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触犯法律的，由有关部

门依法处理。

（七）传播色情、淫秽物品：

1. 聚众观看色情、淫秽物品，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组织、聚首者从重处分。

2. 制作、复制、传播淫秽物品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八）从事非法经济活动：

对违反国家或学校有关规定，从事传销、有偿代人听课等非法经济活动者，视其情节，给予警告

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九）危害公共安全：

1. 在校园内私拉电线、焚烧杂物、违规使用明火，擅自挪用或损坏消防器材、通讯设施、电力设

施等危害公共安全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留

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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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违反《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不听劝告，屡教不改者，给予警告处分；在校园内因

吸烟、使用蜡烛等引起火灾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造成重大损失

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3. 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或实验室、资料室等安全管理制度，未经批准购买、使用、存放易燃、易

爆、剧毒等危险化学品或其它违禁品者，造成事故的，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

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4. 对聚众、扰乱和妨碍学校管理人员依校规执行公务，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

共场所管理秩序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5. 利用互联网、通讯工具及其他手段造谣、诬陷他人，造成他人名誉伤害者，给予严重警告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十）违反校园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

1.  违反校园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且拒不服从校内管理人员交通管理调度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

告处分。

2. 在校内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且不听劝阻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

分；对因违法驾驶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的，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记过或留校

察看处分；对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构成犯罪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由公安机

关依法处理。

3. 对蓄意涂损、破坏交通标志标识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4. 对蓄意损毁他人交通工具的，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第十八条 违反国家和学校计算机网络管理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给予相应的纪律处

分：

（一）对国家、学校、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

程序进行非法删除、修改、增加等，或隐匿、毁弃或盗用他人互联网信息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

分。

（二）制作、传播或利用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的，

利用系统漏洞做出可能危害系统安全行为的，有影响其他使用者正常使用行为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

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三）违法违规登陆非法网站，经教育不改，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传播有害信息者，按照

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给予处分。

（四）对有其他违反国家使用计算机网络有关规定的行为者，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

分。

第十九条 学生必须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活动和学校统一安排组织的集体活动，凡无故

缺席的一律以旷课论处。

（一）对上述活动无故缺席者，每一天按旷课6学时计。

（二）凡迟到或早退两次作旷课1学时论处，其它考勤参照学时数计算（迟到、早退超过15分钟者

按1学时计）。

（三）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达1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达20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达30学

时者，给予记过处分；达40学时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达到或超过60学时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条 考试违纪和作弊者：

（一）学生有以下违纪情形之一且经劝阻不改，该门课程本场考试成绩以“0 分”记载，并给予

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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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在规定的座位或监考指定座位参加考试的。

2. 携带考试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并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3. 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的，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4. 在考场或者禁止的范围内喧哗的，或者实施其它影响考场秩序行为的。

5. 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二）学生有以下严重违纪情形之一者，该门课程本场考试成绩以“0分”记载，并给予严重警告

处分：

1. 擅自将试卷、答卷（含答题纸、答题卡等）、草稿纸等考试考核用纸带出考场外或离开考场未

交卷者；

2. 在考试考核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3. 在开卷考试考核中，携带禁止的资料或者工具的；

4. 拒绝、妨碍监考及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

（三）学生有以下作弊情形之一，该门课程总成绩以“0分”记载，同时取消其第二次考试资格，

并给予记过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1. 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且未关机或未主动存放到监考教师指定地方的。

2. 闭卷考试中，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携带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

加考试的。

3. 闭卷考试中，在桌面、衣服、身上等处写有与考试课程有关内容者。

4. 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5. 传、接与考试相关的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6. 考试过程中借故离开考场，偷看有关考试内容的资料、或与他人交谈有关考试内容。

7. 考场违纪被监考人员警告两次仍不纠正的。

8. 考试结束后，在试场内发现其有作弊证据并经核实，或由他人检举揭发的作弊行为并经核实

的。

9. 以央求、送礼、请客、威胁等手段要求教师加分或隐瞒违纪事实作伪证的。

10. 被举报核实以央求、送礼、请客、威胁等手段要求其他学生协助其作弊或隐瞒违纪事实作伪证

的。

11. 根据试卷卷面答题内容，经阅卷教师鉴定，并与学校有关部门共同确认属抄袭等行为的。

（四）学生有下列作弊情形之一，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1. 请人代考者及替人代考者。

2. 使用通讯工具或其他器材作弊者。

3. 组织作弊，偷窃试卷或采用其他各种手段窃取试卷内容者。

4. 累计两次作弊行为。

5. 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者。

（五）其他违反考场纪律及作弊者，参照以上条款执行。在校外考试中严重违反考场纪律或作弊

者，参照以上条款执行。

第二十一条 违反学术道德，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者：

（一）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或抄袭他人文章2500字以上或查重率10%以上，不注明引文，给

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二）伪造数据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三）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毕业（学位）论文或者组织毕业（学位）论文代写的，给予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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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处分。

第二十二条 违反学生宿舍管理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1. 在寝室内带入或使用违章电器的，一律没收，视情节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引起火灾者，

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2. 凡在寝室内私拉电线、私自偷电的，责令经济赔偿，并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引起火灾

者，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3. 未经允许，留宿非本楼人员，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容留校外人员、异性住宿的，给予记

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4. 学生不得在宿舍内饲养宠物。不听劝阻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5. 对其他违反学生宿舍管理有关规定经教育仍不改正者，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第三章 处分程序及学生权益

第二十三条 　对学生的处理，证据要充分、依据要明确、定性要准确、程序要正当、处分要适

当。

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学

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处分决定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学生的基本信息；

2. 作出处分的事实和证据；

3. 处分的种类、依据、期限；

4. 申诉的途径和期限；

5. 其他必要内容。

处分决定书直接送达学生本人；直接送达不到的，可采取留置、邮寄或公告等方式送达。

第二十四条 受处分学生的处分及解除处分材料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非全

日制学生处分及解除处分材料寄送至其单位人事管理部门或其档案托管所在地管理部门。

第二十五条 处分报批程序：

（一）留校察看及以下处分由各学院或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学生处审核，报主管校领导批

准，学校行文公布。

（二）开除学籍的处分由各学院或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学生处审核，报校长办公会决定，学

校行文公布，并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六条 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必须在处分决定书批准日起两周内办理离校手续并离校，逾期不

离校的按校内治安管理规定作校外人员处理。

第二十七条 学校授权学生处牵头成立由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处分解除与延长评议委

员会，对解除处分、延长处分期限事宜进行民主评议。

第二十八条 解除处分、延长处分期限报批程序：

（一）受处分学生提出解除处分书面申请或学院提出对受处分学生拟延长处分期限意见；

（二）学生处分解除与延长评议委员会民主评议，提出解除处分或延长处分建议并报主管校长批

准；

（三）学生处出具解除处分决定书或延长处分期限决定书。

第二十九条 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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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主管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法律顾问、教师代

表、学生代表组成。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信访办公室。

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

会提出书面申诉。

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日内，作出复查结

论并送达申诉人。情况特别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作出复查结论的，经学校主管校领导批准，可延长

15日并提前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并

通知相关部门及申诉人。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

书面申诉。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违纪违规处罚条例》（沪应

院学〔2001〕33号）同时废止。学校其它有关管理制度、规定与本条例冲突的，以本条例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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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2017〕12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为规范校内学生申诉制度，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章

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受理的权限和对象

（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成立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申诉委员会），负责处理本校学

生对受到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其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

有异议而提出的申诉。除此以外的事由，不作申诉受理。

（二）本办法适用于在本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和专科学生。

二、申诉处理机构

（一）学校申诉委员会由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党办、监察处、学生处、教务处、保卫处、信访

办、团委、政策与法规研究室等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由分管学生工作

校领导任主任，党办、监察处负责人任副主任，并聘请心理、法律专家担任委员会顾问。

（二）申诉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信访办公室。

职能如下：

1. 接受学生的申诉请求、告知有关的权利和规定；

2. 确定申诉委员会会议时间、地点并通知申诉人；

3. 根据申诉委员会复查的决议作出书面意见反馈书，送达学生。

三、申诉申请的受理

（一）学生提出申诉申请，应在接到学校处理、处分决定书10日内，向校申诉委员会提出书面申

请。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诉申请必须由学生本人或其代理人（直系亲属）当面提交给申诉委员会办事机构。

（三）提出申诉申请必须提交以下材料：

1.  由申诉人签名填写的申诉受理申请表；

2.  由申诉人签名的书面申诉申请书及申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  学校对其作出处理、处分决定书的复印件；

4.  申诉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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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委员会不接受有效申诉期外提交的补充材料。

申诉人通过其代理人提交申请的，须同时提交由申请人签名的代理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包

括与申诉人的关系证明）。

（四）申诉人提交申请的当日为申请日，申诉委员会不受理其他方式提交的申诉申请。

（五）在申诉委员会作出复查决定之前，申诉人要求撤回申请的，应当向申诉委员会提交由本人

签名的书面申请，有正当理由的，申诉委员会应当准许，同时终止复查工作。

申诉被撤回后，申诉人再次提出申请的，其申请日期如超出有效期限，申诉委员会不再受理。

四、申诉的处理

（一）申诉被受理后，申诉委员会办事机构应于3日内将学生提出申请的情况通报给对申诉人作出

处理、处分决定的职能部门，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在5日内提交作出处理、处分时的全部材料。

（二）申诉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学校的有关规定，以到会复查评议的形式，对学校职

能部门处理、处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依据、处理的程序等进行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并对调

查人员所调查和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作出复查意见。

（三）申诉人原则上必须亲自出席学校申诉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在会上，陈述申诉理由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若申诉人无故缺席申诉委员会会议，则申诉程序自动终止，本次申诉无效。若申诉人

遭遇特殊原因（如生病、不可抗力等因素）无法准时参加学校申诉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可委托代理人

（直系亲属）参加。

（四）对于被受理的申诉请求，除已被申诉人撤回或中止申诉等情形外，申诉委员会应于接到书

面申诉之日起15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并答复申诉人。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做出结论的，经学校负

责人批准，可延长15日，并提前告知申诉人。申诉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

定。

（五）申诉委员会认为原处理、处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符合规定

的，应维持原处理、处分决定。

（六）申诉委员会认为原处理、处分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建议撤销或者变更处理、处分决

定：

1. 事实认定不清楚、证据不足的；

2. 适用依据错误的；

3. 违反《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处理程序的；

4. 违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有关规定的。

（七）申诉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复查结论。申诉委员会作出复查结论时应有三分

之二以上委员参加投票表决。复查结论应有参加投票表决人员过半数的委员同意方有效。

（八）申诉委员会所作出的复查结论不改变原处理、处分决定的，应制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

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反馈书》答复申诉人。申诉委员会所作出的复查结论建议改变原处理、处分决

定的，应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并通知相关部门及申诉人。

复查意见反馈书应当告知申诉人如对复查结论有异议，应在收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诉处

理委员会意见反馈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九）《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反馈书》送达方式可以采取当面直接送达，

也可以按照申诉人提出申诉时留下的有效通信地址以挂号方式邮寄。采用邮寄方式送达的，答复申诉

人的日期以邮件寄发地邮戳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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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一）本办法中所指“以内”“以上”均包含本数。

（二）申诉处理期间，对申诉人作出的处理、处分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本办法于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凡生效后提出的申诉事宜均采用本办法，原《学生申诉处

理办法》同时废止。

（四）本办法解释权归信访办公室。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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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3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生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完善学业成绩评价体系，根据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结合本校学籍管理规定和考试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课程是指全日制本科人才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

第三条 学生必须修读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按时参加考核。学生修读课程并参加考核的，

成绩合格者可获得规定学分。

第四条 任课教师必须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对学生修读的课程进行考核评价。

第五条 教务处和开课学院（部）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的监督检查，

切实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利。

第六条 学校鼓励以加强能力考核为导向的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改革，鼓励任课教师加强学习过程

评价，实行教考分离。

第七条 学校坚持客观、全面、综合评价课程成绩的原则，采用“平均学分绩点”作为综合评价

学生学业水平的指标。

第八条 学校尊重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将学生修读课程的考核结果如实记入学生成绩单和学籍档

案。

第二章 成绩评定

第九条 课程教学大纲必须明确规定课程成绩评定办法。考试课程的成绩评定一般由平时成绩、

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组成。考查课程的成绩评定可以平时成绩作为课程的总评成绩，

也可以结合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作综合评定。

第十条 课程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的，课程教学大纲必须明

确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例。任课教师必须根据教学大纲明确的比例计算学生

的课程考核总评成绩。进行“过程考核教学改革”的课程，任课教师可根据教学进程的各个阶段，综

合采用课堂考勤、课堂讨论、课堂测验、课程论文、课外作业、调研报告、案例分析、实验操作等多

种考核形式，并结合期中及期末考试，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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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门课程的多个平行教学班，课程成绩评定办法必须相同。

第十一条 课程教学大纲必须明确平时成绩的评价依据。平时成绩的评价应该综合考量学生出

勤、课程作业（如阅读、报告、论文、实验、测验等）、课堂讨论等方面的情况。

任课教师对作为评价依据的学生出勤、课程作业、课堂讨论的情况必须有相应的记录，并妥善保

存，作为教学档案备查。

任课教师对课程作业的批阅意见应及时向学生反馈。

第十二条 成绩评定以百分制记载，60分为及格。

第十三条 学生因考试时间冲突、患病或意外事故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原则上应在考前按规定办

理缓考申请。经批准后参加缓考。缓考成绩按实记载，成绩和绩点按照原教学班相同成绩记载。

缓考不及格不予补考。

第十四条 下列情况之一的，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一）选课后未办理退课手续，不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的；

（二）获批参加缓考而未参加考试的；

（三）修读课程未完成平时作业、实验、实习三分之二的；

（四）两次及以上抄袭作业或实验报告的；

（五）采用提交作业（作品或论文）等方式进行考核的课程，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业的；

（六）修读课程中，请假和旷课累计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的。

第十五条 学生严重违反考场纪律或考试作弊，成绩以零分计，并按本校《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 未选课程而参加学习和考试的，不能获得相应课程的成绩和学分。

第十七条 重修课程成绩如实记载，同一课程以绩点最高者记载。

第十八条 学生经申请获准课程免听后，仍须参加该课程的考核和作业，否则平时成绩以零分计。

第十九条 学生经申请获批准可参加第二次考试。若第二次考试后总评成绩大于60分，该课程总

评成绩以第二次考试的总评成绩计；若第一次考试总评成绩为60分或以上，而第二次考试后总评不及

格者，该课程总评成绩以60分计。

第三章成绩登录查询

第二十条 任课教师及开课学院（部）负责登录、审核课程考核成绩。

任课教师应于期末考试后5天内完成成绩评定，并将课程成绩登录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经教务员

确认后打印一式三份成绩单并签字。教师将成绩单、试卷和答卷交开课学院（部）教务员存档。二考

（含缓考）结束后2天内任课教师须完成成绩评定和提交工作。如因故不能及时完成成绩登录的，任课

教师须经本学院（部）教学院长批准，但时间最迟不超过10天。每学期期末考核结束后5天后，开课学

院（部）教务员必须检查审核所有课程的成绩登录情况。如发现课程成绩未登录的，必须催促任课教

师，并向本学院（部）教学院长汇报。

未经批准不按时递交成绩的，按教学事故处理。

第二十一条 学生可通过教学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本人课程考核成绩。

学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要求申请核查。学生须在成绩公布后两周内填写《学生考核成绩查卷

（查分）情况表》交至学生所属学院（部），逾期不予受理。

学生和考核课程属同一学院（部），经教学院长批准，由学院（部）组织核查试卷并在一周内

给予书面答复。学生和考核课程不属同一学院（部），由学生所属学院（部）报教务处，由教务处组

织开课学院（部）、学生所属学院（部）共同核查试卷。必要时可组织有关专家参与试卷的核查与评

定。核查结果在两周内书面答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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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试卷后应做出审核结论，填写《学生考核成绩查卷（查分）情况表》，该表应送达学生，并

由学生本人签收。学生在接到书面答复后如仍有异议，可在一周内向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书面提出

异议。

成绩核查后确系有误的，由任课教师提交更改成绩书面申请，经开课学院（部）教学院长审核后

签报教务处，由教务处负责处理。

第四章 成绩及学分转换

第二十二条 学生因转专业、休（复）学等原因进入相关专业年级学习时，执行新的就读专业、

年级的人才培养计划。对已经修读的课程，按照如下办法处理：

（一）政治理论课、体育课程的成绩与学分可直接转入新专业。

（二）与转入专业同层次或高一层次的课程可以替代相应低层次的同类课程。

（三）其它与转入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无关的课程，可按通识课记载。

（四）学生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学分认定表》，由学院（部）审核并经教务处

复审后，予以认定。

（五）校内转专业的学生可以申请撤销原专业的部分或全部专业课程成绩，但只能在申请转专业

学分转换时申请撤销。

第二十三条 校际交流学生的成绩及学分转换，按如下办法处理：

（一）凡按照校际交流协议赴他校学习的学生，在赴他校学习前，应根据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

在学院（部）有关老师的指导下，制订在他校的选课方案。

（二）成绩及学分转换的办法如下：

1. 我校认定学生在他校取得的成绩和学分。

2. 他校一门或多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与我校某一门课程相当，且学时数相近的，经批准

可直接转换成我校该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可转换的总学分量不超过在他校修读的总学分量。

3. 在他校修读的课程，若无法认定为我校人才培养计划中课程的，可作为通识课据实记载，且通

识课类别不作限制。

4. 若他校的学制不同于我校，学分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即1学分对应16学时。

5. 交换学生在返校后，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交流学习学分转换申请表》，经开课学院

（部）审核并经教务处复审后，予以认定。

第二十四条 由外校转入本校的学生，在他校学习的成绩转换为本校成绩时参照第上一条处理。

第五章 免修、免听课程成绩管理

第二十五条 学生通过自学，对某门未修读课程的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掌握已达到该课程的教学

要求，可申请该课程免修。免修按如下办法操作：

（一）申请条件

1. 学生已修读的所有课程考核合格。

2. 在一学期内免修课程一般不超过2门。

（二）申请程序

1. 学生应在课程开课前一学期结束前2周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免修申请表》。

2. 免修学生在每学期第一周向学生所在学院（部）提交自学笔记、作业等足以证明已经完成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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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材料。

3. 学生所在学院教学院长签署意见。

4. 开课学院审核材料，决定申请学生是否获得免修资格，在每学期第二周前报教务处备案，同时

通知学生所在学院（部）。

5. 经批准后免修学生可直接参加免修课程的期末考核。如该门课程申请免修人数较多，开课学院

也可单独组织免修考试。

（三）免修成绩

免修学生经考核，成绩在80分及以上，总评成绩以考核成绩记载，学分予以注册，否则不予注

册，必须重修。

第二十六条 学生通过自学，确能掌握某门未修读课程的内容或因重修与其它课程冲突可申请该

课程的免听。免听按如下办法操作：

（一）申请条件

1. 学生拟免听的课程未修过，需满足上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大于或等于3.0。学生拟免听课程为重修

课程，需提供本人的课表。

2. 在一学期内免听课程一般不超过2门。

（二）申请程序

1. 学生应在开学第1周向学生所在学院（部）提交《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免听申请表》及自学计划。

2. 学生所在学院（部）教学院长签署意见。

3. 开课学院（部）任课教师审核材料，决定申请学生是否获得免听资格。并将结果于第2周报教务

处备案，同时通知学生所在学院（部）。

4. 免听学生必须完成该课程任课教师布置的作业，参加平时考核等教学环节。

（三）免听成绩

任课教师根据免听学生作业及考核进行成绩评定。

第二十七条 人才培养计划中规定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课、体育课、实践性教学环

节、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不得申请免修或免听。

第六章 成绩证明办理

第二十八条 成绩证明必须以教务处提供的原始成绩记录出具，不得更改。

第二十九条 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办理成绩证明的，可以向学生所在学院（部）提出申请，由学院

教务员打印成绩单签字并盖上学院公章，然后经教务处复审后，盖上成绩专用章后方为有效。

第三十条 已毕业学生的成绩单由档案馆出具，并加盖教务处成绩专用章后为有效成绩证明。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原《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沪应院教〔

2007〕25号）《学分制实施细则》（沪应院教〔2007〕26号）中相关条款不再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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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3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考试管理办法

为保证各类考试工作的严肃、公正、规范，推进我校学风和教风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等文件精神，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的考核课程范围为：由我校承担开设的所有课程。  

第二条 由我校组织的社会考试（包括：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上海市计算机等级考试、专

业英语、日语考试等）、选拔考试（包括春招、专升本考试等），其考务工作按教育部、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及我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的对象为我校全体师生（含外聘教师和来我校交流学生）。

第二章 组织与领导

第四条 考试工作在教学主管校长领导下，由教务处依照本办法进行组织和协调，各学院具体实

施，各职能处室协助配合。教务处负责统筹安排全校考试工作，负责试卷质量的监控、统筹和协调各

学院考试安排，负责组织校领导、教学督导及其他相关人员巡视考场，负责处理学生考试违纪事件和

其他突发事件。

第五条 学校各级领导对考试工作有监督和巡查的义务，根据需要由教务处安排参加考试巡考工

作。有关职能处室应抽调适量干部协助教务处担任巡考员，按规定的职责对全校考场巡视检查。

第六条 各学院必须认真组织落实考试工作的各个环节。学院教学院长全面负责本学院考试管理

工作，负责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和布置考试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组织复习、辅导答疑、命题、监考、

试卷评阅和成绩评定等，并用有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有关考场规则的宣传和教育。教师和职员根据工

作需要和岗位职责负责实施具体考务工作。

第三章 考试方式和命题

第七条 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类。凡属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都要进行考核，以检验教学效

果、保证教学质量。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有利于全面评价学生学习成效，教师也可

根据课程特点实行过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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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考试方式

考试方式包括笔试（闭卷、开卷）、口试、综合练习、综合设计或实验操作、论文等方式。除主

要基础课采取闭卷笔试外，其他课程主讲教师可根据课程特点及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考试方式，考试

方式如与课程教学大纲不一致，须经开课学院教学院长同意。

第九条 试卷命题工作由开课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各学院应积极开展考试课程的试题库（含试

题、评分标准及标准答案）建设和更新工作，逐步实行教考分离。

第十条 试卷命题

（一）命题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进行。凡覆盖面较大的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大类基础课都要实

行教考分离，依据教学大纲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评分。考试组卷优先采用试题库组卷；无

试题（卷）库的课程考试由教研室主任组织命题小组统一出卷。两个及以上教学班级统一讲授的同一

课程代码课程，应依据教学大纲统一命题。非统考课程考试命题可由开课学院委派本课程主讲教师命

题，并请有关教师参加讨论后由教学院长审核签字。

（二）每门课程的考核时间一般为100分钟。试题题量以大多数学生能在考核时间内正常答完为

宜。

（三）试题要注意难易程度以及各类题型的合理搭配。试题要有区分度，学生考核成绩分布状况

应为正态分布。

第十一条 每门课程应拟定命题范围、要求与难度一致的A、B两套考题（命题的同时给出参考答

案和评分标准），同一门课因统考等原因造成考试场次较多者，任课教师需拟定足够套水平和题量相

当的试卷（如A、B、C、D卷等）。试卷一律按学校统一格式（见附件）打印，文字、符号、公式及插

图清晰规范，标明各题分数。经教学院长审阅签字密封后，于考试前10个工作日由指定教务员将试题

交文印室，由文印室随机指定一套为期末考试卷，另一套为二考试卷。

第十二条 A、B、C、D等卷不得雷同，且与近三年考试试卷（题）重复率（分值）不高于50%。

第十三条 试卷印刷及管理按《关于试卷及教学资料印刷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章 考试安排

第十四条 考试时间

（一）校级统考、学院级统考的考试时间依据当年校历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进入《考试安排表》

并通过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向师生公布。未经教务处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

（二）随堂考试、考查课程的考试时间原则上安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两节课，由任课教师确定具

体时间。

（三）二考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学期开学前一周。

第十五条 考场安排

（一）学校统考、学院级统考考试的考场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二）随堂考试、考查课程的考场安排，由任课教师与开课学院的教务员协调排定。

（三）全部考试、考查按照隔位就座的原则安排考场。

（四）学校后勤保障部门应保证考场设施完好和考场周围环境整洁，安静。

第十六条 监考

（一）开课学院负责《考试安排表》上所属课程的监考安排。监考人员包括主考和其他监考人

员。主考教师原则上由任课教师担任。监考人员因突发事情无法参加既定监考的，应提前报告学院。

擅自安排他人监考者，按照《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中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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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课和多个学院学生合上的课程，除任课教师外，各学院应按修读人数向学校上报监考

人员。校级统考由教务处分配相应监考人数，由各学院具体落实并由学院教务员根据《考试安排表》

通知有关人员。

（三）随堂考试监考人员由开课学院安排。

（四）监考人员必须由我校在职教师和干部承担，学校职能和教学辅助部门干部有参加监考的义

务。

（五）监考人员配备要求：中、小教室考场应有2名监考人员，大教室考场应有3名监考人员。

第十七条 　监考人员必须遵守我校监考工作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不得在考场看书看报（包括

电子书籍和手机），不得聚集聊天，不得在考场接听电话，不得擅自离开考场。如有影响到考试顺利

进行的行为，按照《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作相应处理。

第五章 阅卷与成绩评定

第十八条 阅评工作由任课教师或命题教师担任。任课教师或命题教师因特殊原因不能进行阅评

工作的，教研室应安排其他教师阅评。考试人数较多的课程要由开课学院组织多名教师在统一评分标

准下集中阅评或流水阅评。

第十九条 采用提交作业（作品或论文）等方式进行期末考核的课程，任课教师应选择适当的作

业（作品或论文）提交方式。如采用邮件或其它网络途径提交作业，任课教师应对递交过程中遗失的

作业（作品或论文）负责。任课教师须明确提交作业的截止时间。学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业（作

品或论文）的，所修课程成绩以零分计。

第二十条 教师应严格按照试卷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公正、科学地阅评试卷。

第二十一条 阅评一律用红笔批改。阅评应统一采用给分制或扣分制。在给出每一小题的得分及

每一大题的得分后，应将每一大题的得分记录在试卷的计分栏中。

第二十二条 试卷阅评过程中，卷面评分如有改动或有其它涂改，阅卷教师必须在改动或涂改处

签名。

第二十三条 阅评教师不得擅自对卷面成绩或评分标准进行人为调整处理。如有充分理由确需调

整的，必须书面提出处理意见及调整方案，经教学院长签字同意后，方可执行。调整方案一式三份，

一份附在“试卷分析表”之后，一份由学院存档，一份交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四条 阅评结束后，阅评教师应认真做好成绩复核工作，杜绝各类差错。任课教师应填写

“试卷分析表”，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由教研室主任及教学院长审阅。

第二十五条 考试课程的考卷以及课程考核成绩报表、试卷分析表（或课程教学分析表）等资

料，由开课学院装订保存，保存期限按照《教学档案管理办法》要求执行。

第二十六条 任课教师应在期末考试后5天内完成成绩评定和提交工作。若有特殊情况，必须报教

学院长批准，但时间最迟不超过10天。

第二十七条 任课教师应在二考结束后3天内完成成绩评定和提交工作，并将补考和缓考的成绩

单、试卷和答卷交开课学院教务员。

第二十八条 学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应在成绩公布后两周内向本人所属学院提出，逾期不予受

理。复查工作由开课学院教学院长负责开展。经核查，确系教师评判有误的，学院应签报教务处更

正。

第二十九条 任课教师对试卷评阅、成绩评定和录入负责。任课教师不得委托其他人独立承担试

卷的评阅或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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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试卷、答卷和原始成绩单由开课学院教务员负责管理，不得遗失、涂改。除核查成绩

或教学检查等工作需要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查阅试卷、答卷和原始成绩单。

第三十一条 考试成绩评定参见《本科生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

第六章 缓  考

第三十二条 考生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必须于考试前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

中提交缓考申请（因病须持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经教学院长审核，报教务处批准生效。凡因

急病来不及事先提出申请者，必须在本门课程考试的次日凭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核签的“急诊病假证

明”补办申请缓考手续。未经申请或申请未准而不参加考试，以旷考处理。

第七章 第二次考试

第三十三条 每学期开学前一周安排上一学期课程的第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或缓考者应

当参加该课程的第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虽合格，但希望提高成绩绩点者，经申请获准后可参加该课

程的第二次考试。实践环节课程不及格者须经重（补）做，方可进行第二次考试。实践环节课程第二

次考试合格者其成绩以“60”计。学生每学期因提高绩点而申请二考的课程门数最多为三门。

第三十四条 通识课、预科学分必修课及毕业设计（论文）不设置第二次考试。

第三十五条 第二次考试不设缓考。

第三十六条 第二次考试试卷原则上应采用第一次考试所出A、B卷中未使用的一份。

第三十七条 第一次考试旷考或作弊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第二次考试。

第三十八条 体育课程的第二次考试参照《学生修读体育课程的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章 学生考试冲突的处理

第三十九条 学生因重修等原因引起期末考试冲突，可申请其中一门冲突课程缓考。

第四十条 若期中考试发生冲突，则由任课教师在征得开课学院同意的基础上，自行设法处理，

处理方法与结果由开课学院备案。

第九章 考试纪律

第四十一条 学生应遵守我校考场规则，严格考场纪律。在考试期间如发生违纪行为，按我校

《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考试（查）工作若干规定》（沪应院教

2007[40]）同时废止，《关于考场纪律、违纪认定和处分的规定》（沪应院教2007[41]）中的相关条款

不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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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考场规则

   2. 关于试卷及教学资料印刷管理规定

   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课程试卷基本格式

【附件1：考场规则】

第一章 考生规则

第一条 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考试证或学生证，并置于桌子右上方备查，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第二条 考生应提前5分钟进入考场，按监考人员排定的座位就坐。考试（查）迟到超过15分钟，

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查），按旷考处理。考试（查）开始30分钟后准许交卷离场。30分钟内因特

殊情况需离场时，须经监考教师同意。考试（查）结束前10分钟内不得交卷，由监考教师统一收卷，

并清点后方能离开考场。

第三条 试卷、答题纸和草稿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放（考生不得自行携带草稿纸），考试（查）

结束时收回，不准带出考场。携出场外的试卷作废，成绩以零分计，并视其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

第四条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独立答卷。若试题字迹不清，可举手询问，但不得要求监考人员对

题意作任何解释或提示。

第五条 闭卷考试只准携带规定的文具用品（能否使用计算器，由主考规定并通知考生），开卷

考试只准携带教师规定的书籍、手册和文具用品。其它任何书籍、笔记等均须连同书包按监考人员指

定的地方集中放置。

第六条 考生不准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及mp3类等电子产品进入考场，如已带入考场，必须交监考

人员临时保管，否则按违反考试纪律论处。

第七条 在考试过程中，考生应保持肃静，不得任意起立或离开座位；如临时有事，需举手示

意，经监考人员同意后方可行动。

第八条 考试结束时间一到，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由监考教师统一收卷，并清点无误后方能离

开考场。

第九条 考生答卷完毕，须将试题、答题纸、草稿纸同时交出，不得私自带出考场。考生交卷后

不得再返回考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和高声交谈。

第二章 监考规则

第十条 监考、巡考人员要忠于职守，不得擅自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监考的，须在考前

由院（系）部、中心重新安排监考人员，并通知教务处。

第十一条 主考教师应在考试（查）前30分钟到教务处预先告知的地点领取试卷，并仔细核对班

级、课程、地点、时间、数量等，发现有错立即提出。监考人员应提前10分钟到达考场并完成以下事

项：

（一）组织考生按考场名册签到并检查考生证件，无证考生一律不准参加考试；

（二）引导考生在指定位置放好书包、课本、通讯工具等物品；

（三）按隔位就座、充分利用教室座位的原则排定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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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布考场纪律；考试开始，准时发卷；考试结束，按时收卷，学生试卷交课程所属院

（系）；

（五）当场清点试卷并如实填写《考场记录单》，考后《考场记录单》随考试试卷交开课院

（系）部、中心教务办公室，如有作弊或严重违纪等异常情况的《考场记录单》直接交教务处。

第十二条 对迟到15分钟以上的考生，不准其入场，以旷考论处。如发现考生有违纪或作弊苗

头，应立即给予口头警告；如发现考生有违纪或作弊行为，应当场认定性质并没收有关物证；认定为

作弊的应当场宣布取消其考试资格，收缴试卷，并责令其离场，对劝其不听者，视作扰乱考场纪律，

通知校保卫处。《考场记录单》必须明确记录缺考、违纪、作弊的考生及主要情节。

第十三条 监考人员应熟知考试工作条例，严格遵守考试纪律。监考时应关闭通讯工具，不准抽

烟；同一考场的两名监考应分布在两个部位，注视考场情况并经常在考场内巡视，认真督促考生遵守

考场规则，严格维护考场纪律。不准阅读书报或谈笑或当场批改试卷；不得任意离开考场，不给考生

暗示答案，不得对考场上的违纪作弊行为不加制止或不如实记录、或隐瞒不报，否则，一经查实，按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教务处组织校级巡考组，各院（系）部、中心组织本单位巡考小组，对全部考场情况进

行巡查，并及时向全院通报。巡考人员要按时巡视考场，督促监考人员履行监考职责，并对监考教师提

出的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填写《巡考记录单》。校级巡考组在考试当天汇总考场情况，予以通报。

第十五条 除监考、巡考人员和教务处指定的有关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附件2：关于试卷及教学资料印刷管理规定】

为了确保我校各类考试试卷及教学资料印刷安全，保证试卷及教学资料的印刷质量，根据《国家

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试卷保密

（一）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均应与上海应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保密协议，不得以任何方式

泄漏试题。

（二）试卷印刷、包装过程中，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印刷工作场所。

（三）文印工作室及试卷保管室应特别注意门、窗安全，符合防火防盗要求。

（四）一旦发现考题泄密，应立即报告，并采取补救措施，保证考试按期进行，同时严肃查处，

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条 试卷交接

（一）送交的试卷由相关业务分管院长审核后签字，试卷应保证试题字迹清晰、图形准确、无漏

项，试卷应是打印稿。

（二）试卷由相关业务分管院长指派特定人员送交文印室进行印制。试卷需提前10个工作日送交

文印室。

（三）文印室由专人负责交接试卷，对符合印刷要求的试卷履行严格的交接手续。经手人必须在

交接记录单上记录交接试卷名称、数量、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并签署姓名。做到“谁经手、谁签

字、谁负责”。

（四）收到试卷原稿应立即存放到试卷保密柜。

（五）文印室应在考试前2个工作日完成试卷印刷、装订、包装工作。并于考试前1个工作日交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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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交接试卷时必须在交接记录单上记录交接试卷名称、数量、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并签署姓名。

第三条 试卷印刷

（一）试卷印刷、装订和保管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绝对做好试卷保密安全工

作。工作时间严禁会客，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试卷印刷、装订场所及保密室。

（二）试卷用纸采用60克以上纸张，水笔书写后不化，不透到背面。

（三）保证试卷印刷质量，所有内容（文字、图片、页码）必须清晰。

（四）印好的试卷经检查无误后，需及时按要求进行装订。装订要求做到无缺页、无倒页、无错

页。

（五）装订完试卷应按考场进行密封，试卷份数必须准确，每个考场需提供2份备用试卷。专用包

卷纸上应注明考试科目、课程序号、考试日期、时间、试卷份数、出卷教师姓名、送印联系人信息。

（六）试卷印刷完成后，印刷过程中试卷版纸、废试卷等应立即销毁。

第四条 试卷保管

（一）包装完试卷及试卷原稿应立即放入试卷保管室并存放到试卷保密柜。

（二）专升本、“三校生”及其它招生类考试试卷应存放到学校的保密室中。

（三）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试卷保管室。

（四）保管期间，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开启试卷密封包装。

（五）试卷保管室负责人掌管的钥匙不得转交他人或者互相代管。

第五条 其它教学资料印刷

其它教学资料根据学校的规定，保质保量完成。

【附件3：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课程试卷基本格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0学年第学期

《    》期（末）（    ）试卷

课程代码：学分：考试时间：分钟

课程序号：

班级：学号：姓名：

我已阅读了有关的考试规定和纪律要求，愿意在考试中遵守《考场规则》，如有违反将愿接受相

应的处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总分

应得分 100

实得分

试卷共页，请先查看试卷有无缺页，然后答题。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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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36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实现

人才培养的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本校具

体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入学与注册

第一条 新生自收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录取通知书”之日起即获得本校入学资格。具有入学资

格的学生须按规定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后，方可获得学籍。

入学时，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件，按要求的时间到校办理入学手续。

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当于规定报到日期前向所属学院提交书面申请，办理请假手续，假期以

两周为限。未请假或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二条 学校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

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

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三条 自报到之日起的三个月为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期。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对新生做取消入

学资格及学籍处理的，由学校招生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学校出具书面决定并

送达本人，同时报上海市教委及生源地省级招生办公室备案。

第四条 新生如有特殊情况可书面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保留

入学资格的学生，应在下学年开学前一周向学校招生办公室书面申请入学。逾期未提交书面入学申请

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五条 新生在入学资格复查期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体检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

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按第四条规定保留入学资格。

在保留入学资格期内经治疗康复的学生，应在下学年开学前一周凭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的康复证

明向学校招生办公室申请入学。申请者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复查确认康复的，予以重新

办理入学及注册手续。逾期未提交书面入学申请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医院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

学资格。

第六条 每学期开学时，须由学生本人在学校规定日期向所在学院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取得本学

期学习资格。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事先履行请假手续；未请假或请假未获准，擅自不按期报到

注册者，作旷课论处。无正当理由逾期两周不注册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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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生在注册前应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及其他费用，否则不予注册。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按相关规定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式的资助，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经学

校批准可暂缓注册，原则上暂缓注册最长不超过3个月。暂缓注册学生可以修读当学期相关课程，所修

课程及成绩在正式注册后有效。暂缓注册学生应在获得贷款或资助后一周内缴费注册。因未按规定申

请贷款或获得贷款后不及时缴费而造成未注册者，视为自动退学。

第二章 学习年限

第八条 本科各专业的基本学习年限以教育部有关规定为准，在招生时公布。基本学习年限一

般为四年（建筑学专业为五年），专科起点本科专业的基本学习年限一般为两年（建筑学专业为三

年）。

第九条 本科各专业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可向学校申请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习年限。延长学习年限

包含休学和保留学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年，专升本学生延长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学生在延长学习年限内应进行注册。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习年限的，毕业时均以专业基本学习年限

记入毕业文凭。

第十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专业基本学习年限加上最长允许延长学习年限）未

完成学业的，学校予以退学处理。

第三章 学分、选课与修读 

第十一条 学校实行学分制。学分是用于计量学生修读课程的学习量的分值单位。每门课程的具

体学分数以人才培养计划规定为准。学生所获得的学分是毕业资格审定的依据。

第十二条 已注册或经批准暂缓注册的学生，每学期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要求，按照

《学生选课管理办法》选修修读课程。学校对学生提供必要的选课指导。  

第十三条 学生对某门未修读课程已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达到该课程的教学要求，可按照《本科生

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申请该课程的免修。

第十四条 学生对某门课程已有一定基础或通过自学能够达到教学要求，除教学培养方案另有规

定外，选课后可申请该课程免听。如重修课程与其它课程冲突，学生可申请该重修课程（除体育类课

程、实践教学类课程外）的免听。学生须参加获准免听课程的考核。

第十五条 除参军复员学生可申请体育课、军事理论、军训课程免修外，学校不受理其他学生关

于体育课、政治理论课、军事理论课以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免修或免听申请。

第四章 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十六条 学生选课后，必须参加该课程考核，总评成绩60分及以上才能获得相应学分。考核成

绩记入学生成绩单并归入学籍档案。

第十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该课程（含实习、毕业设计）的考核，应当重修，

该门课程成绩以零分计，并计入学分绩点统计：

（一）学生选修的课程，未完成实验、实习、课程设计三分之二的；

（二）学生选修的课程，未经批准，缺课（学）时数或缺交作业次数累计超过教学规定数三分之

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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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选修的课程，两次及以上抄袭作业或实验报告的。

第十八条 旷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总评成绩以零分计，成绩单上注明“旷考”或“作弊”字

样，并不得参加第二次考试，应当重修。若考试由笔试、机考、小论文等多部分组成，任一部分旷考

或作弊、均视为该门课程整体旷考或作弊。

第十九条 本校课程考核成绩的评定采用百分制。

第二十条 学校采用“课程绩点”评价学生掌握课程的程度，采用“平均学分绩点”（GPA）综

合评价学生在某个阶段各门课程的学习质量。平均学分绩点采用5分制。

考核不合格的课程，其绩点计为零。考核合格的课程，其绩点为：

课程绩点= -5
课程考核成绩

10

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课程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Σ课程学会绩点÷Σ课程学分

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他校（国内外高校交换、学习等）修读的课程成绩记载及学分转换按《本科

生课程成绩评定与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学分，予以记录。

学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件，再次入学的，其已获得学分，经教务处审核认定，予以承

认。

第五章 重  修

第二十三条 学生课程总评成绩经第二次考试后仍不及格的，则必修课程必须重修；选修课程，

可以重修或按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另选其他相关课程。

第二十四条 重修方式

课程重修分插班重修和单独组班重修两种方式，以插班重修为主要方式。学生可根据课程教学安

排，选择重修。

第二十五条 学生进行课程重修必须经过重修选课操作，确认选课结果。

第二十六条 重修选课结束后，学生应在每学期第十周前按学校规定缴纳重修费用。

第二十七条 对已经取得学分但成绩不满意的课程，学生可以按上述规定，申请重修一次，并以

最高成绩记载 。

第六章 休学与复学

第二十八条 学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但须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

内完成学业。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向学校申请休学：

（一）自费出国留学；

（二）因个人身心健康无法继续学业；

（三）个人从事创业；

（四）因家庭或其他特殊原因。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可要求学生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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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病经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不适合在校学习或须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三

分之一以上者；

（二）根据考勤，一学期请假、缺课已超过该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者。

（三）因某种特殊原因，学校认为必须休学者。

第二十九条 学生在读期间最多可休学两次，每次休学一般以一学年为期，最短以一学期为期，

累计休学不超过两年。累积休学起迄时间以教务处核定为准。学期中开始休学的，该学期按休学计

算。

第三十条 学生本人申请休学的，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家长签字确认，学院同意，报教务处批

准，学生处备案。学生应在提出休学申请获准后一周内办理完休学手续，未办完手续前按在学处理。

学校发现学生出现应该休学的事由时，由学生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报告，报教务处批准，学生处备

案后由学生所在学院通知学生办理休学。学生应在接到学校有关通知后一周内办理休学手续离校。逾

期不办理休学者，视作已处于休学状态，由学校直接执行办理其休学程序，要求学生离校。

第三十一条 学生在办理休学手续前，已考核的所有课程成绩都记录在册。

第三十二条 学生休学期间的待遇：

经批准休学的学生，学校发给其《休学证明》；休学期间学籍予以保留，无须注册，不享受在校

注册生待遇。

被批准休学的学生应在一周内离校，费用自理。

学校不安排休学学生住宿。因病休学学生应自行安排休养。

因病休学的学生，休学期间医疗费用按《上海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办理。

学生休学期间若发生意外事故或侵权事件，学校不承担责任。学生休学期间如有违反校纪行为，

按《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处理。

学生休学期间户口可不迁出学校。

第三十三条 新生和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应当

保留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两年。其服役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

第三十四条 复学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学生休学期满，应于休学期满前一周内持有关证件（或证明），向学生所在学院提出复学

申请。经学院审核合格、教务处批准后方可复学，持《复学通知书》到学院办理注册。

（二）因伤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必须由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已恢复健康，并经

学校复查合格，方可复学。复查不合格者，应继续休学或退学。

（三） 休学学生复学后，由所在学院根据教学培养方案和课程表，指导其安排复学后的修读计

划。

（四）休学期间，如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取消复学资格。

（五） 休学期满后两周内不办理复学手续的学生，视为自动退学。

第三十五条 学生在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不得报考其他学校。

第七章 学业警告及退学

第三十六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应予学业警告：

（一）经第二次考试后，一学期所修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或超过14学分。

（二）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或超过24学分。

第三十七条 学业警告以一学期为期。学业警告期间，学生应适当调整自己的学习计划，优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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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不及格的课程。受学业警告的学生取消免修、辅修及转专业的申请资格。

第三十八条 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予以严重学业警告：

（一）学业警告期间再次出现学业警告情形的。

（二）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或超过30学分。

第三十九条 受到严重学业警告的学生编入相同专业的下一年级学习。在严重学业警告期间应重

修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原不及格课程，如学生申请修读新课，选读新课不得超过6个学分。

第四十条 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学校予以退学处理：

（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仍未完成学业的； 

（二）严重学业警告期间又再次达到学业警告或又受到学校各类违纪处分情形的；

（三）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两周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学校复查不合格的；

（四）经学校指定医院确诊，患有精神病、癫痫等严重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五）未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六）逾期两周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第四十一条 学生退学，由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送达学生本人，同时注销学籍，报上海市教委备案。学生拒绝签收的，以

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采取挂号信邮寄方式送达；难于联系的，在学校网站发布公告。

第四十二条 学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可在接到退学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

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第四十三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日

内，做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作出结论的，经校长批准，可延长15

日。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经复查，认为做出处理的事实、依据、程序等存在不当，可以作出建议撤销

或变更的复查意见，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予以研究，重新提交校长办公会议作出决定。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

书面申诉。

自退学决定书或者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学校不

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第四十四条 退学学生在退学决定生效后，应在两周内办理离校手续，学校发给退学证明，并根

据学习年限发给相应证书，档案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户口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户

籍所在地。超过规定期限不办理退学手续者，学校将注销其学籍，不再出具任何证明。

第八章 转学与转专业

第四十五条 已修读课程全部合格且插班生报名时平均学分绩点3.0及以上的本科一年级学生，经

过本人申请，学院审核，教务处批准可报考其它高校插班生，在被正式录取后凭录取通知书办理转学

手续。

第四十六条 学生因患病或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

的，由本人申请，说明理由，经本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可办理转学手续。

第四十七条 外校学生有特殊原因需转入本校，需经专业所在学院同意，教务处审核转学条件及

相关证明符合转学条件，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经校信息公开网公示无异议后可办理转学手续。

在转学完成3个月内，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备案。



122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第四十八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学：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四）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五）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四十九条 办理转学的程序

申请转入本市其它高校者（录取外校插班生除外），符合转学条件并经两校同意后办理转学手

续，报上海市教委备案。跨地区转学，由上海市教委及转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确认

转学条件后办理转学手续。

第五十条 学生在学期间，可根据《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申请转专业。

第九章 毕业、结业和肄业

第五十一条 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

获得相应的学分（含第二课堂学分），可准予毕业并获得毕业证书。

凡主修专业符合毕业条件，又经批准修完辅修专业并达到该专业毕业要求的学生，同时发给辅修

专业毕业证书。

第五十二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本校《关于授予本科生学士学位的规定》，对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其学士学位。

第五十三条 达到提前毕业要求的学生，经本人申请，所在学院同意及学校审核批准，可以提前

毕业。

第五十四条 要求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应提前一学期提出申请，逾期不予受理。具

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十五条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已修完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内容，但未达到毕业要

求；或者未修满第二课堂学分的，可准予结业，获得结业证书。

第五十六条 结业生离校后，若其在校学习年限未达最长学习年限者，可在结业后一年内向学校

申请修读未获得学分的课程。经批准后修满毕业规定学分的，可申请换发毕业证书；符合授予学位条

件的，可获得学士学位。合格后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时间、获得学位时间按发证日期填

写。

第五十七条 在校已达最长学习年限，但所取得学分未达到结业所需学分要求者，或中途退学但

学习年限满一年以上者，作肄业处理，学校发给其肄业证书。

第五十八条 对于未学满一学年退学的学生，学校发给其写实性学习证明。

第十章 收费与收费标准

第五十九条 学生应按规定缴纳学费。提前毕业者应在毕业前缴足所修学分的学费。

第六十条 学分收费标准按上海市教委批准核定和上海市物价局备案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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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校全日制本科生。港澳台侨学生和留学生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六十二条 学校授权教务处及相关部门，依据本规定制订实施细则。

第六十三条 学校授权教务处对本规定进行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原《学分制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沪应院教

〔 2007〕25号）《学分制实施细则》（沪应院教〔2007〕26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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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3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通识课程开设和修读管理办法

通识教育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任务。为了加强通识课程的教学与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指导思想

我校的通识教育旨在贯彻“砥砺知行、厚德精技”教育理念，帮助学生打通学科壁垒，构建更加

健全的心智、开阔的思维和健康的人格。我校的通识课程在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基础性的人文和科学知

识传授、个性品质培养的同时，注重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色，强化基础、提升素质，为学生日后

的长远学习和终身发展提供必需的方法和眼界。

第二条 课程设置

（一）通识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共分为人文精神与明德修养、科学精神与技术创新、企业文

化与职业素养三大模块，每个模块设3-5门核心课程。核心课程在通识课程教学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以团队的形式开展教学。

（二）通识课程的设置应体现课时少、内容精，主讲教师水平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原则，不

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关注对学生方法论层面的引导。每门课程30学时（“应用·前沿”教授研讨课

15学时）。

第三条 修读要求

（一）每个学生需修满10学分的通识课程，其中每个模块至少都应选修一门。

（二）学生在学校规定的选课时间进行选课，每个学生每学期选修通识课门数一般不超过一门。

（三）学生在通识课开课后第一周可试听相关课程。在试听的基础上对课程进行退改选，退改选

时间为通识课开课后的第二周。学生填写《通识课改退选申请表》，并交至自己所在学院教务员。改

选课程只能选人数未到上限的课程，采用先到先选原则，若达上限，不能补选。

第四条 通识课的开设及选修程序

（一）教务处在每个学期的第10—12周，安排各学院组织教师申报下一学期的“拟开通识课”，

形成《 * 学年 * 学期拟开通识课程目录》。各学院将本部门下学期拟开通识课程汇总后统一在第13周

交教务处，相关申报资料不全者，教务处不予受理。

（二）申报开设通识课程的教师一般应具有讲师以上（含讲师）职称，且具有教师资格证书，从

事教学工作一年以上。原则上每位教师每学期限开一门；如课程成熟且教学质量高的，最多可允许开

设两门。申请续开某门通识课程的教师，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续开通识课程复批表》；申请新开

设某门通识课程的教师，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拟开通识课程申报表》。凡已开设过的通识课程，

如有变化（授课人、课程名称、内容与要求、教材、教学大纲等中的任何一项变动），也须重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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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应用技术大学拟开通识课程申报表》。

（三）申报日期截止后两周内，教务处组织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审议，并请主管校长审阅同意

后，向全校公布全部续开和拟开的通识课程及分班人数定额。

（四）原则上通识课报名人数满30人准予开课。“应用·前沿”研讨课除外。

第五条 教学管理

（一）通识课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间18: 00～20: 25，以3个学时计算。

（二）新开通识课程的教学大纲应在授课学期的前一学期连同拟开通识课申报表，由各学院收齐

汇总后一起交教务处。

（三）通识课的教学过程、规范与要求与必修课一致，任课教师要严格遵守学院有关规定，完成

备课、授课、考试等教学任务，严格管理、严格考勤，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也将对通识课采取听课、

巡视等质量监控措施，对个别责任心不强或教学效果差的教师将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直至取消其开设

通识课程的资格。

（四）课程最终成绩的评定应包括考勤、讨论、作业、考试等。具体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根据课

程实际决定。

（五）通识课未通过者，不安排第二次考试，但可重修或改修。

第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从2017级本科学生起施行，原《关于公共选修课开设和

修读的规定》（沪应院教〔2007〕30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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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3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档案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档案管理工作，实现教学档案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切实提高教学管理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

议修正）及《高等学校教学档案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7号），结合我校实际情

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凡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图表、声像载体等材

料，是反映教学运行、教学管理和教学建设的重要标志性材料，均属教学档案。

第二条 教学档案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接收（征集）、整理、分类、鉴定、统计、装订、保管有关

教学的各类档案及相关资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教学档案管理实行教学单位集中统一管理为主的原则，由学院（部）教学秘书负责管理

本单位的教学文件材料。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制定和健全有关管理制度，并与学校档案部门联系，共同做好教学档案归档

的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工作，保证教学档案质量。

第五条 各学院（部）做好本学院教学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工作。将收集、积累的文件材料整理

归档，做到归档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

第三章 教学档案工作要求

第六条 归档范围

详见附件一《教学文档、教学资料类别及期限表》。

第七条 归档程序

每学期初，各学院（部）、处领导布置落实形成、积累教学文件材料的任务。

学院档案员按《教学文档、教学资料类别及期限表》（附件一）积累教学档案，并定期整理。档

案部门、教务处负责督促、检查、指导专（兼）职档案员做好教学档案的积累工作。归档的教学文件

材料必须字迹工整，格式统一，签字手续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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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归档时间

按年度归档的档案在次年6月底前归档，按学年度归档的档案在次学年寒假以前归档。

第九条 归档要求

教学档案的分类、编号、装订、保管期限按《教学文档、教学资料类别及期限表》（附件一）执

行。学院（部）试卷存档按照《关于学院（部）试卷存档的规定》（附件二）要求执行。学院（部）

实践教学资料存档按照《关于学院（部）实践教学资料存档的规定》（附件三）要求执行。应逐渐建

立健全教学档案工作管理制度，实现计算机规范化管理。

第十条 如涉及学校《档案工作条例》要求的教学材料，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教学文档、教学资料保存类别及期限规定》

（沪应院教2007[83]）、《关于院（系）、部试卷存档的规定》（沪应院教2007[84]）同时废止。

附件：1.《教学文档、教学资料保存类别及期限表》

   2.《学院（部）试卷存档实施细则》

   3.《关于学院（部）实践教学资料存档的规定》

【附件1：教学文档、教学资料保存类别及期限表】

序号 类别 保存期限

三、学院（部）保存资料

（一）综合类

1 学校下达的有关教学的各类文件 永久

2 有关教学的规章制度 长期

3 学院（部）规划、实施计划、工作总结 长期

（二）学科、专业、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类

1 各类建设（专业、课程、教材、实验室等）调研、论证、申报、审批、建设计划、检查、

评估与总结等材料

长期

2 会议记录、调研报告、简报、总结 长期

3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长期

4 自编、主编教材、实习指导书、习题集 长期

5 实习基地建设协议书 长期

6 历年师生获奖证书与作品材料、教学成果材料 长期

7 各专业教改材料 长期

8 学生“三创”活动一览表 长期

（三）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类

1 考试成绩单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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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保存期限

2 授课计划、教学任务书 长期

3 教案检查情况汇总、听课表、学生、教师座谈会记录 长期

4 教学事故处理意见 长期

5 学院（部）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长期

6 毕业设计（论文）及评审意见、毕业设计工作总结等 长期

7 实验、实习报告 长期

8 每年学院（部）学生名册、新生名册 长期

9 历年实验计划表及各实验室开放范围、人数统计表 长期

10 学院实验室及仪器设备一览表 长期

11 近三年外聘教师一览表 长期

12 各学院（部）各专业使用教材一览表 长期

13 历年双语教学课程统计表 长期

14 选用教材一览表 长期

15 各学院（部）正式出版教材一览表 （附教材）   长期

16 自编、主编教学指导书、实习指导书和习题集 长期

17 实习基地一览表 长期

18 课程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书、学期授课计划、教学进程表 长期

19 实验室实践教学安排表、实践教学计划表、实验室基本信息 长期

20 学生考试试卷及评分标准、试卷分析、记分册等 六年

四、教务处保存资料

（一）综合类

1 学校下达的有关教学的各类管理文件 永久

2 教务处工作计划、总结 永久

3 有关教学的规章制度、会议记录、调研报告、简报、总结 永久

4 教务处编辑的校内刊物 长期

5 各类报上级部门的报表 永久

（二）学科、专业、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类

1 各类建设（专业、课程、教材、实验室等）调研、论证、申报、审批建设计划、检查、

评估与总结等材料

永久

2 全校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永久

3 各级优秀教学评奖材料 永久

4 全校实习基地协议书 永久

（三）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类

1 新专业申报材料 永久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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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保存期限

2 历年师生获奖证书、教学成果材料 永久

3 课程教学大纲 长期

4 配课表、课程表、教学进程表、校历表 长期

5 实验、实习教学汇总表　 长期

6 每学期教学事故处理意见及汇总表　 长期

7 各学院各专业毕业设计工作总结材料 长期

8 通识课程开设、班级情况汇总表　 长期

9 历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册及统计表 永久

10 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 永久

11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课题汇总表 长期

12 各类报上级部门的报表 永久

13 实验项目汇总表 长期

14 实验项目开设变更情况表 长期

15 考试作弊材料（证据原件、布告） 长期

16 各类考试安排表、巡考记录 五年

17 教学质量检查、分析、总结 长期

（四）学籍管理

1 各学期学生学籍异动（升级、留级、休学、复学、转学、退学） 长期

2 毕业生、结业生、获学士学位名单 永久

3 历年毕业率、学位率统计表 永久

4 开学注册率、出勤率 长期

（五）教材

1 自编、主编教材 长期

2 各学院（部）各专业使用教材目录 长期

（续表）

【附件2：学院（部）试卷存档实施细则】

试卷是教学文档资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各学院（部）的试卷收集、整理和存档工作，特

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试卷存档类别

试卷存档类别包括：第一次考试、第二次考试。

第二条 试卷存档类项

试卷存档类项应包括：试卷卷封，A、B空白试卷及相应参考答案（含评分标准），学生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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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表（点名记分册），学生成绩表，试卷分析及学生试卷。

第三条 试卷存档的职责与要求

1. 试卷由课程所属学院（部）集中存档。各学院（部）为试卷存档的责任人单位。

2. 试卷应及时由任课教师移交至各学院（部），并办理完备的移交手续。对所交试卷，各学院

（部）应及时登记造册，做好归档工作。

3. 试卷应按课程教学班保存。试卷排列顺序应与所附成绩表中学生的排列顺序一致。类项顺序依

次为：试卷卷封，A、B空白试卷及相应参考答案（含评分标准），学生平时成绩登记表（点名记分

册），学生成绩表，试卷分析及学生试卷；若课程有第二次考试，按试卷卷封，成绩单，学生试卷排

序。第一次考试、第二次考试试卷同时装入档案盒。

4. 上机考试盘应录制成光盘保存。

5. 各学院（部）应根据试卷存档的要求使用统一的档案盒（袋），档案盒封面和侧面标明档案编

号、课程信息，各学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类装盒，按档案编号整齐地放置于档案橱柜，并制作电子

文档，做到方便查找。

第四条 试卷存档期限

1. 试卷存档期限为6年。

2. 对提前离校学生的试卷，其保存年限与该生所在年级相同。

 

【附件3：实践教学资料存档实施细则】

实践教学文档资料是教学资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各学院（部）的实践教学资料的收集、

整理和存档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实践教学资料存档类项

1. 课内实验：实验计划表、点名册、实验报告；

2. 独立设置实验：实验计划表、点名册、成绩单、实验报告；

3. 课程设计：课程设计计划、点名册、成绩单、课程设计报告；

4. 实习、实训：实习计划、点名册、成绩单、实习日志、实习报告、实习总结；

5. 毕业设计（论文）

第二条 实践教学资料存档的职责与要求

1. 各学院（部）为存档的责任人单位。

2. 实验、课程设计、实习实训的教学资料存档按照学校相关要求执行。

3. 毕业设计（论文）：按照《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要求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131

（上应教〔2017〕39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信息员工作细则

为了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及时、准确地了解教学运行和日常教学管理中的信息，收集学生对教

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信息员应聘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爱校尊教，具有较强的集体观念、公德意识和服务意识。

（三）为人正直，做事认真、严谨，勇于揭露问题。

（四）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二条 学生信息员选聘方法

（一）学生信息员由学院（部）推荐，教务处聘用。

（二）学生信息员每院（部）1-2人，在大学一年级至三年级中产生。

第三条 学生信息员的职责

（一）接受教务处有关培训，积极参加学校及教务处组织的有关活动。

（二）负责搜集本学院（部）、本专业同学对学校教学、管理、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并以书面

（或电子）的形式上报教务处。每位信息员每学期书面报告不得少于两篇。

（三）协助教务处相关部门进行教学管理调查和咨询工作。

（四）学生信息员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力量，学生信息员在履行职责时，各部门应予以配

合和帮助。

第四条 奖惩办法

（一）依据学生信息员所提供的信息量、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影响力等，由教务处对学生信

息员进行业绩评价。

（二）每学年对表现出色的学生信息员授予“优秀信息员”称号，并颁发证书。优秀信息员在各

种评奖中在同等条件下将获得优先推荐。

（三）对于不能履行教学信息员职责的，教务处将予以解聘。

第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学生信息员工作细则》（沪应院教〔2007〕77

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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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0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务员岗位职责

教务员在学院（部）教学院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业务上受学院（部）教学院长和教务处的双重

领导。其工作任务、职责主要包括：

第一条 主动学习学校教学管理的有关文件、制度，能熟练使用各类教学管理系统并对本学院

（部）的教师给予指导。

第二条 协助教学院长做好教学计划的实施工作。

（一）做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录入、修改校对工作。

（二）做好配排课工作；根据教学管理系统中的信息进一步细化实践课程排课，并准确核对、汇

总；在学期结束前提醒本院师生查询下学期课表。

（三）根据教学管理规定为教师办理停课、调课和补课手续。

（四）做好学生的选课工作。受理学生的重修、免修、免听不免考等申请。

（五）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突发问题并及时汇报。

第三条 做好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工作

（一）按计划做好每学期的学生注册工作、及时统计学生注册情况和学生人数变动情况，并按规

定报教务处。

（二）做好学生学籍审查和处理工作，办理学生编班、休学、保留学籍、复学、转学、退学等和

学生作弊等奖惩的报审、登记、通知、存档等工作。

（三）做好每学期初学籍异动的审核工作（含学业警告、劝退、终止试读及各种情况予以退学的

学生）。

（四）做好本科毕业生毕业审核和学位审核工作。

（五）完成应届毕业生证书贴照片、盖钢印、发放等工作。

第四条 考务及学生成绩管理

（一）落实学校组织的各类考试的监考教师，完成本学院（部）非校级统考课程的排考，并及时

将考试安排通知监考教师和考试学生。

（二）负责受理试卷送印、发放工作，做好试卷及参考答案保管保密工作。

（三）审查学生考试资格，办理缓考、第二次考试等手续。

（四）协助教务处做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水平考试等各类资格考试的报名、准

考证发放、成绩单发放等工作。

（五）完成交流生返校后学分互认工作。

第五条 教学档案的管理

（一）及时收集各种教学信息。管理好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工作总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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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进程表、考试试卷、考试质量分析表、成绩单、教学质量调查表、学院领导和学院督导听课评价表

等教学文件；根据每学期学院（部）完成的实际教学情况做好教育部基表、各类教学建设、实验室建

设、校外实习基地等信息统计工作和佐证材料的收集工作、档案管理工作。

（二）做好各班级排课、考试、学籍、教学档案材料等的建档、归档、保存工作。

（三）学生毕业后，负责将学生的成绩总表、学位评定表等相关档案材料移交给学校档案馆。

第六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根据毕业论文（设计）管理文件做好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指导、中期检查、评阅、答辩及

重点毕业论文等各个环节的教务工作、信息上报工作及文档处理工作。

第七条 教材征订的相关工作

（一）及时准确填报预订教材的清单并交送教务处。

（二）及时通知教师和学生领取教材。

（三）及时处理增补教材的购买事宜。

第八条 课程建设、实验项目建设、教学改革等工作

根据学院（部）教学院长安排，做好学院通识课程、教授研讨课程、校企合作课程等课程的申请

汇总工作，做好课程建设、实验项目建设、教学改革等项目的申报、过程管理检查、结题、绩效考核

各环节材料的收集、递交工作。

第九条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协助教学院长做好其他工作

（一）做好辅修专业招生和毕业资格审核工作。

（二）做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及专业方向分流工作。

（三）做好学生转专业工作。

（四）做好评教、评学的信息汇总工作。

（五）完成其他各种与本科教学活动相关的教学项目建设、验收、管理工作，协助推进学科技能

竞赛、产学研工作会议等工作。

（六）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业评估等各类教学检查工作。

（七）做好与学院（部）学生工作人员的沟通与协作工作。

（八）做好本学院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工作。

（九）做好本学院教学改革的申报、审核等工作。

（十）完成教务处、学院布置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教务员管理办法》（沪应院教〔2007〕75

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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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教学质量管理是教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全面实现人才

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完善与规范我校教学质量管理，构建更加符合学校实际的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实行校、院（部）两级教学质量管理和运行机制。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是

学校教学管理的归口管理责任部门。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和学院（部）在教学质量管理中

的职能分工按照《教学工作两级管理职责》执行。

第二章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框架

第三条 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以日常教学运行监控为基础，实行定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常

规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在日常教学质量监控的基础上，实施专业自主评估和专业年度质量报告制

度，最终形成以本科教学年度质量报告为代表的全校层面质量监控与管理体系，实现了全过程、多角

度、全方位的教学质量监控。

第四条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组是学校重要的教学质量管理组织，分别依据《本科教学工

作委员会章程》和《教学督导工作实施规则》开展工作。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和独立第三方评价机构在

教学质量管理中的作用，同时设有学生信息员和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参与教学质量管理，发挥学生在

教学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见图1。

第三章 教学质量标准

第五条 教学质量标准是教学质量管理的基础和教学工作应达到的目标。我校制定了涵盖人才培

养全过程的教学质量标准，包括人才培养质量目标、教学资源建设与改革和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三大板

块，重点体现在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及与其相符合的课程教学、实践教学、考试考查、毕业论文（设

计）等主要教学环节。

第四章 日常教学质量监控

第六条 三段式教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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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教学检查是指每学期由教务处组织各学院（部）参与开展的学期初、学期中、学期末的常

规性教学检查工作。

（一）学期初：以稳定教学秩序为目的，重点检查开学准备情况。包括：教师到位率、教师教学

准备情况、教材和教室、实验室落实情况等。

（二）学期中：以确保学期教学质量为目的，开展期中教学质量检查工作。通过开展质量月活

动、师生座谈会等形式，对教学运行、教学计划和教学状况进行全面检查。各学院（部）针对本部门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和落实整改措施，形成期中质量检查工作小结。教务处负责开展全校期中考试

成绩分析，掌握全校的教学状态，形成全校期中教学质量报告。并对检查情况进行反馈，对共性问题

提出解决措施或方案。

（三）学期末：以分析总结和改进教学质量为目的，重点检查考试情况、本学期教学任务的完成

情况、教学管理、教学改革、专业建设情况，对取得的成果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总结，研究改进的措

施和方法。

第七条 重要教学环节检查

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专业内涵建设为主线，在开展三段式日常教学检查的基础上，结合

每学期的教学工作重点，对重要教学环节（如实验教学、毕业设计、企业实习）开展专项检查。依据

相应的检查标准和评价指标，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学院和教师，并纳入学院绩效考核和教学工

作评价当中。

第八条 多层次听课检查制度

实施校领导和学院（部）领导、校院两级督导组、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多层次听课和全体教师听课

评教全覆盖制度。

（一）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组听课制度 

督导组深入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现场实地听课看课，了解课堂教学状况，对教师课堂教学

图 1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教学质量标准体系 教学质量监控组织体系

教学指导
委员会

教务处

各学院、专业

两级督导

学生

企业、社会

多角度教学质量评价
同行评教
学生评教

学生座谈会
学生自管会、信息员

全过程教学质量监控
三段式检查
专项检查

微观 ：日常教学质量监控

中观 ：教学质量分析与评估
专业评估

专业年度质量报告
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宏观 ：教学质量年度报告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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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和提出建议。

各学院（部）应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健全学院督导管理制度，建设5～7人左右的学院（部）教学

督导组。

（二）领导、管理干部听课制度 

学校各级领导、教学管理干部应经常深入教学实地听课检查，了解教学任务的落实情况，掌握教

学动态；收集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调教学各环节的问题，避免发生教学事故。按照《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领导及管理干部听课（看课）制度》要求进行。

（三）课程建设负责人听课制度

课程建设负责人担负着本课程青年教师的培养及培养学科接班人的重任。课程建设负责人必须深

入本课程组的教师的课堂听课，掌握本课程组教师的教学状况，协调课程组教师的教学活动，协助学

校做好课程组教师的教学工作考核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

（四）教师听课制度 

建立教师听课制度，是学习借鉴同行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

途径。教师听课分为指导性听课、培养性听课。

（1）指导性听课：资深教师深入青年教师的课堂听课，充分发挥“传帮带”的教学指导作用，在

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技巧等方面提出指导性建议，协助青年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

（2）培养性听课：青年教师应主动到资深教师的课堂听课，学习教学经验和先进的教学方法。青

年教师每学期听课次数，将列入教师教学工作的考核，并将在职称申报或教学奖项、教学竞赛申请时

作为参考指标。

（五）学生评价教师制度

教务处布置每学期学生评教工作，由各学院（部）组织实施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

习教学）开展网上评教测评工作。

教务处负责建立学生评教数据资料，汇总统计和分析测评数据，形成详细的学生评教测评结果报

表，并反馈至各学院（部）。由学院（部）反馈至教师本人，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六）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

教务处通过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广泛征集学生对课堂教学、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全方位多角度的获取一线教学信息。教务处负责信息员的直接管理，对信息员提供的教学信息进

行分析核实和统计，并反馈至各学院（部）。

（七）教学工作自评制度

学院（部）每年按校《教学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对日常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和自评。教务处每年末

启动各学院（部）教学工作年终考核，对各学院教学工作运行状态、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与改革、教学

质量评估与保障等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

第五章 教学质量分析与评估

第九条 由教学副校长负责，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和学生处、人事处、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在不断完善教学状态数据系统建设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评估与校

外评估相结合”“院（部）自评与学校评估相结合”，强化特色，突出重点，依据相关管理制度和指

标体系开展各类教学质量分析与评估。

具体实施的教学质量分析与评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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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二）上海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专项检查与评估。

（三）学校组织实施的各专业年度质量报告、期中（末）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本科教学年度质量

报告和就业质量报告等。

第六章 信息反馈

第十条 由分管教学副校长负责，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具体实施，对教学相关信息进行

汇总和分析，经调查核实后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个人以采取改进措施，并对改进情况实施跟踪监督。反

馈形式包括教学工作例会反馈、书面反馈、口头反馈、信息平台反馈等。主要的反馈内容包括：

（一）日常教学检查反馈

对于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教务处下发《日常教学质量检查情况反馈、处理表》给相关责任主

体，并限期10个工作日内整改上报教务处。

（二）专项检查反馈

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教务处专门下发《教学质量整改通知书》，限时整改并对整改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跟踪。

（三）学生评教结果反馈

教务处对学生评教测评结果进行汇总、整理、分析，及时向各学院（部）主管领导进行反馈（任

教课程的平均分、各项指标得分、本系和全校的平均分及最高分最低分等）。各学院得到学生对本部

门任课教师的测评结果，应及时向任课教师传输信息和交换意见，以便及时解决发现的和存在的问

题，帮助任课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四）毕业生培养质量信息反馈

通过开展毕业生培养质量追踪调研、问卷调查和用人单位调研等方式，建立毕业生质量分析的

信息反馈，了解社会对学校毕业生需求及其变化情况，了解毕业生的学习感受和要求，了解人才培养

的目标和结果是否符合社会需求，据此对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育教学环节进行改革和调

整。

第七章 其  他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沪应院教〔2007〕69

号）同时作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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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领导及管理干部听课（看课）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教学质量过程管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我校要求学校、学院各级领导

和教学管理干部深入课堂听课（看课），了解、检查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开展教学研究和

教学质量评估提供参考意见。现将相关要求规定如下：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二条 听课（看课）分校级和学院（部）两个层次。校级听课（看课）活动由分管校长领导，

由教务处具体组织。

第三条 院（部）级的听课（看课）由学院（部）负责组织。

第三章 听课（看课）人员

第四条 校级听课（看课）人员包括：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校督导组成员及校教学指

导委员会成员等。

第五条 学院（部）听课（看课）人员包括学院（部）负责人、系（教研室负责人、学院督导、

学科带头人及课程建设负责人等，具体由学院（部）决定。

第四章 听课（看课）要求

第六条 校级领导每学期至少听课（看课）两次，每次1～2学时。

第七条 各学院（部）、有关处（所）领导、各系（教研室）负责人每学期至少听课（看课）四

次，每次1～2学时。 

第八条 鼓励教师之间相互听课（看课）。

第九条 听课（看课）可随机安排，也可以是有针对性进行跟踪听课（看课），听课（看课）

时，对被听课（看课）教师事先不打招呼。

第十条 听课（看课）人员应认真听课（看课），不迟到早退。

第十一条 听课（看课）人员都应认真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听课记录本”对授课教师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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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客观评价。听课（看课）结束后，校级听课（看课）人员将“听课记录本”交教务处汇总，教务

处应以适当的方式及时反馈给相关学院（部）。每学期期中和期末，学院（部）听课（看课）人员的

听课情况由学院汇总后交教务处，原始“听课记录本”留学院存档。对于听课（看课）过程中反馈的

问题，学院应及时与教师本人沟通，帮助教师分析和整改，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水平。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领导及管理干部听课（看课）制度》（沪应

院教〔2007〕74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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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实践教学运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践教学是巩固、加深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高素质应

用技术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是我

校人才培养办学目标和办学特色达成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实践教学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本保障。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内设置的所有课内实验及独立开设的实验、

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课程。

第三条 本科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实行学院（部）负责制。教务处实践科负责实践全校性教学运行

规范宏观管理，质量科负责全校实践教学质量宏观监控。

第二章 管理依据

第四条 实践教学管理文件。实践教学质量管理文件包括学校发布的教学文件、专业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及学院细化相关的管理条例。

第五条 实践教学过程管理依据为学期教学运行安排、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实验项目卡、

教学指导书或讲义（应包含与本实践教学活动相关的所有安全教育内容）、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使

用要求。

第三章 质量监控信息管理

第六条 健全实践教学信息反馈制度。对教学督导、教学检查、看（听）课、教务处电子信箱或

其他渠道收集整理的实践教学信息，定期通过教学院长例会、文件、报告或校内媒体等及时反馈给有

关学院（部）或中心。必要时召开实践教学信息反馈会；每学期向学校反馈具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实

践教学检查与评价信息。

第七条 学校定期汇总《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并向“教学信息与工作研究”提供稿件；利

用校园网设立教学信息电子信箱，及时收集、整理实践教学与教学管理状况信息。

（上应教〔2017〕4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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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过程质量监控

第八条 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各学院（部）应检查是否按学校平台课要求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

设本学期的实践教学课程、实践计划是否可行、教学相关设施（仪器设备）运行状态是否正常以及耗

材准备、实习单位、技术指导与管理人员到位或落实情况等，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学院应确保实践教

学的正常运行。

第九条 运行检查。各学院（部）组织教学督导等教学质量管理人员检查实践教学是否按大纲

要求和计划正常运行，对照计划检查项目开出情况，教学大纲、实验项目卡、教学计划、教材（指导

书）、安全教育记录、实验室及相关仪器设备使用记录、学生预习报告及实验原始记录、学生点名册

及记事记录等实验教学文档是否齐备、信息是否协调一致。重点检查工作量的饱满性

第十条 期中检查。各学院（部）通过组织实践课程看（听）课、召开期中师生座谈会、填写

《实践教学期中检查调查表》等全面了解实践教学基本情况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部门期中教

学质量检查总结报告中重点阐述存在问题及整改方案。

教务处组织教学督导等通过抽查实践课程开展情况、召开学生及教师座谈会等了解全校的实践教

学状况；通过召开教学院长会议通报检查情况、提出整改要求，并对共性问题进行研讨，写出学校实

践教学期中检查报告。

第十一条 期末检查。重点检查本学期各学院（部）计划开设实验的实际完成情况，如：开出项

目数、人组数、实验课时、实验工作量、实验更新率、实验队伍情况、仪器设备运转情况、环境与设

施情况等。学院在教师和实验人员实践工作总结基础上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践教学基本情况调

查表》并编制部门实践教学及实验室工作总结报告。

第十二条 实践课程教学文档检查。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文档主要包括：学生点名册及记事记录，

课程成绩登记表，督导看（听）课评价记录，课程指导质量调查问卷，教学质量检查及评价记录，教

师教学工作总结等。重点检查学生实践课程考试（或考查）试卷、实验（或实习、实训）报告、设

计说明书等（可包括预习报告及实验原始记录）的批改情况，学生点名册及记事记录，实验室教学运

行记录，实践教学考核办法及课程成绩登记表，学院教学质量看（听）课检查及评价记录，课程指导

质量学生调查问卷，教师教学工作总结等。应注意教学文档中课程名称、课程代码等相关信息的统一

性。

第十三条 校外实习实训教学工作检查。教务处组织校教学督导组、教师代表及教学管理人员等

随机抽查学院（部）的实习实训教学工作，主要检查指导教师到位情况、实习实训大纲与实习实训计

划完成情况、实习实训日常管理及实习纪律、实习单位重视程度、实习指导书使用等，并做好相应的

记录，教务处以适当形式及时将抽查结果反馈给各学院（部）。

第五章 质量评价

第十四条 实践教学质量评价由学校、学院（部）分层组织，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对全校实

践教学质量评价进行指导。

第十五条 实践教学质量评价分为日常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及专项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日常实

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主要形式为看（听）课评价、教师评学及学生评教；专项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主

要形式为院（系）部、中心、专业的实验、实习、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评价等。

第十六条 实践教学过程看（听）课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学院（部）、学校教学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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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教务处及校领导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实践教学过程看（听）课。

（一）学院（部）在多层次的听课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实践课程的看（听）课，看（听）课教师

填写《实践教学质量评议表》，存档并按要求报教务处。

（二）学校教学督导组随机检查学院（部）看（听）课计划落实情况，进行专题定期或不定期的

实验、实习现场看（听）课。

（三）教务处定期汇总学校、学院（部）实践环节看（听）课情况，并将有关意见反馈学院

（部）和教师。

第十七条 教师评学由教务处布置、学院（部）自行组织。任课教师对本学期的实践教学对象

（全班学生）进行评价，要求任课教师全体参加，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填写有关问卷调查表。任课

教师于学期末考试结束后随课程成绩单一并交回学院（部），学院（部）汇总后连同教师评学问卷交

教学质量科。

第十八条 学生评教由教务处统一组织网上进行。评教成绩由教学质量科反馈给学院（部）。

第十九条 实践教学质量评价应针对评价主体的差异和评价过程的实际情况安排评价工作，做到

集中与日常评价相结合。日常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一般安排在期中或期末进行。专项实践教学质

量评价根据实践教学改革与建设、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需要由学校整体部署安排。

第六章 质量预警及改进

第二十条 建立实践教学质量预警制度，对实践教学计划落实及变更率、实验项目开出率、实践

课程学生出勤率、实践课程学生成绩合格通过率等实践教学质量监控点设立质量预警处理措施。

第二十一条 质量改进。学院（部）、教务处等有关部门均对实践教学质量改进负有责任。

（一）学院（部）及有关部门对于在实践教学日常管理与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自行及时予以解

决，并作好记录。

（二）学院（部）及有关部门对于在实践教学督导、检查、评价和信息反馈中反映出的问题，需

要整改的，应在制订整改措施进行整改的同时，还应提出预防及持续改进措施，并报教务处备案。

（三）教务处应及时汇总各学院（部）及有关部门的实践教学质量问题及预防、纠正和持续改进

措施，并予以监督落实。

（四）教务处每学期汇总并向学校领导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反映各学院（部）及有关部门的实践

教学质量问题及预防、纠正和持续改进措施、落实情况，并以此作为部门教学工作学期考核的参考内

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监控按《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沪应院教

〔2007〕78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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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是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生

产相结合的过程，是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有着任何课堂教学或实习、实验所不可替

代的功能，在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

为规范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旨在通过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进行初步科学研究和实践训

练，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在文献查阅、方案设计、材料调查与

搜集、工程绘图、理论计算、实验研究、数据处理、经济分析、计算机及工具书使用、文字表达等基

本技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综合训练和提高，达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定的教学目标及专业发展的初步

能力。一般情况下，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即为学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 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二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学院、教研室分级管理，

实施指导教师负责制。

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全面推进全校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具体职责为：

（一）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和精神，制订符合本校实际情况、具有本校特色、可操作性

强的管理制度，提出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规范、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编写规范、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等。

（二）对全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宏观调控和督导，协调校内有关部门为本科毕业设

计（论文）的顺利进行提供场地、设备、经费等方面的保障。

（三）定期组织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检查与评估、毕业设计（论文）论文的盲审及查

重。

（四）评选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编辑学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摘要汇

编》；组织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经验交流活动、归档材料质量检查和总结工作。

第四条 学院对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负主体责任，主要职责为：

（一）贯彻执行学校关于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学规定，根据本学院各专业的特点，制定学

（上应教〔2017〕4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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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具体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保障措施。

（二）成立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工作小组，审核指导教师资质。向各教研室布置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任务。

（三）做好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过程管理及质量监控工作。审查、确定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课题，做好“双选”工作；定期检查、监控各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度和质量，做好

开题、中期、答辩等环节的组织、检查、督导及查重工作；组织答辩委员会，负责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的评审安排、答辩和成绩评定等工作，评选本学院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并积极向推荐本

学院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四）做好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统计、归档及成果登记工作，并及时将相关材料报

送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教研室对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负直接责任，主要职责有：

（一）贯彻执行学校、学院对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管理规定。

（二）组织教师选择并论证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报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教学领

导、工作小组审核。

（三）对本科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动员和安全教育；协调资料、实验条件、调研途径等

工作。

（四）检查、督促教师加强对学生的考勤与指导，把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进度和质

量；组织安排好开题、中期检查和答辩等工作。

（五）及时总结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经验，不断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第三章 指导教师的遴选及聘任

第六条 指导教师对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起决定作用，学校不断加强指导

教师队伍管理，学院负责审核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资格。

首次担任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需按规定通过指导教师资格审核。

符合条件的校内教师都必须参加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

第七条 校内指导教师的遴选。校内指导教师必须在职、在岗，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允许少数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初级职称教师承担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但须在副高及以上职

称、经验丰富的本校教师指导下进行。

第八条 外聘指导教师的遴选。为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和对

工作岗位的适应性，学校鼓励各学院加强校企联合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不断提高校企联合指

导毕业设计（论文）比例，其中校企合作课题或签约学生在用人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都

必须实行校企联合指导。

各学院应积极聘请校外专家和科技人员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作，不断加强校企联合指

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管理，明确学校、企业（或事业）单位指导教师的分工与责任。原则上校

内指导教师应是第一指导教师（第一责任人）、企业（或事业）单位指导教师是第二指导教师（第二

责任人）；如确实是由企业（或事业）单位人员承担主要学术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该企业（或

事业）单位人员可以作为第一指导教师，但必须按学校要求办理聘任手续，同时必须有校内指导教师

担任第二指导教师（第一责任人），以便能根据学校要求及时把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程与质

量。外聘教师不能单独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外聘指导教师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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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或其他学术、道德等方面的不良记录。

（二）具有以下资格条件之一：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国家认可的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专业与所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专业领域相关且本科毕业五年以上。

（三）在拟承担指导任务的专业领域有一定专长，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或实践经验；

（四）身心健康，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自愿接受聘请并承诺遵守学校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规范。

第九条 外聘指导教师的聘任。安排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任务的学院应按学校外聘教师管

理办法办理聘任手续。在每学期安排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任务时填写《聘请外聘教师申请表》

及汇总表，由教务处审核批准、人事处审核备案后聘用。

外聘指导教师的聘期一般为三年。

各学院外聘指导教师的占比应符合学校相关要求。

第四章 指导教师工作规范

第十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指导教师应对所指导学生的整个

毕业设计（论文）阶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每位教师每学期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学生数应不超

过8人（以第一指导教师计），各学院的生师比应符合学校相关指标要求。

第十一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的职责主要包括：

（一）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实践能

力、基本的科研素养和敢于失败的探究精神，引导并要求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

（二）做好所指导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

（三）确保本人和所指导的学生在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中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信息填报

工作。

（四）按要求提出课题，填写立题卡，报教研室、学院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审批。认真做

好开展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的各项准备工作。

（五）按要求认真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交教研室主任签字后，于毕业设计（论文）开

始前发给学生并认真指导学生查阅资料、理清思路，指导学生规范撰写开题报告、论文提纲或设计方

案。

（六）有明确的指导计划，对在企业顶岗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制订针对性指导计划。

抓好关键环节的监控，保证指导时间和工作质量。提前向学生公布指导时间、地点安排，每周与学生

见面指导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1课时，并通过通信、网络等手段随时保证答疑、指导，随时掌握学

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度、及时把控质量，做好详细的指导记录；指导学生通过努力学习、积极实

践、提高专业综合能力，力求在论文内容、方法等方面开拓创新，获得成果。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期间外出（不在校）时间超过一周须委托其他有资质的教师临时代替指导，并报学院批准。

（七）审阅学生外文译文；指导学生按要求撰写毕业论文或设计说明书及时将评阅教师意见反馈

给学生，并指导学生修改、准备答辩。

（八）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收齐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部资料和成果，交学院统一归档。作好工

作总结。

（九）配合学校、学院（部）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开题、中期和答辩等各项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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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指导教师评优

第十二条 各学院于答辩结束后的二周内向教务处推荐本年度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

教师，被推荐的指导教师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认真履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职责，责任心强，作风正派，有表率作用；

（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件及学生投诉等现象；

（三）高质量地完成指导工作，所指导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成绩优良。

第十三条 优秀指导教师的评选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学院（部）推荐。教师本人写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小结，学院（部）择优推

荐并填写《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推荐比例不超过当年指导教师总数（含外

聘指导教师）的3%。

（二）学校审核。教务处组织专家复审后交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批，公示后由学校发文公

布。

第十四条 优秀指导教师的奖励。学校给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记

入个人业务档案，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六章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流程及工作要求

第十五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第十六条 制（修）订大纲。每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前，各学院要组织专业教研室根据本届

学生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制（修）订本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大纲，并由学院教

学委员会审核通过。大纲应体现专业特点、明确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目标及时间安排、成绩考核办

法等内容。

第十七条 论文启动。各学院应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间要求提前启动毕业学年学生的本科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第十八条 课题确定

（一）立题。立题应符合学校办学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大纲要求，

做到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全面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和学

生综合实践素质，在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情况下鼓励不同学科（专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鼓

励与校外企、事业单位合作提出课题。题目难易要适当，工作量要合理，使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

中得到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训练；对于学习较好的学生可适当加大工作量与难

度。同一课题立题原则上不超过二届，且内容应较前一届有所更新。立题要保证相对完整性，一般以

小型为主，以便于学生课题结束时归纳、总结。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必须做到一生一题。若确

有实验和设计的特殊要求需两名以上学生协同合作的，必须将同一课题分解为若干小课题并列出题目

的副标题，在任务书中明确学生分工，各有侧重，以利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中得到训练。

（二）审题。学院和专业教研室主任要严格把好审题关。为保证题目的深度、广度、工作量的合

理性及题目结果的可预测性，立题须经教研室集体讨论确定并经学院审批。

（三）选题。各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备选课题汇总表》须向全体学生公布和介绍，按照“双

向选择”的原则确定学生课题。

（四）课题变更。课题因故变更需师生书面说明变更原因，并经教研室按立题程序审核、学院



重要文件与规章  147

批准，学生须相应修订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结束时，学院填报《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变更情况汇总

表》，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九条 准备工作。学院应在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前，做好学生动员及安全教育工

作。在学生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两周组织指导教师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提供与课

题有关的背景材料、制订具体指导计划、完善设计（实验）条件等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 开题工作。教师应指导学生在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前两周内完成开题报告，落实

课题的方案论证、研究内容、目标、方法、步骤和进度等。开题报告须首先经指导老师审阅，再经教

研室组织全体指导教师进行交流、讨论，最后经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学生

方能正式开题。

第二十一条 过程管理。指导教师对学生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学过程及论文质量全面负

责。在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中，指导教师应对学生设计、计算、绘图、实验、数据整理、资料

分析、撰写设计说明书或论文等工作进行及时指导的同时加强管理及质量控制工作。学院和学校对过

学院给指导教师下达教学任务书

导师填报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信息表

教研室审核课题，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并形成《毕业设计（论文）备选课题汇总表

各专业公布《毕业设计（论文）备选课题汇总表》，
组织师生互选

指导教师填写任务书，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后毕业
设计（论文）开始前发给学生

学院审核首次担任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教师资格

教务处汇总形成全校《毕业设计（论文）
课题汇总表》

导师指导学生查阅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形成切实可行的实验（或设计）方案

学院（部）进行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
学校抽查

学院将学院答辩委员会及答辩小组名单、
答辩安排等报教务处

学校发文分布各学院答辩委员会名单及答
辩安排

学校组织评审校级优秀论文和优秀指导教
师，分示评审结果，汇编优秀论文摘要

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后的两周内教研室组织完成
开题，学院检查、学校抽查

学生按规范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导师审阅、评分

学院组织评阅（部分盲审）及查重，学院审查学生
答辩资格

学院推荐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优秀指导教师

学院组织毕业设计（论文）总结、汇总成果并书面
报送教务处

毕业设计（论文）资料归档

学院组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初次答辩成绩为“优”
和“不及格”的学生需经学院答辩委员会二次答辩

毕业设计（论文）过程指导及管理

图 2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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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和督导。

第二十二条 编写规范。毕业设计（论文）应按《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编写规范》（见附件）

执行。

第二十三条 送审资格的审查。指导教师负责从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格式等规范方面

及查重率对送审资格进行审查。符合送审资格者由指导教师在答辩前两周根据学生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期间的工作态度、能力及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给出评审成绩，并写出不少于100字的评语。成绩

评定必须坚持标准，实事求是。评语应包括学生对专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掌握和运用

情况，独立工作能力及创新性，工作量完成情况，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和水平，学生工作态度等，

并明确毕业设计（论文）送审资格审查意见。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其论文答辩资格

审查一律回校进行。不符合送审资格者应责令学生修改，直到达到要求为止，否则可要求学生延期毕

业或直接取消学生毕业答辩资格，并报学院备案。

第二十四条 评阅。指导教师不能兼任自己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阅人。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应在答辩前一周送交评阅教师。评阅教师应在认真评阅后根据评阅评分标准，给出评阅教师评定

成绩，有针对性地写出不少于100字的评语，并明确学生答辩资格审查意见。评阅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

准，实事求是。

第二十五条 答辩组织。学校、学院、教研室、指导教师均应严肃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的

组织管理和工作程序。

答辩工作由各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领导小组主持，并成立专业答辩委员会，可下设答

辩小组。学院答辩委员会委员由学术水平较高的高级职称教师（含高级实验师、高级工程师）组成，

一般不少于5人，主要任务是领导本学院的全部答辩工作，指导、检查各专业答辩委员会的工作，审定

学生的答辩资格，审核专业答辩委员会上报的成绩。

专业答辩委员会由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及骨干指导教师组成，一般不少于5

人。专业答辩委员会全面负责本专业学生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评审及答辩工作，并对学院答辩委

员会委员负责。

答辩小组一般为3-5人，成员须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组长一般由专业答辩委员会成员担任，原则

上指导教师不参加所指导学生的答辩，提倡聘请校外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参加。答辩小组的主要任

务是组织本小组学生的答辩各环节工作，并对专业答辩委员会委员负责。

学院在毕业设计（论文）进程结束前两周提出学院答辩委员会和专业答辩委员会名单，并报学校

审核。

第二十六条 答辩资格审核

学院答辩委员会应在答辩前三个工作日对指导教师、评阅教师提出的学生答辩资格意见和评分

进行审核，并对审核结果进行公告。学生答辩资格审核结果分为同意答辩、缓答辩和取消答辩资格三

种。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达不到本科答辩基本要求者，应给予缓答辩。缓答辩学生在正常答辩后的

二周内由学院安排答辩资格审核，如仍达不到答辩基本要求者，作取消答辩资格处理。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取消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资格，并填写《取消答辩资格审查

表》，且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一）未完成规定任务最低要求者（包括文字部分、图纸部分）；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结果有原则性错误；

（三）指导教师或评阅教师对答辩资格审核未通过者；

（四）毕业设计（论文）期间旷课累计达三天及以上者，或病事假累计达毕业设计（论文）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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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1／3者；

（五）毕业设计主要内容为抄袭者，或弄虚作假、伪造实验数据者；

（六）答辩委员会认定为不符合答辩资格的其他情况。

学院须于答辩前一天将《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取消答辩资格审核表》交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七条 答辩工作

学院于答辩前二周将答辩时间地点报教务处，教务处汇总并在相关平台公布全校的毕业答辩时

间、地点安排表。

答辩可采取专业集体答辩或分小组答辩的形式，但均须实行公开答辩、严肃答辩程序、活跃校园

学术氛围。

每个本科学生必须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学生应在预先做好汇报及成果展示等各项准备工

作，一般汇报时间为15分钟左右、答辩时间15分钟左右（一般提问3~5个问题）。以软件、硬件研制为

主的毕业设计（论文）在答辩前应进行软件或硬件测试；对以实验研究为主的毕业设计（论文），答

辩时学生要向答辩小组提交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和成果。答辩秘书要详尽地记录好答辩中的问与答。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应从学生对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创新能力、毕业设计（论文）的整体水平与实际意义、学生答辩时的表达能力等情况进行全面

综合评定，给出答辩成绩，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准，实事求是。

在国外高校交流的学生如需获得我校的学士学位证书，除要符合我校国际交流处的相关规定外，

还应参加我校组织的答辩；如国外交流生因时间等原因不能参加学院集中答辩，可由学院教学委员会

另行组织答辩，或集体审核其毕业设计（论文）及成果后对其成绩进行认定，成绩认定书交教务处备

案，毕业设计（论文）、成果、答辩记录等支撑材料由学院存档。

第二十八条 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应以学生的学习态度、工作表现、论文质量和答辩水平为依据，全面考察

学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设计（论文）的整体水平与

实际意义、答辩时的表达能力和成果等情况后进行综合评定。成绩评定必须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实

事求是。

专业答辩委员会应综合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小组三方面的成绩和评语，对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总成绩提出建议，交学院答辩委员会审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按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

69分）、不及格（60分以下）五级分制记分。

各专业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比例不超过15％，获得良好成绩的学生比例不超过35％。被评为“优

秀”的毕业设计（论文）须有创新之处。

为了保证成绩的把握尺度，初评答辩成绩为“优秀”和“不及格”的学生均须经过学院答辩委员

会的二次答辩评定最终成绩。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可申请重修，并在结业三个月至一年内，向学校提出毕业设

计（论文）答辩申请。

第七章 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及评选

第二十九条 学院应在答辩结束后一周内向教务处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被推荐的毕

业设计（论文）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在学院内被综合评定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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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高质量地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中的各项内容。

（三）毕业论文（设计）具有独立见解，或有创造性突破，或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或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等成果。

第三十条 推优比例不超过各专业毕业生总数的3%，其中校企联合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优秀

论文比例不少于1.5%。

第三十一条 各学院应提交的推优材料应包括：

（一）200-300字的中英文摘要及2000字左右的论文简缩版（纸质版及电子文档）。

（二）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档案袋。

（三）《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表》及《**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汇总

表》。

第三十二条 评选方式。由教务处组织校内外专家本着“保证质量、严控标准、宁缺毋滥”的原

则对各学院推荐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进行评议与复审，申请专利或有成果发表的将优先考虑。报

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批，公示后由学校发文予以公布。

第三十三条 奖励方式。学校给获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

物质奖励，将成绩记入学生档案，并编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汇编》。

第八章 工作总结及归档要求

第三十四条 工作总结和成果汇总。学院在答辩结束后两周内将本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总结和学生成果报教务处。

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并编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摘要汇编》。

第三十五条 归档工作。

学院要安排专人做好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归档工作。

毕业设计（论文）须按要求规范化打印、装订和归档。

毕业论文（论文）档案袋由学院保存，获得学校优秀的毕业设计（论文）档案交学校档案室保

存。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档案袋内应装入以下材料：

（一）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装订顺序为：封面——任务书——中、外文摘

要——目录——引言或绪论——正文——结论——致谢——参考文献

（二）毕业设计（论文）附录。实验原始记录、调研报告、设计说明书、图纸等，各专业视具体

情况制定统一要求。

（三）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手册，主要包括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诚信承诺、教师指导记录

（每周不少于1次）、中期检查学生自检表、学生工作总结等。

（四）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记录；

（五）成绩评定表。指导教师评阅意见及成绩、评审教师评审意见及成绩、答辩小组意见和学院

（部）答辩委员会意见及成绩。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部材料（如：论文、报告、设计说明书、图纸等）均需存入光盘，交教

务处实践教学科备案。

第九章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质量监控

第三十六条 学院对各专业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负有主体责任，应对整个毕业设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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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除要按照计划进程进行立题、开题、中期、答辩等阶段的常规检查外，还

应不定期抽查毕业设计（论文）进度和质量。学校将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有关人员对毕业设计（论

文）进程和质量进行抽查、分析和评价，

第三十七条 立题审查。学院（部）应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严格按照立题要求审核选题及

任务书，对照学院（部）目标和前一届情况对课题总数、课题类型及各自占比、指导教师情况等进行

比较、分析、总结并报教务处。

第三十八条 开题检查。学院（部）应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后的第三周进行开题检查，主要

检查学生开题报告的质量与规范性。形成学院（部）立题汇总表及开题工作检查报告后报教务处。

第三十九条 中期检查

（一）毕业论文进程过半时学院（部）应组织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检查小组由具有指导

资格的教师组成，一般不少于3人。

（二）所有学生均应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学生自检表》。

（三）学院（部）提前一周将抽检的学生名单、检查的时间及地点报送教务处。学院（部）抽检

率不低于40%，学校抽检率不低于10%。被抽到的学生务必携带《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学生自

检表》、设计（实验）原始记录本、外文翻译等支撑材料当面接受检查和询问。

（四）检查小组重点检查题目、实验内容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性及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进度，了

解教师指导情况、学生在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及应对情况，对进度较慢、质量较

差的加以敦促和警示，并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表》。

（五）学院（部）进行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检查总结，教务处汇总后公布检查结果，并形成中

期检查报告报送学校。

第四十条 答辩资格审核检查和外审

指导教师、评审教师、学院（部）答辩委员会应严格按照要求逐步审查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与

规范，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答辩前，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学院（部）答辩资格审核情况进行抽查，并按5-10%的比例随机抽取

毕业设计（论文）送校外专家评审，抽查与外审情况在答辩前通报。

答辩前学院必须对学生提交的毕业设计（论文）进行诚信查重工作，查重率不得超过10%。

第四十一条 答辩秩序、规范检查

教务处组织校督导答辩检查和巡视。主要检查答辩安排的落实、答辩环境的布置、学生答辩材料

及答辩程序的规范性、师生精神状态等。检查结果反馈学院（部）并形成报告报送教务处。

第十章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经费

第四十二条 根据学校下拨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经费情况，教务处按各专业的学科性质和学生

人数分配到各学院（部），由学院（部）合理统筹使用。

第四十三条 经费使用范围包括资料费（复印费和少量、必要的参考材料费）、调研费、试验

费、实验材料费和必需的办公耗材费（如软盘、打印纸、文具用品）、毕业答辩组织费等，具体见学

校《实践教学运行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经费应专款专用，以确保顺利、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凡与科

研、教改、生产实际任务结合的课题，均应从项目经费中拨出适当额度补充毕业设计（论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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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学院应在本管理办法基础上结合专业教学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制订相应的实施细

则，报教务处审核、备案后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未按本办法要求执行的相关人员要承担相应的岗位责任，具体见《教学事故认定及

处理的规定》及学校其他相关文件。

第四十六条 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原《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管理办法》（沪应

院教〔2007〕58号）同时废止。

【附件：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编写规范】

为了保证我校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教学工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现对毕业设计（论文）编写规范规定如下。

第一章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

第一条 标题。标题应该简短、明确、有概括性。标题字数要适当，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

细节必须放进标题，可以分成主标题和副标题（副标题不宜超过20个字）。

第二条 论文摘要或设计总说明

论文摘要以浓缩的形式概括研究课题的内容，中文摘要宜在300字左右，并有相应的外文摘要。关

键词3~5个。

第三条 目录。目录按三级标题编写（即：1……、1.1……、1.1.1……），要求标题层次清晰。

目录中的标题应与正文中的标题一致。

第四条 正文

毕业设计（论文）正文包括绪论、正文主体与结论，不少于12000的篇幅，文科不少于10000字。

其内容分别如下：

引言（绪论）应说明本课题的意义、目的、研究范围及要达到的技术要求；简述本课题在国内外

的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说明本课题的指导思想；阐述本课题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文字量上要比

摘要多。 

正文主体是对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其内容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假设和条

件；模型的建立，实验方案的拟定；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设计计算的主要方法和内容；实验方法、

内容及其分析；理论论证，理论在课题中的应用，课题得出的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讨论等。学生根据

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的性质，一般仅涉及上述一部分内容。

结论是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综合而得出的总结，对所得结果与已有结果的比较和课题尚存

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见解与建议。结论要写得概括、简短。

第五条 谢辞

谢辞应以简短的文字对在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员（例如指导教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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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教师及其他人员）表示自己的谢意。

第六条 参考文献与附录

参考文献是毕业设计（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反映毕业设计（论文）的取材来源、材料

的广博程度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也是作者对他人知识成果的承认和尊重。一份完整的参考文献可向读

者提供的一份有价值的信息资料。一般做毕业设计（论文）的参考文献不宜过多，但应列入主要的文

献可1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在2篇以上。

附录是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毕业设计（论文）的附录中，例

如公式的推演、编写的程序等；如果文章中引用的符号较多时，便于读者查阅，可以编写一个符号说

明，注明符号代表的意义。一般附录的篇幅不宜过大。

第二章 毕业设计（论文）的写作细则

第七条 书写及打印

毕业设计（论文） 所用汉字必须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字。使用A4纸按照学院统一纸面格式打印，

页边距适中。

第八条 标点符号

毕业设计（论文）中的标点符号应按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使用。

第九条 名词、名称

科学技术名词术语尽量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或国家标准、部标准中规

定的名称，尚未统一规定或叫法有争议的名称术语，可采用惯用的名称。使用外文缩写代替某一名词

术语时，首次出现时应在括号内注明其含义。外国人名一般采用英文原名，按名前姓后的原则书写。

一般很熟知的外国人名（如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等）可按通常标准译法写译名。 

第十条 量和单位

量和单位必须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GB3100～GB3102-93，它是以国际单位制（SI）为

基础的。非物理量的单位，如件、台、人、元等，可用汉字与符号构成组合形式的单位，例如件/台、

元/km。

第十一条 数字

毕业设计（论文）中的测量统计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但在叙述不很大的数目时，一般不用阿

拉伯数字，如"他发现两颗小行星"、"三力作用于一点"，不宜写成"他发现2颗小行星"、"3力作用于1

点"。大约的数字可以用中文数字，也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如"约一百五十人"，也可写成"约150人"。

第十二条 标题层次

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部标题层次应有条不紊，整齐清晰。相同的层次应采用统一的表示体例，

正文中各级标题下的内容应同各自的标题对应，不应有与标题无关的内容。

正 文 编 号 方 法 应 不 超 过 5 级 的 编 号 方 法 ， 第 一 级 为 “ 一 ” “ 二 ” “ 三 ” 等 ， 第 二

级 为 “ （ 一 ） ” “ （ 二 ） ” “ （ 三 ） ” 等 ， 第 三 级 为 “ 1 ” “ 2 ” “ 3 ” 等 ， 第 四 级 为

“（1）”“（2）”“（3）”等，第五级为“①”“②”“③”等。外语类论文的标题层次，可参照

语言所在国通行的规则。毕业设计的标题层次则参照工科类、理科类章节序号格式撰写。

第十三条 注释

毕业设计（论文）中有个别名词或情况需要解释时，可加注说明，注释可用页末注（将注文放在

加注页的下端）或篇末注（将全部注文集中在文章末尾），而不可行中注（夹在正文中的注）。页末

注的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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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公式

公式应居中书写，公式的编号用圆括号括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公式和编号之间不加虚线。

第十五条 表格

每个表格应有自己的表序和表题，表序和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放正中，表序后空一格书写表题。表

格允许下页接写，表题可省略，表头应重复写，并在右上方写"续表××"。

第十六条 插图

毕业设计的插图必须精心制作，线条要匀称，图面要整洁美观。每幅插图应有图序和图题，图序

和图题应放在图位下方居中处。图应在描图纸或在洁白纸上用墨线绘成，也可以用计算机绘图。

第十七条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律放在文后，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要按国家标准GB7714－2005规定。参考文献按文中

出现的先后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自然编号，序码用方括号括起。

各类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为：

A、期刊：[序号] 作者（多名作者用逗号分隔）．文章题目．刊名（外文期刊可缩写）．出版年

份，卷号（期号）：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B、图书：[序号] 作者（多名作者用逗号分隔）．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单位，

出版年份：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C、专利：[序号] 专利申请者（多名作者用逗号分隔）．题目名称（或专利名称）：国别，专利文

献种类，专利号．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

D、报纸：[序号] 作者（多名作者用逗号分隔）．题目名称．报名．出版地：出版日期（版次）．

E、学位论文：[序号] 作者.题目名称：[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论文]．保存地：保存单位，授予年

份．

报纸和专利文献需详细著录出版日期，其形式为“YYYY-MM-DD”。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各学院可参照以上要求根据专业特点制订各自的规定，报教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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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摘要（“摘要”“用黑体小四号，左对齐）：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

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

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

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

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中文摘要内容（摘要内容，300

字左右，用宋体小四号，1.25倍行距）

关键词：中文关键词；中文关键词；……

（空二行）

Language Learning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加粗)：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英文摘要内容，300字左右，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1.25

倍行距）

KeyWords: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加粗)：word; word; word; word ……

毕业设计（论文）打印格式示例：

A4纸，页边距为：
上：2.8厘米，下：
2.4厘米，左：2.5厘
米，右：2.2厘米(版
心16.3×24.5厘米)

中文题目翻成外文用
Times New Roman小
二号加粗，段后距一
行

关键词左对齐，段前
距一行，用黑体小四
号，与内容留一汉字
空格；内容用宋体小
四号，含3~5个字或
词组，间隔用分号，
结束无标点符号。

题目位于一页首行，
用黑体小二号，加
粗，居中，段前距一
行，段后距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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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一级标题 ................................................................................................................................................... 1

 1.1  二级标题  ........................................................................................................................................... 2

  1.1.1  三级标题 ..................................................................................................................................... 4

目录位于一页首行，
用黑体小二号，居
中，段前距一行，段
后距一行。

目录列出一、二、三
级标题，一级标题左
对齐、二级标题缩进
一个字符、三级标题
缩进两个字符。一级
标题用宋体小四号加
粗，二、三级标题用
宋体小四号；标题与
页码用“……”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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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级标题

1.1  二级标题

  正文正文正文，文正文正文正[1]。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1.1.1 三级标题

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正文………………

kd x
T T T dC t

T
2

2
4

0
4

p2
2

2
2

fv t- - =^ h          （1.1）

  （1） 标题

  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正文正文正文正文……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

图1.1  图题名 

表1.1  表题名

6

5

4

3

2

1

0

Cd(J/kg·k)

Ti
m

e 
C

on
st

an
t/m

s

0.0 1.0 2.0 3.0 4.0

季度 产品名 产量（件） 单件费用（元 / 件） 总费用（元）

第一季度 产品 1 8 80.10 640.80

第二季度 产品 2 12 50.21 602.52

第三季度 产品 3 16 7.65 122.40

页眉从正文开始，文
章标题居中，右端右
对齐为页码，用阿拉
伯数字

一级标题位于一页首
行左对齐，用黑体小
二号，段前距一行，
段后距一行。

二级标题用黑体四
号，左对齐，序号后
空一字符接标题，末
尾无标点，段前距一
行，段后距0行。

三级标题用黑体小四
号，左对齐，序号后
空一字符接标题，末
尾无标点，段前距一
行，段后距 0 行。

正 文 用 宋 体（ 非
汉 字 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行
距 1.25 倍，标准字距。

第四级以下单独占行
标题顺序用（1）、（2）、

（3）（A、B、C） 的
序号用宋体小四号，
缩进两个字符，序号
后空一字符接标题，
末尾无标点，段前距
一行，段后距 0 行。

参考文献标注采用顺
序编码制，并将序号
置于方括号中

正文中公式、算式和
方程式编号靠右对齐

图题名居中置于图
下，图序号后空一字
符，用黑体五号。表题名居中置于表

上，图序号后空一字
符，用黑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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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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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参考文献都为
另起一页首行居中，
与正文连续编页码，
用黑体小二号，段前
距一行，段后距一
行。内容用宋体小四
号, 行距1.25倍，标
准字距。

参 考 文 献 内 容 用
宋体（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行
距 1 . 2 5倍，标准字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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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实践教学运行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实践教学运行经费包括教学实验材料、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简称“三项经费”）是学

生实践教学的重要经费保障，为了保证“三项经费”切实用于学生，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经费使用范围

（一）实验材料经费：用于实验教学的日常性消耗费用，如：购置低于固定资产价值的低值品和

化学药品、玻璃仪器、原材料、元器件等易耗品。

（二）实习经费：用于学校师生实习、实践活动的住宿费、交通费、聘请实习单位技术人员担任

学校兼职实习指导教师的授课酬金、实习单位的实习管理费等费用。

（三）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用于学生毕业设计调研费、文献资料查询费、实验消耗材料费、

毕业答辩非指导教师参加毕业答辩费等。

第二条 经费管理与使用

（一）“三项经费”的使用、报销严格按照学校及财务有关规定。

（二）“三项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以本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内容为依据，不得随意使用。

（三）原则上不允许购买两用（办公、家用）低值品。

（四）各学院（部）的“三项经费”使用应建立申报、审批流程，使用人需首先填报《“三项经

费”使用申请表》，经教研室或实验室主任审核签字后，报学院（部）主管领导签字批准后留存学院

（部），并要有专人负责存档，以备学校及上级有关部门审计、检查。

（五）各二级学院“三项经费”的报销单必须要有分管副院长和院长签字方可报销。

第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四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关于教学实验材料、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经费的使用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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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6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本科教学的正常秩序，严格教学制度，规范教学管理，强化教风建设，全面

提高教学质量，妥善地处理教学运行与教学管理中出现的教学事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教学事故，是指由于任课教师、教学辅助人员、教学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责

任，导致妨碍教学工作正常进行的各类事件。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内的教学活动、教学管理及相关的教学保障工作。

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分类及构成标准

第四条 教学事故分教学（A）、考试（B）、成绩（C）、管理（D）和保障（E）五大类，涵盖

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作业、考试、学生成绩、教学

管理、教学保障等环节。教学事故视情节轻重分为一级（重大）、二级（较大）、三级（一般），四

级（违规行为）。

第五条 教学事故的认定范围和级别

（一）教学类（A） 

子类 范    围 级别

A1 在课堂上散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或违法、不健康等内容。 一级

A2

未按教学大纲规定组织教学达以下情况 ：

1）擅自删减或未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 <1/4 ； 三级

2）擅自删减或未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 1/4。 二级

A3 基本概念讲解错误。 二级

A4

教师上课期间辱骂、体罚学生达以下行为 ：

1）上课时指名或不指名辱骂学生 ； 三级

2）对学生实施体罚。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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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 范    围 级别

A5
教师在上课期间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进行与教学无关的通话等，影响教学

秩序。

四级

A6

非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如灾害性天气、交通严重堵塞或其它突发原因）导

致上课（含实践教学）迟到达以下情况 ：

1）<5 分钟 ； 四级

2）≥ 5 分钟。 三级

A7

无故提早下课（含实践教学）达以下情况 ：

1）<5 分钟 ； 四级

2）≥ 5 分钟。 三级

A8

教师未经学院（部）主管教学院长批准，未办理相关手续，变动上课（含

实践教学）安排达以下情况 ：

1）变动上课时间、地点 ； 三级

2）无故缺课或停、放课 ； 二级

3）请他人代课。 三级

A9

课程作业的布置、批改未按规定，遗失学生作业、实验报告等达以下情况：

1）批改作业未达总人数的 1/2，或遗失作业、实验报告等占教学班学生数

的≤ 10% ；
四级

2）不按教学大纲规定布置作业、实验报告等，或遗失作业、实验报告等占

教学班学生数的 11% -30% ；
三级

3）违反教学大纲，整个学期未布置作业、实验报告等，或遗失作业、实验

报告等占教学班学生数的 >30%。
二级

A10

教师或教辅人员未按课程或专业要求做好实践教学的准备工作达以下情况：

1）影响实践教学正常进行 ； 三级

2）导致实践教学无法进行。 二级

A11

教师未按要求做好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达以下情况 ：

1）无故离开 10-30 分钟 ； 四级

2）无故离开 30-60 分钟 ； 三级

3）无故离开≥ 60 分钟。 二级

A12

教师未按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要求或对工作不负责任，导致以下情况：

1）毕业设计（论文）总完成时间滞后≤ 2 周，对毕业设计（论文）教学造

成一定影响 ；
四级

2）毕业设计（论文）总完成时间滞后 >2 周，对毕业设计（论文）教学造

成严重影响 ；或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次数未达到规定指导次数（时间）

的 2/3 ；或因公出差时间超过 2 周，且未委派相当水平教师代理指导 ；

三级

3）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次数未达到规定指导次数时间）的 1/2。 二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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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试类（B）

子类 范    围 级别

A13

教师未按管理规定要求指导学生，或对工作不负责任，导致以下情况 ：

1）所指导的学生中不能按时完成规定的毕业设计（论文）任务的人数

<1/2 ；或教师未予指出学生毕业设计（论文）中的明显错误 （指导教师及评

阅人均为责任人），评分有明显错误，评语明显不当 ；

三级

2）所指导的学生中不能按时完成规定的毕业设计（论文）的人数≥ 1/2 ；

或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低劣，造成严重影响 ；
二级

3）纵容学生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纵容学生伪造数据弄虚作假。 一级

A14

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中，因教师错误指导或擅离岗位，造成公、私财产损

失或学生受伤达以下情况 ：

1）财产损失≥ 1000 元，或学生必须就医治疗 ； 三级

2）财产损失≥ 5000 元，或学生必须住院治疗 ； 二级

3）财产损失≥ 10000 元，或学生伤残或致死。 一级

A15 其他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行为和事件。 四级 ~ 二级

（续表）

子类 范围 级别

B1

试卷命题不当，影响考试达以下情况 ：

1）出现较严重试题错误，导致学生考试无法正常进行 ； 三级

2）试题严重不足，致使考试提前 1/2 考程结束 ； 二级

3）连续 3 年内，试卷试题的重复率超过 50%（以分值计）。 三级

B2

试题泄露达以下情况 ：

1）因工作疏忽造成试卷在印刷、传送、保管过程中泄密 ； 二级

2）教职人员故意泄露试题。 一级

B3

因试卷未准备好或主考教师未到，致使考试开始时间延迟达以下情况 ：

1）考试推迟 <5 分钟 ； 四级

2）考试推迟≥ 5 分钟 ； 三级

3）考试无法进行。 二级

B4

监考教师缺席或迟到达以下情况 ：

1）迟到 <5 分钟 ； 四级

2）迟到≥ 5 分钟 ； 三级

3）未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并上报教务处备案，擅自委托其它人员代理自己

的监考任务 ；

三级

4）无故缺席。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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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 范围 级别

B5

主考、监考教师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考试期间出现以下情况 ：

1）不按规定清理考场或不按规定查验学生证件 ； 四级

2）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进行与监考无关的活动，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或中

途无故离开考场≥ 5 分钟 ；

四级

3）监考教师在考场中已获得考生作弊证据，未终止当事人考试 ； 四级

4）监考教师对考场中违纪或作弊事件隐匿不报 ； 三级

5）考试结束后，所收回的试卷数与参加考试人数不相等，且监考教师未予

追回。

二级

B6 其他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行为和事件。 四级 ~ 二级

（续表）

（三） 成绩类（C）

子类 范围 级别

C1 教师不按评分标准故意提高或压低学生考试成绩≥ 10 分。 一级

C2 教学管理人员私自修改学生成绩。 一级

C3

考试结束后，教师未按规定报送学生成绩达以下情况 ：

1）超过学校规定时间≤ 2 天 ； 四级

2）超过学校规定时间 3-5 天 ； 三级

3）超过学校规定时间 >5 天。 二级

C4

成绩登录提交后，因教师工作失误等主观原因，需更改学生成绩达以下情况：

1）≤ 1 个教学班学生数的 10% ； 四级

2）1 个教学班学生数的 10%-20% ； 三级

3）>1 个教学班学生数的 20%，或造成较大影响及严重后果。 二级

C5 教务员在确认成绩过程中导致学生成绩出现差错。 四级

C6 其他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行为和事件。 四级 ~ 二级

（四）管理类（D）

子类 范围 级别

D1

未严格按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导致以下情况 ：

1）情节轻微者 ； 四级

2）情节较严重，发现后及时补救，未产生严重后果 ； 三级

3）情节严重，发现后予以补救，但仍造成产生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 二级

4）情节严重，发现后未补救，且产生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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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子类 范围 级别

D2

由于放假或全校性活动的教学调度通知内容不当或通知不及时，或因管理

人员工作失误，未及时、正确通知教师，造成教学秩序混乱达以下情况 ：

1）涉及 1 个教学班 ； 三级

2）涉及 2 个及以上教学班。 二级

D3

排课、排考不当达以下情况 ：

1）造成教室、实验室使用冲突，在接报后 15 分钟内妥善解决 ； 四级

2）造成教室、实验室使用冲突，未能在接报后 15 分钟内妥善解决，涉及

1 个教学班 ；
三级

3）造成教室、实验室使用冲突，未能在接报后 15 分钟内妥善解决，涉及

2 个及以上教学班。
二级

D4

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教学管理人员丢失在校生考试成绩、学籍信息、数据

等达以下情况 ：

1）≤ 1 个班 ； 二级

2）>1 个班。 一级

D5

教学管理人员工作出现以下情况 ：

1）错发、漏发学生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 ； 三级

2）因工作失误，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类证书证明 ； 二级

3）故意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类证书证明。 一级

D6 其他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行为和事件。 三级 ~ 一级

（五） 保障类（E）

子类 范围 级别

E1

非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出现以下情况，造成较大范围的教学秩序混乱，影

响正常教学秩序 ：

1）上下课铃声未按时响 ；

2）未按时打开教室或实验室门 ；

3）教学设备出现故障，未及时维修 ；

4）计划停电、停水、停气未及时通知 ；

5）班车延误造成教师上课迟到。

三级

E2 其他违反学校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行为和事件。 三级 ~ 一级

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及程序

第六条 认定各级教学事故的权限：

一级教学事故由校长办公会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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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教学事故由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

三级、四级教学事故由责任人所在部门认定，报教务处备案。若所在部门认定结果与本规定不

符，由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仲裁。

第七条 一、二级教学事故发生后，有关人员须3天内报告教务处，教务处查实后及时报请认定，

填写《教学事故认定通知单》发至责任人所在部门，由部门转发至责任人。

第八条 三、四级教学事故，由该责任人所在部门将《教学事故认定通知单》发至责任人，并将

处理意见报教务处备案。

第九条 未按规定处理者，发现事故拖延不报者或故意隐瞒本部门事故者，有关责任人应列为事

故的第二责任人。

第十条 同一人员连续两个学期内累计发生2次同一子类教学事故者，对第二次事故按高一事故等

级认定。

第四章 教学事故的处理

第十一条 教学事故依据级别不同，分别实施以下处理办法：

一、二级教学事故，报请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在全校范围内通报。

三、四级教学事故，由相关学院（部）、处在本部门范围内予以通报，并对责任人督促教育，加

强检查。

第十二条 对发生教学事故人员的行政处分按学校行政纪律处分的程序办理，处分决定存入事故

责任人的业务档案。

第十三条 各部门在年度考核、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聘任等工作中，应制订与教学事故处理挂

钩的规定。

第十四条 发生一、二级教学事故的学院（部）、处等单位的负责人，对教学事故负有领导责

任。对发生一级教学事故的学院（部）、处等单位取消该部门参加评选学校精神文明等先进称号、部

门年度考核评优的资格。

第十五条 对发生教学事故的人员，由人事处根据岗位职责及规章制度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六条 若事故责任人对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有不同意见，可在接到《教学事故认定通知单》

后10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有关申诉机构申诉，由申诉机构进行裁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沪应院教〔

2007〕85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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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为切实推进我校各类课程建设，全面提高我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并为培育申报市级重点课程和

精品课程打下坚实基础，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 课程建设的组织领导

（一）课程建设工作在主管校长领导下进行。

（二）教学指导委员会是课程建设审议机构。学校课程建设规划、课程评估指标体系、校级课程

建设立项等工作均需经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教务处承担校级各类课程建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国际交流处参与开展双语课程、示范

性全英语教学课程的建设与管理。

第二条 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

学校每年重点建设一批校级课程。优先建设全校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学科大类基础和学科专业

基础课程；优先建设具有我校办学特色的专业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有重点的建设校企合作课程、示范

性全英语教学课程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第三条 申报条件

（一）申报课程应为以前尚未进行校级重点建设的课程，或已结题验收5年以上的课程。

（二）课程负责人近两年应至少完成一轮本课程的教学。

（三）申报课程必须归属申报负责人所在的学院。

（四）课程负责人原则上不应有在建的课程建设项目，往年承担的课程建设验收合格。

（五）课程负责人应是本门课程教学效果优良的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在职教师，该门课程

的主讲教师优先。

第四条 课程建设的立项与过程管理

依据《关于加强本科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二级管理的实施意见》（沪应院教〔2013〕96号）执

行。

第五条 课程建设的经费管理和建设奖励

依据《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沪应院教〔2013〕36号）执行。

第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课程建设实施办法》（沪应院教〔2007〕48

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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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

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依据，肩负着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双重功能，对提高教学

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材建设是学校一项重要的教学基本建设，涉及到教材的

选用、预定与发行、编写、研究和评奖等环节。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要求，为

规范我校的教材建设，提高教材建设水平，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教材选用管理

教材的选用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和质量，为加强教材管理，保证使用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教

学，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市教委的有关文件精神，对选用教材工作特做如下规定：

第一条 选用教材的基本原则

（一）教材的选用要考虑到教育思想、人才培养规格、课程内容和教学基本要求等诸多因素，既

要符合教育部、上海市教委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又要体现学校的特色。

（二）有优秀教材或国家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推荐教材的基础类课程，应选用优秀教材或推荐教材

（近三年）。

（三）专业课教材中，应尽量选用优秀教材。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利用已有教材建设的优秀成

果，体现专业的特点，组织编写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

（四）新开设的课程应以选用较为成熟的教材为主。

（五）同一门课程原则上应选用同种教材。

（六）禁止各种理由为借口拒绝使用优质教材、推销或包销劣质教材。

第二条 选用教材的方法

（一）由教务处负责全校全日制本科生的教材征订和发放工作。教务处提供教学用书目录（电子

网站：www.jiaocaichina.com），规定征订及补订日期，并会同各学院（部）开展教材的征订。

（二）任课教师要广泛了解与本门课程有关的不同版本的教材，根据本门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地位和作用，结合教学基本要求，选出质量较高，适合我校教学需要的教材，写出教材选用说明，

提出使用计划，由所在教研室组织审查，各学院（部）审核，经部门主管教学的院长签字并加盖公章

报教务处备案后采购。

（三）各学院（部）对选用教材要严把质量关。教务处还要组织专家评议使用教材的质量，听取

反馈意见，及时总结和纠正教材选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四）教材被选用后，不得擅自更换版本，更不允许仅因任课教师变动而拒绝使用原选用的教

材。如因专业合并、课程调整等原因需要更换教材版本，要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所在教研室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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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讨论，并签署意见报教务处。教务处经过调查，组织论证，做出决定并备案。

第三条 注意事项

（一）各学院（部）要配合教务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材的征订工作，目录外的教材要由院

（部）、中心与教务处协商解决，需要自行外购的要经教务处同意。

（二）征订教材时，如因漏订而影响教学，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如因出版社停印等原因未能

订购到或订购数量不足，由教务处通知有关学院（部）另选教材版本。

第二章 教材预订及发行

第四条 教材的预订

（一）教务处负责全校本科生教材的订购工作。每年5月中至下旬预订秋季使用的教材，11月中旬

至下旬预订春季使用的教材。各院（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下学期配课表所开课程，通知有关

承担所开课程的教研室填写《教材预订单》，无教学任务书的课程不予订购教材。

（二）预订教材须填写《教材预订单》，印刷自编教材、讲义应填写《教材、讲义印刷申请

表》，要求字迹工整，没有漏项。经所在教研室及院（部）主管教学院长签字，加盖公章，教务处核

查签字生效，并由教务处负责组织落实。

（三）应尽量选用教学用书目录内的教材。如必须订目录外的教材，应提供教材的作者、版别、

和出版社，与教务处共同协商，并事先与有关出版社取得联系。

（四）预订教材报出后，不得再变更。如确因教学计划变动或特殊情况等原因需要变更教材时，

应提出书面申请，经教务处批准后，教务处给予更换。

（五）各院（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教材预订汇总表及讲义印刷申请表经部门主管教学的院长

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如有延误或遗漏，后果自负。如需临时订购教材，要事先联系，并到教

务处办理相应的手续。

（六）教材管理人员应落实教材预订的组织工作，做好防潮、防霉和防火等安全工作。

第五条 教材的发行

（一）学生购买教材采用自愿原则。新生领取教材以自然班为单位，其它学生按教材供应商发放

的领取教材通知为准。 

（二）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或实验人员发给本门课程的一套教材，担任重复课程教学任务者，一

般不再发给相同版本的教材，不担任教学任务的人员不发给教材。教师连续讲同一课程，如教材无变

化，每2年供应一次。教师教学用书应由院（部）教务员统一领取。

（三）为使教材的存档规范化，除教务处对教材进行必要的档案管理外，学院（部）每学期要留

存一套校印的自编讲义。

（四）凡领取的教材，如发现错装、缺页等严重缺陷，可在开课五日内持购书凭证调换。

第三章 教材建设

第六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组织骨干教师，结合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有

组织、有计划地编写、出版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具有我校特色的教材，特别是鼓励教师依

托校企合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出版具有鲜明应用型特征的教材。

第七条 教材建设项目的申报、立项及审批均由教材建设所在学院（部）负责。依据公开、公

平、合理、有效的原则，各学院（部）应制定教材建设项目的立项评审程序并在本部门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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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学校依据学院（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目标、教材建设规划、课程总数以及已建教材

的总量和质量等实际情况，对部分优秀应用型教材建设项目予以资助。

第九条 出版教材的登记。凡是由我校教师主编，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教材及教学参考书，在教

材出版年度内，最迟不超过半年，编者要填写《出版教材登记表》，并附教材的版权页到教务处办理

出版教材登记手续。

第十条 学校每两年组织1次校级优秀教材奖的评选，评出优秀教材进行表彰和奖励，并推荐申报

上海市级优秀教材奖。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沪应院教〔2007〕

5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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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实验、课程设计和实习课程指导书的选用与编写工作意见】

实验、课程设计、实习课程（简称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教材）是学生实践教学过程的指导性

资料，也是学生课前进行预习，了解实践教学内容和要求以及难点和重点的必读资料，对实践教学具

有重要作用。根据我校教学管理文件规定，特对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的选用和编写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章 三类实践课程教学教材的选用

第一条 根据学校教学管理文件规定，三类实践课程教学必须配备指导书。

第二条 全校与学科平台课程原则上根据教学大纲基本要求选用近三年新版的三类实践课程指导

书，特别是优先选用教育部推荐的、获奖的或公认较好的适应性强的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

第二章 三类实践课程教学教材的编写

第三条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目前无法优选的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或为充分体现专业特色的三类

实践课程指导书，可由有关教研室组织相关课程的教师编写，一般以课程组或专业进行汇编，若课程

时数或指导书内容较多的课程可单独编写。系（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审定。

第四条 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的编写要注意其内容与理论教学内容相结合，要力求详略适当、富

于启发性；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开出更多具有我校特色的“三性”实验和

实践项目。

第五条 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的实践项目名称、内容、要求、安排、考核等都必须与实践课程教

学大纲相符，

第六条 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所列项目数量可多于相应大纲规定的实践项目数，便于学生选择实

践内容，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对自选实践项目应写清范围和要求。

第七条 学年第一学期使用的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一般应在6月30日前交稿；学年第二学期使用

的三类实践按课程指导书，一般应在11月30日前交稿。

第八条 以上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应与实验报告、课程设计说明书、实习报告分开编写印刷。

第三章 三类实践课程教学教材的编写格式规范

第九条 三类实践课程指导书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封面、序（或前言）、目录、正文、附

录、参考文献等。

（一）封面：封面上应列出三类课程指导书名称、主编、参编姓名、适用专业，学院名称、日

期。对于以课程组或专业汇编三类课程指导书，还应列出汇编的课程名称。

（二）序或前言：编著三类课程指导书一般应有序或前言，用以说明编著本课程指导书的特点、

适用范围、对本书内容作适当的介绍及其需要说明的其他有关事项。修订再版的书稿，应加再版前

言，并保留初版前言，便于读者了解本课程指导书初版以来的一些情况，修订的原因和修订的内容。

排列顺序依出版时间由近及远。

（三）目录：目录层次应依据具体情况决定，单门课程的指导书一般只有一级标题；以课程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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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等汇编的指导书一般为两级标题，一级标题为课程名称，二级标题为实验或课程设计项目。

（四）正文

1. 实验指导书正文一般应包括实验项目名称、实验项目基本情况（实验类别、实验性质、实验时

数、每组人数）、实验目的要求、实验原理、实验仪器设备及实验材料、实验内容步骤、注意事项、

实验结果、实验报告要求等内容。

2. 课程设计指导书正文一般应包括课程设计项目名称、设计目的、设计内容及步骤、设计要点、

设计进度安排及主要技术关键的分析、解决思路和方案比较、应完成图纸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工具书

和参考资料的介绍和查阅方法、设计成绩的考核等内容。

3. 实习指导书正文一般应包括本次实习的内容与要求，实习安排，实习操作的要领和安全注意事

项，以及对实习日记、实习报告的要求、实习成绩的考核、必须复习的教材内容和阅读的参考资料、

结合现场实际的思考题等内容。

（五）附录：与本课程指导书有直接关系的文件、图表、索引、资料、对照表等，可以用附录的

形式，附加在正文后面。一般书刊、手册上可以查到的资料不必编列。附录内容列入目录。

（六）参考文献：编写本课程指导书时，曾引用、取材或参考的主要书刊，或可供读者进一步查

考、探索的参考资料。

（七）格式规范

以教务处提供的统一格式为准。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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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49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管理规定

人才培养方案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学校教育思想和实现培养目标的总体设计，是学校组织

教学活动和从事教学管理的主要依据，也是学校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与评价的基础。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与实施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培养方案制定工作流程和确保培养方案制定质

量，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人才培养方案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主动适应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彰显

我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要从行业和岗位（群）的实际需求出发，依据“实基础、强能力、重应

用、求复合”的基本原则，构建以能力为本的课程体系；重视公共基础课程与学科大类课程平台建设

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重视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创意教育的贯通性，重视素质教育在教学全过程中的

渗透性。努力构建“知识能力与职业素养并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校内学习与企业社会实践

融通、课内教学与课外习训互补”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以“本科水平、技术特长”为特征，培养

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以一线工程师为主的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

第一条 夯实本科知识基础，增强学生发展后劲

进一步明晰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对基础理论与知识的要求，完善学校通识课程平台和公共基础课程

平台建设，不断优化公共基础课程内容，充分发挥公共基础课程的基础性、专业连接性和工具性等功

能，按照分层和分类的原则逐步建设和完善针对机电类、化工类、经管类等不同专业培养需求的公共

基础课程平台，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发展的需求。

第二条 丰富跨学科专业教学资源，培养复合型人才

充分整合和优化学校多学科、多专业的教学资源，继续实施按学院学科大类招生。加强跨学科的

教学组织和跨学科的教学资源建设，增加学生选择不同专业选修课程的空间。

第三条 加强与完善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依托校企合作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更加关注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和

技术创新能力。要以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为统领，整合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验实践类

课程，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一体化，达到培养学生不仅能熟练掌握一门技术、还应具备一定的

创新技术的潜质目标，切实体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

第四条 强调创新创业创意教育，体现时代精神

进一步完善全校“三创”（创新、创业、创意）教育体系。以培养创新创意意识、创新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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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为主线，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三创”教育课程体系，并在专业课程中融入

“三创”教育内容。培养学生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克服困难的坚韧毅力，将“三创”教育贯穿于本

科人才培养全过程。

第五条 依托行业面向企业，突出人才培养特色

传承学校“依托行业、服务企业，重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办学传统，根据国家对地方普通本

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凝练以行业需求为主导、以应用技术为重点的人才培养特色，坚持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之路。从建成一批职业教育特征鲜明、行业认可度高的应用型本科专业

的目标出发，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相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相对接”的原则，制定具有鲜明现代职业教育特征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与相关中职、高职专业

相衔接的本科专业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推进实施“双证融通”工作，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

质量的第三方评价作用。

第二章 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框架

第六条 培养方案主要分为文字说明和教学进程表两部分：

（一）文字说明部分主要包含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主干学科、核心课程和主要实践

教学环节、学制、学分及学位等内容。

（二）教学进程表主要包含课程的学期安排，课程的学分、学时、考核方式，各教学模块学时、

学分数以及比例等内容。

第三章 主要质量标准

第七条 为确保实现“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

“专业定位、建设和培养效果的符合度”，各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努力实现以下主要质量标

准。

第八条 培养目标质量标准

（一）符合学校办学定位。

（二）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需求紧密对接。

（三）体现生源特点，注重知识、能力、素养协调发展。

（四）专业定位准确、特色鲜明，能够清楚地确定所面向的行业领域和岗位群，体现学生的竞争

优势。

（五）体现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合理预期，能反映学生毕业后5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能取得

的成就。

第九条 培养要求质量标准

（一）能够有力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描述清晰。

（三）体现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本专业的基本要求

（四）工科专业特别是申请参加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应覆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与专业补

充标准要求。

（五）能够凸显专业特色，文字描述恰当、严谨、清晰。

第十条 课程体系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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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够有力地支撑培养要求（毕业要求）的达成。

（二）体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对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的要求。

（三）工科专业特别是申请参加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应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补充标准要

求。

（四）课程结构合理，各模块比例与学分要求符合学校规定。

（五）有明确的主干课程或核心课程，课程之间逻辑关系清晰。

（六）专业特色鲜明，能够体现学科专业发展的前沿动态。

第四章 有关课程安排

第十一条 通识课程

不断优化通识课程的数量和结构，依据应用型人才的全面发展需求，实施与之相对应的人文、科

学、艺术和职业素养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与思维方式，发挥通识课程在学生综合素养培育中的

价值引领和文化浸润功能。通识课程主要包括人文精神与明德修养、科学精神与技术创新、企业文化

与职业素养三个模块，每个模块设置相应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第十二条 公共基础课程及学科大类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面向全校学生，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大学英语、计算机、体育、国防教育、数学

和物理、大学语文和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等课程构成，旨在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身体

素质文化素养和各种基本综合能力的训练。学科大类基础课程面向专业大类学生设置，体现了对专业

大类人才培养的基础性要求，以达到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共享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资源，规范知识体

系和拓展学生知识面的目的。

第十三条 学科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模块平台

各专业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提出的时代需求，加强专业课程的改造力度。在精练

和强化经典、核心、基础内容教学的基础上，搭建专业的基础课平台，重点建设专业核心课程群，保

证专业核心知识、能力的教学需要。各学院应基于岗位群的定位设立能力模块，探索搭建由柔性专业

模块和系列课程群组成的专业模块平台，并积极开设跨专业、跨学院的专业选修课程和由企业与行业

专家参与的校企合作课程。要落实课程思政的教学要求，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努力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目标。

第十四条 实践类课程

实践教学体系分为四个平台，即：公共基础实践平台、公共基础综合实践平台、学科专业实践平

台和学科专业综合实践平台。公共基础实践平台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大类基础课程所包含的各类

基础性实验；公共基础综合实践平台包括工程实训、社会实践、国防教育、专业认识实习等；学科专

业实践平台包括各类学科专业基础及专业的实验教学（含实验、上机）、课程设计（大型作业、学年

论文）、 实习（生产实习）等；学科专业综合实践平台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课内外科

技创新活动、职业技能竞赛与职业资格鉴定、创业创意教育活动等。学校提倡各学院因地制宜地组织

学生参加国内外的学科与技能竞赛，参加寒、暑期的企业见习实习、社会实践、短期游学等多种教学

活动。

第五章 制定流程

第十五条 学校下发每年下发关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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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各学院根据相关文件的精神和要求，进行广泛专业调研。

第十七条 在调研的基础上，由专业责任教授领衔，会同专业教师和行业、企业专家共同拟订各

专业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的制定应满足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毕业要求）、课程体系三个质量标准的

要求。

第十八条 培养方案制定完成后，需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论证、审议并提出修改建议。审议通

过后，由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及学院领导共同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后送教务处。

第十九条 教务处组织对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审查，并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方可

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本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在遵守其他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参

照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人才培养计划管理暂行办法》（沪应院教

〔2007〕45号）、《关于制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的说明》（沪应院教〔2007〕46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176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上应教〔2017〕50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

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专业建设的管

理，促进学校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方面的协调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的通知（教高〔2012〕9号）》和

市教委有关专业设置规定的精神，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设置和调整本科专业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应主动适应国家和上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知识创

新、科技进步以及学科发展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需求；应遵循高等教育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促进学校办出特色，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设置和调整专业应有利于提高质量和办学效益，从学校发展的整体需求出发，形成合理

的专业结构和布局。

第三条 设置和调整专业应符合国家关于专业设置的规定，优先考虑设置国家和上海市经济急需

的、拟重点发展的专业，或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专业，或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发挥办学整体优势的

专业。

第二章 专业设置

第四条 设置专业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

（三）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

（四）有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

（六）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有

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

（七）除具备以上基本条件外，设置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还需具备以下具体要求：

1. 有一定的行业基础或在行业中有影响力，对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支

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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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有相关辅修专业、专业方向试点的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

3. 有完整的调研论证报告；

4. 有合理的教师队伍结构，要有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和发展目标的“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

师；

5. 具备良好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和企业协同创新平台。

第五条 专业设置申报程序

专业设置由教务处归口管理，以学院为单位统一申报。学校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设置专业，

经以下程序报教育部备案。

（一）各二级学院将申报材料于每年5月底前报送教务处。申报时应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1.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专业或审批专业）申请表，

2. 设置专业可行性分析报告（含学校或学院拟设专业建设规划及申请表相关佐证材料）

（二）教务处组织校内外专家（校际同行、行业或企业专家）以听证会、评审会、讨论会等多种

形式，对拟设置专业进行论证，并形成书面意见。

（三）教务处汇总申报材料和专家论证意见，递交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评议，并报校长办公会

议审定、批准。

（四）学校批准设置的专业相关材料将在校内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一周。

（五）学校将于每年7月31日前通过专门网站提交专业设置申请材料，内容包括：学校基本情况、

人才培养方案、教师基本情况、办学条件等。

（六）高校专业设置申请材料在专门网站公示，公示期为一个月。

（七）公示期满后，学校将公示期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及专业设置申请材料报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

（八）教育部于当年11月30日前公布备案结果

第六条 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设置

（一）设置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按二、（二）条“专业设置”有关程序和要求将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审批后的申报材料报教育部审批。

（二）教育部于当年11月30日前公布审批结果

第七条 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设置

（一）教务处通过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对拟申报的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进行审议。审议应

对标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参考国际同类专业设置的相关内容，审议内容包括设置目录外应用

型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学校基本情况、专业基本要求、人才培养方案、教师基本情

况、办学条件、以及该专业与所属专业类中其他专业的区分情况和培养特色等，经专业设置评议专家

组织审议通过并在校内网站上公示。

（二）依据二、（二）条“专业设置申报程序”和上海市教委有关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第八条 本科专业方向申报条件和程序

（一）专业方向申报条件

1. 拟申报的专业方向所依托的专业必须是专业建设扎实，教学基础条件好的优势或特色专业。

2. 拟申报的专业方向一般应培养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或具有特色的人才，要有人才需求论

证报告。

3. 有拟申报的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相应的教学设施等办学条件。

（二）申报程序

参照专业设置申报程序，在每年5月底前由二级学院报教务处，经校领导审批后，报市教委审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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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第三章 专业调整

第九条 调整专业名称时，如调整为《专业目录》专业（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按备案程序

办理；如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或新专业，按审批程序办理。被调整的专业按撤销专业处理。撤销

专业由学校教务处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条 调整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时，按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调整专业须在妥善安排拟调整专业在校学生培养工作前提下进行。

第十二条 现设专业连续五年不招生的，原则上按撤销专业处理。

第四章 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

第十三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为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

第十四条 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织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等，对本校设置

和调整的专业进行审议，并积极邀请校外相关领域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参与审议。

第五章 专业监督检查评估

第十五条 学校主管部门应指导、督促各学院加强专业建设与管理，不断促进教学条件的完善和

教学质量的提高，适时对专业进行检查、评估。

第十六条 对新设置的专业，学校将在招生一年后组织有关专家等进行专业建设中期检查，建设

不力的专业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改。招生后第三年时，接受市教委的新专业检查。

第十七条 对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学校建立年度检查制度。在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单列目录

外应用型本科专业建设质量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并接受上海市教委组织的市级检查和专业评估。

第十八条 对于疏于建设与管理，致使专业设置后丧失开设该专业所需条件的二级学院，学校将

令其限期整改、调整，直至撤销该专业。

第十九条 对不能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又未能及时调整办学思路的专业，

应限期整改、调整直至撤销该专业。

第二十条 对社会人才需求严重不足，办学特色不突出的专业，学校将对其采取限制招生数量、

隔年招生等措施，直至撤销该专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从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施行，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

定》（沪应院教〔2012〕90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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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5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教学工作基本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适应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增强全体教师的工作责任心，明确各教学工作环

节中的工作规范，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使教学工作向着科学化、制度化

和规范化的目标迈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从事全日制本、专科教学工作的教师。

第二章 师德修养

第三条 教师是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主体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实施者，应忠实

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职责。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高尚的品德、强烈

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二）严于律己，遵纪守法，热爱学校，热爱学生，胸襟宽阔，谦虚好学，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

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促进和帮助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

（三）教师应为人师表，不得有下列情形：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言行；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

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

薪行为；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等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等财物；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

为。

（四）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按规定要求履行教师职责。

第三章 岗位培训及教学准备

第四条 教师应通过各种方式完成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培训，认真学习、研究教育科学理

论，努力掌握教育教学规律。

第五条 新聘教师要做好岗前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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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聘教师必须根据相关要求参加有关的岗前培训，熟悉学校发展定位、教师职责和各种教

学管理规定。

（二）新聘教师由所属学院（部）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青年教师助教工作制度实施办法》的

要求，安排针对拟开课程进行助教工作。

第六条 新开课教师要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新开课教师必须由所属学院（部）检查其教学准备情况并安排试讲，经相关系或教研室主评，所

属学院（部）领导认定，试讲效果达到教学要求的，可视情况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安排教学任务进入试

教实践阶段。在试教实践阶段必须完成以下工作：

（一）按照拟开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课程的内容、重点和难点，并认真钻研教材和相关教

学参考书。

（二）根据课程具体情况，在开学时原则上要写出拟开课程的全部教案和讲稿初稿及制作多媒体

课件，并完成1／3以上的作业题。做到课前与指导教师沟通教学内容、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课后征

求指导教师意见，及时改进不足之处，调整教学方法。

（三）在实验室完成拟开课程计划开设的实验项目并有实验记录。

第七条 教师开新课的基本要求和程序

（一）开新课教师应对本学科领域有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拟开课程的教材和参考资料有深入的

钻研。

（二）开新课教师应提前一学期向教研室提出申请，由教研室组织审查新课的教学大纲、教师学

期授课计划、讲稿及教案初稿，由教研室组织开新课教师试讲，经相关教师评议，确认具备开新课的

基本条件后报学院审定。

第四章 教学文件与教材

第八条 全校安排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是人才培养方案

（一）教师是制（修）定人才培养方案的主体，应该由专业责任教授主持完成。教师必须本着

以学生为本、服务社会的高度责任心对待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教师应服从所属学院（部）的安

排，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研讨和制（修）定。

（二）教师必须承担人才培养方案中与自己的教学任务相关的各教学环节的教学大纲、指导书等

制订或编写工作。

（三）任课教师都要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认真编写教师学期授课计划，并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

内容和要求组织教学。如需变动，要提出书面申请。教师学期授课计划要在开课前按规定交所属学院

（部）。

第九条 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认真选用教材和参考书。首选“马工程”重点教材、获奖优秀

教材和新版教材。对于特色课程，提倡教师自编讲义作为教材或补充教材。

第五章 备  课

第十条 教师应认真备课，认真撰写教案和讲稿。教案和讲稿要严格按教学大纲编写，并根据社

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及时增加和补充前沿内容。

第十一条 同一学期同一课程（课程代码相同）有2位及以上教师开课的，要逐步实现集体备课，

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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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任新课教师开学时应完成总学时数三分之一学时的备课任务，期中时应完成总学时数

三分之二学时的备课任务；任教未满三年的新教师开学时应完成总学时数二分之一学时的备课任务，

期中时应完成全部备课任务。

第六章 课堂教学

第十三条 课堂教学是高等学校的主要教学活动，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课堂教学质量

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课堂教学状况是教风和学风的综合反映。

第十四条 教师应根据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组织课程教学，深入

挖掘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着力将教书育人内涵落实于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中。帮助学生开启

智力、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广泛而丰富的、高品位的文

化素质教育内容融入学生心灵深处，为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人生追求奠定基础。

第十五条 教师应大力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改革陈旧单一的传

统教学方式，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在课堂讲授中，应引进学科前沿信息，处理好知识、能力、素质的关

系。总结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和经验，分析多媒体教学的具体适应课程对象和学生对象，支持专业课教

学中选用优秀多媒体课件，特别鼓励研究、制作具有我校特色的多媒体课件和微课程。

第十六条 课堂授课应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论证严密，逻辑性强，突出重点和

难点；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应将获取知识的方法教给学生，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能力。

适当更新讲课内容，及时传递本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新成果和新进展；语言准确、简练、生动、节奏适

当；板书易识，板图正确；承上启下明显，时间分配恰当。

第十七条 建立学生教学信息网，及时反映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学生教学信息员应全面了

解本班教与学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本班同学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准确地反映给学校有关部门。学校就

信息员反映的重大问题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调研，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学校将利用校园网建立学生－

教师－管理人员互动的交流平台。

第十八条 维护课堂教学秩序，严格课堂纪律，保证课堂教学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

（一）教师应对课堂教学秩序负责。指定教学班长或课代表、及时点名确保出勤率。制止和批评

任何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

（二）教师上课须遵守上、下课时间，应提前到达上课教室做好上课前的一切准备，如调试好投

影、扩音器等。上课期间严禁使用手机及其它无线通信工具进行与教学无关的通话，对学生违反课堂

纪律的行为要及时批评指正。

（三）制止无关人员擅自进入教室。旁听、进修人员听课应携带学校发给的证件。

第七章 辅导答疑和课后作业

第十九条 辅导答疑是教师课堂讲授的重要补充环节。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吸收课堂讲授的内容，

了解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内容包括：指导学生制

订自学计划、阅读教材和参考书、查阅文献资料、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等。答疑、辅导要同

时关注基础较差的和优秀的学生。对学生提出的普遍性问题，也可进行集体辅导。

第二十条 答疑辅导分 “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教师要根据自己的岗位和职称完成学校规

定的答疑辅导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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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课后作业布置和要求

（一）为配合课堂讲授，任课教师须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布置作业。作业的类型可为：

必读书目、读书笔记、资料卡片、练习题等。教师布置的作业量应适度，作业内容既要密切联系课堂

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又要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提高分析能力。

（二）批改作业是掌握学生吸收教学内容程度的有效环节。作业的批改量一般不得少于1/2，配备

助教的课程作业必须全部批改。教师批改作业要认真、细致、及时，要指出作业中的突出优点、独立

见解之处，对错误之处要督促学生进行纠正。对作业潦草、马虎、画图草率的，应退回令其重做；对

抄袭作业的学生，应进行严肃批评，并令其补做。

（三）作业成绩是评定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之一。教师须做好平时的每次作业成绩登记，并应妥

善保存。在期末考试前，教师应向学生公布学生的平时成绩并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中登录。

第八章 实践教学

第二十二条 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训练、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的重要环节。学院（部）及实验中心必须加强实验课的管理，认真落实教师、实验指导书、设备和仪

器，保证实验按时开出。所有实验必须严格按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不得擅自减少实验项目和内

容。应当吸取科研和教学的最新成果更新实验内容，积极开设设计性、综合性实验。

第二十三条 指导实验的教师必须课前进行预实验，应检查实验仪器、设备的性能和试剂的有效

性。首次指导实验的教师需经教研室或实验中心考核符合要求方可指导实验。

第二十四条 实验前，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对学生进行实验室规章制度的教育，要求学

生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实验中应严格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未经预习的学生不准做实验；学生实

验完成后，指导教师应检查实验数据记录纸，并在记录上签名。学生上交的实验报告，须检查是否有

经指导教师签名的原始数据记录，教师应仔细批改实验报告，对不符合实验要求或数据不全的报告，

应退还学生，令其重做。

第二十五条 教师应参与实习计划和实习大纲的制订。所有下厂实习、社会实践（以下均简称实

习）均应按经批准的实习计划和实习大纲的要求进行。指导教师应提前到达实习地点，了解和熟悉情

况，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制订实习实施计划，实习实施计划应具体列出实习进程和各阶段的要求。并

于实习开始前一周内将实习实施计划报学校教务处。 

第二十六条 指导教师在学生离校实习之前，要教育学生遵守纪律，做好保密、安全工作。实

习中，指导学生写好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解答学生实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实习结束前，学

生应写好实习报告。指导教师应认真评阅报告，并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考核。要根据学生实习期间的

表现、实习报告的质量和考核的结果，评定学生的实习成绩。实习中遇有重大问题应及时向所属学院

（部）和学校报告。指导教师返校一周内应写出实习书面总结，并连同学生实习成绩和全部实习日

记、实习报告交学院保存备查。

第九章 考试考查和过程考核

第二十七条 课程考核是检查学生在学习阶段知识、能力、素质掌握运用情况的重要手段。为实

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充分发挥考试在教学过程中的鉴定、引导和激

励功能，结合各专业、各类课程的自身特点，要积极开展考试方式的改革，将教学过程考核与期末考

核有机结合，将考试分解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提高考试效度。并以考试方式的改革推动教学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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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变革，重视学生学习能力、创造力的培养及其个性化的发展。

（一）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类，按课程教学大纲规定。考核形式有笔试（闭卷、开卷）和

口试，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的要求选择适当的考核形式。考试命题以教学大纲为依据，重点考查基础

知识、基础理论和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概念、理论、应用、分析、综合等方面要兼顾；

注重考题对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引导。题量应与考试时间相匹配；试题表述要简

练、明了、准确。要改变单纯凭经验命题的方法，逐步实现考试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二）将教学过程的考核与期末考核有机结合，将考试分解到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形

成过程考核，以提高考试效度。逐步推广的各门课程。

（三）全校公共必修课和各专业基础课要逐步建立试题（卷）库，实现考教分离。全校公共必修

课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评分。无试题（卷）库的课程考试应同时拟定出Ａ、Ｂ卷，其

题量和难度应相同。

（四）教师应做好考前答疑，但不得给学生划范围、圈重点，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考题。

（五）监考教师应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宣布考场纪律、检查考试证件并准时发试卷。考试过程

中，监考教师应认真巡视考场，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不得在考试中给学生以任何暗示。如发现学生

有违纪或作弊行为，应当场认定性质并没收或暂扣有关物证，认定为作弊的应当场宣告取消其考试资

格。《考场记录单》必须明确记录缺考、违纪、作弊的学生及主要情节。不得隐瞒或私自处理，并在

考试结束后立即将违纪、作弊证据及《考场记录单》交教务处。考试结束，按时收卷，当场清点试卷

并如实填写《考场记录单》，交开课所属学院教务办公室。

（六）教师应客观、公正、认真、仔细评阅考卷。教师应在考试后五日内完成成绩评定和网上成

绩登录，经教务员确认后打印一式三份成绩单，签名后在考试后五日内交开课所属二级学院教务办公

室。未经教务处批准不得重新评卷或更改成绩。考后要认真做好试卷分析。

（七）为了检查阅卷质量，教务处在考试后应组织常规性考试复查，复查的对象由教务处随机抽

样决定。

第十章 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论文）

第二十八条 承担指导课程设计（论文）任务的教师，要对已确定的课程设计（论文）课题的内

容作充分的准备。课程设计（论文）课题的要求应明确。有实验任务的设计课题，教师须根据实验室

的设备状况、经费情况，对实验的内容和工作量作适当的估计。既要防止出现要求过高，而实验设计

条件不足的现象，也要防止实验工作过于简单，达不到教学要求与效果，以保证课程设计（论文）任

务饱满，内容充实。

第二十九条 毕业设计（论文）是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的训练。因此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应

尽可能面向社会、面向生产实际。提倡结合教师的科研课题及实验室建设的实际任务选题。题目或内

容应经教研室认真讨论，并达到培养学生多种能力的目的。

第三十条 毕业设计（论文）进行中，指导教师应安排足够的答疑、检查时间。因特殊情况须离

校出差时，教师应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指导教师请假时，必须请其他教师代为指导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评定，必须采用答辩方式。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应在答辩前写好评语。各学科要按专业方向成立答辩委员会，也可邀请科研、生产部门的专业人员参

加答辩会。各系要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制订评分标准。答辩时既要向学生质询课题中的关键问题，也

要考察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情况，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创新能

力、论文写作能力、资料查阅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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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学纪律

第三十二条 教师应注重在专业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

人。 

第三十三条 教师要自觉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不得随意变动上课时间、地点或更换教师。任课

教师因病、因事不能上课时，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职工请假与考勤制度》，应提前请假并提交

调课或停课申请。

第三十四条 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基本要求，严格按规定的内容和进度组织教学，鼓励教师补充本

课程学科和技术前沿发展的知识，教师不应讲述与课程内容和课程学习无关的内容，也不能任意增减

课时和变动教学内容。

第三十五条 学校建立学生评教制度，定期听取学生有关教学的意见。对误课、迟到或提前下课

的教师，对教学不负责的教师，对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学生有权向教师、系主任、教务处、校

长提出意见。教师要虚心接受意见，认真改进工作，不得以任何方式打击报复。

第十二章 奖励处分

第三十六条 学校对认真执行《教师教学工作基本规范》，在教书育人、教学质量、教材建设、

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给予相应的表彰奖励。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学校将视情节和性质，按《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对事

故责任人进行必要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范由教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规范从2017年3月10日起颁布执行。原《教师教学工作基本规范》（沪应院教〔

2015〕1号）、《关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沪应院教〔2007〕65号）和《教案、讲稿编写

要求》（沪应院教〔2007〕81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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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5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大学英语课程是我校人才培养计划中重要的公共基础必修课，是我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

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

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为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

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打下良好基础。

学生应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达到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综合运用英语能力，并

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学位考试。为有效组织我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特制

订本课程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办法。 

一、课程设置

大学英语课程主要分为“大学英语基础阶段课程”和“大学英语拓展阶段课程”两部分。共安排

五个学期256学时的教学。

二、分层分类教学

课程实行分层次教学，外国语学院和教务处根据学生入学摸底测试成绩决定学生进入相应层次学

习（艺术类学生不实行分层次教学）。具体分班按选课有关办法执行。

大学英语拓展阶段课程主要分为英语听说类、英语读写类、英语文化类等模块课程，并实行选课

制。

三、考核及命题

分层次教学的考试实行教考分离的原则，考核方式以笔试为主，同时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型确定各

类语言应用能力考试的比例。期末试卷根据不同级别分别命题，试卷集中批阅。

A级学生的卷面成绩乘以1.05的难度系数，以平衡课程要求较高对成绩绩点的影响。

四、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除外语专业、中外合作专业、卓越工程师等教改专业以外的其他所有专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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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5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学生修读体育课程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体育课程是我国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计划中的公共必修课程之一。根据国家颁

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2014年修订）》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体育课学分设置与分配

第一条 体育课为公共必修课程，修满为4学分。

第二条 一年级2学分（每学期1学分），二年级1学分（每学期0.5 学分），三年级体质健康测试

0.5学分，四年级体质健康测试0.5学分共4学分。

第三章 体育课程设置

第三条 课程类型：特色普修课、兴趣选项课、康复保健课、运动训练课和体质测评课。

第四条 开设对象：一年级学生主修特色普修课；二年级学生主修兴趣选项课；病、残不能正常

参加体育课学习的学生主修康复保健课；校运动队学生主修运动训练课；三、四年级学生主修体质测

评课。

第四章 体育教学

第五条 体育教学由课内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两部分组成。

（一）课内体育教学

课内体育教学由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构成。

1. 实践教学

（1）特色普修课教学内容：以健身操、太极拳为主项，并分别分配到两个学期中。

（2）兴趣选项课教学内容：包括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空手道、散打、瑜

伽、体育舞蹈、形体、健美和健美操等，两个学期各选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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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动训练课教学内容：以各专项运动为主。

（4）体质测评课教学内容：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评项为主。

（5）体能课教学内容：以各项身体素质为基础，结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的体能项目，

突出有氧耐力和力量素质。一至四年级均含有体能内容。

2. 理论教学

以“体育与健康”为主线，突出体育锻炼的科学方法与卫生保健、体质测量与评价等方面知识。

一、二年级各学期均含有理论课内容。

3. 保健教学

以太极拳和传统养生内容为主。同时，根据学生病、残情况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教学内容。

（二）课外体育活动

课外体育活动由课外体育锻炼和自主体育锻炼组成。

1. 课外体育锻炼

课外体育锻炼为制度化锻炼。锻炼形式包括晨锻炼、午锻炼以及体协锻炼等。一、二年级各学期

课外体育锻炼为11周，每周2次（其中晨锻炼和午锻炼每周各1次）。锻炼内容以规定的基础体能和单

项体育运动为主；并以出勤率和锻炼态度纳入体育课成绩。

2. 自主体育锻炼

自主体育锻炼为个性化锻炼。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按自我需求进行体育活动外，还应积极投入学

校、学院组织的各项体育单项协会和阳光体育竞赛活动。

第五章 体育课考核内容和成绩评定

第六条 考核内容

1. 一年级第一学期考核内容由技能、课外锻炼、体能、平时成绩组合而成；一年级第二学期考核

内容由技能、理论、课外锻炼、体能、平时成绩组合而成。

2. 二年级第一学期考核内容由技能、课外锻炼、体能、平时成绩组合而成；二年级第二学期考核

内容由技能、理论、课外锻炼、体能、平时成绩组合而成。

第七条 成绩评定方法

1. 一年级第一学期考核内容由技能30分、课外锻炼30分、体能30分、平时成绩10分组合而成。

2. 一年级第二学期考核内容由技能30分、理论10分、课外锻炼30分、体能20分、平时成绩10分组

合而成。

3. 二年级第一学期考核内容由技能30分、课外锻炼30分、体能30分、平时成绩10分组合而成。

4. 二年级第二学期考核内容由技能30分、理论10分、课外锻炼30分、体能20分、平时成绩10分组

合而成。

5. 三、四年级考核内容由体重指数15分、肺活量15分、50米跑20分、坐位体前屈10分、立定跳远

10分、男生引体向上（女生1分钟仰卧起坐）10分、男生1000米跑（女生800米跑）10分组合而成。

6. 体育课成绩低于60分为不及格，凡不及格者须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不及格者应重修。

第八条 其他评分事项

1. 体育课学生旷课一次扣体育成绩总分的10%（10分）。

2. 体育课学生迟到或早退一次扣体育成绩总分的2%（2分）。

3. 体育课学生迟到或早退累计满三次扣体育成绩总分的10%（10 分）。

4. 学生缺课达到或超过总学时数1/3（包括事假与病假），则该学生体育成绩不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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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请病假须出具由学校医务室开出的病假单。

6. 学生请事假须出具由学院学办开出的事假单。

7. 因身体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申请缓考的学生，应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提前到教务处办理相关手

续，并告知任课教师。

8. 学生在体育课或课外体育锻炼过程中出现违纪违规行为，则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9. 因缺课时数和课外体锻次数而参加“二考”的学生，“二考”成绩最高计为“60”分。参加其

他项目“二考”的学生按实际得分评定。

10. 课外体锻缺勤次数达1/3及以上，“二考”取消补体锻资格。

第六章 教学日常管理

第九条 上课着装及学习纪律

1. 必须穿运动服装、运动鞋参加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

2. 上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3. 上课认真听讲，积极锻炼，注意安全，完成学习任务。

4. 课外体育活动前，学生必须自行做好准备活动，并注意安全。

第十条 体育保健课

学生因病、残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学习，须由本人在所在学院领取和填写《学生体育保健课申请

表》，经校医保中心核实、签批，所在学院和体育教育部同意后，提交教务处备案；体育教育部将根

据学生的实际病情，安排其参加体育保健班；参加体育保健班的学生，其体育成绩在学期成绩登录表

中注明“保健课及格”或“保健课不及格”字样。

第十一条 体育课第二次考试不及格重修

凡体育课第二次考试不及格重修者，届时由教务处下发通知，学生接到通知后，按要求办理重修

手续。

第十二条 因病缓考

学生在体育课考试期间，因病不能按时参加正常考试，须由本人凭校医保中心或医院出具的病情

证明，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后参加第二次考试，其成绩记入正常体育课成绩；

第十三条 因病体育课见习和休息

1. 学生因病，当日不能参加正常的体育课，须由校医保中心出具病情证明，并由体育课任课教师

安排见习和休息。

2. 未征得体育课任课教师的同意，学生不得在规定的体育课时间内就医（急诊除外），违者按有

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学生违纪违规处理规定

第十四条 凡学生在体育课中考试作弊，按我校《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处理。

第十五条 凡学生在体育课考试和课外体育活动中有违纪违规行为，其体育课违纪违规相应考核

项及课外体育活动成绩以零分计，并按我校《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处理。

第十六条 凡学生缺课三分之一及以上，不得参加第二次考试，应当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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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学生修读体育课程的规定》（沪应院教2007[32]）同时

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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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6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教学工作两级管理职责（试行）

为进一步明确校、学院（部）两级教学管理职责，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保障人才培养质

量，特制订本管理职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教学工作由校长负责，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分管校长和校教学指导

委员会指导下，教务处全面管理教学工作。

第二条 学院（部）负责管理本单位的教学工作。院长（主任）是教学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在

学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主任）主持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学院（部）

设教务员，协助处理日常工作。

第二章 发展规划与建设

第三条 学校职责

（一）研究并提出学校教学工作发展规划和本科专业设置及优化调整、招生规模等总体方案。

（二）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教学工作发展规划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总体设计。

（三）组织实施全校性的课程及教材规划和建设。

（四）组织实施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和各类专项建设的规划以及检查、验收工作。

（五）组织实施校级及以上实验室建设的整体规划和建设项目立项、检查与验收工作。

（六）组织各学院（部）制定各类教学建设项目年度预算，审定和划拨各学院（部）专项教学经

费。协助上级主管部门、财务处对各学院（部）教学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学院（部）职责

（一）在学校教学工作发展规划和本科专业建设整体规划的基础上，组织制订全院（部）的教学

发展和专业建设规划，全面统筹专业设置与调整、招生等任务。

（二）根据学校的有关要求，组织各专业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的修、制定工作，组织学院（部）教

学指导委员会和行业企业专家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和审议，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编写和修订

教学大纲。

（三）根据学校总体规划，做好各专业的课程及教材建设方案，并做好具体申报、建设和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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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系（教研室）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组织教师参与各级各类教学改革。

（五）制订实验室建设方案，做好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立项、建设和管理工作。

（六）根据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制定各类教学经费预算，并对学校下达的教学经费合理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章 教学运行管理

第五条 学校职责

（一）负责全校本科学生学籍、选课、成绩管理和考务工作。

（二）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学校教学进程运行表，下达落实教学任务（包括各项实践教学任

务），总体协调教学运行过程，维持全校教学秩序。

（三）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国内外学科技能竞赛及创新创业活动等。

第六条 学院（部）职责

（一）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负责学生学籍、选课、成绩管理申请的审核并签署意见，报教务处备

案。

（二）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组织进行各专业配课（含实践教学各环节）任务和学生选课等工

作。

（三）根据学校规定做好考务管理工作，组织做好考试的命题、评阅和存档等工作。

第四章 教学质量管理

第七条 学校职责

（一）制订各项教学目标和质量标准原则，组织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并检查人才培养方案、教学

大纲的执行和完成情况。

（二）制定和修订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并检查实施情况。

（三）开展各项教学督导、检查和评估工作，实施教学质量监控。

（四）组织、指导开展专业评估、专业认证等工作。负责新专业的申报、检查和学士学位授权审

核等工作。

（五）负责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库的建设，组织撰写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与发布，做好有关教学档案

的整理、保管和归入学校档案馆的工作。

（六）对各学院（部）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负责有关全校教学评优和推荐报奖

工作。

第八条 学院（部）职责

（一）根据学校教学目标和质量标准原则，安排相关教学工作，落实各项教学质量监控、检查和

考核要求，并提交相关数据资料。按学校有关规定妥善处理教学事故。

（二）根据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和修订学院（部）教学管理细则，并检查实施情况。

（三）根据学校要求组织落实各类教学检查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措施，

督促和指导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四）做好各类教学工作档案的建设工作。

（五）对学院（部）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负责教师教学评优和推荐报奖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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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学院（部）应完成学校交付的其他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教学组织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沪应院教〔2007〕

70号）《教学工作分级管理职责》（沪应院教〔2007〕71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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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教〔2017〕69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

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创新创业创意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沪应院教〔2015〕78号），逐步形成

科学、规范和系统化的竞赛管理体系和竞赛运行机制，建设学科竞赛指导队伍，营造校园学术科技创

新文化氛围，激励学生积极、广泛参与学科竞赛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学科竞赛的宗旨和作用

第一条 学科竞赛是在教学“质量工程”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推出的、旨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综

合应用能力的系列化学科教学性竞赛活动，是整合课内外实践教育教学的主要环节，对优化人才培养

过程、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具有常规教学不可及的特殊的教育功能。学科竞赛工作是实践教学与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二条 学科竞赛有利于强化学生根据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

创新潜能，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意识、实践应用和创新创业能力、拼搏精神、团体协作意

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三条 我校以学科竞赛为依托，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高教学和学生

培养质量。

第二章 学科竞赛的支持范围

第四条 学校重点资助在全国、上海市具有较大影响和广泛参与面的大学生竞赛活动，鼓励企业

冠名、以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学科竞赛。大力倡导“院院有竞赛、人人都参与”的学科竞赛氛

围。

第五条 各项竞赛应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自身的创造力为宗旨，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全面

提高学生素质创造条件。

第三章 学科竞赛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学科竞赛办公室是全校学科竞赛的组织协调部门，挂靠教务处，受校大学生学科竞赛领

导小组及“三创”（创新创业创意）教育中心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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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校大学生学科竞赛领导小组及“三创”教育中心负责学科竞赛的宏观管理与协调工作，

具体职责包括：

（一）审议与确定学科竞赛项目和校级竞赛规则；

（二）审核全校学科竞赛经费预算；

（三）审议、修改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与政策；

（四）对竞赛的重大事项或争议事项做出决定。

第八条 学科竞赛办公室的具体职责有：

（一）制定学校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

（二）收集、公布各类学科竞赛信息；

（三）组织学科竞赛项目申报工作，确定学科竞赛承办单位，编制竞赛经费预算并监督经费使

用；

（四）对学校承办的校外竞赛进行管理，确定、协调执行单位，编制竞赛组织经费并监督经费使

用；

（五）督促竞赛计划的执行，做好协调联系工作和过程检查工作；

（六）落实竞赛获奖指导教师的奖励、颁奖等工作；

（七）组织学科竞赛的总结与交流工作

（八）做好归档工作。

第九条 学院为学科竞赛的承办单位，负责相关学科竞赛的组织工作，职责包括：

（一）将学科竞赛纳入学院日常教学工作，结合学科竞赛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将学科竞赛

内容固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二）收集、上报有关学科竞赛信息；

（三）积极联系、承接校外竞赛，并上报学科竞赛办公室；

（四）做好参赛经费预算工作，以项目形式提出申请报学科竞赛办公室审批；

（五）做好组织宣传动员工作，组织学生报名、选拔参赛学生；

（六）制定赛前培训大纲和培训课时计划，组织赛前辅导和培训，带队参赛，提供参赛的有关信

息及资料；

（七）提供竞赛必需的场地、仪器、设备；

（八）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竞赛经费；

（九）负责校级竞赛的规程制定和命题阅卷工作；

（十）做好校级竞赛的评审和颁奖工作；

（十一）做好竞赛总结、宣传报道、信息上报、成绩及有关材料归档等工作；

（十二）建设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较高业务水平和相对稳定的学科竞赛指导队伍。

第十条 指导教师应做好竞赛的辅导和集训，以及学生参赛时的生活后勤等工作。

第四章 学科竞赛的分类

第十一条 学科竞赛分为三类。I类为由教育部高教司或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起或组织的

竞赛；Ⅱ类为由教育部参与指导、下属单位主办或上海市教委认定的竞赛（参照市教委发布文件）；

竞赛类别认定以每项竞赛的主办方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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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学科竞赛组织与管理

第十二条 学科竞赛的组织以项目管理的方式进行，按照目标管理的原则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竞赛的立项程序

（一）原则上学科竞赛项目立项按年度集中申报。以学院为单位在每年的六月中旬向学科竞赛办

公室提出下一年度计划参加或承办的竞赛项目及预算，或承担学校下达的竞赛项目计划，并于年底前

向学科竞赛办公室提交每项学科竞赛的立项申请表。

（二）学科竞赛办公室根据学院提交材料制定下一年的预算，对立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三）校大学生学科竞赛领导小组及“三创”（创新创业创意）教育中心根据竞赛项目的性质、对

学生培养的作用及学校财务状况、学生适应能力等对学科竞赛办公室提交的竞赛项目进行立项审定。

对于当年度教育部或上海市教委临时启动的项目以及企业冠名的学科竞赛项目等非定期举办的项

目、采取随报、随审、随批办法执行，同样遵循以上立项程序。 

第十四条 竞赛的组织

（一）各项学科竞赛由学科竞赛办公室通过学校文件及网上信息发布的形式发布竞赛通知。

（二）竞赛承办学院设立竞赛项目领导工作小组，负责竞赛的宣传、组织报名、筛选参赛队员、

开展赛前培训、组织竞赛及评审、上报竞赛成绩及完成竞赛总结等工作。校内竞赛还须完成竞赛规

则、竞赛题目设计。

（三）参与竞赛的学院须开展的工作包括院内宣传动员，组织竞赛报名，为竞赛提供必要的场

地、耗材和经费支持，指定竞赛教练（领队），组织竞赛并按时收送竞赛试题和作品等。

（四）竞赛项目结束后，以学院为单位向学科竞赛办公室提交项目总结材料。

第十五条 经费的管理

（一）学校应逐步加大对大学生学科竞赛的经费投入，以确保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并鼓励多方

面筹措经费，如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的赞助。竞赛经费纳入财务处统一管理，按财务管理办法专

款专用，自觉接受监督和审计。

（二）竞赛负责人填写竞赛项目申报表时，要作详细的经费预算。预算项目可包括校外培训费、

耗材费、少量仪器设备费、软件资料费、差旅费、参赛报名费等。

（三）对于定期举办的项目，批准立项之后，由教务处汇总编入竞赛年度预算，经学校审批后，

为项目组下达专项经费用于竞赛的组织与开展；对于非定期举办的项目，批准立项之后，根据预算和

实际开支由教务处以项目形式划拨给项目负责人。

（四）各项竞赛经费由项目负责人管理，学院和教务处对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各类竞赛经费应

在预算经费限额内完成，经费各项开支必须与预算一致。

（五）经费使用办法具有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经费使用管理细则》。

（六）竞赛结束后，项目负责人必须结清该项目的所有财务手续并按项目费用支付情况分类统

计，于当年年底前报学科竞赛办公室备案。

第六章 竞赛的奖励

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竞赛成绩，对参赛学生、指导教师和承办组织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同一竞赛按最高奖给予奖励，不重复计奖；团队参赛获奖的除主办方特别要求外按三

人一队计，参赛学生名单由竞赛指导教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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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对学院的奖励。学校面向学院设立“竞赛优秀组织奖”，对组织工作开展好、竞赛成

绩优异的学院进行专项奖励。

（一）获得市级及以上竞赛奖的赛事组织或承办学院可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奖励标准见表1。

表 1  对学院的奖励标准

获奖等级 I 类：元 / 队 Ⅱ类：元 / 队

国际最高奖 1200 1100

国际次高奖 950 900

国际再次高奖 750 700

全国最高奖 750 700

全国次高奖 600 550

全国再次高奖 400 350

市级最高奖 400 350

市级次高奖 250 200

市级再次高奖 150 100

（二）竞赛使学校获得全国大学生竞赛优秀组织奖的赛事组织或承办学院，每项奖励10000元；使

学校获得市级竞赛优秀组织奖的赛事组织或承办学院，每项奖励5000元。

第十九条 竞赛项目指导教师的工作量补贴与奖励。

（一）指导教师的工作量补贴。对参与竞赛指导培训的教师工作量给予认定。指导教师所在学院

负责对教师辅导工作量审核并上报学科竞赛办公室，由教务处最终核定。竞赛指导培训工作量津贴从

学校通识课课时费预算中支付，每标时酬薪参照通识课的支付标准。

竞赛工作量标时数可参照以下办法计算：

竞赛工作量标时数（包括带队参加比赛）=培训系数×竞赛级别系数×学科类别系数×指导教师辅

导学时数

培训系数、竞赛级别系数以及学科类别系数分别参照表2.表3和表4。

表 2  学科竞赛培训系数

培训总人数 N（人） N ≤ 10 10 ＜ N ≤ 100 N>100

培训系数 0.8 1 1+（学生数 - 60）*0.01

表 3  学科竞赛级别系数

竞赛级别 国际 全国 市级、华东区级 校级

级别系数 1.5 1 0.6 0.3

表 4  学科竞赛类别系数

学科类别  实践类（含艺术类） 理论类

学科类别系数 0.6 1

（注：实践类指竞赛周期较长，竞赛以作品形式参赛；理论指竞赛周期较短，竞赛以试卷形式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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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津贴=标时数×每标时酬薪

指导教师辅导学时数：实践类竞赛的指导学时数原则不超过100学时，理论类竞赛的指导学时数原

则上不超过40学时。个人竞赛指导工作量每年累计不超过150学时。

（二）获奖项目指导教师（或团队）的奖励

对市级以上学科竞赛项目获奖的指导教师在岗位聘任和职称评审方面优先考虑，具体参照相关部

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获奖项目的指导教师（或团队）可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奖励标准见表5。

表 5  获奖项目指导教师奖励（元 / 队）

获奖等级 I 类 Ⅱ类

国际最高奖 10000 8500

国际次高奖 6500 5500

国际再次高奖 5000 4000

全国最高奖 5000 4000

全国次高奖 2000 1700

全国再次高奖 1000 850

市级最高奖 1000 850

市级次高奖 500 350

市级再次高奖 300 150

第二十条 对学生的奖励

物质奖励。由各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统一的获奖证书，竞赛成绩记入学生档案；参加校级及以上竞

赛获奖者，由学生处根据“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例”予以物质奖励。

学业奖励。学业奖励分课程成绩加分奖励、课程替代奖励以及第二课堂学分奖励三类。学生可根

据竞赛成绩提出申请课程成绩加分奖励或相关课程替代（二者选一），符合奖励的学生同时可以获取

相应的第二课堂学分。

（一）课程成绩加分奖励

对在I类和Ⅱ类竞赛中获奖的部分学生可获得参赛当学期所修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加分奖励。每一

项竞赛获奖最多可选择三门与竞赛知识内容相关的课程进行加分。奖励的具体标准见表6。

表 6  获奖学生课程加分奖励标准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奖励成绩

I 类国际性 特等奖（或 ACM 全球总决赛获奖牌） 20 分 / 门

ACM 亚太赛金牌或美国数模特等奖 18 分 / 门

I 类全国性 全国特等奖（ACM 亚太赛银牌或美国数模一等奖） 16 分 / 门

全国一等奖（ACM 亚太赛铜牌或美国数模二等奖） 14 分 / 门

全国二等奖（美国数模三等奖） 12 分 / 门

全国三等奖 10 分 / 门

I 类的市级选拔赛、Ⅱ类全国性 特等奖 12 分 / 门

一等奖 10 分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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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学生参加同一类别竞赛获奖的，按最高奖励标准予以奖励，不重复计算；学生参加不同类别

竞赛获奖的，可以累加奖励；获奖团队成员均可申请加分。

（2）期末考试成绩加分应遵循以下要求：成绩低于50分的，加分上限为70分；成绩在50-59分

的，加分上限为80分；成绩在60分及以上的，加分上限为100分。

（二）课程替代奖励

对在I类、Ⅱ类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可获得参赛当学期所修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替代。每一项竞赛获

奖可选择一门与竞赛知识内容相关的课程替代。获奖团队成员可获得同一门课程的替代。参加不同类

别竞赛获奖的学生，可以累计申请多门课程替代。获奖学生课程替代资格及成绩标准见表7。

表 7  获奖学生课程替代资格及成绩标准

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替代课程成绩（分）

I 类国际性
特等奖（或 ACM 全球总决赛获奖牌） 95

ACM 亚太赛金牌或美国数模特等奖 95

I 类全国性

全国特等奖（ACM 亚太赛银牌或美国数模一等奖） 95

全国一等奖（ACM 亚太赛铜牌或美国数模二等奖） 95

全国二等奖（美国数模三等奖） 95

全国三等奖 90

I 类的市级选拔赛、Ⅱ

类市级及以上

特等奖 95

一等奖 90

二等奖 85

三等奖 80

说明：学生参加同一类别竞赛获奖的，按最高奖励标准予以奖励，不重复计算；

（三）第二课堂学分奖励

按照《第二课堂学分实施细则》执行。

第七章 学科竞赛学业奖励的认定程序

第二十一条 申请课程成绩加分奖励的学生，需个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学科竞赛成绩奖励申请

表》，经竞赛指导教师和指导教师所在二级学院（部）确认、审核，由学院（部）汇总提交教务处，

同时递交获奖证书复印件（同时查验原件）。

第二十二条 申请课程替代奖励的学生，需个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学科竞赛课程替代奖励申请

表》，经竞赛指导教师和指导教师所在二级学院（部）审核、确认，提交课程开课学院（部）进行认

定，并将认定后的材料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三条 奖励的申请需在获得证书（以证书落款日期为准）的10个工作日内提出，对于在假

期获得证书的学生须在下学期第一周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者视为自动放弃学业奖励资格。

学生在获知申请获批前须按正常要求参加相关课程的所有环节；若申请未获批，课程成绩由任课

教师按照要求正常给出。

第二十四条 课程与竞赛知识内容的相关度由竞赛指导教师及申请加分课程的开课学院审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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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二十五条 教务处学科竞赛办公室专人负责核实学业奖励，运行科专人对核准加分奖励的学生

成绩进行登录。

第二十六条 学业奖励的相关材料视同考试试卷进行管理、保存和归档。

第二十七条 对在申请学业奖励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查实以考试舞弊论处；对帮助申请人弄

虚作假的有关教职人员，学校将按考试相关规章制度予以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教务处。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年9月1日起执行，之前的《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管

理办法》及《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关于学生参加学科技能竞赛活动学业奖励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12日



200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上应科〔2017〕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保障科研业务活动有序有效开展，提高经费

在科研活动中的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细则。

第二条 横向科研项目是指经费来源性质属于社会资金支持的项目，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

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合同约定的项目。

第三条 本管理细则所指的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是指所有以学校为法人单位承接横向科研项目所取

得，纳入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单独核算的科研经费。

第四条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应按照委托方要求或合同、协议约定合理使用，支出范围主要包括：

管理费、材料费、设备费、加工费、测试化验费、交通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

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人员津贴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评审费、办公费、接待费（含餐费）、

通讯费、培训费等其它与项目活动相关的费用。不得开支礼品、捐赠、罚款、违约金等与科研活动无

关的费用。任何与科研项目活动无关的使用，一经查实，即定性为违规行为。

其中：

人员津贴费是指：项目组成员中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员工的劳务性费用。人员津贴费支出时，由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填写人员津贴费领取明细表，个人所得税由科研人员按国家税法规定依法

缴纳。在保证横向科技项目研究任务按计划完成的前提下，人员津贴费不超过项目实际到款额的35%

（一般技术开发类，软件开发类除外）和55%（咨询及服务类、软件开发类）。人员津贴费根据项目

研究进度和绩效情况分次领取。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生

等）和项目组临时聘用校外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可以含工资支出和社会保险补助等，具体办法见第

十条），劳务费据实列支。

接待费是指：由于项目业务实施过程中需要而发生的餐费等费用。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控制餐费

开支，人均餐费标准不超过150元/天（发票上须注明用餐人数），接待费不超过项目实际到款额的

15%。

会议费是指：因课题研究需要举办研讨会、咨询会、评审会等会议支出费用。

第五条 横向科研经费使用采用预算制。如果项目合同中有预算，则原则上按照合同中的约定并

按以下要求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审批表》；如果项目合同中无预算，项目

负责人同样须填写预算审批表。项目预算包括：

1. 劳务费：按需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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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待费：不超过项目到款经费额的15%；

3. 通讯费：不超过项目到款经费额的15%；

4. 人员津贴费：不超过规定比例。

5. 管理费：按到款经费额的5%提取；

6. 会议费：会议费支出标准参照《上海市市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4〕14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

7. 其它科目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列支。

第六条 项目预算经科技处核准确认，经财务处审核后方可执行。因课题研究需要须调整预算，

若单项预算累计调整幅度不超过10%，则由项目负责人提交《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

算调整审批表》，交科技处和财务处备案；若单项预算累计调整幅度超过10%，该调整申请表须经科

技处核准确认，财务处审核后方可调整。

第七条 外协经费、归对方所有的设备采购以及材料购置费等相关的支出按照原始项目合同约

定条款执行。若原始合同中虽无明确约定，但项目研究确需开展外协业务的，项目负责人应与外协方

签订合同或有效协议，明确转出经费数额和任务内容。项目负责人需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

研项目外协经费审批表》，连同原始合同或有效协议，经科技处核准确认，财务处审核，方可转拨经

费。

项目负责人须对外协业务的真实性、相关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负责，承诺与外协方之间不存在违

规、违法和关联交易。

第八条 若外协经费额度确需进行调整，项目负责人需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外

协费额度调整申请表》，提交科技处审核，由财务处对相关费用进行调整。

第九条 横向科研项目若在校内分立子项目，原则上应该在项目立项时分立，且项目负责人须与

子项目负责人（校内在编在岗教职员工）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各子项目经费分配

比例。合作协议经科技处审核后由财务处对子项目进行经费划拨。每一子项目须单独做预算，并填写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审批表》。

第十条 横向科研项目因研究需要聘用校外人员，若对方系无工资性收入人员的，项目负责人应

先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项目研究校外聘用人员审批表”报科技处审批，再由拟聘用人员与上

海市应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相关的劳务合同（协议）。

第十一条 横向科研项目因研究需要在校外举办会议的，应提出申请，报科技处审批。

第十二条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到款后（或到款前）由财务处开具税务发票。其中技术开发和技

术转让类合同通过上海市技术市场认定并在合同有效期内的，可根据税务局认定额度办理申请免税手

续。具体手续由财务处负责办理。

需预开税务发票的项目，项目负责人需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预开发票申请表》

并按程序办理。项目负责人需先从其它项目经费中垫付发票保证金，保证金按开具发票票面金额的8%

收取，款到即退。若自开票之日起一年内经费无法到账，则该保证金归学校所有。

第十三条 若委托方确认项目已经完成，横向科研项目的结余经费可100%转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科技发展基金。如需要结算，结余经费的结算比例为学校20%、学院10%、项目组70%，分别由学校、

学院和项目组统筹使用，其中项目组70%的经费，可一次性地用于人员津贴费和劳务费。

第十四条 学校建立科研经费使用抽查制度，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横向科研经费使用状况抽

查。对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一经查出，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定，视其程

度，采取全额返还、约谈、降薪、公开公示、移送司法部门等方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五条 本细则若与今后的国家和上海市法律、法规和制度等相冲突，以上级文件为准。



202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科技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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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科〔2017〕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研究经费管理，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学校科研工作协

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

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财政部、科技部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财教〔2016〕304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财教〔2016〕277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15号）和《上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沪财教〔2015〕95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文件规定，以遵循研究活动

规律，优化研究经费管理流程，改进管理方式，从而适应科研活动实际需要为目标，以坚持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加强研究经费使用的事中事后监管为原则，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的研究经费包括政府计划、公益性行业研究经费、非政府计划研究经费和校

内研究项目经费。

1. 政府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研究经费（以下简称“纵向研究项目经费”）是指学校通过承担国家、

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公益性行业的各类科研计划（含基金等）所取得的项目经费以及政府间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经费。

2. 非政府计划科研经费（以下简称“横向科研经费”）是指学校通过对外开展科研活动取得的除

纵向研究经费之外的其他所有研究经费。

3. 校内研究项目经费是指学校预算内用于研究活动的经费，包括校内的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科技成果报奖培育项目、协同创新平台项目以及其它校内职能部门设立的研究项目经费。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项目经费全部纳入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的所有研究项目。

第四条 研究经费只能用于与研究活动相关的方面，任何与研究无关的支出，一经查实，按相关

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学校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研究经费管理体系，严格遵守国家各级

各类科研计划管理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体部。校长承担学校研究经费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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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责任，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承担学校研究经费管理的分管责任。明确科研、财务、资产（设备）、

审计、监察等部门在研究经费管理与监督中的职责和权限，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切实形成研究经费

监管合力。

项目立项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研究项目的申报管理，做好项目经费使用的政策宣传；协调财务处对

学院执行研究经费管理制度工作进行管理监督；协助财务处做好项目预算编制、项目经费的收支等管

理监督。

财务处主要负责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指导项目负责人编制项目经费预算，指导学院

执行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审查项目决算，监督、指导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立项书或合同约定以及有关

财经法规，在其权限范围内使用项目经费。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主要负责项目经费购置设备的管理，建立统一的常规耗材集中定点采购的机

制，加强设备资源共享，避免重复购置与闲置浪费。

审计处主要负责项目经费的审计监督。

纪委（监察处）主要负责对项目管理和财务处等部门执行各项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对项目经费管理和经费使用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项目负责人对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直接责任。     

第三章 开支范围

第六条  纵向研究经费开支范围：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实施

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和其他支出等。间接

费用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管理费和绩效支出等。

横向科研项目开支范围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则》中相关规定列支。

第四章 预算管理

第七条 项目经费预算的编制。横向科研项目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

则》的相关规定编制预算和调整预算；纵向项目经费按照以下要求编制预算。

1. 理工类项目

直接费用预算：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相关的规定编制。

间接费用预算：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间

接费用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取20%。管理费提取比例为间接费用的25%；绩效支出按直接费

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计，间接费用扣除管理费和绩效支出费后的余额部分，由学校统筹用于科研

奖励。

2. 哲学和社会科学类项目

直接费用预算：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相关的规定编制。

间接费用预算：资助总额50万元及以下的项目，取30%的间接费，超过50万元的，取20%。管理

费提取比例为间接费用的15%。绩效支出按直接费用的20%计，间接费用扣除管理费和绩效支出费后

的余额部分，由学校统筹用于科研奖励。

3. 其它专项按照其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编制预算。

4. 有特殊需要的，按照项目的主管部门规定编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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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校内研究项目，包括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科技成果报奖培育基金、协同创新平台基金

以及其它职能部门设立的研究项目，其预算按照学校相应的经费管理办法编制。

6. 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预算要求的纵向项目经费，其开支也实行预算制，其中理工类项目参照《上

海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沪财教〔2015〕95号）和本管理办法编制预算；人文社科类项目

参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6〕304号）和本办法编制预算。

第八条 预算审核和执行：项目预算方案由项目负责人编制，经项目管理部门和财务处审核通过

后执行。一般不得超出项目预算范围开支费用。

第九条 预算调整：纵向项目经费预算一经批复，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项目

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对主管部门明确规定授权学校审批调整预算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

请，报项目立项管理部门和财务处审批。

第五章 经费外拨管理

第十条 纵向研究项目经费外拨按以下规定执行。横向项目经费外拨执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

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则》。

1. 纵向研究项目经费外拨范畴

纵向项目任务书（合同）中，明确列出合作单位及其研究任务和经费分配方案；或项目任务书中

虽没有明确规定合作单位的研究任务和经费数，但申请书中有合作单位签章，双方签订了合同协议。

纵向项目任务书中虽没有合作单位的科研任务，但项目研究确需委托外单位协作，且报项目主管

部门批准，并签订合同协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项目虽无合作单位，但任务书的预算中明确列支“协作费”，双方签订

了合同协议。

2.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外拨审批程序

单笔外拨经费在5万元以下的，由科技处和财务处审核通过后拨出；单笔外拨经费在5万元及以上

的，由科技处和财务处审核后，经主管校长审批方可拨出。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项目经费支出报销，应符合项目主管部门经费使用要求，并依照学校财务报销制度执

行。校内外人员的津贴、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均通过薪资平台发放。

第十二条  纵向项目的绩效按照项目启动和结题两期发放。项目启动时，发放绩效总额的80%，

发放对象仅限于项目组成员（包括项目负责人），绩效分配方案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剩余部分，在项

目结题后，由科技处组织对项目进行评估，根据评估质量确定发放额度。

第七章 决算和验收

第十三条  对主管部门有明确结题决算规定的纵向项目，严格按照主管部门的管理办法进行经

费的结题决算和财务结账。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或通过验收鉴定后，应及时办理结题和财务结账手

续。

第十四条  因某种原因中止或撤消的项目，其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向项目主管部门报告，并向项目

管理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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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非正常调离、辞职、已故、被学校除名或开除的，应在三个月之内办理项

目负责人交接手续，新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项目组成员，或由项目管理部门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和国家

有关要求重新确定。项目负责人不办理或无法办理的，由相关科研管理部门办理。

第十六条  已结题的项目结余经费应严格按照各类纵向项目的管理办法执行，主管部门的项目管

理办法或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其项目结余经费100%转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科技发展基金。具体操

作参见《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科技发展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沪应院科〔2015〕2号）。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与国家、地方政府等相关管理办法不一致

的，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为准。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沪应院科

〔 2013〕5号）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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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科〔2017〕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中青年教师科技人才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青年教师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为建设高水平应用技

术大学提供人才支撑，鼓励和支持中青年教师科技人员大胆探索，独立开展创新工作，学校特此设立

中青年教师科技人才发展基金。

第二条 基金资助类别及资助强度

中青年教师科技人才发展基金包括两类：（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1.（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

I类：面向35周岁以下男教师和40周岁以下女教师，目的是培养一批优秀中青年教师，鼓励他们进

行原始创新，尽快成长为学校科研的中坚力量，并积极争取国家中青年基金项目或省部级项目。理工

类项目年资助3.0万元，社科类项目年资助1.5万元，连续资助两年，获批国家中青年基金项目即停止资

助。

II类：面向42周岁以下男教师和45周岁以下女教师，目的是培养一批脱颖而出的杰出中青年教

师，促进其加快成为学校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并积极争取国家面上基金项目或省部级重点项

目。理工类项目年资助5.0万元，社科类项目年资助2.5万元，连续资助两年，获批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哲社一般及以上项目或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及以上项目，即停止资助。

2. 应用技术开发类项目

I类：引导35周岁以下教师，从（应用）基础研究向应用技术开发转变，并积极对接社会和企业需

求，开展社会服务和企业技术开发。理工类项目年资助3.0万元，社科类项目年资助1.5万元，连续资助

两年。

II类：引导主持并完成省部级或国家级基金项目且42周岁以下教师，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

向应用技术开发转型，实现中中青年教师承接企业攻关课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理工类项目

年资助5万元，社科类项目年资助2.5万元，连续资助两年。

第三条 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申请人必须是学校在编在岗正式教师。

2. 所在学院承诺给予申请者必要的人员配备和条件保障。

3. 学校内设立的各类项目未结题者，不得申报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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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者还应分别符合以下条件：

1.（应用）基础研究

Ⅰ类项目：

（1）截至申报次年1月1日，申请者不满35周岁（男）和40周岁（女）。

（2）申请者未曾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Ⅱ类项目：

（1）截至申报次年1月1日，申请者不满42周岁（男）和45周岁（女）。

（2）申请者应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并已通过结题验收，且无在研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2. 应用技术开发类项目

（1）Ⅰ类项目：截至申报次年1月1日，申请者不满35周岁。Ⅱ类项目：截至申报次年1月1日，申

请者不满42周岁。

（2）具有一定的（应用）基础研究积累，并能基于（应用）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研究，提炼出具

有一定市场需求的应用技术，即具有将科学问题转化为技术开发的可行性方案。

第四条 申报程序

1. 申请人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青年科技人才发展基金申请书》递交至所在学院。

2. 学院按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申请者进行审核。

3. 学院对申报书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在当年申报通知规定时限内报送至科学技术处。

第二章 评审及立项

第五条 形式审查。科学技术处收到申请书后进行形式审查，符合申报条件，按要求填写的申请

书视为有效申请。

第六条 专家评议。对通过形式审查的申请书，科学技术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由评审专家依据

申请者既往研究基础及所申请项目的创新性与可行性，择优遴选。

第七条 确定立项。专家评议结果报主管校长批准后，面向校内公示拟资助名单和项目。对拟资

助对象的资格条件有异议的，可向科学技术处反映。科学技术处在经过核实后，确定最终资助名单。

第三章 实施与管理

第八条 项目合同签订后，科技处按预算分年度向项目负责人下达项目经费。（应用）基础研

究类项目和应用技术开发类项目的预算和管理都参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

行）》（上应科〔2017〕2号）第四章第六款执行。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预留20%经费，待项目负责人结题后一年内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项

目或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奖（仅限一名获奖者使用）或到款经费50万元及以上横向科研项目（理工科类

项目）或到款经费20万元及以上横向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项目）后下拨预留经费。

对于应用技术开发类项目，预留20%经费，待项目负责人结题后一年之内，与该项相关的技术研

究成果实现市场化，合同到款经费不低于10万元或获批上海市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外省市科技创新项

目或外省市产学研合作项目后下拨预留经费。

第九条 项目执行期间，项目负责人不得更换。因负责人患病、离职、出国等可能影响项目如期

完成的，所在学院应及时提出变更或项目终止申请，经科技处核准后办理相应手续。

第十条 项目终止后，追回项目剩余经费，使用本项目购买的仪器设备收归学校所有；同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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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责人两年内不能申报学校设立的各类项目以及学校限额申报的项目，并酌情扣减项目负责人所在

学院限额申报类项目的申报指标。

第十一条 项目执行期为两年。项目到期后一个月内，项目负责人应按合同规定提交验收申请、

总结报告、经费决算等材料。所在学院应对验收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报科学技术处验

收。项目提前完成研究任务的，可提前申请验收。

第十二条 与本项目研究相关的论文、著作等成果，应标注受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青年科技

人才发展基金”。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科学技术处。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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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学科〔2017〕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学科建设五大工程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学校“十三五”规划，凝练学科特色领域，提升我校应用型学科发展水平，现制定

2018-2020年学科建设五大工程方案（试行），即学位点筹建工程、军民融合中心建设工程、文科建设

工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工程及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一、学位点筹建工程

（一）建设目标

合理布局、优化结构、突出重点；集全校力量筹备建设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筹备建设3～4个有特

色的硕士点。到2020年，实现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基本覆盖主要学科专业，博士授权点学科有突破。

（二）建设思路

1. 加强规范化管理，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将学位点筹建落到实处，做到责任到人、经费到点、奖

惩到院；建立主管校领导牵头，各职能部门各负其责且相互配合的筹建机制；加强中期检查和评估。

2. 采取开放建设模式，联合共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三）建设任务

1. 博士学位点筹建：拟筹建学位点的牵头学院提交博士学位点筹建方案，包括：对标分析报告、

年度预期目标、年度经费预算、指标完成责任人等。

2. 硕士学位点筹建：拟筹建学位点的学院提交一级学科硕士点或专业学位硕士点的筹建方案，包

括：对标分析报告、年度预期目标，年度经费预算等。

3. 博士生联合培养工程：研究生部牵头，寻求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和大学合作，主要在筹建的博士

学位点学科开展博士生联合培养，我校教授担任兼职博导，单独或协助指导博士生论文工作。

二、军民融合中心建设工程

（一）建设目标

1. 建立具有学科特色、可持续发展的军民融合中心。

2. 2018年获取军工项目一项以上，之后逐年增加，年均军工项目总经费达100万元以上。

（二）建设思路

1. 优化教师岗位考核指标等激励政策，鼓励和推动学校教师与军工企业、研究院所开展军工项目

合作。

2. 纳入校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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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任务

1. 落实整改措施，完成军工项目预演，制定符合校情的军民融合中心实施方法，为承担军工项目

和建设军民融合中心做好充分准备。

2. 科技处牵头，会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走访、交流、并落实军工项目开发的合作企业及研究

院所，签订中长期合作协议，启动军工项目，合作构建军民融合中心。

3.以军民融合中心为依托平台，推进各学院军工合作项目的发展，拓展中心合作单位（每年新增

一家）。

三、文科建设工程

文科建设工程中的文科属于：经济与管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

外语学院和体育教育部。

（一）建设目标

1. 以凝练学科发展领域为抓手，促进科研氛围的形成，从事学术研究并有研究成果的教师数有明

显增多，并形成特色领域的研究团队，特别是文科与工科合作的复合型研究团队。

2. 实现研究生学位点、智库等学科平台数量的增加，被政府采用的咨询报告数量增加。

（二）建设思路

1. 凝练特色领域，聚焦特色领域，鼓励和引导教师参加特色领域的研究活动，形成成果，使特色

变成优势。

2. 通过协同创新平台等学科平台建设，促进文科与工科的交叉融合。

（三）建设任务

1. 各文科学院编制或完善“十三五”学科发展规划，特别是凝练出特色鲜明的学科领域。

2. 实施中青年教师发展工程和中青年教师研发基金项目，对文科教师进行分层次资助。

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一）建设目标

1. 以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按照省部级协同工程中心等平台要求，分层次建设

10个区域级以上工程中心或产业技术研究院。

2. 建成特色鲜明和可持续发展的20个左右协同创新平台，升级为校级技术研究所。

（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举措

1. 选择建设成果明显、特色鲜明、符合上海市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协同创新平台，按照省部级

研发服务平台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的标准开展筹建。

2. 制订工程中心等区域级以上平台的管理办法，建立学科交叉、开放共享灵活多样的人才使用机

制，不断完善工程中心等平台的人员编制等资源配置。

（三）校院级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举措

1. 修订协同创新平台管理办法，以制度创新促进协同创新平台的发展，形成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

的评价机制，强调平台建设成果与平台方向的相关性，有针对性地调整协同企业和部门，加强协同平

台研究的指向性和应用性，并将资源配置与考核结果挂钩。原则上不再新增协同创新平台。

2. 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整合相关资源，积极推进校企、校地深度

合作，建设校院两级协同创新平台，将平台建设与研究生学位点建设相统一。

3. 执行分类分层建设，针对不同类别平台，设定不同目标指标和不同支撑力度。对于特色鲜明和

发展明显的协同创新平台，升级为校级技术研究所，给予持续资助，对于建设成效不显著的平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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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停止资助。

（四）建设任务

1. 筹建3个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2个省部级公共研发服务平台。

2. 实施校院级两级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启动20个左右校级技术研究所。

由学科办、研究生部及科技处牵头制定学科建设五大工程实施细则，将相关任务落到实处。加强

学科建设五大工程的考核，将其建设成效列入相关学院年度考核。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0月16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213

（上应研〔2017〕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和完善研究生的学籍管理，促进

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本校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第二章 学制与年限

第一条 我校全日制学术硕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为2.5年，硕士研究

生在校最长年限（含休学）为5 年，最短年限为2年。

第二条 我校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硕士研究生在校最长年限（含休学）为5年，最短

年限为2年。

第三条 研究生提前完成学业者，经学校批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

第四条 研究生不能在标准学制内毕业的，应在毕业资格审查开始2周内办理延期手续。研究生到

达最长学习年限不能毕业的，应以结业、肄业、退学等形式终止学籍，特殊情况按国家、上海市等相

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新生入学与注册

第一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我校录取通知书，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按照入学通知要

求，到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有以下情况者，不予报到：

1. 凡需要签订培养合同（定向、委培、自筹）而未签订合同者，或未按照合同执行者。

2. 需要转入学校人事档案而未转入者，因原档案所在单位原因或邮寄原因造成档案未按时转入我

校且出具证明者除外。

第二条 新生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到校报到者，应事先凭本人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到所录

取学院办理请假手续，请假时间不超过2周。有不可抗力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准假的总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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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请假、请假未批准或请假届满不办理入学手续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但因不可抗力逾期未办

理入学手续的除外。

第三条 新生入学时应按照要求缴纳学费。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按照国家规定申请助学贷款或

其它形式资助。

第四条 缴纳学费后，学校在3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体检标准等对研究生新生进行复查，

复查合格者，方予以注册取得研究生学籍。

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学籍。情节恶劣者，送有关部门查

究。

第五条 新生注册前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研究生部审定，取消其入学资格，不予注册：

1. 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

2. 经查证属弄虚作假或徇私舞弊而被录取者；

3. 新生经全面复查不合格者；

4. 保留入学资格期满的新生未按规定申请入学者，或虽申请入学但经复查仍不合格者。

注册后，发现学生有本条款第1.2.3项所述情形之一的，取消学籍。

第六条 新生被取消入学资格者，原为应届毕业生，档案材料退回其生源所在地；原为在职职工

或待业人员，退回原单位或家庭所在地。

第七条 新生有如下情况者，经研究生部审定，学校批准后可推迟入学，在规定的年限内保留入

学资格。

1. 在新生复查期间，发现学生患有心理或生理疾病而不宜在学校学习者，但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

等以上医院诊断，在1年内可以痊愈者，保留入学资格1年；

2. 应征入伍者，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以后2年；

3.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选派支教者，保留入学资格至支教活动结束后1年；

4. 已怀孕者，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可申请推迟入学，保留入学资格1年；

5. 学生因不可抗力，经核查属实者，保留入学资格1年；

6. 其他正当原因不能按期到校报到，经本人申请，可保留入学资格1年。

保留入学资格应当在规定的报到期间内（因病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可以在新生复查期限内）提

出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要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因病申请保留

入学资格者，需同时提交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其不宜在校学习的证明，在征得录取学院同意后，

并经校医院核准，将申请表及其附件交研究生部审核，批准后方为有效。保留入学资格，以1次为限。

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不具有研究生学籍，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

第八条 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最后一学期末，由本人申请，填写《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新生保留入学资格者入学申请表》，经录取学院同意及研究生部批准后，凭录取

通知书，按学校指定的时间到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入学后，按照当年录取新生政策进行缴费、注册。其学习计划按照其正式

入学时的年级安排，学习年限按其正式入学时间开始计算。

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逾期不提出入学申请、或不办理入学手续、或入伍高校新生重新报名参

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学生，均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因病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新生，须提交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痊愈者，并经学校指定医院复查

合格后，方可提出入学申请，重新办理入学和注册手续。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

入学资格。

第九条 新生注册后，方可享受在校生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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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校生注册、请假

第一条 每学期开学，在校研究生（包括推迟毕业研究生）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日期内到所在学院

办理注册手续。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日期前1周向学院申请办理请假手续，请

假期限不超过2周。

第二条 研究生应当在每学年注册日期前办理好各项缴费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有其

他不符合注册条件情形的不予注册。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者其它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注册。

第四条 未注册者，不能参加学校的教学活动，不享受在校生一切待遇。

第五条 研究生应当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教学计划

者，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

第六条 研究生请假分为以下三类（一）病假；（二）事假；（三）因公事派遣（国内外交流访

学、毕业生实习见习、学术研讨会、社会调查实践等）不能参加规定活动者。具体按照《上海应用技

术学院研究生请假制度（试行）》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研究生未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离校者、请假期满未返校且未续假者、续假未获批

准者，均按旷课记。具体处理办法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更换导师、转专业与转学

第一条 研究生一般不能更换导师。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更换导师：

1. 学生转专业；

2. 导师离职、退休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

3. 其他特殊原因。

第二条 研究生完成开题报告以后，一般不得提出更换导师申请。

第三条 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申请更换导师必须符合研究生专业培养要求。由研究生本人提出

申请，经原导师和拟转导师及所在原学院和拟转学院分管副院长同意后，报研究生部审核。审批通过

后方可更换导师 。

第四条 研究生一般不能转专业。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国家特定专业除

外）：

1. 学生原所学专业调整；

2. 学生身体健康原因不适合原专业要求；

3. 其他特殊原因。

第五条 研究生申请转专业原则上在第一学年内提出申请。开题之后原则上不再受理转专业申

请。

一般不受理跨一级学科转专业申请，不得从专业学位专业转入学术型专业。

第六条 申请转专业，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转入与转出学院主管副院长同意，

转入与转出专业所在一级学科（专业学位领域）硕士点负责人同意，研究生部审核，报教育部学信网

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转专业。

转专业后的研究生，必须按调整后专业的培养方案重新制订培养计划，并完成所有相关的要求才

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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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研究生一般应当在我校完成学业。在读期间如因患病或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我校

学习；或因指导教师由我校调出且我校无法继续培养，需要转学至其它院校者，由研究生本人提出转

学申请，经指导教师及所在学院同意后，报研究生部审核，经分管校长审批同意且拟转入学校无异议

后，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核备案。

第八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1. 入学未满一学期或毕业前一年者；

2. 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培养者；

3. 研究生二区招生单位录取的转入一区招生单位者；

4. 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者；

5. 应予退学者；

6. 无正当转学理由者。

第六章 休学与复学

第一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办理休学手续：

1. 一学期内请假超过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者；

2. 因病治疗超过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者；

3. 因病经学校指定医院认定应当休学者；

4. 其他经学校认定应当休学者。

第二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办理休学手续：

1. 因特殊原因（怀孕、生育）需要休学者；

2. 定向、委培研究生因单位工作需要中断学业者；

3. 其他特殊原因需要暂时中断学业者。

第三条 学校发现研究生出现符合休学的情形而向该生发出办理休学手续通知时，研究生应在接

到学校通知后1周内办理休学手续离校。学校要求休学者，如坚持拒绝休学，学校可以视情况采取强制

休学或取消其学籍的措施。

第四条 研究生休学时间以学期为单位。休学期满仍不能复学者可申请继续休学。休学一般累计

不得超过两学年，在校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休学起止时间以学校核定

为准。

第五条 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由导师、学院或学校组织的与学业相关的各类出国（境）学术交流

与访学活动或承担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项目等公派出访任务的，除按《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生海

外交流项目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办理出国审批手续之外，超过2个月，必须提供邀请函或协议书，办

理保留学籍手续。按期返校后办理复学手续。

研究生其他因私出国（境）探亲、旅行等活动，请假时间均应安排在法定节假日与寒、暑假，其

他时间不予批准。

第六条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征入伍者，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2年。其服役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和在

校年限。

第七条 研究生参加西部志愿者等国家组织的重大活动期间，学校保留其学籍。

第八条 研究生休学期间保留学籍，但不予注册。休学研究生不享受在校注册研究生待遇。休学

研究生的户口、档案不迁出学校。

第九条 研究生休学期间，若发生意外事故或侵权事件，学校不承担责任。研究生休学期间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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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违法、违规、违纪事项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休学期满的研究生必须办理复学手续方可复学。

第十一条 研究生休学期满，要求复学者，应在休学期满前10个工作日内（如休学期满正处于假

期的，则应于假期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持相应证明书面向学院提出复学申请。逾期未提出复学申请

者视为自动放弃学籍，做自动退学处理。

被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的研究生，不得申请复学。

第十二条 因病休学的研究生申请复学时，必须持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并经学校指定医院

复查，确认能正常学习的，经学校批准，方可复学。复查不合格者，应继续休学或退学。

第十三条 研究生复学按下列规定办理：

1. 研究生休学期满，应向学院提出书面复学申请，经导师及学院主管副院长初审同意后，学生持

复学申请材料到相关部门盖章审核后，报研究生部审核，合格者可办理复学手续；

2. 复学研究生的学习执行原培养方案；

3. 复学研究生的毕业时间按照休学时间予以确定，实际在校学习时间应不少于我校学制要求的最

短在校学习年限。

第七章 退  学

第一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予以退学：

1. 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者；

2. 休学期满，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或继续休学申请者，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者，或申请

继续休学但未能获准者。

3. 经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者；

4. 擅自离校连续2周内未参加学校规定教学科研活动，一学期内旷课达到或超过60学时者；

5. 超过学校规定的注册日期2周未注册且无正当事由者；

6、本人申请退学者。

第二条 根据第一条第1.2.3.4.5款对研究生作退学处理者，由学院研究生主管副院长提出拟处理意

见，并通知研究生本人。如无法联系到本人，在学院公示2周，视作已通知本人。通知发出2周内本人

无异议的，学院研究生主管副院长将拟处理意见提交研究生导师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部处理。

第三条 根据第一条第6款申请退学者，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退

学申请表》，相关部门签字确认后，学生将申请表送研究生部处理。

第四条 研究生因意外死亡、病故或失踪者，按自动终止学籍处理。

第五条 对退学的研究生，需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送交本人，如无法送

达本人者，在学院公示栏公示2周，视作已通知本人。

第六条 退学者自批准之日起不再享受在校研究生一切待遇，学生接到退学决定书后必须在2周内

办理完离校手续，逾期不办理离校手续的，由学校有关部门注销其在校各种关系。

第七条 研究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者，在接到退学决定书后有权根据学校《学生申诉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处理。

第八条 退学研究生，按已有毕业学历和就业政策可以就业的，由学校报所在地毕业生就业部门

办理相关手续；办理退学手续后，2周内档案、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研

究生，档案等材料退回定向或委托培养单位。

第九条 退学的研究生，一律不予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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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毕业、结业与肄业

第一条 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培养计划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表现良好，通过课程考试

（考查）和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相关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

发学位证书。

第二条 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和科研任务，成绩合格但学位论文

答辩未通过者，准予结业，发给结业证书。

第三条 结业的研究生，可在一年内完成学位论文修改。由本人申请，经导师和学院主管副院长

同意，重新举行学位论文答辩。答辩通过，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发给学位证书。学位授予时间以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日期为准。已获得的结业证书可以换发毕业证书，换发的毕业证书时间按换

证日期填写。

第四条 研究生结业后申请重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相关费用自理。如重新答辩仍未通过者，

不能再次申请答辩。在规定期限内未申请重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者，视为自动放弃，不得再次申请答

辩。

第五条 研究生学习满一年及其以上，发给肄业证书；学习不满一年者，发给学习证明。

第六条 因故未能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毕业的研究生，需在毕业资格审查前由本人提出延期申

请，经导师和学院主管副院长同意并报研究生部批准，方可延期。延长期间，学校不下拨培养费，不

享受奖学金和公费医疗，住宿自理。

第七条 延期期间按培养计划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表现良好，通过课程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并

达到相关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学位证书。

第八条 延期期满仍未完成学业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予以结业或肄业处理。此类结业的

研究生不得再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第九条 研究生提前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可以申请提前参加学位论文答

辩，并按规定程序提前毕业和获得学位。

第十条 研究生提前毕业应由本人在最短学习年限满后提出申请，经导师及所在学院主管副院长

同意并报研究生部批准。

第十一条 被批准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届时不能完成学业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结业或

肄业处理。

第十二条 违反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入学者，不能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已颁发的学历证

书、学位证书由学校予以追回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第十三条 已发毕业、学位证书后，发现其学位论文有弄虚作假或抄袭、剽窃现象，情节严重

者，由学校追回其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

第十四条 毕业、结业、肄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经本人申请，学校档案管理部门核

实后可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五条 研究生必须自毕业、结业或肄业之日起2周以内办完离校手续离校。

第十六条 研究生就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归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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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同时废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

办法》。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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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研〔2017〕10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研究生成绩单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成绩管理，确保成绩录入、修改、审核等工作有序进行，特制定本办

法。

一、成绩单审核要点

1. 学生需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选修课程学分及必修环节，所修课程与培养方案规定一致。

2. 成绩均为60分（合格/及格）及以上，总学分修满。

3. 无重复课程，数据准确。每门课程的学分与学时对应，课程名称、课程类别、考试日期、成

绩、主讲教师等信息齐全、准确。

4. 学生的姓名、专业、入学时间、导师等基本信息完整、无误。

二、成绩单审核流程

1. 学院负责本学院研究生成绩单的中期初审和终审并出具毕业生成绩单，督促未达到培养方案要

求的研究生按时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2. 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将所有课程及必修环节修读完毕后方可出具毕业生成绩单。不符合培

养方案要求的或课程和必修环节未修读完毕的不能出具毕业生成绩单。

3. 学院应规范管理，严格按照审核要点对毕业生成绩单进行审核把关。成绩单审核通过后方可提

交研究生部培养办确认盖章。

三、审核步骤

1. 学院教务秘书分别于第四学期（专硕研究生）、第五学期（学术研究生）统一打印学院毕业生

成绩单后，组织学生自查成绩单并确认。

2. 学院审核毕业生成绩单准确无误后，由学院教务秘书在成绩管理员位置签字、加盖学院公章确

认。

3. 学院教务秘书统一将审核无误、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版毕业生成绩单提交研究生部培养办确认

盖章。

四、注意事项

1. 毕业生成绩单加盖研究生部公章方为有效。每个毕业研究生的三份成绩单，分别存入学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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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学院档案，一份发放学生本人使用。

2. 学制为2.5年的专业学位硕士：需于第四学期末录入全部成绩（含实践实习），并按照审核要点

要求完成成绩单审核工作，确认无误签字盖章后，统一将成绩单提交研究生部培养办盖章。

3. 学制为3年的学术硕士研究生：需于第五学期末录入全部成绩（含实践实习），并按照审核要点

要求完成成绩单审核工作。确认无误签字盖章后，统一将成绩单提交研究生部培养办盖章。

4. 出具毕业生成绩单之前研究生选修的外校课程、社会实践课程成绩，研究生本人备齐完备材

料，由研究生部培养办审核合格后，以特殊成绩登录到成绩单系统；出具毕业成绩单后再修读的课程

将不记入成绩单。

5. 学院是成绩单的出具人和把关人，应将成绩审核工作提前，及时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

6. 研究生在学期间，因联系出国或其他用途需开具成绩单的，可持本人研究生证到学院教务秘书

处打印成绩单，经确认无误，由学院教务秘书在成绩管理位置签字、加盖学院公章确认后，学生到研

究生部培养办确认盖章。

7. 研究生部培养办是出具研究生成绩单的主管部门。未经研究生部培养办授权，其他任何部门或

个人不得擅自为研究生出具成绩单。未加盖研究生部公章的成绩单无效。

五、附则

本办法解释权归研究生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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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研〔2017〕1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

制度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3〕219号）和《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地

方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财教〔2014〕2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设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为做好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参评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

第二章 奖励比例、标准与基本条件

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设置如下：

名称 等级 比例 备 注

硕士一年级 全额 100%

金额以当年市教委 下达通知为准
硕士二年级

一等 50%

二等 50%

硕士三年级
一等 50%

二等 50%

第四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4.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社会实践；

5. 积极参与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等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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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学校规定时间进行学籍注册、缴纳学费。

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一情况，不具备参评资格：

1. 参评学年违反校规校纪受到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的；

2. 参评学年违反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在学术科研等方面有不诚信行为等情况的。

第五条 学业奖学金的评选分阶段进行，实行动态评价。一年级根据学生入学综合成绩及个人表

现评定，原则上全覆盖，出现上述不具备参评资格情况者除外；二年级及以上主要根据学业成绩、科

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评定。同等条件下，参与学术活动情况较好者优先考

虑参评一等奖学金。原则上学位课等必修课程考试不及格者不得参评一等奖学金。

第三章 评审机构与程序

第六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一般于每学年初进行。

第七条 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机构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校评审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研究生导师代表等组

成。校评审领导小组依照本办法，制定名额分配方案，统筹领导、协调和监督本校评审工作，并裁决

有关申诉事项。

第八条 各学院须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院评审委员会”），由学院主

要领导任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任委员，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

申请组织、初步评审等工作。

第九条 评审程序

1. 研究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2. 院评审委员会确定本学院获奖学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公开范围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校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2个工作日的公示。

3. 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所在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

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申诉人对院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

阶段向校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第十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应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

第十一条 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过程中，若研究生本人有违反学术纪律或弄虚作假行为，取

消该生在校期间学业奖学金评审资格，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第四章 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学校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于每年11月30日前将当年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并

将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金情况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第十三条 硕士研究生在基本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

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待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

再享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第十四条 已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被发现有严重违反校规校纪、学术不端等情形，撤销奖学

金获奖资格，并收回奖学金。

第十五条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资金专款专用，接受校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检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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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学院详细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7月25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225

（上应研〔2017〕1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本校按不同学科门类授予学位。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均由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授

权。授予学位专业的申请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或备案。

第三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达

到授予硕士学位要求的，可以按照本细则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

位提出申请。

第二章 硕士学位申请资格

第四条 符合本细则第三条规定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修满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列学术水平者，授予硕士学位：

1.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第三章 硕士学位的课程学习和要求

第五条 硕士学位的课程学习和要求

1. 政治理论课。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指导学习和科研工作；

2. 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要求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 外国语。要求第一外语，须通过硕士外语学位课程考试（或英语六级），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

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写作论文摘要，具有一定的听说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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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六条 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攻读硕士学位者本人独立完成，应有创新点或新见解和一定

的技术难度，其论点、实验方法、成果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在学术上有理论意义或能创造一定的经

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能表明作者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

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2. 学位论文的基本论点要有理论上的论证或实验验证，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加以严谨的论

证，引用前人的材料要注明，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要加附注。

3. 硕士学位论文撰写格式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执行。

4. 学位论文涉及国家机密，或因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保密的，应当保密。凡需要保密的学位论文，

需经校保密委员会审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章 学位论文的预审和评阅

第七条 硕士学位论文预审。在通过全部课程学习且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学位论文基本完

成，申请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前，导师负责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性、真实性和撰写的规范性进行审

查，并向导师组长推荐，提出送审要求。审查未通过者，不能进入论文的评阅和答辩。

第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

1. 评阅人至少聘请二名，其中至少一名为外单位专家。评阅人应是本学科、专业的教授、副教授

或同等职称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聘为学位论文评阅人。

2. 如学位论文评阅人之一的意见是属否定的，应暂缓答辩，并增加一名学位论文评阅人进行评

阅，如有两名学位论文评阅人的意见为否定时，则此次申请无效。

3. 学位论文评阅人姓名不得告知学位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第六章 学位论文答辩

第九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1. 学位论文答辩由导师组长组织并负责。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

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至少三人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如

果指导教师或学位论文评阅人参加答辩委员会，则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应由五人组成。申请答辩

学生的指导教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2. 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

3.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在作出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和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时，应以不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经全体委员至少三分之二同意，方可通过。决议经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签字

后，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4.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应公开举行，答辩前须提前一周以海报形式公布答辩时间和地点。

5.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协助办理答辩有关事宜，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整理与答辩

有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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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论文答辩程序

第十条 论文答辩程序 

1. 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其指派的代表宣布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邀请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

论文答辩会；

2. 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宣布答辩开始，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报告；

3. 研究生报告论文主要内容；

4. 答辩委员会成员及列席人员提问，研究生答辩；

5. 研究生和来宾退场，答辩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答辩秘书宣读论文评阅人的评阅意见，导师介

绍研究生的品行、政治表现、学习成绩及论文工作情况；

6. 答辩委员会讨论答辩决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

表决；

7. 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向研究生宣布答辩决议，并宣布论文答辩会结束。

第八章 硕士学位申请和审批

第十一条 硕士学位申请在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学习，成绩合格且达到研究生

学位申请的要求，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可向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硕士学位申请。 申请时呈

交：

（1）学位申请审批书；

（2）学位论文评阅意见2份；

（3）硕士学位论文5本（答辩委员会签名）；

（4）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或论文录用通知书。

第十二条 硕士学位审批

1.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定期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对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查，确

定同意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做出是否同意授予硕士

学位人员的决议时，应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委员应不少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全体委员

总数的三分之二，且同意票超过应到会委员总数的二分之一，方为通过。会议应有记录。凡学位论文

答辩委员会未同意建议授予硕士学位者，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予审核。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建

议授予硕士学位者，经学位评定分委员审核后认为不合格的，可以做出允许在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

申请答辩一次，或做出不同意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申请者提供的材料不完整或不合要求的，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可以暂不予审核。

2.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名单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在做出是否同意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决议时，应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委员应不少于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且同意票超过应到会委员总数的二分之一，方为通过。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是否授予申请者硕士学位有终裁权。

第九章 其它规定

第十三条 硕士学位证书由学校颁发。生效日期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决定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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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如确认学位错授或发现有舞弊作假等严重违反国家学位条例和有关

规定的情况时，经复议，可撤销其学位。

第十五条 按规定建立学位论文档案。硕士学位论文纸质本和论文摘要、论文全文的电子文档分

送校档案馆、图书馆。

第十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归研究生部。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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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研〔2017〕1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教育部教研〔

2009〕1号《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结合我校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工作细则。

第一章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第一条 凡我校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完成培养计划的各项要求取得规定的学分，各门课

程成绩合格，取得实践教学学分，完成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经导师同意，方可提出答辩申请。

第二条 学制及修读年限。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2.5年，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学制为3年，修读年限最长为5年。

第二章 学位论文评阅

第三条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为2人，评阅人应是本学科、领域的教授、副教授或是相当职称的

专家，其中1位应是来自行业、企业或工程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

论文答辩。学位论文作者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答辩前评阅人的姓名和评阅意见应保密，学位

申请人不得参与论文的送审过程，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第四条 为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对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按一定比例进行学位论文盲审。

第三章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第五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对学位申请人进行学术和实践考

查。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答辩委员会必须坚持学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严把质量关。

第六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3～5位本学科领域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具有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

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1/3应是来自行业、企业或工程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答辩委

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或学位论文评阅人参加

答辩委员会，则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5人组成。答辩委员会设秘书1人，在读研究生不得担任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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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秘书。秘书应在答辩前完成论文的送审评阅工作，答辩时协助主席办理有关事务，做好答辩会

的详细记录。

第七条 答辩前每位答辩委员必须预先审阅论文内容，做好提问准备。答辩时要充分发扬学术民

主，答辩后委员会应认真讨论、公正评审。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决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全体

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为通过，答辩决议应当场向申请人宣读。委员会内部评议情

况，参加会议的人员均应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第四章 学位论文答辩

第八条 学位论文答辩应以公开方式进行（须保密的除外）。答辩前需将答辩日程安排确定并张

贴公布。学位论文至少在答辩前七天送交到各答辩委员会委员手中。

第九条 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

答辩委员会秘书宣布答辩委员会委员和主席。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

秘书向会议介绍研究生简历、学习成绩、是否修完规定课程、是否有资格参加答辩。

研究生报告论文主要内容（约占半小时）。

答辩委员会向研究生提问、研究生回答。

答辩委员会进行闭门会议，作出答辩评价，进行投票表决，形成决议。

对通过答辩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对论文还需要修改与完善的内容提出意见。

答辩委员会主席向答辩人当面宣读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及投票表决结果。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结束。

第十条 答辩委员会闭门会议的主要议程

1.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或简要介绍导师和论文评阅人的评阅意见，导师介绍研究生的品行、政治

表现、学习成绩及论文工作情况。

2. 评议学位论文水平及答辩情况。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本身及答辩情况作出评价。

3. 在对答辩情况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作出是否建议授予学位的决定。

4. 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者为通过。

讨论并形成答辩决议。决议须包括以下内容：

（1）对论文选题的评价；

（2）对研究成果的评价；

（3）对答辩人业务水平及论文写作水平的评价；

（4）对论文答辩情况的概述；

（5）对是否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硕士专业学位给出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6）对不通过答辩的论文，是否同意对论文进行修改，半年之后一年以内重新答辩一次。

第十一条 答辩会过程情况、评语和决议由答辩委员会秘书负责记入硕士专业学位申请书，并经

答辩委员会成员签名。

第十二条 答辩人在答辩中，必须认真回答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充分阐述自己的学

术观点。

第十三条 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半年至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一

次，如仍未通过，则此次申请无效。

第十四条 答辩委员会秘书应于答辩结束后一周内将答辩材料，报送所属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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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评审。

第五章 学位申请与授予

第十五条 硕士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方可提出学位申请。申请时需按照相关要求提供有关材

料，以供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第十六条 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定期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对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材料

进行审查，确定同意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做出

是否同意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的决议时，应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委员应不少于专业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全体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且同意票超过应到会委员总数的二分之一，方为通过。会议

应有记录。凡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未同意建议授予硕士学位者，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予审核。对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建议授予硕士学位者，经学位评定分委员审核后认为不合格的，可以做出允许在

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一次，或做出不同意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申请者提供的材料不完整

或不合要求的，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以暂不予审核。

第十七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开会对所申请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做出授予、暂缓或不授予的决定。

第十八条 参加会议的委员人数超过全体委员人数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会议有效。由研究生

部向会议报告申请人的情况。会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作出是否同意授予学位的决定。经应到会委员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可授予学位。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位：

1. 在学位论文中严重弄虚作假的。

2. 有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行为者。

3. 其它经审查认为不宜授予学位者。

第二十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如确认错授学位或发现有舞弊作伪等违反学位条例规定的情况时，

应进行复议，必要时撤销原做出的授予学位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决定授予学位之日，即为学位证书生效日期。

第六章 其  他

第二十二条 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学位申请及授予的过程管理，并办理有关

申请手续。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另作决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从颁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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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研〔2017〕1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授予学位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

1. 针对我校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学制、学科之间的差异，对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授予硕士学位的科研成果做出以下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即可授予硕士学位。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发表国内核心期刊收录的学术论文1篇；

（2）发明专利（有公开号）1项；

（3）研究成果已投入生产（企业出具证明）；

注：

（1）SCI、EI、核心期刊论文收录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正式录用函（要求导师签字），用于申

请学位的成果须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内容与成果内容须一致，一致

性及作为硕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有效性由学生所属的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

（2）采用上述第（3）条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在开题时向相关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

请并获得批准，并在专业学位领域研究生归属学院和研究生部同时备案，在申请学位时须同时提供研

究成果转化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或技术转移合同，合同执行时间与研究生在校时间必须有3个月

以上的重叠期。

2. 上述第（3）条的规定及其补充要求自2016级研究生开始执行，其余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

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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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外〔2017〕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教职工因公短期出国（境）的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外交部、中央外办、中组部、

财政部《关于近一步规范省部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的意见》（中办发〔2013〕16号），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8〕9号

文）的精神和《市委组织部、市政府外办、市教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本市教学科研

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委办[2016]37号），以及外交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

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因公短期出国（境）人员”，是指我校在职教职工因公出国（境）访问、

开展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等，且期限在3个月以内（不含3个月）者。

第三条 因公短期出国（境）事务由国际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管理并提供服务，其他部

门根据其管理职责行使相关管理职能。

第二章 计划申报与审批

第四条 各学院及职能部门应根据我校师资队伍、学科科研、教育教学及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等规

划，制定好下一年度的因公出国（境）任务计划，并提出出访人员建议名单。计划和名单一般应在每

年12月中旬前报国际交流处，由国际交流处报学校外事工作委员会审批。

第五条 对逾期未上报因公出国（境）任务计划的学院及部门，外事工作委员会不单项受理其出

国（境）计划。如确有出访必要，须另行提交书面材料，材料中需包括未按期申报的理由，由相关部

门负责人签署意见，经国际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审核后报外事校领导审批。

第六条 已列入计划的出国（境）团组在出国（境）前仍须履行逐案报批手续。因工作安排原因

或邀请方原因需延迟出访或被迫更改邀请方的（与计划上报材料不一致），须提交说明材料并由学院

及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国际交流处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外事校领导审批。

第七条 凡未经学校审批同意的出访项目，出访人员的出国（境）行为将作为因私自费出国

（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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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员选派与出访组团

第八条 出访须有明确的工作任务。不得安排考察性、照顾性和无实质性内容的一般性出访。

第九条 出访团组人员构成须符合任务需要，并坚持“少而精”原则。团组总人数不得超过6人，

严禁通过拆分团组、分别报批等方式申报同一出访任务。因公出国（境）人员行政级别为副处级及以

上的，应报党委组织部审批。

第十条 同一部门主要领导（包括正、副职）一般不应同团出访，也不得6个月内分别率团出访同

一国家或地区。

第十一条 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合作，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

究、学术访问和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单位与个人的出国批次数、

团组人数根据任务需要和人员身份安排。要重点保障并优先安排参与国家和本市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学

校重点工作的对外学术交流合作任务。

第十二条 因公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人员应有论文被会议接收，1篇论文原则上由1人参

会。如果作大会报告或担任会议主持人等，可以全程参与；参会人员如未被大会安排作报告或主持会

议的，原则上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在外停留天数，如需全程参与，需提交相关说明由学院及部门负责

人签署意见、国际交流处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外事校领导审批。

第十三条 暑期学生组团出国（境）游学、培训及交流，应配备带队教师。带队教师人员名单由

学院及部门提出建议，报国际交流处，国际交流处审核后再报学校审批。每个团队原则上配备一名带

队教师，遇学生人数特别多等特殊情况可增加至两名。

第四章 派出管理

第十四条 已列入计划并经学校批准的因公出国（境）人员，可与外方单位联系出国（境）事

宜。获得邀请信后，学校为其办理因公出国（境）报批、因公护照（通行证）、签证（签注）等手

续。

第十五条 邀请单位应是与出访团组所承担出访任务相关的接待单位，邀请单位和邀请人应与出

访人员的职务身份相称。严禁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

第十六条 因公出国（境）团组或人员应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办理手续的时间要求，提前1至3个

月提交手续办理申请。逾期申请致使办理时间不足的，将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因公出国（境）应持因公护照。海外引进人才等特殊情况需持普通护照出国（境）

的，应递交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并根据组织人事管理权限报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由组织人事部门出具

批件。

第十八条 因公出国（境）人员出访1国不超过5天，出访2国不超过8天；赴拉美、非洲等航班衔

接不便的国家的团组，出访2国不超过9天，出访1国不超过6天。离、抵境当日计入在外停留时间。出

访期间公务活动应占在外日程的三分之二以上，对外商谈项目要落实。

第十九条 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任务，在外停留天数可结合任务需要合理确定。

第二十条 出访人员须按批准的任务行事，不可绕道，不可随意增加出访国家和地区，不可延长

在外时间（天气和航班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除外）。

第二十一条 因公出访团组必须严守外事纪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严禁出入赌博、色情场所，

自觉维护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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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所有因公出国（境）团组信息须在网上公示，公示期限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五章 出访回国（境）后相关事务管理

第二十三条 因公出国（境）人员回来后应在7天内（节假日顺延）将因公证照交回给国际交流处

（港澳台办公室）保管。逾期不交或不执行证件管理规定的个人，暂停其下年度出国（境）执行公务

的审批。

第二十四条 出访团组或个人需撰写出访书面小结，在完成出访任务回国7天内交国际交流处，并

向所在学院或部门汇报出访任务完成情况。

第六章 经费使用与核销

第二十五条 由财务处根据国家财政部有关规定对因公出访团组费用进行核销，具体办法按照相

关财务报销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因公出国（境）团组须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增加出访国家和

地区、不可延长在外时间，否则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出访计划因故未能按期实施的，不得申

请使用经费或退回全部经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经学校批准，自发文之日起开始实行。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因公短期出国

（境）管理规定》（沪应院外〔2013〕12号）相应废止。

第二十八条 凡本规定中条款与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有冲突的，以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际交流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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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外〔2017〕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海外交流 

项目管理细则（试行）》的补充规定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生海外

交流项目管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管理细则》）的相关原则，现针对赴台交流研修学生制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海外交流项目管理细则（试行）》的补充规定。

一、申请赴台学生除需满足《管理细则》第十一条中的选拔条件外，还要有过硬的政治素养，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

二、《管理细则》第十一条中所规定的交流研修学生选拔过程，需针对赴台研修学生做出如下补

充：

1. 在对赴台交流研修学生进行面试时，学生的政治思想是考察重点。

2. 赴台交流研修学生的选拔遵循“党员优先”的原则。

三、《管理细则》第十一条中所规定的交流研修学生管理过程，需做出如下补充：

1. 出行前需开行前准备会。对学生介绍台湾政治生态。坚定学生“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

2. 学生在台湾期间需成立党小组，由港澳台办公室指定小组领头人。领头人负责与港澳台办公室

对接，及时汇报在台学生动向。

3. 每名在台学生需定期向港澳台办公室以及学院汇报思想动态。

4. 学生在台学习期间，应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当地大学管理规定，遵守社会公德及当地的风

俗习惯，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禁止参加一切社会集会活动，禁止发布不当言论。学生因违反所在学

校管理规定而引起的一切后果皆由其本人承担。

5. 在台学生在学习结束返回大陆后，需向港澳台办公室提交思想汇报。

四、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五、本规定由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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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学校进行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基地，其主要职责是面向教

学、面向科学前沿，开展教学活动、教学研究、科学研究、创新性研究，推进学校内涵建设，以高

效管理和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根据教育部第20号令《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

的精神，必须加强实验室建设，规范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室工作效能，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

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指实验室是隶属于学校或依托于学校进行管理，从事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生

产试验、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的教学、科研实体。

第三条 实验室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

实验教学水平，高质量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完成高水平科研成果是

实验室的工作重点。

第四条 实验室实行责任制管理，各学院应执行学校实验室管理的规章制度，并根据本单位实际

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认真完成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实验室建设应纳入学校及学科总体发展规划，从实际出发，统筹规划，合理设置，做到

仪器设备、技术队伍与科学管理协调发展，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章 实验室基本任务

第六条 根据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规定承担实验教学任务，实验员应认真做好实验的各项

准备工作，协助指导教师落实实验安全与事故应急处置教育，提供安全防护，认真辅导，严格要求，

保障实验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七条 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为目标，进行实验教学改革，因材施教，努力提高实

验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切实加强学生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的训练，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八条 加大实验室的开放程度，特别是对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开放。制定实验室开放具体

实施细则，安排人员，提供条件。在保证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开

发，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第九条 努力提高实验技术，完善技术条件和工作环境，做好仪器设备的配备、管理、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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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工作，使仪器设备处于完好状态，积极为各学科提供技术服务和仪器设备测试服务，实现资源共

享。发挥各方面的技术潜能，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试制工作。

第十条 建立健全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各项规范，加强对实验室工作人员

的培训和管理，努力实现实验室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

第三章 实验室管理体制与机构

第十一条 根据学科发展和基础教学需要，合理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负

责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各类工程研究中心、协同创新平台等科研基地的设置和建设；教务处负

责教学实验室的设置和建设。实验室建设应遵循立项、论证、实施、监督、竣工、验收、效益考核等

“项目管理”办法的程序。

第十二条 实验室实行校、院、实验室三级管理体制。学校委派一名副校长主管全校实验室工

作，成立实验室工作委员会，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主管实验室工作的行政机构。学院是实验室

建设与管理的主体，各学院委派一名副院长分管实验室工作，根据本单位实验室的规模，设立相应的

实验室管理中心，负责实验室的日常运行和管理。

第十三条 实验室工作委员会由主管校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院分管院长和专家等组成。

主要职责：

（一）审定学校实验室的发展与建设规划、对实验室建 设与管理、大型仪器设备的合理布局、科

学管理、开放共享、人员培训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咨询，提出建议；

（二）审定学校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

（三）听取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的考核和评估汇报；

（四）研究学校实验室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十四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并结合学校实验室工作的实际，起草各项管理等

规章制度；

（二）不断完善学校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并对校内外实验室工作中先进科学的规章制度和管理

办法加以宣传和推广；

（三）检查督促实验室基本任务完成情况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四）负责仪器设备固定资产的管理，维修经费的分配、监管贵重仪器设备使用及效益评价；

（五）负责实验用房的分配和使用管理；

（六）负责实验室综合信息的归档及数据统计；

（七）负责实验室工作环境管理和劳动保护工作。

第十五条 学院实验室工作分管院长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学校主管部门有关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任务；

（二）组织制定学院实验室建设发展规划；

（三）落实实验室管理制度和管理责任，根据国家、学校的有关管理规定制定学院实验室建设与

管理细则；

（四）负责组织监管学院完成实验室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

（五）负责组织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技术考核  及其晋升、奖惩等工作；

（六）落实学校各项安全环保要求，做好本单位安全环保工作，督促检查实验室日常安全环保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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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负责开展实验室检查、考核和评估工作；

（八）负责学院实验室信息的统计上报工作；

（九）完成学校、学院布置的相关实验室的其他工作。

第十六条 实验中心主任主要职责：

（一）在分管实验室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协助分管院长对本院实验室进行全面管理，

落实学校主管部门对本院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

（二）协助分管院长落实监管学院完成实验室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

（三）配合学校和学院落实实验室人员岗位设置，开展实验技术队伍岗位培训、考核、晋升、奖

惩等各项工作；

（四）做好仪器设备维修和开放共享管理；

（五）认真落实学校布置的各项安全环保管理任务，督促检查本院各部门执行情况，消除各类安

全环保隐患，及时报告和处理安全环保事故；

（六）了解和掌握本院实验室各种信息，完成实验室信息的统计分析上报工作；

（七）完成学校、学院布置的相关实验室的其他工作。

第十七条 实验室实施负责人制度，负责人由具有较高思想政治觉悟和专业理论与技术素质，具

有丰富的教学、科研工作经验及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的人员担任。实验室负责人主要职责：

（一）制定、实施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定期检查、总结实验室工作，开展评比活动等；

（二）落实安全责任，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学校、学院检查出的安全隐患负责督促整改，并将

整改情况签字后报校、学院存档，保障实验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实施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负责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工作；

（四）完成实验室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

（五）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维护和对外开放共享服务等工作；

（六）完成学校、学院布置的相关实验室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实验室分类和建立原则

第十八条 实验室按照管理级别分为以下几类：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国

家级实验室、市级实验室、校级实验室，院级实验室。

第十九条 实验室按工作任务分为本科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和中心实验室。实验室成立时应

明确实验室的性质，由于任务改变而需改变实验室性质的单位，应另行申报或备案。

（一）本科教学实验室是指以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为主的实验室，分为：

1. 基础教学实验室，指以承担公共基础课或学科基础课教学为主的实验室，如普通物理、普通化

学、计算机基础以及英语听力等；

2. 专业教学实验室，指以承担专业课和专业实践教学为主的实验室；

3. 综合教学实验室，指同时承担基础或专业教学的实验。

（二）科研实验室指以承担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为主的实验室。

（三）中心实验室是指面对全校开放，承担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实验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等

的实验室。

第二十条 实验室的设置应由学院向学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有关部门会签后报主管校长批准

成立。实验室的调整与撤消应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的

调整与撤消，需经过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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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的设立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明确的学科发展方向和稳定、比较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技术开发等任务；

（二）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房屋、设施及环境。

（三）有足够数量、配套的仪器设备；

（四）有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包括实验室负责人和一定数量的专职或兼职工

作人员；

（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五章 实验室管理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应根据学校的统一规划，按照本学科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需要，制定具体的发

展建设规划。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和学校制度，并结合实际需要建立相应规章制度，包括

资产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实验设备操作使用制度、安全与环境管理制度、学生实验守则等。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要建立一支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实验员队伍，实行岗位责任

制，工作人员要爱岗敬业、钻研业务、团结协作、积极完成各项基本任务，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培训，

以提高专业理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用房由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归口管理，各学院根据学校相关制度实

施实验室用房的再分配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软件、材料、低值耐用品、易耗品的管理要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

行。仪器设备要充分发挥作用，提倡实验室之间资源共享、互通有无，根据学校全局发展需要，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有权对实验室的校管仪器设备统一调配。

第二十七条 实验室要利用网络化、信息化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完成实验室的信息管理、统计、

分析和上报工作，并及时为学校提供实验室状况的准确信息。

第二十八条 参照《高等学校基础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和《高等学校专业实验室评估标准（试

行）》逐步建立实验室评估制度，评估结果作为考核各学院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九条 实验室安全、环保和劳动保护工作由相应的管理部门归口管理。安全保卫处负责实

验室消防安全管理；后勤保障处部负责实验室水、电、气和房屋设施等安全管理；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负责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辐射、生物安全管理。

第三十条 实验室要定期检查防火、防爆、防盗、防事故等方面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经常开展

安全教育，切实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实验室人员在对人身有害的环境中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享

受津贴和劳动保护待遇。

第三十一条 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工作，

不随意排放废气、废水、废物，不污染环境。设施的日常管理，仪器设备布局合理，室内不允许长期

存放废损物品。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各学院、实验室可根据本规程精神，结合实际，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报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审定并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规程如有与上级规程不符之处，按上级规定执行。本规程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重要文件与规章  241

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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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师生员工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护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秩序，根据《高等学校

实验室工作规程》（原国家教委令第20号）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591号）《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5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9号）《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4

号）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范围内各级各类实验室。按照实验室实际情况，根据涉及的安全责任

属性和范围不同，将全校实验室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存放、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

第二类为安置特种设备、大功率用电设备、气体钢瓶的实验室；

第三类为除第一、二类外的普通理工类实验室；

第四类为经管、外语、人文社科类实验室。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和职责

第三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谁主管、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管校长统一领导下的分级负责制，建立校、院（部、所、中

心）、实验室三级管理体系。全面签署实验室安全协议，确保实验室安全责任逐级落实到位，安全责

任全覆盖。

第四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和综合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

校要求，在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1. 及时发布或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通知，落实相关要求；

2. 负责全校性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并监督检查各学院（中心）的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

3. 与安全保卫处等部门代表学校组织实验室安全专家督导组，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

对全校各类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和督导，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相关单位或通报有关职能部门，督

促实验室安全问题与隐患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实验室，责成所属单位将其暂时关停，直至整改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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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实施技术安全教育培训，积极推进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第五条 各学院院长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学院主管实验室工作的副院长是所在

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所在单位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 建立健全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和责任体系，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制定本单位实验室

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 根据本单位专业、学科特点，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技术规范、操作规

程、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等；

3. 对本单位实验室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根据风险类别和等 级，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与设施；

4. 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宣传，培育实验室安全文化，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5. 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实验室安 全问题与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6. 根据学院的实际，安排专职或兼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具体落实实验室安全相关规章制度、

做好日常安全检查、实验室人员（包括学生）安全教育、实验室安全相关信息报送、实验室安全事故

应急演练及应急处理等日常工作。

第六条 各学院根据本单位实验室规模，设立相应的实验室管理中心，实验中心主任与学院签订

“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在日常工作中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1. 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每间实验室的安全卫生责任人。根据实验室的特点制定各实验

室相关规章制度（包括操作规程、仪器操作说明、应急预案、值班制度等），并张贴在实验室显著位

置； 

2. 负责本实验室规章制度、安全警示、安全标识、安全措施、个人防护制度的落实；

3. 落实实验室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4. 安排并督促本实验室特种设备、压力容器、高温设备的正确使用和定期校验；

5. 督促并落实一般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等规范储存和使用，建立

实验室危险性物品台帐（包括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剧毒品、易制毒品、危险性气瓶、病原微生物

台帐等），规范处置实验室废弃物；

6. 加强实验人员管理，对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工作学习人员进行安全基本常识、仪器设备操作、实

验流程及防护、意外事故处理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培训，督促并落实实验指导教师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安

全问题的快速和妥善处置能力；

7.  组织、督促各实验室安全卫生责任人定期对本实验室安全问题进行自查与整改。

第七条 科研实验室是指负责研究生培养、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的研究室、研究所、研究中心、

院管分析测试平台、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实验室负责人应为其安全负责人，督促并

落实所使用房间、场所的安全卫生，代表实验室与学院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科研实验室安全

负责人的主要职责：

1. 责任逐级落实到位，负责对在本实验室工作的学生、教师、实验员和外访人员进行安全及事故

应急处置方法培训；

2. 根据实验室的特点，落实实验室安全标识、安全警示、规章制度、安全措施、个人防护措施；

3. 督促实验室特种设备、压力容器、高温设备的正确使用和定期校验；

4. 督促一般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等规范储存和使用，建立实验室

危险性物品台帐（包括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剧毒品、易制毒品、危险性气瓶、病原微生物台帐

等），规范处置实验室废弃物；

5. 定期组织本实验室安全自查与整改，并按要求定期汇总本实验室《实验室安全导师填报单》，

上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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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实验室人员。实验室所有人员必须经过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在掌握各项实验室安全

管理办法和基本知识、熟悉各项操作规程后，方可开始实验操作。实验室人员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进

行实验，并履行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规定的安全职责，对自己所在岗位的安全负直接责任。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和准入制度

第九条 实行实验室安全管理自查和报告制度。各实验室应依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

检查明细表》建立自查台账，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梳理，分清责任并积极整改，学院汇总自查结果，

以月报形式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各实验室若发现严重安全隐患或一时无法解决的安全隐患，

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应配合学校采取措施积极整改。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安全保卫处采取定

期（每月一次）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全校各类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和督导。

第十条 各学院依据实验室安全分类情况实施安全检查，正常情况下要求：一类实验室要求每天

检查，二类实验室要求每周检查一次，三类实验室要求每两周检查一次，四类实验室要求每月检查一

次，记录检查结果并及时处置安全隐患。

第十一条 学校实行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与考试制度。在实验室工作的教师、实验技术人员都有开

展安全教育、进行安全管理的责任。本科新生、研究生新生、新进教师、新聘研究生导师、留学生、进

修生及其他来校交流人员需要按照规定完成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本科生未通过考核不得进入教学实践

环节，研究生未通过考核不得进入实验室从事各项实验及进入开题环节。新教工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考

试，方可允许进入实验室工作。对有可能导致危险发生的实验，实验室应发放安全操作规范告知书，进

入实验室人员应认真仔细阅读，并签字确认，实验室安排人员监护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各实验室确因需要而使用易制毒、易制暴、剧毒和危险

化学品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采购、使用、保管和处置，同时要有可靠的防范措施，并应建立

危险品台账管理制度，做好详细记录备查。严格按照规定要求使用和处置易燃、易爆、自燃、氧化、

过氧化、有毒和腐蚀等危险化学品。做好防火、防盗、防爆、防毒、防腐蚀的工作。具体细则详见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制度》《上海应

用技术学院危险化学品领用和寄存管理办法》《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案》。

第十三条 仪器设备安全管理。各学院主管实验室工作的副院长对所在单位的仪器设备安全负有

领导责任；仪器负责人是该仪器设备的安全负责人。仪器设备的安全负责人应经常对仪器设备进行安

全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向领导和主管部门报告并妥善解决。各学院应根据仪器设备的性能要求，提

供安装使用仪器设备的场所，并根据仪器设备的不同情况，采取防火、防潮、防热、防冻、防尘、防

震、防磁、防腐蚀、防辐射等必要的技术防护措施。要加强仪器设备操作人员的业务与安全培训，制

定和严格执行仪器设备特别是高精仪器设备、高速运转设备、高温高压设备、超低温及其它特种实验

设备的操作规程，落实相应的防护措施。对有故障的仪器设备要及时检修，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检

修等要有记录。对精密仪器、大功率仪器设备、使用强电的仪器设备要定期检查线路，采取必要的安

全防范措施。对服役时间较长以及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仪器设备应及时报废，消除隐患。

实验室的特种设备（如压力容器、行车等）使用应严格遵守国家、上海市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严格做好验收、年检等工作，并指定专人持证上岗，确

保使用安全。对上岗人员必须按规定进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持有合格的上岗证，方能上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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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无证上岗操作。实验室需建立特种设备运行档案，确保安全实验。特种设备应按规定办理登记手

续，保持完好状态并做好定期检验，操作人员应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气体钢瓶的安全管理参照《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实验气体钢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生物安全管理。生物安全主要涉及病原微生物和实验动物，未经学校批准，不得在校

内实验室进行相关实验。严禁在不具备开展生物实验的普通实验室开展生物实验。有微生物和菌类培

养的实验室要加强安全管理，对实验用的微生物、菌类、实验动物要妥善保管、并做好记录；实验废

弃物不允许乱扔乱放、随意倾倒或自行销毁处理。细菌处理前要先消毒再集中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

位销毁处理。含有病原体的污水必须经严格消毒、灭菌处理，并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才能排放。

第十五条 实验室放射性物品的使用及保存必须符合国家及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

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严格执行放射性辐射的安全保护制度。

第十六条 实验室环境安全管理。实验室应加强环境保护，尽可能减免对实验室周边环境造成

污染，对废气、废液、废物的处理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学校定期收集和处理有毒有害废液和

废物，处理工作实施“分类收集、定点存放、专人管理、集中处理”的原则。各单位不得随意倾倒有

毒、有害化学废液，不得随意掩埋、丢弃固体化学废物、实验动物尸体和器官。有必须的安全警示标

识、良好的通风、除尘及空气调节设施，确保实验场所符合实验的安全要求。实验室内的仪器设备、

材料、工具等物品应分类摆放整齐，及时清理废旧物品，不堆放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物品。具体细则

详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废弃物处置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实验室水电安全管理。应定期检查实验室上下水管路、化学冷却冷凝系统的橡胶管

等，避免发生因管路老化、堵塞等情况造成的安全事故。

实验室内固定电源的安装、拆除、改线必须由专业人员实施，水、电安装应符合规范；接线板不

得串联使用；电气设备应配备足够的用电功率和电线，不得超负荷用电。具体细则详见《上海应用技

术学院水电气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安全保卫处是学校实验消防安全的责任单位，依据各实验室消

防安全特点，配备适用、足量的消防器材，放置于易取用处，定期检查，及时更新。各实验室应指定

专人负责，妥善保管，保持良好状态。

实验室人员须了解本实验室中各类易燃易爆物品的特性及相关消防知识，熟练掌握各类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了解实验室内水、电、气阀门、消防器材、安全出口的位置。实验室内应保持消防通道

的畅通。

实验室内无特殊需要不得使用明火电炉。确因工作需要且无法用其它加热设备替代时，必须按规

定取得《明火电炉使用许可证》后方可使用。具体细则详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消防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安全防护。对压力容器、电气、焊接、细菌疫苗等操作，以及存在振动、噪声、高

温、辐射放射性物质、强光闪烁等场所，要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落实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各实验室应根据潜在危险因素配备烟雾报警、监控系统、通风系统、防护罩、紧急喷淋、危险气

体报警等安全设施和防护用品，并做好设施和用品的维护、保养、检修、更新等工作。各种安全设施

不准借用或挪用。

对以上条款未涵盖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按国家有关实验室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

第五章 实验室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

第二十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应根据学校安全工作整体要求，制定全校实验室年度安全检查计

划并组织实施，还应根据具体情况组织临时性的实验室安全专项或全面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各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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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

检查台账，记录每次检查情况以及隐患的整治情况。

第二十一条 被检查单位应积极主动配合学校组织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对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发现

的安全隐患能整改的要立整立改，对短期内无法整改的要有事故防范办法，并制定后续整改办法。在

检查中发现的较重大的安全隐患，检查组要下发《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并

对整改结果进行跟踪和复查。各实验室应有实验室安全日常巡查制度，及时发现本实验室中存在的安

全隐患，及时整改。

第二十二条 对于存在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超出整改时间未整改到位的、达不到实验室安全条

件的实验室，一经认定，将暂时停止该实验室的使用，收归学校。

第六章 实验室事故处理与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应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案》的整体要求和本

单位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积极有效的应急措施，防止危

害扩大蔓延。

第二十五条 发生了被盗、火灾、中毒、人身重大伤害、污染、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损坏等

重大事故，实验室工作人员要保护好现场，并立即逐级报告学院（中心）、安全保卫处、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等有关部门和学校主管领导，积极配合调查和处理。对事故瞒报、不报的单位和个人，将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六条 学校安全保卫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有关部门对安全事故应及时查明原因，分

清责任，做出处理意见。对造成严重后果和社会影响的，追究肇事者、主管人员和主管领导责任；根

据情节轻重及责任人对错误的认识态度，给予批评教育、经济赔偿、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交由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实验室或个人，学校管理部门有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通报批评、纪律处分，直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如学院责任不明确，将追究学院第一责

任人责任，并令其限期整改。凡被责令整改的实验室，要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经各有关部门检查合

格后，方可恢复工作。

第二十八条 学生无视生命和财产安全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校要按照

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的，交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于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学校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条 事故处理与责任追究参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管理规定或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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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8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申购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工作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购置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工作，加强对购置设备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科

学性等的前期决策论证，有效使用各类建设经费，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可行性论证范围

1. 单价1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单台、套金额）； 

2. 同类批量或总值超过20万元的仪器设备；

3. 对于校内已有同类型需要重复采购的设备；

4. 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

5. 需要论证的特种设备。

第二条 可行性论证内容

可行性论证主要对申购仪器设备的必要性、先进性、适用性、合理性和共享性进行综合评价，可

行性论证主要内容为：

1. 所购仪器设备对教学、学科、科研等领域发展的意义和必要性；

2. 同类型仪器设备性能、价格、售后服务比较；

3. 校内同类仪器设备配置情况；

4. 安装场地、水、电、安全等必要条件落实情况；

5. 所需配套仪器设备落实情况；

6. 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经费落实情况；

7. 仪器设备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8. 使用效率预测及风险分析；

9. 所购仪器设备校内外开放共享方案；

10. 其他需要论证的内容。

第三条 可行性论证工作流程和要求

申购单位必须先落实申请购置大型仪器设备的经费来源，经财务处预审确认后，方可组织进行可

行性论证工作；申购单位尤其要对设备的安全性进行充分论证，并对设备的安全使用负责。

申购单位据实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的有关内容（表格

可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主页上下载）；可行性论证分别按以下流程进行。

1. 申购金额预算在10-20万元的仪器设备由申购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有关专家论证。论证专家应具

有高级职称（专家组组长应具有正高职称），3-7人，非本学院（部门）专家至少1人；经费归口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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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派人参加。

2. 申购金额预算在20-100万元的仪器设备由申购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共同组织有关专家论

证。论证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专家组组长应具有正高职称），3-7人，非本学院（部门）专家至少2

人，校外专家至少1人；经费归口主管部门及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派人参加。

3. 申购金额预算在10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由申购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共同组织有关专家论

证。论证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专家组组长应具有正高职称），3-7人，非本学院（部门）专家3人以

上，校外专家至少1人，主管校领导、经费归口主管部门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共同参与论证会。

4. 可行性论证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需组织补充调研并完善可行性（技术）论证报

告。

5. 可行性论证报告经专家论证通过，经费归口主管部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后，完成可行

性论证。

6. 申购单位应做好申购仪器设备的规划工作，原则上可安排在月初进行集中论证。

第四条 可行性论证审批

《可行性论证报告》由经费归口主管部门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部门审核，100万以上申购设备

的论证报告须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第五条 实施时间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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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10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退休返聘人员

管理使用学校固定资产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根据学校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校内各使用部门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

因工作变动、退休等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时，应指定新的固定资产管理人员或使用人员，并及时办理固

定资产管理或实物移交手续；未经移交的，不得办理转岗或离职或退休手续。

第二条 学校各级各类返聘人员在办理退休手续前，应完成其名下所有固定资产的移交。

第三条 相关学院应保证返聘人员对由其科研经费购买的仪器设备的优先使用权。

第四条 学院应负责对返聘人员使用学校资产的监管，并需指定专人管理返聘人员使用的固定资

产（见附件）；建议学院建立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机制。

第五条 固定资产发生损失，相关责任人应当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仪器设备损失赔偿办法》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六条 本规定解释权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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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1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固定资产处置行为，维护学校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障学校权益，根

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68号）《上海市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沪财教

〔2016〕28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系统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细则》（沪教委国资〔2014〕31

号），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固定资产处置，是指学校对所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产权转让及注销

产权行为。无形资产处置参照执行。

第三条 学校固定资产处置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履行手续，未经批

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

第四条 固定资产处置后产权变动和财务处理的依据，是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委对学校固定

资产处置事项的批复。

第二章 处置范围和基本程序

第五条 学校固定资产处置的范围包括：闲置资产，报废、淘汰资产，产权或使用权转移的资

产，盘亏的资产，以及依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需要处置的其他资产。

第六条 固定资产处置的方式包括报废、报损、无偿调拨（划转）、出售、出让、转让、置换、

对外捐赠等。

第七条 固定资产处置基本程序

（一）学校申报。学校填报《上海市市级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申请表》，并附相关材料，以正式文

件向上海市教委申报。按规定需要进行评估或鉴证固定资产的，应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学校所

需处置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或鉴证。

（二）申报的审核与审批。申报处置的固定资产（不含土地、房屋）金额在300万元（含300万

元）以上由上海市教委审核，报上海市财政局审批；申报处置的金额在300万元以下由上海市教委审

批，报上海市财政局备案。

（三）公开处理。学校对经批准处置的固定资产进行公开处理。



重要文件与规章  251

第三章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

第八条 报废是指按有关规定或经有关部门、专家鉴定，对已不能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产

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

第九条 固定资产报废条件

（一）自然寿命。亦称物理寿命，是指使用年久、实体损耗（指有形磨损、功能失效）造成该设

备不能继续使用。参照上海市财政局报废的参考年限，电子计算机一般7年以上，其他固定资产一般10

年以上。

（二）技术寿命。尽管这类设备没有丧失使用功能，由于技术落后、耗能高，或者是国家指令性

淘汰产品，应予以报废。

（三）经济寿命。是指该设备使用后期，虽然没有达到自然寿命，然而型号陈旧，性能老化，靠

高额人工费和维修费（占设备价值50%以上）维持使用，从经济角度讲不合理。

（四）产品结构严重老化。长期频繁使用、性能差、精度低、严重影响实验结果，达不到教学、

科研、生产的最低要求。

（五）教学和科研中，由于解剖分析仪器结构而造成损坏仪器设备，或者意外事故和其他原因导

致仪器严重损坏无修复价值、无改造利用价值的仪器设备。

凡符合以上5条中任何一条的仪器设备，并且教学、科研、生产中已有正规产品可替代的，均可列

为报废范围。对固定资产的报废处置应遵循勤俭节约原则，超过财政局报废参考年限仍可以正常工作

的固定资产原则上应当继续使用。

第十条 固定资产校内报废程序

（一）固定资产报废申请与报废审查

学院（部门）申请报废固定资产，由学院（部门）提交报废申请，并对申请报废的固定资产进

行条件审查，明确固定资产报废理由、报废件数、报废总金额，附报废固定资产清单。报废申请和

报废固定资产清单需学院（部门）设备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签字，学院（部门）盖章（多页需盖骑缝

章）。

（二）报废审核与报废设备回收

学院（部门）每年可申请一次固定资产报废。学院（部门）提交报废申请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完成对各项报废申请的审核工作。

（三）凡经批准报废的固定资产，各学院（部门）不得自行处理，必须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集

中回收设备，统一处置。各学院（部门）不得自行拆卸、挪用零部件，如确需对申请报废固定资产中

部分部件回收使用，应在报废申请中注明回收理由、使用场合，以便学校优先予以考虑。部分部件回

收使用，需办理相应手续。

（四）如确有需要，个人也可提出固定资产报废申请。报废程序为：

1. 使用人员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报废单》并加盖部门章；

2. 报学院（部门）主管领导批准，报废总金额超过2万元（含），需学院（部门）主要领导批准；

3. 固定资产报废单提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

4. 审核通过，使用人员将仪器设备移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完成校内报废手续。

（五）报废固定资产校内调账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在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对已回收的固定资产进行资产账务调整，完成固

定资产校内报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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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严格履行报废手续

1. 单价超过5万元的拟报废设备需说明该设备有效利用情况，如使用期内平均年机时数、近5年每

年机时数等。

2. 单价20万元及以上的贵重仪器设备、特殊仪器设备的报废，除办理正常报废申请外，还需提交

报废论证报告，报废论证报告由设备所属部门组织专家组论证，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批准后，

方能进入校内报废程序。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报废申报程序

（一）报废资产进行资产评估，由专业资产评估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二）向上海市教委申报报废资产；

（三）上海市教委抽检报废资产；

（四）上级领导部门下达报废申报批复；

（五）完成获批报废固定资产的资产账和财务账的销账手续；

（六）报废固定资产公开处理，处置费上缴国库。

第四章 固定资产报损处置

第十二条 报损是指因固定资产发生非正常损失、按有关规定对该固定资产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

处置行为。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报损申请

各学院（部门）如发现仪器设备丢失，必须由当事人按要求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损

失报告表》，一份损失报告表只允许填写一台设备。

（一）当事人必须按要求如实、详细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损失报告表》，说明损失

的原因、应承担的责任。

（二）固定资产所属学院（部门）审核固定资产损失事实，认定责任，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复核固定资产损失事实，进行责任认定，并按学校有关规定，提出对

当事人或二级单位处理意见。

（四）发生固定资产被盗、被抢等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以便公安部门及

时组织侦察或调查；同时，当事人必须向学校安全保卫处提供公安部门的有关案件受理或处理情况的

证明意见，或公安部门的案（事）接报回执单。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报损处理方法

（一）发生仪器设备损失的，相关当事人所在部门应该责令当事人进行认真检查，并由所在部门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提出行政处分意见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核；情节严重的，报主管校长或校

长办公会审核。当事人应当提高认识，吸取教训。

（二）仪器设备损失的责任认定与赔偿金额计算办法，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仪器设备损失赔

偿办法》（上应资〔2016〕6号）执行。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校内报损程序

（一）当事人按要求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损失报告表》，如发生固定资产被盗、被

抢等，需附公安部门报案纪录或公安部门案（事）接报回执单；

（二）固定资产所属学院（部门）审核固定资产损失事实，认定责任，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复核固定资产损失事实，进行责任认定，提出处理意见；重要或重大

固定资产损失事项处理报告主管校长或校长办公会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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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赔偿金额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仪器设备损失赔偿办法》执行；

（五）根据最终处理意见，当事人到学校财务处缴纳相应赔偿金；

（六）凭下列材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损失报告表》，公安部门案（事）接报回执单

（如有）、报损设备发票复印件、校长办公会诀议单（如有）、财务处缴款凭证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办理固定资产调账手续。

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报损申报程序

（一）报损固定资产进行资产评估鉴证，由专业资产评估公司出具专项鉴证报告；

（二）向上海市教委申报报损资产，附相关报损资产价值的有效凭证，及对非正常损失责任事故

的鉴定文件和对责任者的处理文件；

（三）上级领导部门下达报损申报批复；

（四）完成获批报损固定资产的资产账和财务账的销账手续。

第五章 无偿调拨（划转）和捐赠

第十七条 无偿调拨（划转）是指在不改变国有资产性质的前提下，以无偿转让的方式变更国有

资产占有、使用权的行为。无偿调拨（划转）主要包括事业单位之间、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之间、事

业单位与国有独资企业之间国有资产的无偿转移。

第十八条 对外捐赠是指学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自愿无偿将学校有权处置

的合法财产赠与给合法的受赠人的行为。

第十九条 捐赠部门提供捐赠报告，包括：捐赠事由、途径、方式、责任人、资产构成及其数

额、交接程序等。学校出具捐赠事项对学校财务状况和业务活动影响的分析报告。

第二十条 无偿调拨（划转）和捐赠按《上海市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沪财教〔2016〕

26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系统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细则》（沪教委国资〔2014〕31号）规定执

行。

第六章 出售、出让、转让和置换

第二十一条 出售、出让、转让是指变更学校国有资产所有权或占有、使用权并取得相应收益的

行为。

第二十二条 置换是指学校与其他单位之间以非货币性资产为主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换不涉及或

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第二十三条 出售、出让、转让和置换按《上海市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沪财教〔

2016〕26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系统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细则》（沪教委国资〔2014〕31号）

规定执行。

第七章 处置收入管理

第二十四条 处置收入是指在报废、报损、出售、出让、转让、置换等处置固定资产过程中获得

的收入。包括报废报损残值变价收入、出售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收入、转让土地使用权收益、置换差

价收入等。

第二十五条 学校固定资产处置收入，在扣除相关税金、评估费和拍卖佣金等费用后，应按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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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入管理的规定，转入学校本年度相关财务账目。同时，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在上海市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完成资产处置收益单的填报工作。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处置管理办法》（2004

年6月15日）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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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15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国有资产，保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

号）《上海市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沪财教〔2016〕26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系统事业

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细则》（沪教委国资〔2014〕31号），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国有资产是指学校所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

济资源的总称。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本办法仅适用于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参照执行。

固定资产管理任务是：按照事业财务管理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要求，强化国有资产的产权意

识，做好固定资产的日常账务和实物管理，保证固定资产安全和完整，防止固定资产流失；合理配备

固定资产，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作用，满足学校各项工作的需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规范管理

固定资产使用周期中的计划、采购、验收、账务、统计、使用、维护、处置等各个环节，实现固定资

产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提高固定资产在使用周期中的有效利用率。

第三条 固定资产管理内容包括：资产配置、验收入库、维护保管等日常管理；资产的账卡管

理、清查核实、产权登记、统计报告、监督检查；资产评估、出租、出借管理；资产信息化管理及报

告等。

第二章 固定资产的管理体制

第四条 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应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明确职责、管用结合、程序规

范”的原则。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由主管校领导统一领导，实行校、院（部门）二级管理体制。资

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对学校固定资产实施统一归口管理；财务处负责固定资产的财务核算；审计处

负责固定资产管理的审计监督；各相关职能部门按需承担相应责任。各学院（部门）为固定资产的实

际使用部门，对本学院（部门）固定资产的管理、使用、安全等负有全面责任。

第五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上海市和上级领导部门有关固定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建立健

全学校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推动资产合理配备，节约有效使用，保障固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二）组织学校行政办公设备（家具）可行性论证；落实政府预算的招标采购计划等活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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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验收、入库、出库等工作。

（三）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教委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和完善学校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在此基础上，建立固定资产账册、卡片、固定资产总账、分户分类明细账以及各类分户分类统计

报表。

（四）负责固定资产的产权登记、产权界定、产权变动；负责组织固定资产的日常盘点、清查核

实工作。

（五）负责固定资产的处置鉴证、评估报告和处置申报，负责固定资产处置的实物处理和变价处

理。

（六）负责固定资产各类使用收益和处置变价收益的收缴。

（七）负责相关固定资产的维修管理、共享共用管理、出租出借管理和委托经营管理；负责大型

设备、设施的共享服务，以及使用效益的考核。

（八）对各使用部门的固定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定期对其固定资产清点，保证学校固定资

产明细账和账务账一致。

（九）接受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财政局的监督、指导并报告学校有关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学院（部门）为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人是使用部门固定资产

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的固定资产负有全面管理责任。各学院（部门）职责：

（一）贯彻落实学校相关固定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并根据学校规章制度制定本部门固定资产管

理实施细则，指定专人负责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建立本部门固定资产明细账，负责固定资产规范化管

理、使用及使用效益管理。

（二）在学校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部门所属的固定资产进行调配，确保固定资产的安全

和完整。每件固定资产必须有专门保管人；当本部门固定资产的保管人发生变更、或固定资产的安置

地点发生改变，应及时变更卡片，保证账、物、卡、人一致。

（三）各学院（部门）应对本部门的固定资产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制，学院（部门）须制定仪器设

备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制定仪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健全仪器设备安全使用和维修保养制度。

（四）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任务，根据学校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资产清查，保证帐、物、

卡相符，认真做好有关固定资产管理的各种统计报表工作，主动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检查和监

督。

第七条 各学院（部门）应设专人承担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并对所管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负有责

任。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应相对稳定，工作调动时要实行严格的交接手续，账、卡、物清点无误，签署

交接文书，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后方可调动。

第三章 固定资产范围、分类和计价

第八条 根据国家财政部《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68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系统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细则》（沪教委国资〔2014〕31号），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

价值在1000元及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

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指不易移动的大批家具用具类，具体规定为：家具批量40

件或总金额20000元及以上，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固定资产性质一经确认，不再变更。

第九条 固定资产分类

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一级分类为六类：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

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固定资产分类按照财政部颁发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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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分类及编码》执行。

各类固定资产执行起点单位价值为：

（一）房屋及建筑物；各类设备；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起点单位价值1000元及以上。

（二）图书；文物、陈列品和档案不计起点单位价值。

第十条 固定资产计价

固定资产计价是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计算固定资产的价值。

（一）购入、受让的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以及为使用固定资产达到预期工作状态所支付

的包装费、运杂费、安装费及车辆购置附加费等计价。

（二）自行建造（制作）的固定资产验收合格后，按建造（制作）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相关支出入

账。需经审价的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审计报告确定的金额，并经上海市发改委或

上海市教委批准后计价。

（三）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改建、扩建和增建的固定资产，按改建、扩建和增建发生的支出减

去改建、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后的净增加值，增计固定资产原值。

（四）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捐赠方提供价值证明的，按照价值证明提供的价值，以及接受捐赠

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计价；捐赠方无法提供价值证明的，按照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根

据估价报告提供的价值，以及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计价。

（五）置换取得的固定资产，按置换实物的原值或评估价值计价。

（六）盘盈的固定资产，有价值证明的，按照价值证明提供的价值计价；无价值证明的，按照同

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根据估价报告提供的价值计价。

（七）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移交手续的固定资产，可先按估价入账，待确定实际价值后，再

进行增减调价。

（八）用外币进口的设备，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金额，加上国内部分的运杂费及其它费用

（外币应折合成人民币金额），再加上外贸代理费、银行换汇手续费、海关手续费等计价入账。

（九）购置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固定资产的维修费用不计入固

定资产价值。

第十一条 学校固定资产不实行折旧，按原值入账。

第十二条 已经入账的固定资产除发生下列情况外，不得任意变动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一）根据国家规定对固定资产进行重新估价的；

（二）增加补充配件或改良装置的；将固定资产一部分拆除或附件报废的；

（三）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来暂估价值的；

（四）发现原来记录固定资产价值有误的。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的价值变动。在完成对总账的账务处理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开出相关

入账凭证，按规定送财务处，由财务处对固定资产财务账作相应的账务处理。

第十四条 房屋及构筑物的核算

学校基本建设工程，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进行核算和管理。在建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及时办理在

建工程转移固定资产的入账手续。符合固定资产条件的房屋及构筑物，无论是否具有产权证，都应按

造价或评估价计价，全额登记固定资产总账。对房屋及构筑物进行扩建增加建筑面积的，应按照扩建

费用计价对固定资产进行增值处理。对房屋及构筑物进行大修改造或装修，不发生建筑面积增加的，

一般不对其原值做出调整，明显改善和提高使用价值的，按财政部有关规定，可按照大修改造或装修

费用计价，对固定资产作增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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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价值增减变动，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办理，并会同财务处对固定资产

有关账务作相应调整。

第十六条 添置固定资产必须根据学校建设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学院（部门）的实际需求，统筹规

划，保证重点，编制固定资产购建计划。校内各类（项）购建计划均须经过相应的专家论证环节，根

据专家论证意见及时修改调整购建计划，获论证批准后的购建计划方可提交实施。

坚持勤俭办学，添置固定资产应避免重复购置，积压浪费。

申报财政专项预算的购建计划，按上海市教委等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七条 采购固定资产应严格按照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的验收与入账

（一）学校新建、重要改扩建等基本建设项目、大型仪器设备或设施等固定资产购建完成后，由

相关项目牵头部门组织的验收工作必须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代表参加；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由购置

固定资产部门组织验收。

验收合格的固定资产应及时办理入账、入库、编号、建卡、领用和结算等手续；验收不合格的固

定资产，不得办理结算手续，不得交付使用，购置部门应按合同条款及时向供货商提出整改或退货或

索赔要求。

学校、学院（部门）对固定资产采购和验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件资料，应及时收集、整理、归

档，妥善保管。

（二）接受捐赠或盘盈的固定资产，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接收和交接，并根据固定资产交

接单、捐赠协议、发票或固定资产盘盈报告单等凭证，办理入账、结算、领用手续。

（三）新增固定资产须凭采购申请表、发票、合同或工程决算副本、验收单等相关证件（须有单

位负责人、经办人、领用人或保管人签字）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入账：登记固定资产编号、入

固定资产账、建固定资产卡片；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批准后，财务处方可办理报销手续。未经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上述手续的，财务处一律不予报账。

第十九条 固定资产取得形式

固定资产取得形式有：购置、划拨、划转（调拨）、捐赠、置换、建造（制作）和盘盈。

（一）购置。指学校通过市场采购所取得的固定资产。

（二）划拨。指上级主管部门以实物划给学校所取得的固定资产。

（三）划转（调拨）。指其他单位无偿划转（调拨）给学校的所取得的固定资产。

（四）捐赠。指学校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捐赠所取得的固定资产。

（五）置换。指学校与其他单位以非货币性资产为主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

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

（六）建造（制作）。指学校立项建造房屋及构筑物，自制仪器设备或装置所取得的固定资产。

（七）盘盈。指在日常清查盘点或清查核资过程中确认为有物无账的固定资产。

第二十条 固定资产的处置（报废、报损、转让、划转、出售、出让、转让、置换、对外捐赠

等）必须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全校各部门占有或使用的固定资产，其产权归学校所有，其处置权归

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按学校对固定资产的相关处置规定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并不得擅自

对固定资产进行报废、调出、变卖、串换或私分等处理。

第二十一条 固定资产的处置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上应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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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执行。

第五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第二十二条 固定资产的卡片及标签

固定资产卡片是开展固定资产管理，确认管用双方责任关系的重要凭证。凡入账的固定资产都应

建立固定资产卡片，单件价值超过固定资产起点单价的固定资产必须一物一卡；单件价值不足固定资

产起点单价的批量固定资产可以一物一卡，也可多物一卡；其中图书、档案按部门分别可以实行多物

一卡。在固定资产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在固定资产卡片的变动情况栏中予以注明。

学校根据固定资产卡片制作固定资产标签，贴在固定资产的明显部位，作为鉴别标识。

第二十三条 固定资产库存及领用

根据实际需求，学校可以适度批量集中采购常用固定资产，入库备用。固定资产一经入库必须

入账。使用部门领用固定资产必须通过必要的审批手续，经批准的领用申请，由库存管理人员发放出

库。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出库单进行使用部门和卡片信息的变更。

第二十四条 固定资产保管使用

学校及各使用部门应建立固定资产保管使用规范，建立固定资产领用和交还制度，明确固定资产

保管使用的职责。固定资产保管应由使用人负责，使用人发生变更时，应办理必要的转移交接手续。

固定资产一般应按原始套件进行使用，使用人不得自行拆装整合，如工作上确有需要拆装整合的，应

经过批准。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拆装整合的实际情况，对账务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二十五条 固定资产维护保养

学校应指定特定部门对校属不动产及其不可移动的附属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和检修，及时消

除各类隐患，保障安全使用。

学校固定资产的各使用部门要制定本部门固定资产维护保养、故障检修规程，保障固定资产的安

全和稳定运行。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应按规程做好如下工作：

（一）检查固定资产的运行情况和安全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二）对固定资产进行维护保养，停机检修；

（三）联系产品生产厂商对质保期内固定资产故障进行维修；

（四）提出质保期外固定资产故障维修申请，批准后实施；

（五）提出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大修申请，批准后实施；

（六）提出安全事故报告，配合查明原因，做好善后处理。

第二十六条 固定资产移交

校内各使用部门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因工作变动、退休等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时，应指定

新的固定资产管理人员或使用人员，并及时办理固定资产管理或实物移交手续；未经移交的，不得办

理转岗或离职或退休手续。

使用人员携带其原保管使用的固定资产在校内转岗，应向部门资产管理人员提出申请，办理资产

内调手续。对于因突发事件、伤亡等各类特殊原因造成离岗的原保管人（使用人）名下的固定资产，

各学院（部门）应在自事件发生起的3个月内指派新的使用人员保管相应设备，并及时到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办理相应固定资产的移交手续。

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处级干部岗位交接备忘录》要求，因岗位变动的离任干部须将本人保管

的部门办公设备、物品等转移至接任干部，并报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第二十七条 固定资产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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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内调是指校内各使用部门之间发生的固定资产管理及使用权的转移。发生固定资产内调

时，转出部门应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固定资产调拨单》，经转出部门和转入部门资产管理员和主

要负责人签字确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同意后，办理固定资产内调手续。

第二十八条 固定资产调剂

对使用部门重复购置、长期闲置、使用效率低的固定资产，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有权进行处置和

调剂。拒绝处置调剂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可建议学校对其缓拨或停拨有关经费。

第二十九条 加强对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建立全校固定资产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公用房屋

管理档案、贵重仪器设备技术档案，在校园网上发布校内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介绍，加强贵重仪器设备

校内外协作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益。

第三十条 利用学校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等取得的收入，扣除税金、手续费等支出后，应上缴市

级财政国库。

第三十一条 对利用学校固定资产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未经许可擅自处理、变卖学校固定资产的

收入，学校将予以没收，并对有关责任人按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制裁或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律刑事责

任。

第三十二条 校办产业、经济实体和实行自负盈亏的部门发生国有资产产权变动、财务异常、资

产损失和资金挂帐严重或挂靠单位脱钩等情况，按国家规定必须进行清产核资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处应协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条例》（2004年8月

15日）、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仪器设备的管理办法》（2002年12月26日）、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家具管理条例》（2004年8月15日）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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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资〔2017〕16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涉密设备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涉密保密设备与介质的保密管理工作，杜绝泄密隐患，确保国家秘密

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的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安全保密设备与介质（简称涉密设备），是指用于存储、处理、传输国

家等各类秘密信息的设备。

第三条 涉密设备的采购，实行业务归口部门进行统一购置、统一标识、统一发放。应在具有资

质的单位和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范围内采购。

1. 涉密设备的采购应选用国产设备；非安全保密产品应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保密需要，优选国产

设备；不得选用国家保密部门禁用的设备或附件。

2. 计算机病毒防护产品应优先选择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国产产品，密码产品应获得国家密码管理部

门批准，其他安全保密产品（如身份识别、访问控制、安全审计、入侵检测和电磁泄露发射防护等）

应获得国家保密部门的批准。

3. 涉密信息系统中所采购、使用的安全保密产品，应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的检测证书原件，以查

验其真实性。

4. 应由专人负责对供货方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验收时应对产品型号、数量、配置、检测证书等

进行严格核对。

第四条 涉密设备领用前，应由指定的或负责的部门统一注册和登记，再分发到各使用人使用，

禁止个人领用涉密设备。

第五条 涉密设备只能在本单位使用，严禁以转借、转租等任何形式给外单位或他人使用。

第六条 涉密设备使用外接设备应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涉密设备使用的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按

涉密设备的同等级别进行管理，不得与其他非涉密设备网络及通讯网络连接；严禁在涉密设备上使用

无线功能的信息设备。涉密设备信息在打印输出时，打印出的文件应当按照相应密级文件管理，打印

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废页应当及时销毁。

第七条 建立涉密设备资产管理清单（台帐），注明涉密设备资产的管理人、资产所在位置；定

期进行清查核对。

1. 所有涉密设备均应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人。涉密设备的使用人对设备的安全负有直接管理责

任，涉密设备所在部门负责人对设备的安全负有领导管理责任。

2. 所有涉密设备均应根据所承载信息、软件的重要程度，进行标识和分类，重要设备应进行重点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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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密设备因管理人员岗位变动等原因需要移交时，应对涉密设备进行检查、确认，并做好登记

备案、妥善保管，在校保密办等相关部门监督下进行移交。

4. 涉密设备所在部门每半年对涉密设备进行一次清查、核对，做好记录并所在部门领导和责任人

签名，报校保密委员会、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备案；发现涉密设备丢失的应及时向校保密委员会、资

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告。

5. 涉密设备管理和使用人员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涉密设备造成泄密事件的，将依照法规追究责任

人相关责任。

第八条 涉密设备的维修应在学校范围内进行，并确保涉密信息在维修过程中不被泄露；不具备

自行维修涉密设备的，应当委托保密部门认定的涉密设备维修定点单位进行维修。

1. 涉密设备在维修过程中，严禁随意下载、复制或自行处理涉密文件、资料。

2. 存有机密级以上国家秘密信息的设备原则上不送定点单位维修，应请定点单位派专人到学校维

修。

3. 涉密设备维修和送维修必须有相关人员进行全程陪同旁站监督，确保国家秘密信息安全，维修

和送维修需做好记录登记。

第九条 对于不再使用或无法使用的涉密设备应及时进行报废处理，并完善登记备案手续。

1. 涉密设备需要报废时，应向部门提出申请，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由信息办会同保密办严格按

照涉密信息系统建设中有关要求进行相应技术检查和处理，完善登记备案手续后，再向资产处提交报

废申请。

2. 需要报废的涉密设备，应进行涉密信息消除和载体销毁处理，所采用的技术、设备和措施应符

合相关保密规定和标准。

3. 经技术处理后的待报废涉密设备，安置到专用待报废仓库，由专人负责管理，待上级单位批复

后按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4. 对报废的涉密设备的密级情况、经办人和流转去向进行严格的记录，确保查有依据。

第十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1月7日



重要文件与规章  263

（上应资〔2017〕17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维护学校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资产使

用效益，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高等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84〕教供字020

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系统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细则》（沪教委国资〔2014〕31号），结

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管理，应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专人负责、合理调

剂、节约使用的原则。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采购管理的职能部门；

各学院（部门）负责本部门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日常采购和管理。

第三条 各使用单位须建立严格的实验材料及低值易耗品管理责任制，对实验材料及低值易耗品

的计划、购置、保管、领用、回收等都要有专人负责。建立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使用台账，做

到验收严肃认真、进出库手续清楚，账目记录健全，定期核对检查，保持账卡物相符。

第二章 范围和分类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主要包括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基本建设和

行政管理等各方面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资。

实验材料是指金属、非金属的各种原材料、燃料、实验试剂、实验食品等。

低值品是指价值未达到学校固定资产规定标准又不属于材料范围的用具设备等，如：低值仪器仪

表、工具量具、科教器具等。

易耗品是指不属于实验材料且在使用过程中易损坏的器件，如：劳动保护用品、玻璃仪器、元器

件、零配件等。

第五条 目前学校规定单价大于或等于1000元，能够独立使用，耐用期一年以上的实物资产列为

固定资产。单件物品资产价值为500（含）-1000元的属本办法所规定的管理范畴；单价不足500元，总

价在2000元（含）以上的批量实物资产也应纳入本办法管理范畴。

凡属本办法管理范畴内的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须列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统一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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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低值品的分类可参考附件《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统管低值物品目录》的分类。

第三章 购置与经费

第七条 各类实验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购置经费，由学校预算资金统筹安排，各学院（部

门）控制使用。

第八条 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的购置按学校相关采购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凡一次性购买批量较大的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须订立经济合同。采购人员购回实

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应及时组织验收，如发现质量、数量等问题，应及时查明原因，办理退、

换手续。

第十条 购置的低值品需在学校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库存物资及低值材料管理子系统办理入

库。

1. 学院（部门）采购的物品由学院（部门）资产管理员办理入库。

2. 学校集中采购的物品由采购经费所在学院（部门）资产管理员在领用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入

库工作。

第十一条 完成入库手续的物品，应打印报销凭证，经部门资产管理员、部门主管领导签字、资

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后，方可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未办理入库手续的物品，不予报销。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二条 各使用部门应规范存放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加强对库存实验材料、低值品及

易耗品的管理，掌握本部门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常规使用情况，适时适度满足教学行政工作需

要，厉行节约，不超量囤积物品，严防存放物品损坏、变质、丢失或存在安全隐患。

第十三条 物品的存放、保管应做到整齐清晰，定位有序，零整分开，帐物对应，便于收发和检

查。对易燃、易爆、有毒等物品，应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加强规范管理，并应定期进行

查对，防止因管理不善变质，造成自燃、爆炸、泄毒等安全责任事故。具体管理方法按照学校相关危

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制度等执行。

第十四条 各部门要配备责任心强，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员担任物品保管员，负责物品的领

用及帐、卡的管理。管理人员应力求稳定，岗位调动时应及时办理交接手续。各单位每学期对实验材

料、低值品及易耗品的使用情况清查一次，以保证物尽其用，避免浪费。

第十五条 各部门应设置有品名、数量、单价的物品明细账（卡），按照品种、规格型号、质量

级别，对库存各类物品据有关凭证及时进行增减记录。

物品账、卡和收支单据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规定执行。收支单据都须有负责人、制单人

和其他有关人员（如验收人、发料人）的签名。账（卡）及凭证单据须妥善保管，不得任意涂改。账

（卡）销毁应按财务部门的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六条 实验材料、低值品及易耗品的日常登账、保管、发放、调配等管理工作由各部门负

责，要做到科学管理、合理使用，防止浪费。

第十七条 各部门物资管理员要认真查对低值品分户明细账，特别加强二用低值品管理，并以凭

单及时调整账面，保证账物相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定期抽查、核对。

第十八条 统管低值品的报失、报废，需经各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

批准后，会同财务处办理销账手续。报废物资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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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由于保管使用人员不负责任，致使统管低值物品丢失，按每年10%折旧、并按折旧价

的100%赔偿，凡属个人保管的工具类物资丢失，按原价或原物赔偿。

第二十条 低值物品的损坏、丢失赔偿资金及报废处理所得费用上缴学校财务，任何部门和个人

不得留用或挪用。

第二十一条 借出的低值物品要按时催还，对不负责任随意破坏、丢失物品的现象，要批评教

育，并按规定赔偿损失，严禁将公物私化。

第二十二条 校属独立法人单位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低值物品管理办法》（2004年6月

15日）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废止。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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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后〔2017〕1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零星维修工程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校内零星维修工程管理，提高维修质量、维修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强化

维修操作规程，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零星维修工程是指单个金额在20万元以下（不含20万元）的维修工程。超过

20万元以上维修工程原则上须通过学校公开招标确定。紧急抢修项目不受20万金额限制。

第三条 零星维修工程包括紧急抢修项目和零星维修项目。

1. 紧急抢修项目是指不能通过事先预测到的突发设施故障，直接影响师生正常教学和生活，按照

正常审批程序无法满足时间要求的工程项目。

2. 零星维修项目是指学校房屋建筑物、道路、水电暖气和其它公共设施的维修、装修和改造工程

等（涉及结构、消防、安保、智能信息等专业工程除外）。

第二章 零星维修工作职责

第四条 学校零星维修工程具体管理部门为后勤保障处，负责零星维修工程的审批、实施、监管

和验收等工作。

第五条 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乙方）负责徐汇校区内各类建筑物、水电暖气和其它公共设施的基

本维护和维修。配合学校相关工程施工的水电使用管理以及安全保障等工作。

第六条 奉贤物业公司负责奉贤校区内各类建筑物、公共设施及水电等养护和维修（以物业招标

委托合同为准）。配合学校相关工程施工的水电使用管理以及安全保障等工作。

第七条 因人员和技术条件的客观限制，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乙方）和物业公司无法完成的维修

项目，由施工单位承担完成。学校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不少于三家的施工单位，三年一招标，合

同一年一签，如年度考核不合格，则根据公开招标排名依次替补施工单位。

第三章 零星维修程序

第八条 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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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维修项目由使用部门提出维修申请；学生宿舍楼内维修工程由学生或宿舍管理员提出维修

申请。

2. 物业公司和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乙方）无法维修的项目需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零星维修报

修单》（见附件一），上报后勤保障处。

第九条 项目实施

1. 报修后由物业公司和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乙方）组织人员及时到场，根据维修内容落实维修并

做好维修记录。因人员和技术条件无法维修的项目需告知报修部门并及时上报后勤保障处审核，由后

勤保障处联系相关职能部门或安排专业施工单位进行维修。

2. 后勤保障处对上报的维修项目进行审核和现场勘查，同时报审计处现场预审，待后勤保障处分

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实施。

3. 对在10万元以下的项目，后勤管理处直接指派入围施工单位安排施工。

4. 对在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维修项目，后勤保障处组织由基建处、审计处等部门参与的工作

组进行项目论证，并组织入围施工单位提供施工方案和项目预算。经工作组综合评判，择优确定施工

单位实施。

第十条 特殊项目

1. 对确需特殊专业施工的零星维修工程，后勤保障处可另行委托其它具有专业资质施工单位实

施。

2. 对直接影响师生正常教学和生活，按照正常审批程序无法满足时间要求的紧急抢修工程，后勤

保障处可直接安排签约单位或维保单位施工，抢修结束后及时办理相应手续。

第十一条 项目变更

施工过程中确需项目变更时，施工单位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程量，并书面提交后勤保障处审核

后方可实施。

第十二条 项目监管

对20万以上或项目较复杂且涉及隐蔽验收的维修工程，后勤保障处可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维修工

程的安全、进度、质量等进行监管。在入围有效期内，对施工单位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考核，对评价考

核不合格或违反廉政承诺的施工单位取消其下一年度零星维修签约和招标入围资格。

第十三条 项目验收

工程结束后，由后勤保障处组织工程验收。验收合格后经审价予以结算。

第十四条 工程结算

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和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执行。当月完工项目

原则上在次月完成决算、审计以及结算。

第四章 经费管理与专项申请

第十五条 经费预算

学校零星维修项目经费列入学校年度专项预算，经费由后勤保障处管理。

第十六条 经费支出

校内公共楼宇、公共设施，各职能部门和各学院楼宇的公共区域等（如建筑物屋顶、墙面、楼道

地面、卫生间、水电等）维修改造费用原则上由学校年度零星维修项目专项经费支出；各学院办公室

及实验室等室内的改造和装修等工程费用原则上由各学院自行支出。物业公司在委托合同范围内的维

修费用自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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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专项申请

由学院、部门根据自身建设、发展、管理等需要申请的专项维修项目，须由学院、部门落实经费

后，向后勤保障处提出维修申请，由后勤保障处根据项目情况安排施工单位进行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后勤保障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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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后〔2017〕3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大学生医疗保障管理及实施办法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医保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将本市大学生纳入本市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通知》（沪人社医发〔2011〕45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8〕119号）文件精神，现将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

纳入本市居民医保。为切实做好我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工作，保障学生的基本医疗，规范学生

医疗保障行为，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参加医疗保障对象

我校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在籍注册研究生、本科、高职（高专）学生，纳入本市居民医保覆

盖范围。

二、参保费

大学生实行个人缴费。个人缴费标准按照居民医保中小学生标准执行，并随居民医保中小学生标

准同步调整。（2017年的标准为每人每年110元）

三、医疗保障起止时间

大学生自办理入学手续，取得学校颁发的有效证件，并参加本市居民城镇医保且缴纳参保费起可

享受大学生医疗保障待遇；自办理离校手续，并按学籍管理规定注销学籍之日起停止享受大学生门急

诊医疗保障待遇。

应届毕业生如未找到工作未加金的学生仍享受大学生医保待遇（截止到当年12月31日）。

按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因病等休学手续的，休学期间继续享受大学生医疗保障待遇。

四、定点医疗机构

大学生门急诊，住院，定点医疗机构为：上海市医保定点医院。（中草药仅限：第六人民医院、

奉贤中医医院）

五、校外门急诊及住院享受待遇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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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门急诊 住  院

起付线（当年累积） 个人自负比例 起付线（每次） 个人自负比例

300 元

一级 ：30%

二级 ：40%

三级 ：50%

一级 ：50 元

二级 ：100 元

三级 ：300 元

一级 ：20%

二级 ：25%

三级 ：40%

六、普通门急诊

1. 大学生在本市范围内的普通门诊应到所在校区医疗机构就诊。大学生就诊凭本人《一卡通》及

自管病历卡挂号。新生入校，学校免费发放每人一张病历卡，自行保管，遗失补办收工本费（1.5元/

张）。

2. 没带本人《一卡通》或《学生证》前来就诊的，一律不享受学生医保，费用自理（急诊除

外）。

3. 门诊用药应由接诊医生按病情开处方，一般不超过三日，慢性病为一周。就诊者应当遵从医护

人员的治疗方案，不得指定用药等。

4. 医生视病情开具相关病假证明，原则上不予补病假。学生不得索要病假。校外医院的病假证明

（急诊除外）应由校门诊部核转方能生效。（考试期间病假证明参照教务部门相关规定）

5. 因病情需要到校外医院就诊的，必须去本市医保定点医院。（中草药仅限第六人民医院、奉贤

中医医院）

6. 大学生因寒暑假或因病休学或因学校规定的教育实习，课题研究、社会调查居住在外省市期

间，可至当地医保定点医院进行急诊就诊。（相关报销规定见第七款）。

七、门急诊医疗费报销规定

1. 大学生医疗补助资金系市政府、市财政提供的门急诊专款资金。大学生必须遵守学校就医管理

规定，在保证基本医疗的原则下，合理使用，杜绝浪费，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学生在校门诊部或医务室就诊发生符合规定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个人负担10%。非全日制学生

在校就诊医药费自理。

3. 学生寒暑假期间，或因病等休学或因学校规定的教育实习，课题研究、社会调查居住在 外省市

期间，发生急诊范围内的疾病（如：发热38℃以上、心脑血管疾病、支哮、急腹症、急性肠胃炎、传

染病、外伤等），可直接到当地医保定点医院进行急诊就诊，报销上限为200元。

4. 学生在校外医保定点医院所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必须在6个月内到校医保办办理医药费报销

审核手续，过期视为自理。

5. 学生办理校外医药费报销手续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医药费收据（收据后辅导员签

字）。经校门诊部审核后将相关汇总信息交校财务处，每月25日批量发放报销款。

6. 下列费用不予报销

（1）挂号费、病历工本费、磁卡工本费等。

（2）出诊费（不包括家庭病床查房费）、会诊费等。

（3）特需医疗服务项目。

（4）各种美容、整形项目：如皮肤色素沉着、痤疮、面膜、疤痕美容、激光美容、脱痣、祛除纹

身、除皱、祛雀斑、开双眼皮、美容性洁牙、治疗白发、治疗秃发、植发、脱毛、隆鼻、隆胸、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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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等项目。

（5）矫形治疗（先天性斜颈、唇腭裂、脊髓灰质炎后遗症除外）：如口臭、口吃、牙列不整、义

齿修复（包括装冠、套冠、安装）、种植牙、鼻憨手术（呼吸窘迫症除外）、平足等项目。

（6）各种健美治疗：如减肥、增胖、增高等项目。

（7）各种健康体检项目：如体检、疾病普查等项目。

（8）各种预防、保健性诊疗项目：如各种疫苗接种、推拿按摩等项目。

（9）各种预防、保健性诊疗项目：如各种疾病咨询费（二、三级精神防治机构开展的心理咨询除

外），指脉仪、微循环检查仪、经络诊断仪（包括中医电脑诊断仪）、生命信息诊治仪等诊疗项目。

（10）各种议论鉴定项目：如劳动能力鉴定，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各种验伤费

等。

（11）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PET）、眼科准分子激光治 疗仪、微电机导向立体定向治

疗术（帕金森症）等大型医疗仪器、设 备进行的检查、诊疗项目。

（12）各种自用保健、按摩、康复、检查、治疗器械和用品：如矫形鞋、助力器、健脑器、颈

托、胃托、肾托、阴囊托、子宫托、平足托、护膝带、护腰带、钢背心、钢围腰、钢头颈、热敷带、

药枕、药垫、皮下给药装置、快速血糖检测仪、电话传输心电图监护系统（心脏BP机）、眼镜、义

齿、义眼、义肢、助听器、拐杖、轮椅、健身按摩器、各种磁疗用品等。

（13）市物价局、市卫生局、市医疗保险局规定不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材料。

（14）临床基因扩增（PCR）检验。

（15）各类器官或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组织源费用。

（16）除肾脏、心脏瓣膜、角膜、皮肤、血管、骨移植以外的其他器官或组织移植。

（17）近视和斜视眼的矫形术。

（18）气功疗法、音乐疗法（精神病除外）、保健性的营养疗法、磁疗等治疗项目。

（19）抗肿瘤细胞免疫疗法（如LAKE细胞治疗等）。

（20）各种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

（21）各种科研性和临床验证性的诊疗项目。

（22）因自杀、自残（精神病除外）、酗酒、斗殴、吸毒、医疗事故或者交通事故等发生的检

查、诊断和治疗项目。

（23）就诊往返交通费、救护车费用（包括车上急救费）。

（24）自费自购药品。

（25）动物（犬、猫、老鼠等）咬伤。

八、住院医疗保障

1.  上海市住院开具住院凭证：请带好学生证、身份证、入院通知单三样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校门诊

部（奉贤校区医务楼212室，徐汇校区医务室医生办公室）开具住院结算凭证。住院结算凭证必须在出

院前交至医院收费处。

2. 外地住院零星报销：外地住院就医仅限非沪籍大学生在寒暑假、休学期间回户籍所在地住院就

医。住院费用先自行与医院进行结算后。回到学校校门诊部奉贤校区医务楼212室后进行报销。报销所

需资料：学生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发票原件、费用明细清单原件、出院小结原件、零星报销申

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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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病门诊医疗保障

1. 大学生门诊大病范围：尿毒症门诊透析（含肾移植后抗排异）、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内分泌特

异抗肿瘤治疗）、放疗、同位素抗肿瘤治疗、介入抗肿瘤治疗、中医院抗肿瘤治疗以及必要的相关检

查，精神病（限于精神分裂症、中度和重度抑郁症、躁狂症、强迫症、精神发育迟缓伴发精神障碍、

癫痫伴发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以及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门诊治疗。

2. 大学生门诊大病医药费先回学生进行正常的门急诊医药费报销后，校门诊部会开具大病医疗报

销结算凭证，学生自行去商业保险公司理赔。

十、医疗保障管理职能机构

学校设立大学生医疗保障管理办公室（简称医保办），具体负责大学生医疗管理工作，办公地点

设在门诊部。学生到校外医院就诊前，应详细了解有关学校医疗管理实施办法，如有疑问可向学校医

保办咨询，否则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本管理规定未尽事宜参照学校有规定执行

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学生应诚实守信，严格遵守各项医疗保障的规章制度，违反者按学校有关规

定处理。

十二、门诊部服务时间

1. 就诊时间：

（1）徐汇校区：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 8: 00-11: 30 12: 30-16: 15；

应急处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11: 30-12: 30。

（2）奉贤校区：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 8: 00-11: 00；12: 00-16: 15；

应急处理时间：周一至周五：11: 00-12: 00；16: 15-次日08: 00；周六、周日全天。

2. 节假日或寒暑假期间，校门诊部定期设门诊值班（届时告知）。

3. 门急诊医疗费报销审核时间：

徐汇校区：周三 12: 30-16: 00；

奉贤校区：周一 12: 30-16: 00；周二12: 30-16: 00；

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报销所需资料：学生证（绿皮本）、发票原件（发票后面辅导员签字）。

4. 联系电话：徐汇校区：64942019；奉贤校区：60873019。

十三、如学生不参加上海市城镇居民医保，不享受一切医保待遇，期间门（急）诊及住院费均为
自费。

十四、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学校医疗保障管理办公室。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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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后〔2017〕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宿舍管理条例

为了加强学生宿舍管理，促进学生宿舍的文明建设，保证宿舍设施的完好，创造整洁、优美的生

活环境，培养学生讲文明、讲卫生的良好习惯，特制定管理条例如下：

一、住宿

（一）在校学生的住宿由后勤保障处统一调配，各院（部）根据后勤保障处调配计划负责安排本

院（部）学生的住宿。

（二）宿管办根据各院（部）安排的学生住宿名单负责办理学生入住手续。

（三）学生住宿凭住宿证。住宿学生须自觉遵守宿舍管理有关规定，住宿期间未经后勤保障处批

准不得擅自调换房间、床位，学生住宿调整需在宿管办登记。因擅自调换宿舍、床位而产生的床位冲

突，擅自调换的学生必须无条件退出。南、北寝室间的调整由所属各院（部）提出调整方案，宿管办

配合调整学生住宿。

二、退宿

（一）学生毕业或因故离校必须按规定办理退宿手续。

（二）学生住宿期间如因退学、休学、转学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需退宿，由学生本人向所在院

（部）提出退宿申请（须附家长同意的意见并签名），报学生处批准后，在网上学工系统提交退宿申

请。

（三）办理退宿流程：学生本人登陆网上学工系统，在宿舍管理—退宿管理中提交退宿申请。经

辅导员及学生所在院系学生工作副书记审核后，将个人物品搬离宿舍，钥匙交至本人所住宿舍楼宿管

办。

（四）住宿费余款退费按住宿月份数结算，起止时间按入住之月至办理完退宿手续之月计算。住

宿退费根据沪教委财〔2007〕38号文件规定，学生交纳住宿费后，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根据学

生实际住宿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住宿费（一学年按9个月计算）。

三、住宿学生家长、同学来访必须经宿舍管理人员同意后凭证办理登记手续，由学生带领方可进

入宿舍。学生宿舍内不得留宿外来人员。

四、学生宿舍开门时间为5：30，关门时间为23：00。学生必须遵守学校作息制度，按时起床。晚

上熄灯前，必须回宿舍，因特殊情况晚归者，应主动出示学生证，登记后方可入内。

五、未经许可男生不得进入女生宿舍，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 

六、学生在宿舍内要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不起哄闹事，不出污言秽语，不看黄色书刊，禁止在宿

舍内吸烟、酗酒、赌博、搓麻将、斗殴，禁止摔瓶子、砸玻璃等违法和不良的行为，不得在宿舍内进

行任何经商活动。违者按《学生违纪违规处罚条例》处理。

七、学生宿舍管理老师每星期对宿舍进行卫生检查、打分，对卫生成绩评定为差的寝室要进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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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教育，责令其整改，并通报所在院（部）。宿舍管理办公室按日汇总卫生成绩，报后勤保障处、学

生处。卫生成绩连续三次得差的寝室，将由宿舍管理委员会裁决取消全室人员住宿资格。

八、学生要增强节约用水、用电意识，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学生宿舍供电时间为每

天6：00～23：00，特殊情况另作安排。国定假日及集中考试前一周和考试期间延长至24：00。

九、学生宿舍用水用电实行定量管理，每位学生每月免费供应电5度，每位学生每月免费供应水4

立方，超出部分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费用由本宿舍同学分摊。

十、提高警惕，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妥善保管好自己财物，注意人身安全，最后离开宿舍者要关

好门窗，防止失窃。宿舍钥匙不得转借他人代管、使用，遗失钥匙应及时到学生宿舍值班室登记、补

配，不得私自调换门锁或另加挂锁，否则，造成后果者，须追究责任。

十一、做好防火工作，爱护消防器材。放置在宿舍内的消防箱、消防水龙头、水带和灭火器材、

应急照明灯、指示灯不得乱拆乱动，违者给予校纪处理，直至开除学籍，造成后果者视情节给予记过

以上，直至行政处分，并附带经济赔偿，涉及违法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二、宿舍内严禁自炊，不准私拉电线，不准破坏电控设备，不准使用蜡烛、床头灯，严禁在宿

舍焚烧杂物、使用电热毯、取暖器、暖手宝、电炉、电磁炉、电饭锅、电热杯、蒸蛋器、电水壶、热

得快、烘鞋器、电吹风、卷发器、直板夹等生活家电（收录机、电脑除外），一经发现宿管办将予以

没收，违者第一次批评教育，第二次给予行政警告处分，第三次取消住宿资格，并按《学生违纪违规

处罚条例》并到保卫处签署安全承诺书处理，如涉及违法的，将承担法律责任。收缴的违章电器，后

勤保障处将会同与保卫处、学生处定期销毁。

十三、学生在宿舍区内，不准饲养小动物。一经发现，由宿管办与所在学院联系予以取缔，若经

教育无改过，则取消其住宿资格，办理退宿手续。

十四、为了保持寝室整洁，寝室内不准堆放任何生活垃圾及废品（如饮料瓶、废报纸等）。

十五、假期学生如需要留校住宿，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各宿舍楼值班室办理登记手续，由宿管办公

室统一安排。

十六、学生应自觉服从和主动配合宿舍管理人员的指导和管理，认真做好值日生工作，积极参加

文明寝室评比活动。 

十七、宿舍管理人员有权根据管理条例对违反本条例者，当场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宿舍管理部汇

总材料上报宿舍管理委员会，由宿舍管理委员会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十八、违反本条款第六条（三次卫生不合格）和第十一条（第三次违章用电）者，经核准取消住

宿资格，办理退宿手续。

十九、本条例的解释权归宿舍管理委员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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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档〔2017〕2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档案管理制度

为保证学生档案的安全、保密和有效使用，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档案的接收

1. 凡被我校正式录取的新生，其档案必须同时转入我校。档案必须密封、完整，否则，档案馆有

权拒收。

2. 档案馆只接受经各学院辅导员核定的学生档案。

3. 原则上不接受学生电子档案（加盖了所在学校、地区教育局公章，或经我校招生办公室认可的

可以接收）。

二、档案的管理

1. 学校档案馆设立专门的学生档案室，专人负责，确保学生档案的安全和保密。无关人员不得进

入档案室。

2. 学生在校期间所产生的档案材料，包括各种奖励和处罚等都必须在毕业前由辅导员负责归入其

档案。

3. 学生因各种原因离校，在按规定办理完离校手续后，须由本人到档案馆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4. 学生个人不得自带档案离校。

三、档案的利用

1. 校内阅档必须持学校各院（部）、处（部、室）有关证明。

2. 外单位查阅档案必须持单位阅档介绍信、工作证或本人身份证，在指定地点阅档。

3. 学生档案不得借出档案室，如确有需要，须经档案馆领导同意，并确保准时归还。

4. 查阅和索取档案应事先告知，按指定时间前来阅档或索取。

5. 学生本人及其家属不得查阅、外借本人档案。

四、档案的转出

1. 应届毕业生档案在毕业离校一个月内由档案馆完成转出。

2. 学生档案由邮政EMS特供传递。

3. 应届毕业生可登陆学生个人门户网站，输入本人学号或身份证号进行档案去向查询。

五、本规定的解释权归档案馆。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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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继〔2017〕4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授予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

学位的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及《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关于授予本科生学士学位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校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实施细则。

一、成人高等教育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2. 本科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满本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学分，最终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在2.0以

上（含2.0）；

3. 参加并通过由本校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公开答辩；

4.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以下简称CET-4）成绩达到或超过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本市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的英语水平最低线，或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三级（以下简称PETS-3）

笔试成绩合格，或参加本校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合格。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2. 经自学考试通过本科专业开考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

3. 参加并通过由本校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4. PETS-3笔试成绩合格，或参加本校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合格。

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 在校学习期间受到两次以上（含两次）“记过”处分或留校察看一年以上（含一年）处分的；

2. 在校学习期间被行政拘留或构成刑事犯罪的；

3. 自学考试的学生受到延迟毕业一年及以上处分的。

四、对仅因第三条第一款但处分已解除者，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申请。

1. 毕业设计（论文）经公开答辩，成绩达到90分以上（含90分），且经学校组织校外专家对其设

计（论文）水平进行复审，复审成绩达到80分以上（含80分）者。

2. 在校学习期间取得由政府授予的市级及以上先进称号者；或取得市级科技进步奖的主要获奖

者；或取得两项及以上发明专利的发明者；或被任命为市政府确定的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经理者。

五、CET-4和PETS-3成绩从证书（或成绩单）打印落款日期起，至学校正式受理学士学位申请

日期止，四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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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仅因英语成绩未达到要求而未取得学士学位者，在毕业后一年内（以毕业证书时间为准，且在

最长学习年限内），愿意参加PETS-3考试或本校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合格，可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申

请。

六、在毕业后两年内（以毕业证书时间为准，且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对通过下列方式达到相应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

1. 因毕业论文未达到要求，愿意回校重修学位论文，参加毕业论文公开答辩，成绩合格者；

2. 因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要求，愿意回校参加相关课程重修，达到要求者。

七、评定学士学位的程序

1.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

2. 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部对学士学位申请者的有关材料按规定逐一进行审查，拟定内容为“建

议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及原因的报告”，提交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3. 继续教育学院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的“授予学士学位报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查；

4.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作出授予学士学位的决议后，由学校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相应的

《学士学位证书》。

八、本实施细则仅适用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

九、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颁布之日后毕业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学

士学位适用本规定。本规定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授

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沪应院继〔2014〕3号）同时废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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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继〔2017〕6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管理办法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本市普通高校开展继续教育工作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教

委终〔2010〕16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推进本市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指导意见》（沪

教委终〔2017〕4号）文件有关精神，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校继续教育归口管理制度，规范我校各类

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工作，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结合我校实际，对《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管

理办法》（沪应院〔2006〕5号）进行修订，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1. 本办法所指的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包括：各类资格、能力、水平考的教育培训，各类岗位、职业

技术教育培训，各类单科和综合性专业教育培训，各类复习、辅导、讲座和专题研修性教育培训及各

个层次的继续教育等。

2.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沪教委高﹝2010﹞16号文件精神，所有在校内举办的非学历教育和培训

必须纳入学校统一管理范围，继续教育学院代表学校行使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的管理职能，对各类非学

历教育和培训办班实行统一归口管理。

3. 所有在校内申报举办非学历教育各类办班的单位，必须是具备教学功能与管理能力的二级学院

（部）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学校的职能处室和不承担教学任务的部门（机构），不得举办各类非学历

教育和培训班。

4. 各学院（部）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必须履行申报审批手续，经批准后方可举办。凡未经

批准而私下办班、或在办班过程中违反学校规定的，一经查实将追究主要责任者和部门领导的责任。

5. 任何部门及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自行举办或与外单位合作举办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对个人冒用

学校名义在校内、外办班的，将严肃查处，追回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者，应劝退其公职，并追究其

法律责任。

6. 各办学学院（部）对所办的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班的办学质量全面负责，应确保不影响本院

（部）正常教育教学任务。

7. 根据上海市自学考试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我校各类自学考试及其助学工作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

管理并实施。学校其他任何部门不得举办各类自学考试助学班。

8. 任何部门不得举办以在校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文化补课和复习辅导班。

9. 任何部门不得对校外单位租借学校场地进行办学。

10. 各类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学员进入校园，须遵守校园管理的一切规定，接受学校保卫处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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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二、申办

1. 各学院（部）举办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必须事先填写“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申报表”（见

附件一，可从继续教育学院网页上下载），送继续教育学院审核。申报材料由各学院（部）主要领导

或分管领导签发，申报材料应包括：办班单位、办班名称、办班起讫时间、招生对象、收费标准、培

训类别、证书颁发，并另附教学计划和招生简章。

2. 继续教育学院收到办班学院（部）（以下简称“办班部门”）的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申报材

料后，依照相关规定，审核办学项目的可行性和规范性。审核认可后，实行继续教育学院、财务处、

教务处三方会签制度。凡事先未经批准的各类办班，学校各部门均不能向其提供教室、上机、听音、

会议、操场、办公等条件及收费票据。

3. 办班申报审批依照如下程序进行：申请办班部门提前（2～3周）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学

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申报表”（可从继续教育学院网页上下载），按申报表的要求如实填写后，将申报

表等材料送交继续教育学院审核，再由财务处、教务处会签。如有特殊办学需求，须分管校长审核批

准。

送审材料：

（1）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申报表（一式四份）；

（2）收费标准；

（3）招生简章；

（4）合作办学协议复印件。

4. 招生简章和广告

办班部门拟订的招生简章，须与办班申报表时一并提交，由继续教育学院审核并编号存档后方可

发布。

如需要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招生广告，办班部门必须另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学历教育和培训

办班招生宣传媒介广告发布报审表”（见附件二，可从继续教育学院网页上下载），经继续教育学院

审核后报主管校长批准，并编号存档备案；继续教育学院代表学校与媒介签订招生广告发布协议后，

方可发布宣传。

5. 使用校内教学资源办学的，教务处根据学校教学资源情况及继续教育学院办班批复，在不影响

全日制教学前提下统筹安排。

三、收费与结算

1. 办班部门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班，需对所收费用进行测算，以便学校向上级管理部门备

案申报收费标准；

2.  办班部门应严格按照继续教育学院和财务处审核后的标准收费，不得私下另行收取其他未经批

准的费用。

3. 办班部门应按学校财务规定及时将收取的各类费用上缴学校财务处，不得留存。

4. 办班部门招生收费时，先向学员开具临时代收据；开班后确认学员不退费，再向其开具学校统

一的财务有效收据。

5. 开班一周内，办班部门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经费结算表》（见附件

三，可从继续教育学院网页上下载）一式三份，连同已会签的办班申报表提交继续教育学院，由继续

教育学院提出结算意见，经财务处审核后进行经费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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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学院（部）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培训费总额的18%上缴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收取上缴学

校费用的15%作为管理费）；培训费总额的82％作为学院（部）办班经费，学院（部）办班应按学校

统一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教学场地使用费用。

7. 各学院（部）办班经费留成部分由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学院（部）使用。

四、发证和存档

1. 各类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班需以学校名义颁发结业证明或单科合格证明，应按国家教育部教成

（90）023号文规定发给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印制的结业证明或单科合格证明。学校其他部门不得擅自

以各自名义颁发学历证明、单科合格证明或结业证明等。

2. 非学历教育和培训班结束后，办班部门需及时将教学实施计划、学员名册、考核成绩等材料，

一并提交继续教育学院存档。需要颁发结业证明的，需提前2周向继续教育学院办理申领手续。

3. 继续教育学院按学校档案工作规定做好办班材料归档工作。存档材料包括：办班申报表、教学

计划、招生简章、经费结算表、学生名册、学生成绩、证书编号等。

五、监督与检查

继续教育学院应对各学院（部）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并定期向主管校领

导汇报。检查内容包括各类办班的教学管理、教学计划实施情况和教学质量、考核情况、收费、治安

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

六、附则

1.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和培训办班管理办法>》（沪应院〔2006〕5号），自本办法

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

3.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继续教育学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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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学院（部）19个。设有本科专业5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4个（包括22个二级学科和

方向），专业学位授权领域3个。本科在校生

14489人，研究生1098人。专任教师1129人，教

授（正高）120名，副教授（副高）379名，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542名，硕士学位的教师446名。

学校现有工程院士1名（双聘），上海“千人

计划”5名，“东方学者”14名，“青年东方学

者”2人。拥有奉贤、徐汇两个校区，占地总面

积94.6万平方米。

一、发展规划与内部治理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公布

并执行《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试行）》。组

织全校管理制度修订完善，提高制度的规范性、

针对性和操作性。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制定和推进“课程思政”工作，构建了

“思政理论课、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育人课”三位

一体的“思政树”课程体系，结合十九大精神开

设《美丽中国》课程。学校获批上海高校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重点培育单位。

二、人才培养

1. 完成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启动并通过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认证工作。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新建3个校级示范实习基地，新增

校企合作实验项目17项、校企合作课程建设项目

19项。主办2017年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中国智能

制造挑战赛华东区赛与总决赛。学生获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6项，市级及以上奖项近

700项。获批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3个。

2. 推荐申报了“化妆品技术与工程”目录

外专业，进一步对接行业岗位需求。探索研究

新工科建设，推荐申报了2个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项目。实施 “一学院（部）固定负责一省市及

上海市一个中学”计划，今年增至11个省市一

本批次招生，生源质量与往年相比有历史性突

破。着力推进精准就业，2017届毕业生签约率

为88.93%，就业率达98.99%，就业专业对口率

达88.35%。被西藏日喀则市专招项目录用8人，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人，“三支一

扶”服务计划录取16人。

3. 优化研究生成长成才环境，组织明学节、

明德月、明事日系列活动，为2017级新生首次开

设《工程伦理》课程。研究生获市级研究生教

育创新计划项目8项，在建市级示范级实践基地2

个。

4. 推进国际化合作交流。2017年新增与法国

国际香精香料学院、匈牙利赛切尼·伊斯特万大

学等5所海外高校及机构的合作交流。新获批与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优本项目。

三、学科建设

制定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科建设五大工

程方案（试行）》，新增控制科学与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艺术、风景园

林两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领域，并与上海理工大

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签订博士生联合培养协

议，组织相关学科导师申请博士生导师。首次参

加学科评估，“设计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入

选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推进化妆品全产业链的

学科对接。学校被上海市列入新增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建设规划。国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建有效推进，上海市香精香料

化妆品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了上海市教委一期建设

验收，并进入二期建设，东方美谷研究院完成了

场地建设和专职研发团队引进，启动了中国化妆

品产业白皮书的制定。正式获批“十三五”应用

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进入全国100所应用

学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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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示范本科高校，获得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

目。

四、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

2017年新增国家级科技项目25项，省部级科

研项目39项，获省部级奖励11项，到款科研经费

突破1亿元；申请专利702件，授权专利226件，

其中发明专利189件。联盟计划项目获批47项，

共获资助金额436万元，连续六年居全市第一。

获批为国家“二级保密资格单位”。2017年，学

校与申通地铁、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爵格

工业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新建产

学研工作站1个、花木产业研究院2个。12项“应

用技术”研究成果和1项大学生双创项目参展第

19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赵喆教授团队的“高

精度3D打印齿科陶瓷材料与技术”项目与浙江盛

泰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成交额约为1500万的

合作协议，并荣获“高校展区一等奖”。联合科

促会和上海市教委科发中心共同主办“2017上海

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承

办第五届石墨烯青年论坛。

五、师资队伍建设

成立“教师工作部”，从教师思想队伍建

设、教师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建设及考评机制等

方面，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制定了教师专

业发展新工程实施办法，注重教师能力的多系

列、多方位培养，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贯

彻落实首聘制度，制定了与新聘期拨款模型相适

应的2017年度部门考核办法。注重高层次人才引

进和培养力度，强化以行业专家领衔的双师双能

型队伍建设。有10人次获得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

人、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曙光学者、晨光学

者、扬帆计划、浦江人才计划等各类人才称号。

六、学生工作

通过完善考核、举办辅导员专题培训班、配

备新疆籍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开展少数民族学

生工作专题培训等，扎实推进辅导员队伍科学化

管理。1名辅导员首次获得上海市年度辅导员人

物。探索学生管理体系改革，依托工程创新学院

筹建鲁班书院，确定了“学以致用，知行并进，

卓越创新”的书院精神，探索特色鲜明的书院建

设之路。创新思政工作载体，利用多媒体开辟网

络思政教育的新实践、新思路。积极开展仪式教

育、爱校荣校教育，举办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

和毕业晚会等育人主题活动。支持推进“365青

年成长计划”，创建上应新学风。贯彻执行国家

精兵强兵政策，选拔优秀大学生入伍，超额完成

征兵任务。

七、办学支撑建设工作

推进综合实验楼项目开工建设，启动四期游

泳馆前期工作，完善第三学科楼通风系统改造工

程方案，特教大楼投入使用。推进徐汇校区资源

有效使用。积极推进预算执行，提高学校房屋资

源利用的质量和效益。推进资产与实验室管理信

息化智能化。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等有效管理。完成校园安防工程（一

期）更新改造项目、启动公共机房云桌面系统项

目。 （秦�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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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

    书    记： 刘宇陆

    副  书 记： 宋敏娟 张艳萍

    纪委书记： 宋敏娟（兼）

    常    委： 王 瑛（2017年11月起） 刘宇陆 陆 靖 宋敏娟

        张艳萍 张锁怀 田 钦（2017年11月止） 杨 明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胜 王 瑛 王宇红 田 钦（2017年11月止） 刘宇陆

        刘红军 孙 劼 孙小玲 李国娟 李神速 杨 明 肖作兵

        宋敏娟 张艳萍 张锁怀 周小理 房永征 袁 翔 徐家跃

        翁德明 魏立群

行政领导

    校    长：  陆 靖

    副  校 长： 张艳萍 陈东辉 叶银忠（2017年5月止） 张锁怀 

机构与干部

党委办公室

           主 任 王 瑛

           副主任 王化田（2017年3月离任）

               侯建生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 勤（2017年2月离任）

               刘爱玲（2017年2月到任）

纪委、监察处（合署）

纪委副书记、纪委办公室（监察处）主任（处长）

               魏立群

           纪检员 蔡旖旎（2017年1月离任）

               赵华强（2017年7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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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合署）

           部 长 田 钦（2017年11月离任）

               王 瑛（2017年12月到任）

           副部长 陈 勇

         党委组织员 胡 艺

党委宣传部

           部 长 杨 明

           副部长 刘爱玲（2017年2月离任）

               王宏伟（2017年3月到任）

           副部长 董国文

党委教师工作部（2017年9月成立）、人事处（合署）

         部（处）长 王宇红（2017年9月离任）

               李国娟（2017年9月到任）

           副部长 单晓茜（2017年9月到任）

               王宏伟（兼，2017年9月到任）

           副处长 单晓茜

               陈青长

               王 珍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合署）

         部（处）长 袁 翔

        副部（处）长 朱美陶（2017年9月离任）

               牛亏环（2017年9月到任）

        副部（处）长 王 真

           副部长 张 化（兼，2017年9月离任）

人民武装部、安全保卫处（合署） 

         处（部）长 杨 军

        副处（部）长 吴龙根

        副处（部）长 王 震

离退休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潘培人

           副主任 陈 勇

               陈 红

工会

           主 席 宋敏娟（2017年11月离任）

               张艳萍（2017年11月到任）

         常务副主席 张淑梅

           副主席 王乐全（2017年7月到任）

               刘小珍（兼）

      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张淑梅（2017年11月到任）

           副主任 龚 蔚（2017年11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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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刘小珍

         常务副主任 龚 蔚

团  委

           书 记 张 化（2017年6月离任）

     副书记（主持工作） 王晓琳（2017年6月到任）

校长办公室

           主 任 王占勇

           副主任 秦 凤

           副主任 胡 婷

           副主任 范文蓓（兼）

徐汇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范文蓓

政策与法规研究室（挂靠校长办公室）（2017年11月撤销）

           主 任 周正柱（2017年11月离任）

规划与政策法规研究室（挂靠校长办公室）（2017年11月成立）

           主 任 王占勇（兼，2017年11月到任）

         常务副主任 周正柱（2017年11月到任）

教务处

           处 长 周小理（2017年9月离任）

               王宇红（2017年9月到任）

           副处长 沈 伟

           副处长 陈丽花（2017年6月离任）

               章冬云（2017年9月到任）

               姜 超

招生工作办公室（挂靠教务处）

           主 任 徐卫萍（2017年7月正处级）

科学技术处

           处 长 韩 生

           副处长 荆学东

           副处长 胡 静（2017年4月到任）

           副处长 欧阳春发（兼）

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2017年11月撤销）

           主 任 房永征（2017年11月离任）

           副主任 黄俊革（2017年4月到任，2017年11月离任）

               尚慧琳（2017年2月离任）

研究生部、学科建设办公室（2017年11月成立，合署）

           主 任 房永征（2017年11月到任）

           副主任 黄俊革（2017年11月到任）

        研究生部主任 徐 毅（2017年11月离任）

       研究生部副主任 徐 毅（2017年11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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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杨瑞君

学位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部）（2017年11月成立）

           主 任 徐 毅（正处级）

           副主任 沈 伟（兼，2017年11月到任）

财务处

           处 长 王敏飞

           副处长 吴 文

               李 申

国际交流处

           处 长 张赟彬

           副处长 马浙娅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处 长 钟晓勤

           副处长 俞 苓

               吴 斌

审计处

           处 长 孙 劼

基建处

           处 长 姚国英

           副处长 金 杰

           副处长 江惠忠

后勤保障处

           处 长 翁德明

           副处长 钟家春

           副处长 林美琴

图书馆

           馆 长 毛东森

           副馆长 张 宏

               孙汝杰

信息化技术中心

           主 任 张小全

           副主任 袁志刚

               金 鑫

档案馆（副处级）

           馆 长 黄永跃

上海应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经 理 欧阳春发

           副经理 刘 晨

               郑 海

               许 吟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后勤服务中心

           总经理 宋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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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类组织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宋敏娟

    副  书 记： 魏立群

    委    员： 陈 红 胡洪江 李晓晶 毛东森 宋敏娟 孙雨明 王敏飞 魏立群

        张淑梅

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陆 靖

  常务副组长： 宋敏娟

    副  组 长： 王占勇 张淑梅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宇红 王敏飞 田 钦 杨 明 张赟彬 周小理 房永征 钟晓勤

        姚国英 袁 翔 翁德明 魏立群

财经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陆 靖

    成    员： 丁文胜 王敏飞 王宇红 孙 劼 胡晓钧 周小理 魏立群 谢 琨

防范与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张艳萍 张锁怀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瑛 田 钦 张 化 张淑梅 杨 军 杨 明 袁 翔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党委办公室，王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杨军同志兼任办公

室副主任。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宋敏娟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勇 王宇红 王敏飞 王 瑛 田 钦 杨 明 张赟彬 陈 勇



290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周小理 钟晓勤 袁 翔 徐 毅 翁德明 韩 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统战部，主任由田钦兼任。

党校校务委员会

    校    长： 刘宇陆

  常务副校长： 宋敏娟

    副  校 长： 田 钦

校务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瑛 田 钦 刘宇陆 刘红军 李国娟 宋敏娟 张 化 陈 勇

        杨 明 袁 翔 魏立群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宋敏娟

    名誉主任： 祝尔纯

    副  主 任： 王维龙 朱国强

    委    员： 潘培人 袁 翔 吴 文 张 化 刘爱玲 胡 艺

    秘  书 长： 陈 勇

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宋敏娟

    副  组 长： 张锁怀

    成    员： 田 钦 王 瑛 王宇红 张淑梅 王敏飞 翁德明 潘培人

    秘  书 长： 陈 勇

教职工校内申述处理委员会

（上应委〔2017〕38号）

    主    任： 张艳萍

    副  主 任： 张淑梅 王 瑛 王占勇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真 许 旭 刘爱玲 张婉萍 张 勤 胡洪江 徐 春 黄美菊

        魏立群

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校工会。

 办公室主任： 张淑梅（兼）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

    组    长： 宋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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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组 长： 田 钦 孙 劼

    组    员： 王敏飞 魏立群 胡 艺 钟晓勤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陆 靖 张艳萍

    成    员： 宋敏娟 陈东辉 叶银忠 张锁怀 田 钦 杨 明 丁文胜 王 瑛

        王宇红 刘红军 孙 劼 孙小玲 李国娟 肖作兵 周小理 房永征

        袁 翔 徐家跃 翁德明 魏立群 杨 军 潘培人 张淑梅 张 化

        刘小珍 王占勇 韩 生 徐 毅 王敏飞 张赟彬 钟晓勤 姚国英

        庄海根 毛东森 张小全 黄永跃 田怀香 胡晓钧 李建民 张东民

        张慧敏 华 容 钱 平 孙雨明 于有进 刘云翔 王 竑 邱 翔

        曹 扬 张志国 程道来 吴 光 刘胤杰 熊 焰 韩 磊 李晓晶

        陈家旭 孙桂娟 林 迅 王清成 徐 兵 周 文 王若文 卢康道

        杨益群 陆李莉 陈树晖 王 怡 欧阳春发    宋明枫 龚 蔚

        张钦东 阎庆华 孙国权 金 怡

辅导员队伍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 张艳萍

    副  组 长： 田 钦 袁 翔

    组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瑛 王宇红 王敏飞 李国娟 杨 明 张 化 张赟彬 房永征

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张艳萍

    副  主 任： 陈东辉 叶银忠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宇红 王若文 田 钦 李国娟 杨 军 杨 明 张 化 张 勤

        张赟彬 周小理 房永征 袁 翔 徐 毅 翁德明 潘培人

    秘  书 长： 袁 翔（兼）

    副秘书长： 张 化（兼）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刘宇陆

    副  主 任： 张艳萍 王 瑛 王占勇

    组    员： 魏立群 田 钦 袁 翔 杨 军 周小理 韩 生 徐 毅 王宇红

        王敏飞 张赟彬 孙 劼 张小全 黄永跃 陈树晖 欧阳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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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娟娟 朱 菁

军工保密专门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副  主 任： 陈东辉

    成    员： 王 瑛 王占勇 田 钦 杨 明 杨 军 韩 生 王宇红 王敏飞

        张赟彬 钟晓勤 张小全

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    任： 韩 生

    成    员： 陈 慧 金 鑫 赵 彪 赵华强 荆学东

定密工作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 陈东辉

    副  组 长： 韩 生

    成    员： 马 霞 肖立中 张 睿 赵 彪 荆学东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组    长： 刘宇陆 陆 靖

    副  组 长： 宋敏娟 张艳萍 陈东辉 叶银忠 张锁怀

    组    员： 王 瑛 王占勇 杨 明 范文蓓 杨 军 张淑梅 袁 翔 徐 毅

        王宇红 王敏飞 张赟彬 钟晓勤 张小全 姚国英 翁德明

学校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张艳萍

    副  主 任： 王 瑛 杨 明 范文蓓 杨 军 翁德明

学校突发事件领导小组下设现场处置组、舆论引导组、应急保障组、调查处理组4个工作组。

（一）现场处置组

    组    长： 杨 军

    副  组 长： 各相关部门、二级学院负责人

（二）舆论引导组

    组    长： 杨 明

    副  组 长： 范文蓓 张淑梅 袁 翔 张小全

（三）应急保障组

    组    长： 翁德明

    副  组 长： 范文蓓 杨 军 王敏飞 钟晓勤 张小全

（四）调查处理组

    组    长： 王 瑛 王占勇

    副  组 长： 杨 军 张 勤 各相关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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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小组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张艳萍

    组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勇 王宇红 王 瑛 杨 军 杨 明 张小全 张赟彬 袁 翔

        韩 生

    联  络 员： 王 瑛（兼）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 刘宇陆

    副  主 任： 陆 靖 宋敏娟 张艳萍

    委    员： 杨 明 王 瑛 王占勇 魏立群 田 钦 袁 翔 张淑梅 张 化

        王宇红 周小理 韩 生 杨 军 翁德明 刘红军

  办公室主任： 刘爱玲

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委〔2017〕61号）

    组    长： 宋敏娟

    副  组 长： 陈东辉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勇 王宇红 王 瑛 李国娟 杨 明 张小良 张淑梅 周玉梅

        房永征 袁 翔 徐 毅 韩 生 魏立群 

    秘    书： 王 瑛 李国娟

课程思政改革领导小组

（上应委〔2017〕9号）

    组    长： 刘宇陆 陆 靖

    副  组 长： 宋敏娟 张艳萍 叶银忠

    成    员： 田 钦 杨 明 王 瑛 王占勇 袁 翔 周小理 房永征 徐 毅

        王宇红 熊 焰 刘红军 李国娟 徐 兵

    秘  书 长： 李国娟 周小理

课程思政指导委员会

（上应委〔2017〕9号）

    主    任： 宋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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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主 任： 张艳萍 叶银忠

    成    员： 杨 明 周小理 李国娟 徐 毅 张小全 王化田 张 勤 庄海根

        田怀香 孙小玲 李建民 张东民 华 容 朱柳娟 于有进 王 竑

        曹 扬 程道来 刘胤杰 周 文 李晓晶 孙桂娟 王清成 韩 磊

        卢康道 孙雨明 范文蓓 金鸣林 薛 纭 吴梦初 严 明 曹晓燕

    秘  书 长： 周小理 李国娟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办公室

（上应委〔2017〕9号）

    主    任： 李国娟

    副  主 任： 周小理

    成    员： 邱 杰 姜 超 侯建生 胡 婷 董国文 张 化 杨瑞君 陈青长

        高雅珍 周 妤

    秘    书： 邱 杰 姜 超

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

（上应委〔2017〕10号）

    主    任： 刘宇陆

    副  主 任： 陆 靖 宋敏娟

    成    员： 张艳萍 叶银忠 田 钦 杨 明 王 瑛 王占勇 魏立群 袁 翔

        潘培人 张淑梅 张 化 周小理 徐 毅 王宇红 张小全 李国娟

        王化田 张 勤 庄海根 田怀香 孙小玲 李建民 张东民 华 容

        朱柳娟 于有进 王 竑 曹 扬 程道来 刘胤杰 周 文 李晓晶

        孙桂娟 王清成 韩 磊 卢康道 孙雨明 范文蓓

    秘  书 长： 杨 明 李国娟

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协调小组

（上应委〔2017〕28号）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宋敏娟 张艳萍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瑛 王宇红 田 钦 杨 明 侯建生 袁 翔

梳理完善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领导小组

（上应委〔2017〕41号）

一、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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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陈东辉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瑛 王占勇 王宇红 田 钦 侯建生 魏立群

二、工作小组

    组    长： 陈东辉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珍 王宇红 田 钦 侯建生 陈 勇

工作小组设在党委组织部。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上应学〔2017〕89号）

    主    任： 张艳萍

    副  主 任： 魏立群 王 瑛

    委    员： 袁 翔 杨 军 周小理 刘爱玲 张 化 薛 纭 范仲兴（律师） 

        学生代表3名

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组    长： 张艳萍

    副  组 长： 杨 军 王 瑛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勇 王宇红 杨 明 张 化 张淑梅 范文蓓 欧阳春发

        周小理 袁 翔 徐 毅 翁德明

离退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宋敏娟

    副  主 任： 潘培人 陈 勇

    委    员： 王 瑛 王占勇 田 钦 王宇红 张淑梅 王敏飞 翁德明 朱贵平

        赵增绶 强国贤

第四届工会委员会

    主    席： 宋敏娟

  常务副主席： 张淑梅

    副  主 席： 龚 蔚 刘小珍（兼）

    委    员： 王 怡 王宏伟 刘稳良 刘小珍 刘丽萍 孙 劼 朱美陶 朱柳娟

        宋敏娟 龚 蔚 杨 军 杨立志 房永征 周正柱 郑海娟 姚 云

        徐兆康 张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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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刘小珍

    副  主 任： 陈 红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晓琳 刘 莹 刘小珍 刘丽萍 汪 涛 陈 红 周婉萍 姜 蓉

        郭 蓉 高雅珍 曹 萍

第五届“双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委〔2017〕45号）

    组    长： 宋敏娟 张艳萍

    副  组 长： 张淑梅

    成    员： 田 钦 杨 明 王占勇 侯建生 王乐全 龚 蔚 徐 春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委员会

    书    记： 张 化

    副  书 记： 周 青 王晓琳 梁 垚（兼）

徐汇校区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张锁怀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勇 王 瑛 宋明枫 张赟彬 范文蓓 杨 军 周小理 欧阳春发

        钟晓勤 袁 翔 翁德明 潘培人

  办公室主任： 范文蓓

“校长奖”评审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委    员： 刘宇陆 宋敏娟 张艳萍 陈东辉 叶银忠 张锁怀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占勇 王宇红 田 钦 刘小珍 张 化 杨 明 张淑梅 周小理

        袁 翔 徐 毅 翁德明 韩 生 魏立群

        教师代表两名 学生代表两名

    秘  书 长： 王占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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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奖”（教工）初审委员会

    主    任： 陈东辉

    副  主 任： 宋敏娟 叶银忠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红 田 钦 刘小珍 杨 明 张淑梅 周小理 袁 翔 韩 生

        教师代表两名 学生代表两名

    秘  书 长： 王宇红（兼） 张淑梅（兼）

“校长奖”（学生）初审委员会

    主    任： 张艳萍

    副  主 任： 叶银忠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 化 杨 明 徐 毅 周小理 袁 翔 翁德明 韩 生

        学生代表两名 教师代表两名

    秘  书 长： 袁 翔（兼）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徐家跃

    副  主 任： 陆 靖 陈东辉 叶银忠 肖作兵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万 衡 马 霞 毛海舫 王宇红 卢冠忠  刘卫东 刘云翔

        刘红军 严 明 吴 光 吴飞飞 吴兆春 吴范宏 张志国 张金福

        张锁怀 张慧敏 李文举 李国娟 李哲虎 杨顺勇 邱 翔 陈 岚

        陈家旭 周 妤 周小理 周玉梅 房永征 林 迅 林晓艳 金鸣林

        侯梅芳 段俊生 胡晓钧 赵 喆 赵道亮 徐 春 徐 毅 钱 平

        韩 生 熊 焰 潘仙华 薛 纭

    秘  书 长： 房永征（兼）

    副秘书长： 韩 生（兼）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叶银忠

    副  主 任： 薛 纭 周小理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霞 毛海舫 王若文 严 明 吴飞飞 吴兆春 吴梦初 张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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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福 李文举 李国娟 杨益群 陈 岚 陈树晖 林晓艳 赵 杨

        徐 春 徐 毅 袁 翔 曹晓燕 程道来 魏拴成

    秘  书 长： 周小理（兼）  姜 超

秘书处设在教务处。

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科建设委员会

    主    任： 陈东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红 卢冠忠  吴 光 张慧敏 邱 翔 周小理 周玉梅 房永征

        林 迅 肖作兵   金鸣林 胡晓钧 赵 喆 钟晓勤 徐 毅 徐家跃

        韩 生 熊 焰

    秘  书 长： 房永征（兼）

秘书处设在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王宇红 叶银忠 刘云翔 刘红军 吴范宏 张志国 张锁怀

        陈东辉 陈家旭 周小理 徐家跃 钱 平 韩 生 

  秘 书 长： 王宇红（兼）

秘书处设在人事处。

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

    主    任： 肖作兵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衡 王 瑛 田 钦 刘卫东 李哲虎 杨 明 杨顺勇 周 妤

        侯梅芳 段俊生 赵道亮 潘仙华 韩 生 魏立群

    秘  书 长： 韩 生（兼）

秘书处设在科学技术处。

学生帮困领导小组

    组    长： 张艳萍

    副  组 长： 袁 翔

    组    员： 朱美陶 孙 劼 王敏飞 毕劲松 陈 静 陈 翔 陈 雷 王乐全

        张小懿 陈 颖 牛亏环 王宏伟 张 绚 杨 雪 朱 敏 金丽华

        赵 慧 何 静 林娟娟

大学生评奖委员会

    组  长： 张艳萍



综    述  299

    副  组 长： 袁 翔

    组    员： 周小理 韩 生 王若文 张 化 朱美陶 王 真 徐 毅 毕劲松

        陈 静 陈 翔 陈 雷 王乐全 张小懿 陈 颖 牛亏环 王宏伟

        张 绚 杨 雪 朱 敏 金丽华 赵 慧 何 静 林娟娟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张艳萍 陈东辉

    成    员： 袁 翔 徐 毅 王敏飞 韩 生 朱美陶 徐家跃 钱 平 胡晓钧

        肖作兵 张慧敏 丁文胜 刘云翔 

    秘    书： 袁凌杰

辅导员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

  组委会主任： 刘宇陆

组委会副主任： 张艳萍

  组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宇红 田 钦 杨 军 杨 明 张 化 张淑梅 周小理 袁 翔

        徐 毅 翁德明

    秘  书 长： 袁 翔（兼）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徐 毅

    副  主 任： 沈 伟

研究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东辉

    副  主 任： 徐 毅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肖作兵 陈东辉 张志国 张锁怀 房永征 胡晓钧 钱 平 徐 毅

        徐家跃 韩 生 熊 焰

    秘    书： 杨丽丽

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副  主 任： 陈东辉 叶银忠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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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胜 卢冠忠  叶银忠 刘云翔 刘红军 吴 光 邱 翔 肖作兵

        陆 靖 陈东辉 陈家旭 张志国 张锁怀 张慧敏 林 迅 周小理

        胡晓钧 徐 毅 徐家跃 钱 平 韩 生 熊 焰 潘仙华

  秘 书 长：  徐 毅（兼）  周小理（兼）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上应研〔2017〕12号）

    主    席： 陈东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东森 邓 维 刘小珍 吴范宏 肖作兵 陈东辉 金鸣林 周小理

        胡晓钧 徐 毅 徐家跃

    秘    书： 邓 维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分学位委员会

    主    任： 胡晓钧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 维 朱勇强 吴范宏 肖作兵 罗 勇（企业专家） 

        周永生（企业专家）   胡晓钧 徐 毅 徐家跃

    秘    书： 邓 维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分学位委员会

    主    任： 张锁怀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银忠 李文举 张 珂 张锁怀 张慧敏 徐 春 钱 平 荆学东

        程道来

    秘    书： 张 珂（兼）

管理科学与工程、生态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分学位委员会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分学位委员会

    主    任： 熊 焰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云翔 刘红军 张金福 汪朗峰 周正柱 武田艳 夏轶群 熊 焰

        翟育明

    秘    书： 翟育明（兼）

二、生态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分学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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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张志国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璟 毕东苏 宋丽莉 张志国 周玉梅 赵 杨 侯梅芳 耿春女

        曹 扬 

    秘    书： 侯梅芳（兼）

安全工程专业学位分学位委员会

    主    任： 丁文胜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王小群 王国林 朱 鹏 刘云翔 孙有利（企业专家）

        邵长宇（企业专家）   张 珂 张小良 赵道亮 胡大柱 钱 平 

        翟育明

    秘    书： 王国林

轻工技术与工程专业学位分学位委员会

    主    任： 肖作兵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伟 冯 涛 李 爽（企业专家） 周永生（企业专家） 

        周小理 易封萍 荣绍丰       郭奕光（企业专家）

    秘    书： 冯 涛（兼）

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 叶银忠

    副  组 长： 周小理

    成    员： 房永征 孙 劼 翁德明 王 瑛 王敏飞 韩 生 姚国英 徐 兵

        孙小玲 丁文胜 魏立群

教学事故审核小组

    组    长： 叶银忠

    成    员： 张淑梅 魏立群 姜 超 张小全 曹 扬 钟晓勤 周义锋 薛 纭

        高雅珍 学生会主席

本科学生专业调整及专业分流领导小组

    组    长： 叶银忠

    副  组 长： 张艳萍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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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神速 沈 伟 张小全 陈惠芬 周小理 钟晓勤 徐卫萍 袁 翔

        曹 扬 相关学院院长

    秘    书： 沈 伟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叶银忠

    副  组 长： 周小理 胡晓钧 丁文胜

    成    员： （按姓氏笔划）

        王占勇 王宇红 王敏飞 毛东森 张小全 张赟彬 姚国英 钟晓勤

        徐卫萍 袁 翔 翁德明 韩 生

    秘  书 长： 姜 超

招生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副  主 任： 叶银忠 张艳萍 

    成    员： 杨益群 陈 岚 周小理 赵 杨 袁 翔 徐卫萍 程道来 薛 纭

        魏立群 魏拴成 汪 阳（校友） 沈莹琪（学生）

    秘    书： 陈 贤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招〔2017〕12号）

    组    长： 张艳萍

    组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红 张东民 张赟彬 陈 岚 袁 翔 徐卫萍 魏拴成

201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研〔2017〕4号）

    组    长： 陈东辉

    副  组 长： 徐 毅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刘云翔 刘红军 邱 翔 吴 光 肖作兵 张慧敏 张志国

        林 迅 胡晓钧 钱 平 徐家跃 熊 焰 

201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监察小组

（上应研〔2017〕4号）

    组    长： 宋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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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组 长： 魏立群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化田 杨 军 杨瑞君 刘爱玲

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上应人〔2017〕10号）

    主任委员： 陈东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王宇红 田 钦 刘红军 陈家旭 周小理 房永征 徐家跃

        韩 生 魏立群

    秘    书： 陈青长

人事处师资办公室为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副  主 任： 刘宇陆 陈东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红 叶银忠 刘红军 刘宇陆 宋敏娟 张淑梅 陆 靖 陈东辉

        周小理 胡晓钧 徐 毅 韩 生 魏立群

    秘    书： 陈青长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思想品德考核组

（上应人〔2017〕17号）

    组    长： 刘宇陆

    副  组 长： 杨 明 魏立群

    成    员： 由被考核人员所在部门的党总支书记担任

    秘    书： 王宏伟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教育教学考核组

（上应人〔2017〕17号）

    组    长： 陆 靖

    副  组 长： 王宇红 魏立群

    成    员： 由学校教学督导组组长和被考核人员所在部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

    秘    书： 姜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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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派遣转编工作小组

    组    长： 陈东辉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王宇红 王 珍 田 钦 张淑梅 周小理 钟晓勤 袁 翔

        薛 纭 魏立群

    秘    书： 王 珍（兼）

引进人员进编工作小组

    组    长： 陈东辉

    副  组 长： 张艳萍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红 王 珍 田 钦 朱美陶 张淑梅 陈青长 姜 超 钟晓勤

        袁 翔 薛 纭 魏立群

    秘    书：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珍（兼）  朱美陶（兼）

外事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东辉

    副  主 任： 张赟彬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红 王敏飞 田 钦 周小理 徐 毅 曹 扬 韩 生 魏立群

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刘宇陆

    副  主 任： 陈东辉 张锁怀

    成    员： 欧阳春发    王敏飞 孙 劼 房永征 姚国英

学校房屋修缮、改造审核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姚国英 王敏飞

    组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占勇 孙 劼 张小全 金 杰 周小理 钟晓勤 范文蓓 翁德明

学校基本建设工作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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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组 长： 姚国英

    成    员： 魏立群 孙 劼 王敏飞 江惠忠

奉贤校区四期建设工程规划领导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姚国英 房永征 王若文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勇 张淑梅 张小全 周小理 钟晓勤 袁 翔 徐 毅 徐 兵

        韩 生 

    秘    书： 江惠忠

红十字会理事会

    会    长： 张锁怀

    副  会 长： 张淑梅 翁德明 袁 翔

    秘  书 长： 王占勇

    副秘书长： 林美琴

    理    事： 王宇红 杨 明 张 化 毕劲松 陈 静 陈 翔 陈 雷 王乐全

        张小懿 陈 颖 牛亏环 王宏伟 张 绚 杨 雪 朱 敏 金丽华

        赵 慧 何 静 林娟娟 陆李莉 张晨程 李琦霏

“健康校园”领导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王占勇 翁德明

    成    员： 张淑梅 袁 翔 周小理 杨 明 王若文 宋明枫 张 化 李琦霏

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张淑梅 林美琴

    成    员： 杨 明 陈 红 王宇红 王敏飞 张 婷

大学生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袁 翔 翁德明

    组成单位：学生处：负责配套帮困资金，商业补充保险；

       负责人：朱美陶

       后保处：负责制定相关政策，监管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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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林美琴

       教务处：负责学籍管理，学生基本信息表登记；

       负责人：沈 伟

       财务处：负责医疗保险经费管理、核算；

       负责人：吴 文

    常设办公机构：门诊部；

       负责人：李琦霏

食品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翁德明

    成    员： 王 瑛 王占勇 张淑梅 杨 明 袁 翔 杨 军 张 化 林美琴

        宋明枫 李琦霏

    秘    书： 林美琴（兼）

食品安全工作小组

    组    长： 林美琴

    副  组 长： 张 明

    成    员： 陈 红 王 真 王晓琳 吴龙根 张克菊 王 琴 冀 轩（学生） 

        王绍凡（学生）

奉贤校区数字化能源监管平台建设工作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翁德明 张小全 钟晓琴

    成    员： 钟家春 袁志刚 吴 斌 吴 文 林美琴 金海凤 宗 剑 薛晓飞

    秘  书 长： 王占勇

    副秘书长： 钟家春

体育运动委员会

    主    任： 叶银忠

    副  主 任： 宋敏娟 王若文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 劼 刘云翔 刘红军 孙雨明 华 容 许庆祥 张东民 张志国

        吴范宏 陈家旭 李哲虎 李晓晶 李晓斌 杨益群 张赟彬 周小理

        翁德明 钱 平 袁 翔 徐家跃 翁德玮 魏立群

    秘  书 长： 王若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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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宇陆

  副主任委员： 陈东辉 薛 纭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文胜 叶银忠 任玉杰 刘克家 许 旭 华 容 陈 岚 李文举

        张志国 杨顺勇 张锁怀 张赟彬 金鸣林 程 康 潘仙华

    主    编： 薛 纭

    执行主编： 朱建育

档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锁怀

    副  主 任： 黄永跃

    委    员： 王占勇 王 瑛 王宇红 田 钦 周小理 杨 明 钟晓勤 韩 生

        姚国英 袁 翔 

    秘    书： 黄永跃（兼）

档案工作委员会下另设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小组。

    组    长： 张锁怀

    成    员： 田 钦 王宇红 黄永跃

基建项目推进小组

（上应基〔2017〕4号）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姚国英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占勇 王敏飞 江惠忠 孙 劼 张小全 金 杰 房永征 钟晓勤

        魏立群

学生管理规定备案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学〔2017〕103号）

    组    长： 张艳萍

    副  组 长： 袁 翔 周小理 徐 毅

    成    员： 朱美陶 沈 伟 张 化 杨瑞君 林美琴 卢康道 周正柱

    秘    书： 兰书琴

“校园贷”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学〔2017〕104号）

    组    长： 张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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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组长： 袁 翔

    副  组 长： 杨 军 张 化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震 王乐全 牛亏环 朱 敏 朱美陶 毕劲松 刘静怡 陈 翔

        陈 雷 陈 颖 陈 静 杨 雪 张 绚 张小懿 何 静 金 鑫

        金丽华 林娟娟 赵 慧 

    秘    书： 任玉英

学生处分解除与延长评议委员会

（上应学〔2017〕136号）

    主    任： 袁 翔

    委    员： （按姓氏笔画）

        王晓琳 王 震 沈 伟 杨瑞君 林美琴 金 鑫 

        教师代表2人 学生代表2人

空缺岗位聘任组织机构

（上应人〔2017〕5号）

一、校专业技术与管理岗位聘任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副  主 任： 刘宇陆 陈东辉

    委    员： 宋敏娟 张艳萍 叶银忠 张锁怀 王宇红 张淑梅 李国娟 周小理

        徐 毅 韩 生

    秘    书： 王宇红（兼） 张淑梅（兼）

二、校专业技术岗位聘任评议委员会

    主    任： 陆 靖

    副  主 任： 陈东辉

    委    员： 叶银忠 王宇红 刘红军 肖作兵 周小理 徐 毅 韩 生

    秘    书： 王宇红（兼）

三、校管理岗位聘任评议委员会

    主    任： 宋敏娟

    副  主 任： 陈东辉

    委    员： 张艳萍 张锁怀 田 钦 王宇红 刘胤杰 孙小玲 张淑梅 魏立群

    秘    书： 田 钦（兼）  王宇红（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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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其他专业技术空缺岗位评议小组

（上应人〔2017〕6号）

    组    长： 陈东辉

    副  组 长： 田 钦 王宇红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有进 卢康道 田怀香 刘胤杰 华 容 孙小玲 孙雨明 庄海根

        朱柳娟 张东民 张淑梅 李晓晶 周 文 范文蓓 翁德明 程道来

        韩 磊 魏立群

    秘    书： 王 珍

徐汇校区房屋等资源使用情况排摸工作领导小组

（上应资〔2017〕11号）

    组    长： 张锁怀

    副  组 长： 钟晓勤 范文蓓

    组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勇 陈树晖 宋明枫 张小全 张东民 杨 军 林 迅 欧阳春发

        翁德明 魏立群

    秘    书： 吴 斌

《应用技术学报》编辑委员会

（上应期刊〔2017〕1号）

    主任委员： 陆 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副主任委员： 陈东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曹阿民 上海科学院

        吴向阳 上海化工研究院

        徐家跃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传贤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石玉林 北京思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叶银忠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朱为宏 华东理工大学

        许 旭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杜 永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肖作兵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吴 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吴范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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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 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张万斌 上海交通大学

        张锁怀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陈代杰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陈红光 上海科学院

        罗正鸿 上海交通大学

        罗 勇 上海化工研究院

        杭 寅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

        金 敏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荆学东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胡晓钧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贺鹏飞 同济大学

        陶绪堂 山东大学

        曹育才 上海化工研究院

        商照聪 上海化工研究院

        韩 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鄢国强 上海科学院

        楼志斌 上海科学院

        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主    编： 徐家跃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执行主编： 朱建育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中高职贯通教育领导小组及管理委员会

（上应高职〔2017〕21 号）

一、领导小组

    主    任： 张锁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副  主 任： 陈 强（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高 炬（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成    员： 张东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王 鹤（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黄汉军（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负责校区协调、宏观决策和试点政策指导工作。

二、管理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东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副  主 任： 王 鹤（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黄汉军（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管理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中高职贯通教育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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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2017年度教育综合改革重点推进项

目】4月20日，学校申报的《应用技术型高校构

建协同创新平台实践研究》项目入选为市教委教

育综合改革重点推进项目。本项目以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为突破点、以应用技术型高校为研究对

象，通过研究同类院校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思路，

探讨应用技术型高校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的机制，

推进形成协同发展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秦� 凤）

【鲁班书院揭牌】9月13日，学校举行鲁班

书院揭牌仪式，校党委书记刘宇陆，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陆靖，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

出席仪式。238名来自六个专业的卓越班新生入

驻书院。鲁班书院以主流书院架构为基础，发

挥“书院+学院”的平台和协同优势，联合学院

专业培养和书院通识教育资源，以“三多原则、

七进工程”创新人才培养路径，建设适应于书院

跨学科、跨年级交流，适应于师生互动的管理方

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家国情怀和

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 （秦� 凤）

　　

【2017上海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举行】5月

17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会、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2017上

海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在市政协举行。市政协

副主席张恩迪，市十届政协副主席、科促会会

长、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科促会常

务副会长王奇，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

民，学校校长陆靖、副校长陈东辉出席论坛。陆

靖以《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中的产学研合作创

新思考和探索》为题发表演讲。次日，参会代表

在学校举行论坛第二阶段会议，研讨上海高校深

化产学研合作的瓶颈、机遇和路径。 （秦� 凤）

【13项项目亮相工博会】11月7日至11日，

学校12项“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和1项大学生双

创项目亮相第19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13项参

展项目紧贴上海市产业发展战略、紧贴企业生产

实际、紧贴居民家庭生活。赵喆教授团队的“高

精度3D打印齿科陶瓷材料与技术”项目与浙江盛

泰防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成交额约为1500万的

合作协议，并荣获“高校展区一等奖”。

 （秦� 凤）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到校现场考

察】5月21日至25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到校进行现场考察。专家

组听取了学校学科建设、产学研合作情况汇报，

访谈了学校领导及部分中层干部，走访了所有职

能部门、学院及部分实验室、图书馆、宿舍、食

堂、校外实习基地（就业基地）等，召开了一系

列师生座谈会，调阅了大量评估材料及相关支撑

材料。5月25日，专家组举行意见反馈会，王奇

代表专家组反馈初步审核意见。市教委副主任丁

晓东出席。专家组认为，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

养目标与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与自身历史传承和已有的基础相契合；校领导班

子团结一致，同心齐力，办学目标坚定，改革意

识强；广大教师继承发扬良好的教学传统，努力

一手抓教学，一手抓科研和应用；学校建立健全

了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秦� 凤）

【获批“课程思政”重点培育高校】6月7

日，学校获批上海市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

重点培育高校。学校聚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上

重要会议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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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顶层设计，

细化落实举措，全方位组织实施，大力度地推进

了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校党委书记

刘宇陆主讲首讲《中国智造》和《美丽中国》课

程，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牵头建设《中国古

代技术》课程，以及富有校本特色的《景观物语 

草木关情——文化校园系列讲座》课程、对标时

代热点的《一带一路 车文同轨》课程等，形成

了很好的课程思政建设格局。 （秦� 凤）

【首设学习十九大精神课程 《美丽中国》

开课】12月11日，校党委书记刘宇陆开讲《美丽

中国》第一课，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关于‘两山’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促进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融合互促为路径”等方面为

200多名学生授课。《美丽中国》课程是高校首

门系统建设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课程，

课程依托学校应用型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秉

承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政策导向的原则，包含

科技创新生产美、和谐宜居生活美、绿水青山生

态美3个模块。课程同步启动课后网络作业系统

建设。 （秦� 凤）

【首批“高本贯通”学生入校】9月21日，

上海市首批“高本贯通”学生开学典礼暨家长见

面会在学校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出席

并讲话指出，学校要积极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不断探索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2017年学校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

应用安全）2个专业共计招收76名“高本贯通”

新生。 （秦� 凤）

【2017“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全国总决赛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举行】8月26日至30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系统仿真学会

联合主办，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承办的2017年（第

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

挑战赛总决赛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在学校举行，共有来自全国133所高校、近400

支参赛队，2000余名师生角逐本次全国总决赛。

教育部原副部长、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吴启迪，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家科技奖励监督委员

会委员余华荣，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蒋红、

高教处处长桑标、全国竞赛组委会专家组代表萧

德云及来自金砖国家的外国友人出席了闭幕式。

 （秦� 凤）

【校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2月16

日，学校召开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委书记刘宇陆、校长陆

靖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全面

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新发展。党委副书记宋敏娟主

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副校

长陈东辉、叶银忠、张锁怀，党委常委、组织统

战部长田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明，全体党

委委员出席会议，非党委委员中层正职干部列席

会议。 （曲� 嘉）

【召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

会议】4月12日，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

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上海市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上海市有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新形势下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党委书记刘宇陆强调，要全面对标中央和

上海市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

加强从严治党责任制建设，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努力开创学校党建工作新局

面。校长陆靖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宋敏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副

校长张锁怀，党委常委、组织部统战部部长田

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杨明出席会议。

刘宇陆、陆靖、宋敏娟分别与机关职能部门和学

院代表签署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责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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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表彰了荣获2016年度“忠诠—尔纯”思想政治

教育奖的30名师生。学校全体校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党群部门全体人

员，全校辅导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师、特

邀兼职组织员，学校从事“人、财、物”重点岗

位管理工作全体人员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曲� 嘉）

【召开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8月27

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

和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上半年

学校工作汇报，部署下半年学校工作任务。会议

号召，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树立起强烈的担当意识、忧患意识，抓住时代赋

予的历史机遇，坚定发展目标，筑牢发展基础，

保持发展朝气，凝聚发展合力，不断推进高水平

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曲� 嘉）

【校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

神】10月24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

学习会，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习近平同

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精神。校党

委书记刘宇陆主持学习会。党委副书记、校长陆

靖出席并讲话。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作

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系统地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学深悟

透用好》的领学报告。副校长陈东辉，副校长张

锁怀及校党委中心组全体成员参加学习会。

 （曲�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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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徐家跃

党总支书记： 田怀香

党总支副书记：徐家跃（2017年9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毕劲松

副院长：   章冬云（2017年9月离任）

       贾润萍

【概况】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

“材料学院”）共有本科生873人，研究生144

人。

师资队伍。材料学院2017年退休2名教师，

引进3名教师，新聘任兼职教授2名。材料学院

现有教职工69名，其中专任教师47名（含双肩

挑），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42人，占专任教师

80%，“双师型”教师有32人达到62%。有国家

“千人计划”1人，上海市学科带头人1人，东

方学者4人，浦江人才计划获得者3人。上海市

海外名师、法国卡昂大学雅克·纪尧姆·诺登

（Jacques Guillaume NOUDEM）教授为本科生开

设了2门课程，并做学术讲座，与青年教师、研

究生互动交流。周冰博士获批上海市青年人才杨

帆计划，赵国营博士晋升副教授。到目前为止，

材料学院共有教授14人、副教授23人，形成了一

支理论实践结合、科研教学兼备的应用型师资队

伍。

学科建设。“材料科学与工程”是国家教

育部和财政部特色专业建设点、上海市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高地。“材料加工工程”是上海市重点

（培育）学科、上海市教委第5期重点学科和上

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上海市冶金工艺和

设备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是上海市级服务平台。材

料学院积极落实“十三五”发展规划，将材料学

科多个零散的学科方向引导聚焦在光电材料和建

筑材料两大行业。深化学科内涵建设，晶体材

料、特种轧制成形、功率型白光LED关键材料、

绿色涂料四个学校协同创新平台顺利通过学校考

核，新增有机光电材料协同创新平台。积极申报

上海市工程中心等学科平台，上海市防水材料工

程中心通过专家网评，进入最后答辩阶段。获批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获批2017年度全校

唯一的上海市学位办专业研究生实践基地（建筑

防水材料）。学院形成了光电、金属加工、新能

源、涂料为特色方向。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会10

场，包括全国建筑节能保温高峰论坛、全国装配

式建筑高峰论坛、热电材料与器件研讨会、半导

体照明产业发展研讨会等，一批院士、专家来学

校做报告和指导工作。由上海大学、上海交大共

同牵头、包括我校在内的9家高校共同参与申报

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上海市IV类高峰学科获批，拟

建设5个国际化研发中心，并组建上海材料创新

研究院，我校作为理事单位，陈东辉副校长担任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徐家跃院长担任第一届执行

委员会委员。

教学工作。针对我国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对

人才的需求，持续开展建筑材料专业人才培养的

教学改革与实践，在此基础之上获批材料科学与

工程（建筑节能材料）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

业；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共同申报文物修复上海

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也已获批立项。在中本

贯通试点方面，与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上海信

息管理学校组建立联合教研室，定期研讨教学

教改问题，为建筑节能材料、文物修复等专业

的本科阶段培养做好准备。持续深化教学改革

与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

项，并申报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2项。积极开展

教学研究，教师参加各类教学教改及学术会议20

人次，发表教改论文17篇，获校级教改成就团队

奖1项，教学、教改成就奖2人。积极组织申报校

企合作课程和实验建设，将企业案例和需求融

入理论和实践教学。2017年新增市级重点课程1

门，校级重点课程1项，校级校企合作课程建设

项目2项，校企合作课程5门，校企合作实验项目

1项，新增实习基地3个。在本科教学激励计划推

动下，积极开展教学内涵建设工作。材料学院目

前共开设过程考核课程21门，其中2017年新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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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2017年开设通识课35门次，其中教授研讨课

14门次，新开通识课程6门次。2017年王祉琪等4

名学生赴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法国卡昂大学

短期留学及美国暑期交流项目。获得全国金相技

能大赛、上海市先进材料创新创意大赛优秀组织

奖，教师获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创意大赛等优秀

指导教师荣誉2人，获校级“三创”成就奖一等

奖1人，二等奖2人，三等奖1人。

科研工作。在科学研究方面，材料学院积

极组织各类项目的申报动员与规范管理。2017

年，获得纵向项目18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

省部级项目16项，其他横向项目80余项，总经费

1264.93万元；发表论文11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

文80篇，EI论文90篇，申请专利90项，授权专利

54项，超额完成学校考核指标。积极组织各类项

目申报，特别对国家级项目进行专家预审，提出

改进措施，成功获得1项国家重大研发计划、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级项目累计到

款经费245万元。获得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2项、

上海市标准化项目1项、上海市联盟计划9项以及

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等，充分彰显学院的科研活

力和实力。在校企合作方面，副校长陈东辉多次

带队走访上海建材集团，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亲自带队赴上海

钢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徐

家跃院长带队赴上海建材集团、昆山市建材检测

站等开展产学研合作。邀请了干福熹、王国栋、

周邦新、丁传贤四位院士以及俄罗斯科学院外籍

院士Ueda教授、瑞典林雪平大学Per Eklund教授

等国际知名专家来学校交流，邀请了国家杰青薛

冬峰研究员、国家杰青车仁超教授、国家千人关

一民教授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

营造了很好的科研氛围。2017年，房永征教授团

队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中国产学研

创新成果一等奖1项。徐家跃教授《坩埚下降法

晶体生长》专著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优秀出版物二等奖。材料学院积极参加上海工博

会，赵喆教授3D打印齿科陶瓷材料项目成功签

约，张英强副教授的大功率白光LED有机硅封装

材料获得了广泛关注。教师学术水平不断提升，

多名师生在JACS、Angew Chem、Nat. Comm.、

Adv. Opt. Mat.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全院

有SCI二区及以上论文40余篇。

研究生工作。2017年，材料学院组织申报了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和“材料工程”

专业学位点，都已经通过审核，一级点已申报

国务院学位办，正在公示中。2017年材料学院在

“材料化学工程”硕士点和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硕

士点上共招收研究生57人，在读研究生总规模达

144名，壮大了学院科研队伍，提高了人才培养

层次。研究生签约率达到94.23%，就业率达到

100%。上海市研究生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卓有成

效，安排落实10多位研究生到上海市先进材料基

地、光电材料基地两个专业学位研究生示范实践

基地锻炼和合作培养，还组织研究生到多家光电

产业重点企业学习和实践，成功申报并获批一个

新的基地（上海建材集团建筑防水材料）。加强

制度建设，强化了研究生培养过程和质量监控，

王天鹏获得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专项

项目，这是全校唯一一项获批项目；有3名学生

获得国家奖学金，9人获得上海市和学校优秀毕

业生荣誉，还有几十名同学在上海市先进材料大

赛、第二十三届科创杯、SCS杯科普征文等各类

大赛中获奖。与先进陶瓷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硅酸盐学会共同成功举办2017年第二届先进材料

研究生论坛，邀请多位专家做学术报告，研究生

以口头报告和墙报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交

流，12名同学获最佳报告奖和最佳墙报奖。

学生工作。2017届毕业生总数216人，考取

研究生31人，研究生录取率全校第一。就业工

作实现新进展：2017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达到

90.28%，签约率首次突破90%。研究生毕业生

签约率94.23%，就业率100%。就业推进工作显

著，圆满完成就业目标，刘红星被评为2017年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学院坚持育人为

本，通过突出长效机制，多举措、多载体促学

风建设。151012D1班被评为2017年校级优良学

风示范班，2个班级被评为2017年校级优良学风

班。6名学生被评为2017年校级学习标兵。6名学

生被评为2017级校级学习标兵，5个学生寝室被

评为2017校级学习型寝室。材料学院连续第二年

入围校长奖，王若枫同学获得2017年校长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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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奖”，郭芸芸同学被评选为我校获得国家奖学

金、上海市奖学金优秀学生中唯一优秀案例上报

到市教委学生事务中心，展示了材料学院优秀学

子风采；本年度学院在大学生科技创新取得新进

展，2017年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创新

项目立项9项，国家级项目3项，立项质量明显提

升；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创新活动计

划”创新项目立项65项，创历年新高；学科竞赛

成绩喜人，获国家级一等奖2人，二等奖2人，三

等奖12人，市级一等奖15人，二等奖10人，三等

奖135人；组织申报33个项目参加第四届上海市

大学生先进材料创新创意大赛，共计荣获一等奖

1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9个，创我校参赛历史

最佳成绩。组织申报18个项目参加第二十三届上

海高校学生创造发明“科创杯”，全校共计有9

个项目获奖，其中材料学院6项，分别为发明创

新创业奖1项，发明创新二等奖2项，发明创新三

等奖4项。材料学院注重团结拼搏的体育竞技精

神培养，2017年以252分的好成绩荣获团体总分

冠军，取得了材料学院历史上的第十四个冠军。

学院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全年辅导员主持市

级思政课题1项、党建项目7项，参加案例与征

文6篇，公开发表论文4篇，参与编写教材1本，4

人获校级以上各种荣誉6次。策划并组织了第一

届材料节暨材艺大赛，大赛吸引了全校600余名

同学参赛，共收到238份参赛作品参加材艺作品

类、技能操作类、科普征文类和最佳展板类四个

赛项的角逐。

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围绕班子建设、业务开展和社会服务抓

党建，以党建促进学院各项工作上台阶。认落实

“三大主体责任”，认真执行“三重一大”集体

决策制度，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支持行政

领导班子推进学院的各项工作，对有效开展学院

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以总支品牌和支部特色等基

层党建特色项目带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党总支品牌项目获得了学校十佳基层

党建特色项目，教工二支部特色项目获得了学校

基层党建优秀特色项目。2017年聚焦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申报、材料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申报工作，由总支出面领

导、督促，在纪律性和先进性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使全院师生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

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齐心协力扎实做好各

项工作，同时及时帮助解决教师思想、工作及生

活上的困难和问题，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

2017年全年慰问13名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最远

到达浙江省嘉兴市一家敬老院去看望一位退休老

职工。材料学院工会利用有限的福利费，发挥最

大效益，做到每个重要节日都有关怀，使职工得

到实惠，温暖人心。注重职工参政议政，为学校

的发展添砖加瓦。2017年有两位老师当选校工会

委员，网上提交高质量议案两个，两位老师在学

校最美家庭评选中获奖。学院工会开阔思路，创

新地开展职工春游、亲子游及退休教师回娘家活

动，获“2017年退管工作先进集体奖”。2017年

是材料学院全面丰收的一年，一级硕士学位点、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上海市研究生实践基地、

科研成绩、就业率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展

现了材料人敢于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学院在学校2017年综合考核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

绩。 （毕劲松）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胡晓钧

党总支书记： 孙小玲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陈 静

副院长：   周义锋

       邓 维

【概况】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以下简称

“化工学院”）现有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系、

制药工程系、环境工程系和化学系5个系10个教

研组，拥有上海市级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分

析测试中心、电镀工程研究所、应用催化研究

所、化工技术研究所、环境工程研究所，药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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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所。5个本科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应

用化学（精细化工工艺，分析与监测，表面精饰

工艺3个专业方向）、制药工程专业（化学制药

和药物制剂）、与环境工程专业、给水排水科学

与工程专业。

至2017年底，化工学院教师总人数162人，

其中专业课教师64人，基础课教师53人，实验

室人员26人，辅导员13人。现有全日制本科生共

1658名，硕士全日制学生共319名。

师资队伍。成功引进上海市千人计划刘海涛

教授，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张帆教授。此外，引

进副教授1名，双师型教师1名，博士4名校企合

作指导教师50余名。胡晓钧教授获批上海市曙光

学者； 1名教师晋升为教授、2名教师晋升为副

教授。1名教师被聘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行业高

级专家。1名青年教师入选上海高校青年骨干教

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5名青年教师入选上海高

校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2名新进教师参加市教

委组织的岗前培训。18名骨干教师分别参加在广

东茂名和济南举行的全国高校化工专业建设研讨

会以及高校化学化工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

人才培养。完成自评报告撰写和提交、专

家意见回复、专家进校考察等三个阶段工作。获

市级重点课程建设1项，验收通过2项；获校级重

点课程建设1项，验收通过4项；校级教改立项2

项，验收通过1项；校级校企合作课程立项1门；

2017届毕业设计（论文）重点项目结题4项；校

级实验室建设立项2项，验收3项；校企合作实验

项目立项2项，结题验收5项；示范性实习基地立

项2项；院级实验项目建设立项13项；新增过程

化考核试点课程18门。

组织制药工程专业申报并获批上海市第五

批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应用化学（表面精饰工

艺）申报并启动“新工科”建设。正式出版《无

机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型教材2部，另外

校企合作教材《HSE风险管理》已完成教材文本

的撰写。新增与与上海天坛助剂有限公司、上海

医药集团等企事业业单位共同开设校企合作课

程7门。深入推进化工专业“双证融通”工作，

2016年有36人获得化工总控工职业资格证书。

2017年卓越班和化工普通班共有55名学生报名参

加培训和考试。化学工程与工艺首批中本贯通82

名学生经过上海市教委组织的文化课考试和我校

组织的技能考试顺利转入我校进行本科阶段学

习，第一学期全部82名同学进入企业进行为期15

周的岗位实践。

科研与学科建设。2017年共获得纵向科研

立项28项，经费461.6万。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

13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全校18项）+1

项、上海市联盟计划10项。此外，新增横向项

目39项，经费889.62万。累计纵横向科研经费

总到款为1351.22万元。2017年获科技成果奖16

项，其中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高压加

氢橡胶油光、热稳定性研究及应用》，浙江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叶酸合成绿色技术开发与

应用》，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奖1项

《绿色微乳化金属切削液》。2017年在各类学

术期刊上共发表高水平论文140篇，其中，SCI/

EI收录115篇，影响因子11.9的论文2篇（Angew. 

Chem. Int. Ed.）申请发明专利181项，获授权

发明专利77项。主办第五届石墨烯青年论坛，

协办亚太地区含氟新材料技术与产业创新政策

研讨会暨第二届国际绿色氟化工技术协同创新

论 坛。

牵头组织参加了“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

学科的全国评估。在上海软科公布的“中国最

好学科”排名中，我校化工学科排名32位，进前

25%。完成了制药工程、环境工两个专硕授权领

域的申报工作，并已通过校内外专家的评审。绿

色制药、城市水务工程、工业有机废液处理与回

收、先进功能润滑材料等4个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持续推进。

研究生培养。与上海化工研究院合作的全

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实践基地顺利通过建设验

收，并获批成为我校唯一的上海市级专业学位

研究生示范实践基地。申请2018年上海市研究生

论坛（绿色化学化工研究与应用）。《化学工

程领域专业硕士核心课程群建设》获上海市教

委批准立项。进一步加强校内外研究生招生宣

讲工作，新录取研究生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较

大进步，招生一志愿录取13人，是去年的2倍，

调剂108人，完成121人，报到率99.2%。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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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研究生人数为107人，其中授予学位人数为

85人，就业率98%以上。学院在校研究生人数规

模达到319人。4位教授受聘为上海大学、浙江工

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另有7位教师遴选为硕

士生导师。共邀请国内外企业或高校专家开展学

术讲座12次。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成果再创新

高，有43位研究生获得高水平论文奖励，占全校

的70.5%，其中2区及以上的论文22篇，占全校的

75.9%；5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5名研究生

获得市级优秀毕业生，9名获校级优秀毕业生，3

名获优秀学生干部，16名获优秀学生。

学生工作。成功申报林肯大学化学院与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化工学院访学项目，并组织21名学

生到英国林肯大学进行暑期研修。

学生获第七届“国药工程-东富龙杯”竞赛

全国一等奖（团体）、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

计竞赛全国二等奖（5名）、2017全国大学生化

工实验大赛华东赛区二等奖（团体）、2017全国

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华东赛区“华理东方杯”仿

真华东区二等奖（团体）、2017“西门子杯”中

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华东赛区三等奖（团体）、第

十一届上海大学生化学竞赛二等奖（1名）、三

等奖（2名）、第二十三届中国日社报21世纪可

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1名）。

2017年研究生共申请专利27项，发表论文92

篇，参与校级国家级竞赛22人。

获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计划项目立项167项，上海市大学生创新项目立

项17项。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项目中“献爱心、

共成长，关爱留守儿童——结合贵州省黔东南州

天柱县留守儿童调查结果分析”荣获上海市“知

行杯”优秀社会实践二等奖。2017年化工学院成

功考取国内研究生的人数达到30名，出国读研21

人，占所有毕业生人数的12.53%，签约率及升学

率在往年基础上平稳增长。考研录取率和考研质

量在全校均名列前茅。2017年“365青年成长计

划”之爱英语“战神”组获校长奖提名奖。

以“辅导员队伍建设”为抓手，着重培养团

队合作能力，提升辅导员能力建设。2017年，化

工学院辅导员申请各类课题项目4项，发表论文2

篇。

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新合作项目2017年培

养了42名毕业生。3位同学被评为“市优秀毕业

生”，1位同学获国家奖学金，1位同学获市奖学

金，1位同学获上海市化工协会奖学金。11位同

学考取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奥克兰

理工大学、昆士兰大学、莫纳什大学等国外高等

学府的研究生。3名教师赴新西兰进行全英文教

学培训，获英文授课资格授权；3位教师通过接

受美国教授进行英语上课的职业培训，增设双语

课程2门。目前化工学院的双语和全英语授课科

目达到了6门。走访了爱尔兰塔拉塔理工学院、

英国剑桥和南安普顿大学，进行了交流合作，推

荐本科生交流互访和研究生科研合作。接洽美

国、英国和爱尔兰等多所高校，并开展对学生进

行宣讲工作，为学院的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的联

合培养进行推进工作。和英国林肯大学开展暑期

学校项目合作，首批学生交流互访活动已经顺利

开展。积极开拓国际科研合作和项目申请，目

前已经和美国高校联合发表科研论文5篇，包括

highlight论文1篇，共同申请科研基金1项，计划

联合培养研究生2名。2017年，化工学院学生参

加海外学校交流项目共有40人。

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按照学校党委

要求，学院班子成员自觉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等“三项责任制”与学院中心工作同部

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严格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一岗双责”要求，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宣

传力度。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原则，没有出现过违

规违纪现象。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围绕“两学一做”开展深入学习，带头学习、带

头交流，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总支书记带头为全院教师党员和学

生入党积极分子讲党课，班子中的党员领导干部

均为学院党员教师和部分学生党员上了党课。继

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建品牌特色项目

立项工作，延续去年的优秀表现，今年学院再次

做到党建项目一总支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做

到了党建项目全覆盖。

党员发展和支部建设有新成效：加强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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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建设，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党支

部，如在学校关心和指导下，成立了化工专业论

证临时党支部，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

及时调整各支部成员，有数名青年党员教师担任

教工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增强了支部战斗力。

2017年2名青年教师按期转正。

立足学院实际和学科特色，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申报并获批2018年课程思政两门：无

机化学（周义锋）、绿色化学（姚子健）。结合

课程思政要求，前期对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教

学内容等做深入研讨，将思政内容贯穿到理论授

课全过程，课程预计将于2018年下学期开出。

工会工作取得较大进步：顺利完成二级工

会及教代会换届工作，为充分发挥教代会和分工

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在学校党委指导下，学院对

工会主席人选进行了充分酝酿，从教师中选出了

新一任工会主席，同时一批年轻教师担任工会委

员。新一届工会在帮困工作、一日捐活动、职工

福利发放、职工体检、职工一日游活动等方面的

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学院凝聚力得到增强，和

谐氛围对于完成审核评估和专业论证起到了有力

的保障作用。校运动会上，学院在集体项目中获

得跳长绳第二、运球接力第三、女子4*100第四

的好成绩。组织退休教师回娘家活动，慰问退休

教师，为退休教师送上手写明信片和新年大礼

包，受到退休教师的热情称赞，再次获得二级退

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在市教委“比翼双飞”家

庭评选中，我院陈桂娥家庭获得学校第一，并被

推荐参加市教委的评选。郑丹老师家庭获得“教

苑最美家庭”之“精技敬业”家庭， 骆玉丽老

师家庭获得“恩爱伉俪”家庭。

教育思想大讨论：围绕学校“十三五”规划

提出的办学定位，在学院开展以“本科水平、技

术特长”为主题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确立以专业

认证推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持续改进，以应用

型本科专业建设促进制药工程专业转型发展，以

新工科建设提高应用化学（表面精饰工艺）服务

地方经济内涵发展。

精神文明建设再接再厉：化工学院《“悦山

区情，牵少年梦”：悦牵六一圆梦大使资助贵州

小学完成助学梦》项目获2017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

 （胡晓钧、陈� 静）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肖作兵

联合党委书记：李建民（2017年3月离任）

       王化田（2017年3月到任）

联合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陈 翔

副院长：   王 伟

       冯 涛

【概况】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简称

“香料学院”）由“轻化工程系”“食品工程

系”和“生物工程系”及现代化实验中心组成。

现有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和生

物技术与工程三个学科，下设日用香精技术、食

用香精技术、化妆品工艺、食品工艺、食品质量

与安全、发酵工艺、生物制药7个专业方向。

2017年底，香料学院共有学生1056人，全日

制本科生905人，研究生151人。

师资队伍。学院共有教职工74人。学院目前

有教授13人，副教授2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2人，34人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教学工作。完成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组织申报了目录外专业“化妆品科学与工程”，

已报送教育部待审核批准。成功获批了“香料

香精技术与工程”目录外专业、应用型本科试点

专业，加强“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型本科试

点专业的建设工作。申报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

奖2项，分别是《中国顶级香精技术人才培养》

和《以学科型社团为平台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修订了2017人才培养

计划。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3项，获批

2项。2017年度校级专业育人课程试点改革项目

立项2项。新立项课程建设项目3项。申报2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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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课程。完成校级课程建设2项，校级课程

建设中期检查1项。校企合作实验项目立项2项。

截止到目前为止共建立专业责任教授团队3个，

共建立核心课程责任教授团队5个。校企合作课

题82个，校企合作课题占比40%，较2016届占比

36.1%略有提高；真题95项，真题率占比46.3%，

其中卓越班真题率占比62.1%。完成教改项目申

报3项（含1项中本贯通教改项目1项），校级重

点课程建设3项。新立项教改项目6项。完成教改

项目验收1项，校级教改项目中期检查1项。新

签及续签实习基地6个，其中新签约3个，续签3

个，实习基地总数达到19个。2017年实验室建设

项目立项2项。双证融通2项，分别是食品的营养

师（四级）和食品检验员（四级）。组织完成学

科技能竞赛3项，其中校级2项，分别是ADM威尔

德调香竞赛和“丽华杯”调香竞赛，市级1项，

“应技”杯大学生食品创意大赛。

学科建设。完成上海市高原学科“香料香精

技术与工程”第一阶段绩效评估。3月25日，上

海市高原学科“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专家委员

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华大

学教授俞建勇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

石碧应邀出席。校长陆靖在会上致欢迎辞，副校

长陈东辉主持会议。专家委员会成员肖作兵、韩

生、毛海舫、邓维、佘远斌、彭孝军、纪红兵、

申有青和赵谋明等参会。2017年下半年启动上海

市高原学科第二阶段的申报工作，申请建设经费

2265万元。12月15日-18日主办了第四届全国食

用香料香精新技术开发与应用交流研讨会。

科研工作。截止到2017年12月8日，科研

到款总经费1327.79万元，超额完成学校的额定

计划科研经费115.5%，其中纵向经费到款509.9

万，横向到款817.89万，2017年香料学院教师发

表科研学术论文128篇，其中SCI论文42篇。申请

发明专利54项，授权12项。2017年香料学院成功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省部级项目7项，市

教委及其他项目7项。

学院教师与国内外香料香精知名企业签署产

学研合作项目24项。冯涛“宠物诱食剂的开发与

应用”；陈臣“新型风味乳酸菌发酵食品制备关

键技术”；宋诗清“低温火腿脂肪替代与风味补

偿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易封萍“金佛手精

油的制备与应用”等4项科研成果参展第19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研究生工作。2017年共招收研究生61人。

完成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生物化工和轻工技

术与工程3个硕士点的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完

成2018年上海市香料香精化妆品研究生学术论

坛（2018高5-303）的申报。顺利开展并建设了

2017年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生示范实习基地。

学生工作。学院现有网络思政教育微博平台

2个，微信公众号8个，社团5个。2017年，共计

发放勤工助学补助300余人次，金额达34200元。

开展特色资助工作，设立了“丽华杯”调香竞赛

奖助学金，共资助学生18人，资助金额达23400

元。香料学院2017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共计

80项，其中校级项目69项，获资助金额6.9万，

市级项目11项，获资助金额11万，共计17.9万。

14108212黎芳源同学获第七届校长奖提名奖；

1410821208黎芳源1410821212陈培琴两位同学获

2016年校“十佳好人好事”。第十五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内预选

赛中，6项作品获校级立项，2项为重点项目，4

项为一般项目，1项入围市级决赛答辩。首次组

织申报全国互联网+创业大赛，共申请9项，其

中研究生2项，本科生7项。首届ADM调香竞赛

圆满落幕，有2位学生由公司资助前往ADM公司

（德国、英国公公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海外实

训。2017届毕业生共有180人，其中轻化工程专

业75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56人，生物工程49

人。2017届毕业生的签约率为97.22%，就业率为

99.4%。2017年发展学生党员23人，按期转正21

人。寒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立项55项，校级

14项，院级41项，共计400余人参与实践活动；3

个校级二等奖、1个校级三等奖。运动会取得第

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365”青年成长计划：

为培养学生自愿互助的内驱型学风文化，全年组

织开展365晨读、爱阅读、爱英语、爱运动、爱

上图书馆等活动，吸引500余名学生，参与365青

年计划本科生达到70%，研究生65%。在学生专

业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建立了苏州东吴香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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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巴

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芬美意香料（中国）有

限公司等10家企业建立了大学生专业实践实习基

地。

精神文明。贯彻落实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

树立政治意识，坚持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

方向，抓好课堂和网络两大主要阵地。组织了党

员学习“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学习和落实全

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2017年联合党委

先后制定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学院大会制

度》《教职工请假制度》《学院教职工进修制

度》等一系类文件，将“三重一大”落到实处。

2017年学院分工会完成了换届选举；利用暑期探

望高龄离退休职工、慰问高温期间坚守岗位的职

工以及生育、生病的教职工近30余人次，学院获

2017年度二级退管工作先进集体。2017年学院获

得“2015-2016年度校内A级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

国际交流与合作。学院与法国香料香精化妆

品高等专科学校（ISIPCA）和意大利莹特丽公司

达成国际合作办学意向。2018年香料学院可派遣

10-20名香料香精方向的研究生赴法国ISIPCA学

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学工作。

与意大利莹特丽公司2018年由意大利莹特丽

公司牵头意大利的国际米兰大学或费拉拉大学与

香料学院共同申请教育部研究生国际合作办学资

格。

学院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就食品科学与

工程3+1合作办学的协议进行了续签，有效期至

2022年，同时，就四年级学生的课程学分互换签

署新的备忘录文件。 （王化田、杨正丹）

机械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张慧敏

党总支书记： 张东民（2017年5月离任）

       程道来（2017年5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陈 雷

副院长：   张 珂

       朱柳娟（2017年2月离任）

       尚慧琳（2017年2月到任）

【概况】机械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机械学

院”）目前有本科生878人、硕士研究生161人，

下设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含5个二级学科），3

个本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上海市优秀专业、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上海市应用型试点本科专业，并

列入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计划”，该专

业中的数控技术方向为中美合作办学项目（美国

中密西根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是上海市

第五期重点培育学科，中央财政支持建设学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获校重点学科。

师资队伍。机械学院共有教职工82人，其中

教授10名，副教授21名，高级工程师4名，高级

实验师2名，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42名，引

进博士1名。

规划管理。修订了《机械工程学院管理规

章制度汇编》；对学院各项工作流程进行规范；

加强实验室及教学管理安全建设；开展了以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为主题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全力构

筑学院教学质量工程；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为契

机，加强应用型专业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加强学位点建设与学科发展；党政融合，认

真执行“三重一大”，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研究生工作。本年度招收硕士研究生48名，

其中学术硕士37名，工程硕士11名。完成了2015

级硕士研究生中期检查，2016级硕士研究生开

题，2017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及2017届毕

业研究生答辩及学位评审等工作。进一步规范了

研究生的招生工作程序，加大招生宣传工作的力

度，赴皖西学院、巢湖学院、湖南农业大学、湖

南文理学院、江西九江学院、南昌理工学院、常

州工学院、南京工程学院、苏州科技大学、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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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学院、黄河科技学院、郑州科技学院、宿

州学院、滁州学院等地开展2018年研究生招生宣

传。学院对研究生日常及教学进行系统管理，完

成了2017年上海市研究生暑期项目及机械工程学

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2017年参加了机械工程

领域专业硕士点申报工作。

学科建设。机械工程学科面向国家和长三

角区域经济，融合机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技术，形成了机械系统动力学及应用、机电装备

数字化设计制造及控制、表面智能制造及检测、

轨道交通车辆与通号技术等四个特色鲜明的研究

方向。2017年成为学校拟建两个博士点之一，成

立了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点申报筹备组并召开机械

工程学科博士点建设规划研讨会。为整合各方

资源，积极引进学科带头人，2017年，赴中北大

学、长安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进行博士点

建设合作调研。

学院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已建设校内平

台4个，建设市级平台1个。2017年申报物理气相

沉积涂层上海市工程中心，网评、会评通过，进

入专家答辩。

教学工作。学院大力推进应用型专业和应

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2017年，机械工程学院

获批上海市第三批应用型试点本科专业建设项

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并在年底的中期

考核中获得好评。以此为契机，学院将应用型理

念推广至其他两个专业，并对培养计划做了大幅

修订；与此同时，积极促进专业转型发展中的思

考，就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广泛调研（19人次参加

认证类教学研讨会）；并组织教师赴宁波大学和

宁波诺丁汉大学就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调研学习；

讨论制定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和改革方案，成立

专业认证工作小组并明确申报时间表，打破原有

课程的壁垒，以能力培养为导向构建新的课程体

系。

本年度获批应用型试点本科相关市级重点

课程建设项目2项、校级教学研究项目24项，立

项校级课程思政3门。2017年学院实施“过程化

考核”课程共达42门，逐步实现课程“过程化考

核”常态化。

教学质量工程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建设，

新建校企合作课程4项，申报校企合作项目3项，

出版了校企合作教材2本。组织和举办了2017年

校企共赢育人机制研讨会，邀请了36家合作企业

和兄弟院校的代表参与，积极探索提高学生创

新、实践能力的校企合作新方式、新途径。全

院发表校企合作相关教学论文7篇，录用教学论

文22篇。组织申报市级教学成果奖，获校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2项，并获得上海市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

动。针对学院不同专业开展双证融通项目共计5

项，其中数控中级铣工和西门子NX中级认证项

目已完成，三维CAD绘图、AUTOCAD、无损检

测等项目正在进行中。着力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

“3+1”工作，联系了实习单位西门子工业软件

有限公司（上海）、上海名古屋精密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东富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实习

实训基地协议；并与企业和辅导员对接，修订了

学生实习考核评价表，明确校企双方的权重。

科学研究与实验室建设。2017年获得科研经

费744.8万，完成率102%，教师主持科研项目占

比达43%。获各类纵向项目6项；申报联盟计划

12项，获批立项6项；横向项目到款经费500余万

元；工博会参展项目为1项。完成实验室建设项

目3项，完成实验室搬迁整合工作，安装安保系

统，加强实验室安全建设。

国际合作与交流。探索构建国际化应用技术

型人才培养体系，确立了应用型本科标杆学校-

中密西根大学（CMU）。为了引进课程体系、创

造全英语环境和培养全英语课程教学师资，暑期

派遣4名青年教师赴美国中密西根大学为期3周的

短期访问学习。

建立与国外交流院校的平台，走访了欧洲高

校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TUT）和匈牙利布达

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BME），积极洽谈开拓研

究生双学位项目。在本科教学中，2017年已开全

英语课程7门，申报并获批市级全英语课程群建

设项目1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

市级全英语示范型课程建设项目1项（《理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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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开展CMU 2+2本科双学位项目，有3名学生

赴CMU留学。学院在2+2本科生双学位项目的基

础上，首次推出4+2奥克兰读研项目，13级毕业

生陆承天毕业后以直接被美国奥克兰大学录取。

学生工作。2017届毕业生196人，签约率

92.73%。通过竞赛激励专业学习，100%的学生

参加了学院组织的高数竞赛、英语竞赛，20%-

30%的学生参加了制图等竞赛。为广大贫困学子

解决后顾之忧，有力的激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刻苦

学习专业知识，同众溪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康茂胜自动控

制有限公司商谈设立“众溪实业杯奖学金”“亚

虹杯奖学金”“康茂胜奖学金”。

2017年机械大学生创新项目共获得国家级

立项9个，市级立项14个，校级立项108个，同比

增长110%。学院承办企业冠名大赛2项：“亚虹

杯”和“众溪实业杯”设计大赛。

在大学生竞赛方面，2017“全国三维数字化

创新设计大赛”荣获上海赛区一等奖2项、二等

奖、三等奖各1项；荣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各1项，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荣获优

秀组织奖，孔令超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2017

年上海市大学生“创造杯”大赛，荣获一等奖

1项、三等奖1项。龚德利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

师；“上图杯”先进成图技术与创新设计大赛，

荣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同时获得个人一等

奖1项、二等奖7项。指导教师叶卫东、丁晓影再

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2017上海市大学生机械

工程创新大赛，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东富龙”杯智能车竞赛暨全国大学生“恩智

浦”杯选拔赛，获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三等

奖3项。机械学院连续举办了十届校内选拔赛，

优秀队员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大学生竞赛，屡获竞

赛一、二、三等奖，为学校争得了很多荣誉；

2017年第十二届“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竞赛，获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卓然杯第八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中国大学生机械工

程创新创意大赛），获三等奖1项。

党建工作。机械工程学院共有114名党员，

其中：教工党员55人、研究生党员29名、本科生

党员30名，预备党员32人。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

由10个党支部组成，其中：7个教工党支部、1个

（教工和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联合党支部、1个

研究生党支部和1个本科生党支部。

2017年学院党总支全面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

任制，做到“两学一做”常态化 ：书记作为机

械学院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带领班子成员认真

对照各自岗位目标责任要求；基于微信网络等媒

体平台，建立学院1个党员群、1个党总支群、1

个党支部书记（通知群）和10个党支部群等；结

合实际，按“三会一课”要求，认真开展“学习

党章、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做合格共产党员”

活动；积极带头参加党内生活，认真收看、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情况等。

2017全年召开党政联席会议25次、总支会议

13次、党支部活动63次；学院强化10个党支部主

体作用：2017年优化了党支部，充分发挥10个党

支部战斗堡垒及特色作用，开展了党支部书记述

职评议考核工作情况，每个党支部提交党建工作

（述职）报告；以“跨界”联合协同创新—“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机械学院“科技创新联合党

支部”，以集体“力”量、共拓力学教学、科研

前行的“机械工程学院力学党支部（第二教工党

支部）”成为学校优秀基层党组织（支部）的候

选支部。

精神文明。党务、院务、财务三公开，推

进民主管理。通过教代会等形式，充分听取教师

意见，反复讨论机械工程学院本科教学教师激

励计划经费分配实施的修订方案、《2017-2019

年机械工程学院岗位聘任与考核办法》的施行情

况，最大程度符合民意。抓好支部书记、分工会

主席、教研室主任、办公室主任等干部配备和后

备干部培养工作，保障和支持学院各项工作的开

展。组织新进教师座谈会，教学、科研经验交流

会，开展爱岗敬业、严谨治学教育活动，教师典

范不断涌现。

学院党总支承办学校第一个主题党日活动

“我与企业导师共话成长”；学院科创党支部

获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特色作品

奖”；学院教师积极奉献国家援疆事业，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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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大学土木学院的制度、课程建设、教学教

改、科研、“两学一做”等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

工作，获得上海市表彰；学院三位教师获学校青

年教师讲课竞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各一

项；获2017第十六届“忠诠-尔纯”思想政治教

育二等奖一项。 （周新玲）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钱 平

党总支书记： 华 容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王乐全（2017年11月离任）

       钱婷婷（2017年12月到任）

副院长：   陈 岚

       马向华

【概况】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

“电气学院”）目前共有本科生929人，硕士研

究生87人。1个仿生装备与控制工程二级学科硕

士点培养点， 3个本科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其中，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是与美国中密西根大学合作

办学。

师资队伍。学院共有教职工64人，其中专任

教师44人。教授7人，副教授15人，高级工程师4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27人，占61.37%，引进

博士1名。

学科建设。2017年“控制工程”专业学位授

权点在校内获得通过，“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

硕士点学位授权点以在上海市教委获批。成功承

办了2017年教育部自动化类教指委等主办的西门

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上海赛和

华东赛。

研究生工作。2017年，学院研究生毕业人数

22人，就业率100%，签约率 100%。招收研究生

29人。发表EI论文11篇。2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

金，2名学生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2014级

学术型研究生顺利毕业，毕业人数17人，全部获

得学位。其中，公开刊物发表论文23篇，发明专

利24项。成功获批上海市教委2017年上海“机器

人与智能制造技术”研究生暑期学校。组织研究

生参加各类竞赛和创新活动，获得了“全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嵌入式设计与

开发组”二、三等奖。多名同学在中国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中获得一、二等奖，1组同学在第2017

年第十二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全国

二等奖。1名同学获得第十届“飞思卡尔”智能

汽车竞赛创意组全国总决赛国家二等奖。

教学工作。继续实施本科教学激励计划，

推进教师坐班答疑制度和本科生导师制度。继续

积极推进过程化考核进程。学院共完成了33门课

程的过程化考核指标。学院继续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获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

获批校级教改项目1项，校级重点课程建设2门，

校企合作实验项目1项，上海市重点课程2门，课

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1项。开设校企合作课程3

门。新签署校企产学研合作基地2个（上海塔普

仪器、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有限公司）。获得上

海市“电路”课程建设和“电力传动”课程建

设。由我院主编教材《伺服系统 第3版》通过了

“十三五”国家级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评审。建

设各类教学团队（1个公共基础教学团队、4个工

程教育团队、3个专业责任教授团队和15个核心

课程团队），公开出版教材2部。

科学研究。获批2017年青年自然科学基金1

项，联盟计划项目获批6项；市教委及其他项目2

项，横向项目13项目；EI检索论文12篇，国内外

期刊论文24篇，第一申请人申请发明专利20项。

获得教育部高教司颁发的“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AR信息化工坊”。上海交易博览会参

展项目2项，工博会参展项目2项。学院获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颁发的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智能制造挑战赛优

秀竞赛基地、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优秀

组织奖、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优秀组织奖、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优秀单位奖。

学生工作。2017年本科毕业生人数1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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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98.10%，签约率89.87%，专业对口率达

到79.75%。10人考取国内研究生，7人考取国外

研究生。举办团日活动共计30次，全年举办了篮

球赛、十大歌手、感恩教师节等16场文体活动。

学院以科技创新和大学生技能竞赛为依托促进学

生学习动力，强化对专业兴趣。科技创新申报

率达到95%左右，校级以上科技创新项目30项左

右。大学生竞赛按参与年级统计，参与率和获奖

率近50%比较高。在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市级复赛中，我院学

子获得“AR一体化电子交互平台”在预选赛中

荣获一等奖及“学生最喜爱的项目”的佳绩。在

2017年西门子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中我获全国二

等奖1项、三等奖2项，华东区特等奖6项、一等

奖9项、二等奖6项、优胜奖9项，上海市一等奖

7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项，校一等奖1项、

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成立三创教育中心。完

成2016年项目大创项目的验收工作和大创成果报

告；申请2017年大学生创新项目。市级经费为1

万元，我院共资助22项；校级资助108项。

精神文明。学院党总支以“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系列党建活动。各支部

共申报8项“一总支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党

建创新项目，1项获得品牌项目，6项获得特色项

目，总支品牌项目《党团齐渗透，矩阵式管理促

进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在学校汇报，获得好

评。组织建立“两学一做”微信群和许多教工党

员坚持参与微信365学习计划。品牌项目《党团

齐渗透，矩阵式管理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

推送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

展示活动，在教育部党建网“支部风采”展示

展示。学院配备6位党员专业骨干教师为社区导

师，其中有党员教授。学院制定了社区导师制岗

位职责，从制度上要求社区导师“社区育人”的

思政定位。2017年上半年发展党员14人，下半年

预发展党员16人（其中教工党员1人）。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我院与美国中密西根大

学已实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分互认，

每年双方互派学生来校学习。2017年学院将派两

名骨干教师到爱尔兰塔拉理工大学进行课程学习

和教学，为进一步推进全英课程和双语课程教学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学校合作，学生在暑

假、寒假赴香港、台湾、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

区进行短期实习实践活动。目前已经与爱尔兰塔

拉理工学院开展学生交流实践活动，2017年派出

10名学生赴爱尔兰塔拉理工进行交流学习。

 （刘� 玲）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丁文胜

党总支书记： 孙雨明（2017年2月离任）

       朱柳娟（2017年10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

       朱柳娟（2017年2月到任）

       丁文胜（2017年10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张小懿

副院长：   武田艳

       王国林

【概况】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以下

简称“城建学院”）有教职员工95人，其中专

任教师70人。在专职教师70人中，教授7人，副

教授42人；具有博士学位51人（其中博士后11

人），占73％；具有硕士学位13人，占18％；

硕、博士合计占专任教师总数的91%。在校学生

合计1852人（其中本科生1726人、外国留学生44

人、研究生82人）。学院共有6个本科专业：建

筑学、土木工程、安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

程、热能与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管理，1个安全工

程领域工程硕士授权单位，1个上海市重点学科

《城市安全工程》。学院实验中心仪器设备总值

为4732余万元。

教学工作。深化土木工程应用型本科专业试

点改革，启动专业认证工作。立足于以职业能力

模块为基础，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多元化人才

培养为特征的建筑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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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改革，申报9项教学成果奖。其中，丁文胜

等“创新知识-能力双元评价模式、培养高质量

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人才”获校一等奖、武田艳

等“突出BIM技术的工程管理专业核心能力培养

改革与实践”、王伟晗等“本科生就业结构调查

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获校二等奖。

2017年，学院新开课程26门，双语课程5

门，通识课程14门，教授研讨课程7门。学院累

计建设专业责任教授团队8个，核心课程教授团

队20个，获得上海市重点教改项目5项，校级重

点课程建设7门，校级教改项目5项；启动1本校

企合作应用型教材的编制；发表教改论文19篇；

获得校级教学改革成就奖三等奖2项、三创成就

奖4项。校企合作课程实施15门，新增2门，校企

合作指导毕业设计达66%，新增实验室建设项目

3个；获批大创项目52项，其中国家级1项，市级

9项。全院参加国家及省市级的各类学科技能竞

赛20项，获各类奖项148人次数。

科学研究。2017年学院共完成科研经费853

万元，其中纵向70万元，横向783万元。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联盟计划1项；发

表论文39篇，其中SCI、EI收录6篇。学院作为第

二参与单位，申报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和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奖；邀请知

名专家学者，共举办了22场学术报告，开阔了师

生的学术视野。新招硕士研究生26名，承办了3

个学术论坛。

学生工作。学院为新生进行《专业导航》，

包括小班导沙龙8场、班导师专业导航6场。举行

学长讲坛4场、校友座谈1场、国际交流生经验分

享会1场、天天讲10场、研究生讲座12场、研究

生学术沙龙3场、寝室微讲堂23次、就业指导月

专题讲座2场等。举办了第四届城市文化节，在

此期间，开展了社团之夜、建筑模型展、学院第

五届结构设计大赛、乡音乡话大赛、廷亚奖学金

预决赛、校园安全排查等富有专业特色的活动。

学院共有7个学科型社团，实现了专业全覆盖。

2017届研究生本科生毕业总共373人，其中就

业367人，签约329人，专业对口303人，签约率

88.20%，就业率98.39%。

蔡亚鸣老师获得2017年全国艺术成果优秀组

织教师奖。学生在国家级及以上专业技能竞赛中

获奖。学生共获得各类专利17项。

国际交流与合作。海外名师英国华威大学

教授、国际知名火灾专家温晓玲教授为本科生开

设专业选修课程《火灾与爆炸灾害安全工程学基

础》，为研究生开设讲座；继续推进建筑学专业

与匈牙利佩奇大学的“3+2”“4+1”的双学位

合作项目，共有21名学生参加该项目；土木工程

专业1名学生参加美国密苏里大学2+2联合培养项

目；安全工程专业1名研究生参加新西兰特伯雷

大学交流项目。

精神文明。学院有教工党支部3个，学生党

支部6个，共有学生党员68名，教工党员55人。

2017年各支部共发展党员24名，预备党员转正共

25人。

城建学院党总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定期开展组织生活，并做好相关记录。4

月，城建学院各支部集体学习了全国高校思政工

作会议精神。6月，集中学习了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党总支书记亲自为全体各支部书记讲党

课。国庆期间，党员们分散学习了《习近平在上

海系列报道》。10月18日，学院组50余名党员和

积极分子集体观看了十九大开幕式，认真学习大

会报告。

城建学院重视支部活动传统。5-6月，各支

部举办了多长优秀毕业生和优秀党员访谈，参观

了金山抗日遗址纪念园、青浦陈云故居等具有

教育意义的革命遗址。6月，表彰9位“城建学院

2016年度优秀学生党员”。9月，支部选拔2016

级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学生为2017级小班导师，培

养入党申请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11月，学院

举行两场新生党建讲座，为学生做好党建启蒙。

11月，各支部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创新支部活动

形式，将支部和专业建设结合在一起，让支部党

员成为学习和专业带头的核心。

2017年学院共有学生献血189人。刘惠平老

师荣获2016年度“忠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

教工组三等奖，杜隆坤同学荣获2016年度“忠

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学生组三等奖。“上

海教授黄俊革的援疆之路”获得2016年度精神文

明十佳好人好事荣誉称号。黄俊革老师荣获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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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校长奖（教工）荣誉称号。

2017年，城建学院荣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A

级精神文明单位称号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院

杯”篮球赛第一名等荣誉；在运动会中，教工代

表队获得团体第三名，学生代表队获得运动会团

体第七名。 （张艳敏）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刘云翔

党总支书记： 于有进

党总支副书记：刘云翔（2017年9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陈 颖

副院长：   肖立中

       李文举（2017年5月离任）

       陈丽琼（2017年10月到任）

【概况】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以

下简称“计算机学院”）下设3个系，有3个本科

专业。共有教职工92人，其中专任教师72人，教

授2人，副高2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40人；

在校本科生1170人、硕士生50人。

师资队伍。2017年学院引进教师2名，1名教

师出国访学，获得上海市教委“教师专业发展工

程”项目资助，3名青年教师参加工程企业实践

计划，1名青年教师参加上海市教委组织的市属

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18名教师获得硕士研究生

导师资格。

学科建设。计算机学院现有三个院级研发

中心：无线传感网与智能信息处理、机器嗅觉与

模式识别、智能交通与嵌入式系统。学院有两个

协同创新平台：大数据智能信息处理协同创新平

台、视觉与嗅觉协同创新平台。

教学工作。学院立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学院为专业

各方向凝练技术特长，围绕技术特长加强学生职

业能力的培养。学院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安全工程和机械电子工程硕士点

招收硕士研究生。

在新工科的背景下，采用“学历+”的教学

模式，计算机学院强化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体

系建设思路，形成了坚持一条主线，依靠两个支

撑，建设四个平台，打造五位一体的内涵建设模

式，保证教学的质量。获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

启动非计算机专业公共课改革，召开了多

次研讨会，形成了初步的改革思路，拟2018年在

部分专业进行试点。继续扩大过程化考核课程范

围，新增4门，总数达34门。获批校级过程考核

重点课程1门。获批高本贯通建设项目1项，并启

动了首届招生。编写校企合作教材4部。获批校

企合作课程项目7项；校企合作实验9项；市教委

本科重点课程1项。获批校级课程思政建设项目1

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3项。获本科教学成

就奖三等奖1项。获优秀实习指导教师2人次；毕

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3人；校级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7人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优秀组织奖。成功举办2017校企合作论坛。

科学研究。2017年，计算机学院科研到款数

为455万元，申请专利20个，发表教学科研论文

40篇，SCI和EI收录11篇。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14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1项；组织申报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

项，获批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1项；组织申报上

海联盟计划项目9项，获得上海联盟计划项目5

项；组织举办各类学术报告14次。

学生工作。计算机学院2017年签约率全校第

一，荣获2017年就业工作特别奖。开展了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在校内外各类赛事中多次获奖。46

项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立项，12项上海市大

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立项。获全国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大赛全国一等奖三项，获全国软件和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二等奖一项等奖项。学院

在分党校建设和计算机节、科学商店、计算机学

科社团建设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品牌项

目。

国际交流与合作。2017年计算机学院有1名



院、部、所概况  331

学生去瑞典哈姆斯坦德大学交流学习，6名学生

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交流学习，2名学生去加

拿大圣力嘉学院短期游学，4名学生去台湾大叶

大学短期游学，1名学生去美国参加短期实习项

目。

精神文明。学院现有教工党员49人，占全院

教职工人数52%。发展学生党员20名，4名学生

预备党员转正。完善学院网站，举办两期分党

校，共有61名学生顺利结业。1名教师和1名学生

获得学校“忠诠-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2017

年学院退管工作获得校先进集体称号。学院评为

A级文明单位，学院总支“五个课堂”录入中组

部三会一课案例选，学院党总支多次获上海市基

层党建网专题报道。学院党总支党建项目获2017

校十佳特色基层党建项目。 （于有进）

理 学 院

负责人

院 长：   邱 翔

党总支书记： 王 竑（2017年10月离任）

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

       邱 翔（2017年10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牛亏环（2017年9月离任）

       徐小明（2017年10月到任）

副院长：   安玉莲

       李以贵

【概况】 理学院现设有两个本科专业：数

学与应用数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设有

应用数学系、应用物理系、高等数学教研室、物

理教研室及物理实验中心。理学院现有本科生

507人，教职工 93人。其中专职教师76人，教授

8人，副教授25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

占56.99 %。

师资队伍。引进博士4人。在职攻读博士学

位 2 人。国际访学1人，国内访学1人，产学研见

习1人。

学科与科研。继续推进3个校级协同创新平

台，包括“LED器件协同创新平台”“光电信息

检测协同创新平台”和“金融数学协同创新平

台”。其中“LED器件协同创新平台”参与了

“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点的申报并获批，并占

其中一个方向（共4个方向），“光电信息检测

系统协同创新平台”参与了“控制工程”硕士

点的申报并获批，并占其中一个方向（共3个方

向）。新增校外学生实习基地2个。教师发表论

文41篇，其中SCI/EI论文20篇。出版专著2本。获

得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

2项联盟计划项目和5项横向科研项目。纵、横向

项目合计到款经费291.75万元。

教学工作。承担公共平台课512门次，实践

类课17门次，学科专业基础课与专业必修课28门

次，专业选修课14门次，通识课9门次（其中6门

为教授学科前沿课程），预科学分课程1门次。

毕业设计指导70人。人均教学工作量约450课

时。大学物理实验中心共承担了2600多名学生的

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教学任务，130多个实验班，

开出实验项目45项，演示实验项目128项。开公

选课1门。全年完成开放实验9000多人时数。修

订人才培养计划，增设了4门专业选修课。获批

校级重点课程建设3项，教改项目2项。获批过程

化考核课程7门次，校企合作课程1门次，校企合

作实验1项。发表教学论文7篇。共组织10次优秀

教师示范教学课。院领导班子与二级督导组共听

课150人次。2名教师在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

设计竞赛中获全国决赛二等奖；1名教师在第三

届“高等教育杯”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获市三等奖；1名教师获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海赛区优秀教练员奖；3

名教师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创新创业创意

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获校2017年教学成就

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5项；教改成就

奖三等奖2项；三创成就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

项。组织14支参赛队伍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获全国二等奖1项，上海赛区一等奖1项、

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组织2支参赛队伍参加

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获二等奖1项、三等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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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组织5支参赛队伍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获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组织22支参赛

队伍参加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全国二等奖4

项、三等奖3项；组织16支本科参赛队伍参加电

工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全国三等奖

4项；组织46名学生参加全国高等数学竞赛，获

非数学专业类（全国）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三等奖5项，（上海市）三等奖2项；数学专业类

（上海市）三等奖1项；组织2支代表队参加上海

市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获上海市二等奖1项，

三等奖1项；组织1支代表队参加中国大学生物

理学术竞赛（CUPT），获全国三等奖1项；组织

37人参加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获一等奖1

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继续实施本科教学

教师激励计划，专任教师实行坐班答疑和自习辅

导；继续实施“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的

双周测试与集体答疑辅导工作。全年参加高等

数学测试辅导的学生共6924，参加大学物理测试

辅导的学生共2900人。测试辅导共进行17次。实

行“过程化考核”课程共7门。建设教学团队10

个。在编教材教辅材料7本。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聘请海外名师1名；聘

请兼职教授1名；共邀请了国内外专家为师生作

了40多场学术报告，多人应邀出国（出境）参加

学术会议。选送11名本科学生参与海外交流、学

习培训或参与学科竞赛。

学生工作。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及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顺利毕业，就业率达

100%，签约率为89.86%。5名学生考取国内研究

所，3名学生考取国外研究生。“IU”励志奖学

金资助了5名学生。组织第五届数理嘉年华学院

特色品牌活动。七号社区承办了校滚灯PK赛。

建设了《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的365爱理

学微信学习和测试平台。学生获批“大学生科技

创新项目”45项。1名教师被评为2017年度社区

建设优秀指导教师。

精神文明。学院现有教工党员55人，占全院

教职工人数58.1%。发展学生党员15名、16名学

生预备党员转正。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1名教师参加“喜迎十九大.畅谈新变化”征文活

动。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团队临时党支部，全年组

织理论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党

组织书记上党课、召开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会20余

次。3项校级课程思政建设立项。20多人分别获

得上海市育才奖、校“师德标兵”；1名教师被

评为2016年校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召开

“双代会”，选举校院两级教代会代表，选举产

生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全年家访、探望教职工15

人、组织退休教师欢送会、退休教工“回娘家”

等活动。被授予“2015-2016年度校A级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何莉莉）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张志国

党总支书记： 曹 扬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王宏伟（2017年3月离任）

       刘静怡（2017年5月到任）

副院长：   侯梅芳

       赵 杨

【概况】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 

“生态学院”）共有教职工36人，本科生587

人，硕士研究生56人。有风景园林、园林、园

艺、生态学四个本科专业，涵盖理、工、农三

个门类。有1个生态学一级学科硕士点，风景园

林、园植物与观赏园艺2个校级重点学科。学院

设有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观赏植物和环境生态3

个研究所。1个校内植物园、1个校企合办景观工

程设计公司、1个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工作室和24

个校外实习基地。2017级生态学硕士研究生首届

招生。

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36人。专任教师

23人，其中教授7人，副高级职称15人，具有博

士、硕士学位占100%。研究生导师22人，校外

兼职导师14人，学院师资力量在全市同类专业中

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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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2017年完成了生态工程实验室与

园林工程实验室项目建设。与上海十方生态园

林公司共同承办2017全国园林绿化苗木新品种新

技术信息交流会。上海市农委原副主任严胜雄教

授、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应邀作学术讲

座。同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乔治

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为本学院师生做了

有关园林植物育种、植物抗性方面的研究报告。

与北美的风景园林专业认证（LAAB）的对接工

作实质推进。

教学工作。2017年学院总开课92门，完成

总教学任务9532学时（含实践课）。无教学事

故，学生评教高于全校平均水平。完成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获得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

校企合作课程建设项目1个，课程思政试点项目

2个。开展“迎评促建、办好专业、规范教学、

提升质量”为主题的教学质量月活动。实践以工

程设计和植物应用“双核心”能力培养的教学改

革工作。构建“1个平台、1个原则、3种方式”

（即：1+1+3）的教学模式。编写教程2部。

科学研究。2017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项、省部级项目2项、市级资助项目8项，纵向项

目总经费达325.6万元。学院年度总经费达1234.5

万元，人均51.43万元。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平

台7个。发表论文SCI 5篇，中文核心8篇。

学生工作。基于专业特色，开展立德树人工

作。举办以青浦区“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暨科

普市集活动，受益人数5000余人。深入社区举办

以“学雷锋”“绿色大篷车”等为主题的社区行

活动等，扎实落实“养好花，育好人”的工作目

标。召开两次学风建设专题会议。举办“榜样力

量宣传会”及“学习标兵”“学习型寝室”“优

良学风班”“优良学风示范班”等评比活动。开

展植物义卖、乒乓球赛、篮球赛、十大歌手比赛

以及迎新晚会、校园开放日等多项活动。本科

学位授予率为99.31%。签约率为84.48%，就业

率98.27%。全年寒、暑期、假社会实践活动获

立项31项，其中12项获奖。“生太美”微信公众

号推送“美丽启航”迎新新生专题十期。首次

举行“2017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园林行业专场招聘

会”，40余家企业参加，各年级学生200余人。

举办“园林营造节”活动。获得2019世界园艺博

览会大众参与创意展园方案征集大赛获国内专业

学生组优秀奖。2017年的上海国际花展“未来园

艺师”展区金奖。上海家庭园艺展“书香花隅”

展区一等奖、三等奖各1个。全国大学生“互联

网+”创新大赛，全国一等奖2项。第八届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软件创业团

队赛全国选拔赛上海市一等奖、全国总决赛二等

奖。第二届“郑和杯”中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

德大学生创业组优胜奖。首届中国（上海）国际

发明创新博览会发明创业奖 银奖。建行杯第三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三

等奖。获批的2017年度上海市大学生三创训练项

目2个。

精神文明。2017年，发展学生党员26名。

“庆祝建国68周年·喜迎党的十九大”征文比赛

中7人获奖。举办2017萱草文化节活动，弘扬感

恩敬业文化。科学商店青年团体获“上海市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称号。戴逸洁同学荣获上海市优

秀科普志愿者奖，吴诚骏入围校长奖十强。学院

被评为奉贤区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张妤萍获

“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称号。 （曹� 扬）

轨道交通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吴 光（特聘）

党总支书记： 程道来（2017年5月离任）

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

       李文举（2017年5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张 绚

副院长：   万 衡

       曹 权

【概况】轨道交通学院设有四个本科专业：

轨道通号技术、牵引供电工程、机辆工程、铁道

工程，共21个班级，学生注册人数705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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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教职工37人，其中正高5人，副高9人，教师

获博士学位占84%以上。

师资队伍。2017年共引进2名教师，其中副

教授1名、讲师1名。一半青年教师参加工程企业

实践计划，多名青年教师参加听课培训。

教学工作。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序推

进，完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环境建设，“三型

一创”课程体系试运行。建成轨道交通校内综合

实训基地一百米延长线，新增教学实验和科研试

验平台。

与中铁西南研究院共建“轨道交通健康管

理研究中心”，启动轨道交通安全运行诊断、预

测、控制研究新方向。

首次获得校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首次获批

上海市级重点课程1门，首次获得上海市属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案例大赛二等奖1项，有1项上海市

级重点课程项目立项， 1项校级重点校企合作课

程项目立项，2门校企合作课程建设获立项，毕

业设计（论文）重点项目立项3项，7门过程考核

课程建设获立项，课程思政课程2门，校级重点

课程建设3门，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撰写

教学教改论文4篇。

以吴光院长为课程责任教授，开设了校本综

合素养课程“一带一路，车文同轨” ，并编写

教材《一带一路，车文同轨》，该教材即将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举办首届高铁城轨知识竞赛

科学研究。申报联盟计划项目3项，申报

2018年自然科学基金4项。科研经费到账共计210

多万元，完成率138.1%，首次获批上海市地方能

力建设项目，论文数量增长率15%。

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公司开启全面战略合

作，共建国内首个校企合作的专业信息收集与研

究机构─“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情报研究中心”并

挂牌，参与编写《城市轨道交通动态》和《城市

轨道交通技术动态》2本行业杂志，参与开发申

通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科技地铁”。共建国内高

校首个“轨道交通大数据基站实验室”，启动多

制式、网络化运行轨道大数据分析校企协同创新

合作新领域。聘请了10多位专家作为兼职讲课教

授，邀请他们为学生授课或举办讲座。

研究生工作。首届招收硕士生16名。参与控

制科学与工程硕士一级授权点申报。

学生工作。158名毕业生全部顺利毕业，毕

业生签约率达92.76%，就业率100%。创建“365

火车快客小组培养计划”。

党建工作。举行《学习7·26讲话精神，喜

迎十九大，推进学院改革发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红船”精神》等主题党日

活动，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学习“红

船精神”，接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

统教育，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上来。

学生党支部党员带领团支部开展“党员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讨论交流会和“一学一做”活

动。13名同学获得我院自行设立的“思源励志奖

学金”。学院贫困生资助覆盖率达到了80%。提

供学院内部勤工助学岗位30余个，为部分特别困

难学生解决了经济生活压力。在校“助学政策，

助我成才”征文比赛和“诚信月”作品比赛中，

获得1项一等奖、多项优秀奖，学院获优秀组织

奖。

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建立

合作关系。 （周春宝）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熊 焰

党总支书记： 刘胤杰

党总支副书记：熊　焰（2017年9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杨 雪

副院长：   张金福

       翟育明

【概况】经济与管理学院设有5个本科专

业：会计学、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国际经济与贸易、会展经济与管理和工程管理。

学院共有教职工89人，其中专任教师65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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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辅导员13人、实验室3人、院办6人。专任教

师中，教授5人，副教授27人，共占专任教师总

数的49.23%；具有博士学位34人，在读博士2

人，具有硕士学位23人，共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2.5%。共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2030，全日制在

校研究生34人。

师资队伍。学院大力加强师资的内培外引工

作，全年从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西安理工

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引进青年博士教师5

人，选送1名教师出国（境）进修。

学科建设。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形成大数

据与商务分析、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化妆品营销与

管理三大特色研究方向。2017年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点培养的首届学生入学，共招生18

名学生。面向研究生举行学术讲座十余场。

教学工作。完成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迎

评相关工作，得到专家的认可与肯定；结合审核

评估，学院完善了教学管理制度和办法；完成了

2015级工商管理大类学生的专业分流，工作平稳

推进。学院专业平均第一志愿录取率达到90%，

一本线录取率列学校各专业前列。市场营销、国

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取得实质突破；魏拴成教授、倪庆

萍副教授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应用型本科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研究与实践”“秉承

跨界教育理念，构建与实践信管人才培养体系”

分获2017年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人力资源管理

获得上海市重点课程立项建设；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列为上海市全英文规划专业，组织行为学获

得上海市全英文示范性课程建设立项；全年发表

教学论文10篇。

科学研究。2017年科研总经费达到302.54万

元，其中纵向项目总经费完成221.86万元，到账

横向经费共计80.68万元。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

2项，分别为1项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1项国

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成功申报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

目等省部级课题5项。其中承担的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重点决策咨询项目《内蒙古大数据产业

应用发展研究》获评优秀课题。与漕河泾开发区

共同承担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活动与经济

发展关系》项目成果被编著成内参报国务院知

识产权办公室。2017年，我院教师在《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Nature》子刊、《系统理论

与实践》《管理学报》《管理评论》等高水平期

刊发表论文5篇，实现高级别刊物论文发表的新

突破。邱小燕博士入选2017年度“晨光计划”项

目，实现学院人才计划零的突破。主办第十四届

知识产权南湖论坛。面向全校师生，举办上应管

理论坛系列讲座10场。

学生工作。2017年学院辅导员参加市级专题

培训23人次，校级培训118人次，创历史新高，

增强辅导员业务能力和技能水平；在上海市辅

导员职业技能竞赛中，学院1名辅导员代表学校

参加市级比赛；辅导员共提交13篇工作案例、14

篇论文，申请、参与各类课题16项，其中2项获

市级立项。学生学科技能竞赛各类获奖达100人

次，获国家级奖项35项、华东区奖项7项、上海

市级奖项12项，其中包括荣获2017年“学创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一等奖、第七届

“远华杯”全国大学生会展创意大赛一等奖、第

三届中华老字号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国家优胜奖。

梁晓晶荣获第八届校长奖提名奖，学院辩论队获

新生杯辩论赛中荣获冠军，在2017年运动会中获

全校第二，拔河比赛全校第一，社会实践中三下

乡项目获得上海市三等奖。高度重视毕业生就

业工作，在学院领导的带领下，形成了“全院

齐参与、保质又保量”的就业工作新格局，2017

年毕业生总计517人，签约率86.5%，为近三年

来经管签约率最高，就业率98.1%，专业对口率

94.28%，在文科学院中名列前茅。其中考取国内

研究生15名，出国学习深造的达40人，参加国家

地方项目3人，当兵1人。2017年毕业生就业458

家企业里，其中上海企业占92%，用人单位对于

毕业生的满意度达到82%。

国际交流与合作。学院开展国际化办学，与

加拿大汤姆逊大学、荷兰方迪斯大学、台湾静宜

大学、大叶大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欧洲企

业知识产权学院等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互派教师和学生进修、访问。其中，与法国斯特

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交流项目是学校首次获批的

优秀本科生海外交流项目，派出的本科生获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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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2017年共组织72人次的学

生参加了海外学习、实习项目，派出数量为全校

最高，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其中40

人次出国留学。学院吸取国内外学生管理先进经

验，学生在对外交流中取得了明显进步。

精神文明建设。2017年共发展学生党员70

名，33名预备党员按期转为正式党员。共开办两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133名同学顺利通过党

校结业考试，通过理论知识专题讲座、党员组织

生活、观看爱国主义电影、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

开展培养考察工作。学院分工会积极组织开展

了妇女节活动、乒乓球比赛、教职工秋游、运

动会、学院羽毛球比赛、退休教师关怀等各项

活动。邀请22位退休教师参加了回娘家活动。

为两位患病老师共募得捐款22949.99元。为45位

退休教工寄送纪念品，组织学院老师积极参加

“困难救助一日捐”活动，教职工参加人数为

52人，参捐率60%，共收到捐款3300.00元。刘

湲、甘慧玲、闫申获得学校“工会工作积极分

子”称号。 （燕惠芬）

人文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刘红军

党总支书记： 周 文（2017年2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刘红军（2017年9月到任）

副书记、副院长：

       朱 敏

副院长：   李正东

【概况】人文学院现有39名教职工，其中

专任教师27名，教授3名，副教授12名，讲师12

名，高级职称比例为55%，博士22人。  

学科建设。与学校兄弟学院共同申报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人文学院负责“创

意城市”管理二级方向，下设有“文化创意产

业管理”“城市社会管理”“传统文化与创意城

市”三个子方向。2017年正式招生5人。通过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的检查，完成三个专业的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承办了“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华东地区）”

并获得三等奖，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得二等奖，并

获“最佳组织奖”。

教学工作。“课程思政”改革工作取得新

进展。3门课程入选学校教务处课程思政建设课

程，其中，《景观物语 草木关情——文化校园

九讲》被光明网、人民网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2017年组织学院教师进行各类教学项目的申报，

共报送教学改革项目6门、过程化考核课程3门、

通识课程超过20门次、校企合作课程5门次。

科研工作。共发表论文22篇（含第一作者、

第二单位）。其中CSSCI期刊论文7篇，核心期刊

论文6篇，一般期刊论文9篇，出版专著2部。组

织全院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级课题。其中，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申请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学

专项1项、艺术学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2项，国家级项目申报率为44.0%。获批教

育部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1项，上海市晨光计

划1项。横向合作项目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

累积到账经费41.74万元。

学生工作。积极参与辅导员工作室，覆盖

率100%，工作室参与率100%。2017年寒假社会

实践项目立项8项，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校级立项

项目15项。举办了第九届中华母亲节及学校第

一届诗词文化节，同时还开展了诗词进社区，

诗词进书院的活动。2017届毕业生签约率达到

84.07％，就业率则达到100％。2017年，35名学

生先后赴美国、瑞典、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开

展游学、社会实践，参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精神文明建设。学生党支部持续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28名学生党员发展，29名预备党

员转正，2名学生荣获荣获“忠诠-尔纯”思政教

育三等奖，12名学生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23名学生获“校优秀毕业生”。在学校现代大学

制度基础上，修订完善了人文学院的相关制度实

施细则。

学院积极推进“三大主体责任”建设，申

报的总支品牌项目“以孝道教育为抓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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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党建有效性”获十佳基层党建特色项目；

“学科型社团实践”获基层党建优秀特色项

目；“青和志愿者队”防艾事迹获精神文明十

佳好事。 （杞万村）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负责人

直属党支部书记：

       宋敏娟

        （兼，2017年2月到任）

院 长：   李国娟

直属党支部副书记：

       李国娟（2017年9月到任）

常务副院长： 邱 杰（2017年11月到任）

直属党支部副书记：

       杨燕华（2017年6月到任）

副院长：   邱 杰（2017年11月离任）

【概况】马克思主义学院下设“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五个教

研室，现有专职教师32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

授9人，博士（在读博士）14人，占专职教师比

44%，硕士及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比97%。另有

校内兼职教师20余人，师生比为1：267。

师资队伍。以推进“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设计划”项目建设 为契机结合“教师专业

能力提升计划”“教学改革计划”等多项工作

的开展，邀请了多名知名专家学者与学院教师

结对子，助力教师发展；继续推进优质资源进

课堂活动，邀请上海大学等专家学者和宝钢、

振华重工等企业骨干走进课堂开展教学示范；

继续推进“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教师培训

培养计划，组织16位骨干教师赴临沂大学参加教

育部社会实践研修活动，2人出国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并作发言交流，30人次参加了各级各类学术

会议，基本实现了教师发展受益面的全覆盖；

引进教授1名，副教授1名，柔性引进特聘教授

1名，为学科建设和硕士学位点建设提供了人力

资源支撑。

学科建设。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学科方向为抓手，对标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硕士学位点建设标准，制订了学科建设发展

三年整体规划和年度计划；设立“示范马院”专

项课题30项，不断推动高水平项目和学术成果积

累；成功承办了教育部骨干教师暑期社会实践研

修活动、甘肃高校马院院长培训交流活动等。

教学工作。继续推进《中国智造》《问道中

国》课程建设，积极打造在线开放课程；新增通

识课程 1门，遴选骨干教师对接各个学院，加入

专业试点课程团队，共同推进专业试点课程改革

工作。其中，教学成果“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

构建和实践”荣获校教学成果特等奖。

科学研究。2017年，学院教师获批省部级项

目4项、教委级项目9项；发表学术论文21篇，其

中核心期刊10篇。举办以“同向同行、协同育

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全员育人中的责任

与担当”为主题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

探索如何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举办

“名刊主编沙龙”。

学生工作。继续推进知行学社社团工作，继

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团作用，规范了学院

的宣讲工作。针对专业因材施教地设计开展传统

文化传承类社会实践项目，项目荣获“知行杯”

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大赛二等奖2项，2位

教师获“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

指导老师”称号。

精神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

部继续围绕“两学一做”开展了专题系列民主生

活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依托区域党建联动方式，以

朗读亭、社区团校为平台，搭建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发展平台，举办了包括

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在内的诸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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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熊佳妮）

外国语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陈家旭

党总支书记： 李晓晶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金丽华

副院长：   孙志青

       于 静

【概况】外国语学院设有大学英语教学一

部、大学英语教学二部、英语系、德语系、学院

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现有教职工87名，其

中专任教师77人，专任教师中，教授3人，副教

授28人，在读博士6人。在校本科生 485名，其

中留学生11人。

学科建设。学院在实现翻译专业硕士（英

语笔译方向）学位点（MTI）建设目标上，积极

对标申报条件，借鉴兄弟高校的建设经验，加大

师资建设力度，努力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以学

校文科发展工程为抓手，以应用科技翻译方向为

特色，寻求与本校优势学科资源的结合，力求与

本地区其他高校学科错位发展。在文科工程建

设中，教师申报18项文科工程建设项目，立项11

项。继续推进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师资队伍。大力引进人才，组织完成博士引

进面试工作10余人次。努力疏通现有教师在职读

博渠道。教师培训与进修方面，1名教师赴英国

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访学；2名教师分别在在复

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访

学；多名教师参加国内高质量教学研讨会、研修

班：2名教师参加第六届全国英语演讲与写作教

学研讨会；2名教师参加外语能力测评与外语教

学研修班；4名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

研究与创新研修班；2名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外语

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2名教师参加

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与创新研修班；6名

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暑期研修班。

教学工作。全力配合并圆满完成学校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工作，落实学院各项教学工作标准及

细则，推进规范学院现有教学管理制度优化。改

革大学英语拓展课程群的设置及选课方式；逐步

推广一线工程师学术英语教学改革的教学成果，

鼓励教师结合学校一线工程师的人才培养目标开

设学术英语阅读与翻译等新课；积极研讨中本贯

通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配合学

校化工专业的工程认证工作；配合研究生部制定

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改革方案及免修申请办法。

校内学科竞赛覆盖面不断扩大，举办学术英语

报告展示大赛、中外文化知识竞赛、英文报刊阅

读大赛、英文电影配音大赛、英语朗诵比赛等7

场校内学科竞赛，参赛学生达2743人次，比2106

年增加591人次。英、德专业教师共申报教学建

设和教改项目6项，获得学校课程思政1项立项。

1门课程获得重点课程建设（校企合作课程）立

项，开设校企合作课程4门，完成2项校企合作实

验项目，另获2017校企合作实验项目立项1项，

“应用型外语人才翻译能力校企联合培养工作

室”获批2017年校级示范实习基地及校企联合培

养工作室建设立项，2017届毕业论文中校企联合

指导论文课题比例大幅提升，且优良率51.6%。

2017年，英语专业和德语专业共有52名同学赴

加拿大、瑞典、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

长、短期交流活动，占到学生总数的11.6%。 英

语专业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的通过率为

95.08%，约为全国平均通过率的两倍；英语专业

八级通过率66.04%，超出全国平均通过率28%。

学院4名学生考取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

北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14名学生赴

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法

国等国攻读研究生，读研率达到18%，比往年增

加近一倍。学生在全国2017年“外研社杯”全国

大学生英语写作、阅读大赛、 “华澳杯”全国

大学生中澳友好英语大赛、“21世纪·可口可乐

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等大赛中获得全国总决赛

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上海赛区决赛特等奖1

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的好成绩。教师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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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类技能竞赛中成绩喜人： 郑晶在“全国大

学英语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暨“教学之星”

大赛获特等奖季军；孙志青主持的“一线工程师

的学术英语教学改革”获得2017年校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获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学生工作。继续打造全员育人的氛围，突

出长效机制，狠抓学风建设。以育人为中心，在

2017级新生中开展“一对三”的导师制、为加强

留学生管理——推行“一对一”帮扶机制，两大

新举措。举全院之力，实现了考研率、就业率、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突破。学院学生首次获得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英语写作大赛的全国总决赛一

等奖，首次组队代表学校参加国际商业英语辩论

赛，其中Creed队荣获二等奖奖项；Moonlight队

荣获三等入围奖项，实现此项赛事的突破。

党建与工会工作。继续推进规章制度的废、

改、立工作，修订各类规章制度10项。按照学

校统一部署，党总支及时传达支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开展了“亮身份、亮承诺”主题党日活

动；系统学习了十九大报告精神及新党章的具

体内容，组织师生党员参观“一大”“二大”会

址并重温入党誓词；党员教师在全院新生中率先

开展了“五位一体”的本科生导师制，并将逐步

推广到全院教师。各支部品牌特色项目均获学校

立项，其中大学英语教学一部党支部获2017基层

党建优秀特色项目。2017年7月选举产生新一届

工会委员会，打造了新教工小家，受到全院教

工一致好评。 （吴斯琦）

艺术与设计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林 迅（特聘）

党总支书记： 孙佳娟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赵 慧

副院长：   孙立强

       舒 燕

【概况】艺术与设计学院（以下简称“艺术

学院”）共有教职工81人，其中专任教师62人、

专职辅导员7人、实验室5人、行政人员7人。现

有设计学、美术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设计学下

设视觉传达设计（平面设计方向、多媒体设计

方向、会展设计方向、装潢设计方向）、环境设

计（室内设计方向、景观设计方向）、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方向、装饰艺术设计方向）三个专业

八个专业方向；美术学下设绘画专业（油画方

向、水彩方向）两个专业方向。

师资队伍。学院有专任教师62人，其中：教

授3人、副教授20人、讲师32人，助教7人，其中

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人数4.8 %。有国外工作和

学习经历的教师13人，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5

人，在读博士专任教师1人，硕士学位专任教师

34人。4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23人，占教师队伍总

人数的37.09%。引进了教授1名，博士1名；招录

用了1名手语翻译教师及1名教辅人员，1名实验

室人员，2名辅导员；做好师资国际化及“双师

双能型”工作，推选了2名教师出国访学，1名教

师国内访学，有14名教师完成国际商业美术设计

师培训任务，并获得证书；选派3名教师赴意大

利短期访学。

教学工作。完成了2017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艺术设计专业‘多维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已推荐

申报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建筑设计基础”

和“陶艺工艺技法”获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

出版教材《经济应用文写作》（特色教材 高等

学校应用型特色规划教材）《室内设计纲要》； 

“住宅室内设计”获校级企业合作课程项目；

“产品计算机设计应用”等6门课程申报校级重

点课程；“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国建筑史

课程教学改革”等4个项目申请校级教改项目，

获教学成就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

项、教改成就奖三等奖2项、“三创”成就奖一

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开设过程考

核试点课13门、教授主讲研讨课2门；教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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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比赛共计获奖182项，有十多位校外专

家（企业负责人、高校教授）应邀参与教学，实

现校企协作人才培养模式常态化；招生工作成绩

显著，生源质量为历史最好。

学科建设。获批艺术专业学位硕士点。共招

生生态景观规划设计学术型硕士生6名，遴选了9

名硕士生导师。

规划好上海市教委Ⅳ类高峰学科首批388万

建设资金的用途，采用重点支持双年展暨论坛项

目开展、5个大师工作室的建设，从国内外柔性

引进12名专业人士，着重在纵向课题申报、高水

平文章发表、虚拟实验室建设、国际交流等方面

加强力度，提升学科建设的内涵。选派教师参加

同济大学举办的“高峰论剑 创建未来”上海国

际设计创新论坛暨上海市教委Ⅳ类高峰学科项目

路演获三等奖。

做好特教大楼实验室400万配套资金的规

划、论证工作及部分特教学生的搬迁工作。

根据学校部署，为落实推进文科学科发展，

学院结合实际，以学位点建设为目标，以与工科

融合及特色领域凝炼为导向，经筛选后，选用

“本土化妆品品牌打造及包装设计”“化妆品及

首饰的包装”“展示设计研究” “时尚品牌衍

生品开发与设计研究”等7个研究课题作为设计

学科发展规划项目，推进内涵建设。

完成与上海汉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项

目-当代生活艺术品创新设计实践中心协同创

新平台建设的验收。主动对接香料研究所等企

业，成立“品牌（化妆品）研发中心”，着力

做好化妆品产品研发与创新设计，并且在包

装、展示和媒体宣传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发

挥视觉与交互设计、产品与陈设艺术设计的学

科特色和优势。

科学研究。2017年教师参加各类作品展获得

奖项共94项：国际级5项，国家级11项，省部级

34项，校级1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三等奖2项，优秀奖1项，最具贡献导师奖1项，

优秀组织奖2项，优秀指导教师17项，入选作品

20项，参展作品4项），其他协会奖项43项；发

表论文共18篇，其中核心论文5篇，一般论文13

篇；完成专著、教材共4部；完成横向经费共

237.71万元。

完成了3个实验室的建设项目，分别是计算

机辅助工作实验室设备更新项目（原有设备已报

废），设备总价19.3万元；丝网印刷实验教学平

台二期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费用5万元；新建了

建筑模型实验工作室项目实验室，项目建设费用

42.5万元。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举办讲座7场，举办

“2017第四届上海.亚洲平面设计双年展暨国际

互动媒体设计论坛”。邀请美国威廉帕特深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Moore来校为学生共同开设

“包装设计1”课程；邀请澳门著名设计师专家

刘华智来校参与“插图设计”课程教学；邀请

美国著名艺术家YAMIN YOUNG作“木的启示讲

座”；邀请国际专家PETER LLOYD作“纸与编

排”工作坊。另选派25位学生赴英国南安普顿索

伦特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短期游学；选派四名学

生赴德国汉堡应用科技大学留学，同时接受了1

名德国汉堡应用科技大学留学生；选派8名学生

赴台湾大叶大学交流生。选派湛平、高颖2名年

轻教师赴国外访学。

学生工作。2017届毕业生211人，就业率

100%，签约率7 7 . 7 3 % ； 7 0 名 学 生 获 得 “ 推

优”，当年确定入党积极分子62人，16名发展

对象参加我校首届发展对象培训班，整年发展

新党员16名，4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学生

在各类专业竞赛获上海市及以上奖项182人，其

中国际级7项，国家级16项，大学生创业项目立

项16项，荣获了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校优良

学风示范班、优良学风班等荣誉，学生社会实

践项目荣获了上海市“知行杯”二等奖，上海

市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和校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组织奖。

精神文明。获“全国巾帼文明岗”1个、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1个；13109331团支部

荣获“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称号；吴飞飞教学

团队先进事迹被全国总工会入选全国劳动模范、

先进集体宣传特刊《共和国的脊梁》；荣获上海

市教卫系统基层党建示范培育点1个、先进教工

小家1个；二级退管工作先进集体1个；教工第二

党支部的“聋聪合一 普特互渗 写意无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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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佳”基层党建特色项目，同时参加

第二届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

动，教师党支部工作案例评审；郑寒获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第八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荣誉称

号；举办了“一对一结对帮扶共成长”、“弘扬

工匠精神 品读劳模故事”主题党日观摩活动。

“庆祝建国68周年·喜迎党的十九大”获奖征文

比赛中，我院学生荣获一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各一个；在“歌声庆贺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

走”2017年徐汇区绿化市容行业党建联盟单位主

题合唱大赛中荣获优胜奖。学院承办了“艺术之

美扬正气-中外佳作聚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品展、“迎祖国华诞 展赤子初心”、

“喜迎十九大 艺心跟党走”作品展等系列活

动，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朱� 艳）

工程创新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叶银忠

       （兼，2017年5月离任）

常务副院长： 徐 兵

党总支书记： 王清成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何 静

副院长：   吴 雁

       张 化

 （兼，2017年3月到任，2017年9月离任）

【概况】 工程创新学院（以下简称“创新

学院”）现有6个本科卓越计划培养试点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班）、软件工程（卓

越班）、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班）、轻化工

程（卓越班）、材料工程（卓越班）、机械工程

（卓越班），目前学院共有教职工23人。获批上

海市教委 2018 年高校学生职业生涯指导和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实践基地、上海市教委 2018 年高

校学生职业生涯指导和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室、“头雁领航”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室 、上海市职工（技师、巾帼）创新工作

室-“卓越工程师培育”巾帼工作室。获“建行

杯”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上海区优秀指导教师奖1项、优秀指导组织奖1

项、上海市辅导员年度人物1项、上海市五四青

年奖章1项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

重点启动了“科学精神与技术创新”通识

模块的课程建设工作，先后开设了《中国古代技

术》《中国当代技术》《创新方法与创业实践》

《工程中的伦理》等核心通识课程以及《创新工

程实践》、《科学可视化技术》等通识课程，全

校各专业学院30多名知名教授参与了创新模块的

通识课程建设工作。

成立鲁班书院。9月招收了6个卓越计划专业

的240名新生入驻。有40多位专业教师担任了书

院的专职和兼职导师。

4名教师成功入选教育部国家级创新创业导

师库，获批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高校。投入29万元将工训一馆103室300多平方

米建成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室，成为了学校开展

大型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场所。组织30多场次的

创新创业类专题辅导讲座，面向全校举办大型创

新创业展示活动4次，参与学生达到4万人次 。

2017年，全校“大创”项目立项681项，其

中市级项目140项，国家级项目45项，获得市级

大创经费140万，校级大创经费60万。全校学生

主持和参与“大创”项目从去年2160人增加到

2017年3361人，覆盖所有本科专业，积极组织参

加上海市国际发明博览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

创业项目、上海市教委2017年大学生“汇创青

春”、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成果以及“挑

战杯”“创青春”等重要展示活动，并为学校获

得国际级2项、国家级81项、地区级42项。承办

长三角地区地方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

及教育论坛。

组织开展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竞赛活动，通过校内选拔共申报“互联网+”

项目328项，数量位列全市高校第二，其中有9项

进入市级复赛，获得市级二等奖1项，三等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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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优秀奖4项。学校获得上海市第三届“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优秀组织奖”。

与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设立了“辰竹创

新创业奖学金”，11名学生得到该奖学金项目

资助。组织了书院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全国书院

论坛、全国创新创业教育论坛等国家级研讨会

议。

党群工作。学院共有教职工党员 17人，占

教职工总人数 74%。立足于“围绕中心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展党建工作。落

实“三大主题责任”工作；一总支一品牌、一

支部一特色”党建创新项目得到学校的支持；制

定“七个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方

案；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心组织退休职工回娘家、

学院职工飞镖比赛等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

各类文体活动，2017年校运会取得运动成绩和精

神面貌双丰收。 （徐� 兵）

工程训练中心

负责人

主 任：   徐 兵

副主任：   吴 雁

【概况】工程训练中心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

米，配备有多台普通车床、刨床、磨床、数控车

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电火花线切割和快速

成型机、三菱PLC实训设备等多种教学器材，是

国内高校一流的专业实验、实习、实训平台，是

学校培养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工程素质

的现代化、开放式的实验、实训基地。

师资队伍。引进2名具有企业经历的青年教

师，4名教师退休，现有教职工17人。教职工党

员9人，占全体教职工总数53%。继续组织开展

工程训练中心青年教师教学观摩，培养在职青年

教师参加暑期各类技能、职业资格培训，1人获

技师证书、2人获数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条件建设。建立了3D打印工作区域，鼓励年

轻教师通过实训带领学生进行各类创新，在实验

室实验实习材料方面投入经费超过10万元。

教学工作。完成了本科和高职学生工程实

训教学任务45.8万人学时，为2000多名工科学生

进行工程实训教学工作。推荐1项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开设了鲁班锁加工装配、3D

打印设计等实训项目。举办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

一届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开展无碳小车、机

械装配和化工单元虚拟仿真项目多科目实训项目

建设，以赛促训。组织5支参赛队参加上海市大

学生工程能力大奖赛，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3

项，其中3D打印项目获得一等奖。 （徐� 兵）

体育教育部

负责人

主任：   王若文

直属党支部书记：

      周 文（2017年2月离任）

      韩 磊（2017年2月到任）

副主任：  邵 君

      傅晓龙（2017年12月到任）

【概况】2017年度，体育教育部现有在岗专

任教师28人，体育部共承担约21267人、合计496

个体育课教学班教学任务，教师年均体育课教学

工作量达420学时；承担一、二年级学生课外体

锻辅导任务，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晨、午体育锻炼

约达226000人次，全年记录和处理了22万多条的

学生课外锻炼信息；对全校学生进行了《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获得17万条信息数据。

组织三层面比赛51项，参加校际体育比赛23

项，参与学生超过15000人次。策划学校群众性

体育活动。校各运动队参加上海市各类体育大赛

23项，获各类奖项88个。

获市体育局课题1项；纵向课题1万；主持

出版教材1本；获校级思政课题（橄榄球）立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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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尹蝶儿）

高等职业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杨益群（2017年5月离任）

       张东民（2017年5月到任）

党总支书记： 卢康道

党总支副书记：张东民（2017年9月到任）

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林娟娟

副院长：   陈惠芬（2017年5月到任）

【概况】（见高等职业教育）

继续教育学院

负责人

院 长：   陈树晖

直属党支部书记：

       陆李莉（2017年2月离任）

       孙雨明（2017年2月到任）

副院长：   沈 刚

       陈惠芬（2017年5月离任）

       张 化（2017年6月到任）

【概况】（见继续教育）

上海香料研究所

负责人

所 长：   肖作兵（兼）

常务副所长： 潘仙华（2017年3月离任）

       李建民（2017年3月到任，

            2017年7月离任）

副所长：   潘仙华（2017年3月到任）

       薛 军

【概况】 2017年，上海香料研究所检测中

心完成了实验室内部审核、管理评审，通过了中

国合格评定委员会对实验室的扩项评审、上海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机构的评审、上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实验室非特备案检验机构的评审。

检测中心全年接受检测产品共5987个批次，其

中化妆品2868个批次，洗涤类928个批次，食用

香料香精1248个批次，非食用香料香精126个批

次，食品相关产品160个批次，食用香料香精生

产许可证0个批次，餐洗洗涤剂22个批次，化妆

品非特备案328个批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

各区县食用香精抽检215批次，上海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及各区县抽检餐具洗涤剂62批次。全年完

成化妆品功效评价30个项目。

2017年，上海香料研究所标委会共完成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制修定项目30项（其中香料香精

2项，化妆品28项）。负责国际标准化组织第54

技术委员会（ISO/TC 54）“精油”国际标准、第

217技术委员会（ISO/TC 217）“化妆品”国际标

准的国内对口工作，承担国际标准制定1项，对

有关国际标准草案及工作文件进行投票表决，全

年共对39个国际标准草案及工作文件进行了投票

表决，投票率为100%。

2017年，上海市香料香精及化妆品协同创新

中心申请联盟计划项目1项，中心研究人员发表

学术论文3篇。

2017年，上海香料研究所生产力促进中心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香料香精化妆品专题技术培训

207人次。

2017年，继续推进香料所产业（包括香研公

司和芳菲公司）剥离与重组工作。 （季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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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2017年，学科办按照学校总体部

署，主要围绕学位点建设、协同创新两大主题，

不断优化学科布局，深化校企合作。牵头制定学

科建设五大工程实施方案，大力推进上海市综合

改革重点项目的落实，不断凝练特色学科领域，

优化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体系。 （黄俊革）

【启动学科建设五大工程】为贯彻落实学

校“十三五规划”，凝练学科特色领域，提升应

用型学科发展水平，制定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学科建设五大工程方案（试行）》（上应学科﹝

2017﹞1号），即学位点筹建工程、军民融合中

心建设工程、文科建设工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工程及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工程。为将相关任

务落到实处，制定了各项工程实施细则，并将建

设成效列入相关学院年度考核指标。 （黄俊革）

【获批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学校正式获批

“十三五”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进入

全国100所应用型示范本科高校，获中央支持地

方高校建设项目。 （黄俊革）

【获批上海市综合改革重点项目】《设置目

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推进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

展》案例入选2016年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典型案例

高校（深化综合改革典型案例）（沪教综﹝2017

﹞1号）。《应用技术型高校构建协同创新平台

实践研究》入选2017年度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重

点推进项目。为拓展学科建设思路、明确学科发

展方向、开拓学科新建设领域，校领导带学科建

设相关负责人赴东莞理工学院、厦门理工学院和

集美大学调研，主要学习其在学科建设与管理、

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

验与先进做法。 （黄俊革）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2017年建设了两个批

次34家校内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了学院之间协同

合作，增强了服务行业企业的技术实力，打通

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实现了“专业—

平台—学科”的整体发展。以校内协同创新平台

建设为基础申报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产学研合

作平台建设》项目获得上海市教委专项资助。经

学校及学科组审议，34家协同创新平台中，6家

协同创新平台考核优秀，21家平台考核合格，5

家平台考核基本合格，2家考核不合格。举办了

23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论坛活动。组建了协同创

新平台微信工作群，同时开通协同创新平台微信

公众号，即时推送相关通知和学科报道。共建国

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上海

东方美谷研究院。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

部）、上海铁路局、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等企业建设轨道交通安全工程协同创新平台。建

成铁道工程综合实验室、机辆工程综合实验室、

轨道通号工程综合实验室和牵引供电工程综合实

验室4个综合实验室，建成1个机车车辆设计与诊

断技术工程中心，并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产学研合作，与老挝等国家轨道交通建

设等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黄俊革）

【启动文科发展工程】结合学校文科发展

现状和实际需求，专门制定了《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文科发展规划》。并对人文学院、外语学院、

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42个项目给予专项资金支

持。 （黄俊革）

【组织申报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织

相关学院申报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平

台进行申报。其中机械学院申报的PVD涂层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材料学院申报的功能性防水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第一轮的筛选均进入第二

轮的答辩环节。 （黄俊革）

【智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积极组织各

相关院系申报2018年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计划

项目。经评审、筛选，报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管

理研究基地、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两个

基地11个子项目（涉及经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人文学院、艺术学院）。2016年立项的《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研究基地》智库内涵建设计

划项目也顺利完成结项验收。 （黄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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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2017年度学科建设情况】

上海市重点学科

编号 学科名称 部门

1 应用化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 化学工程与技术

3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 材料科学与工程

5 “视平面”艺术创新工作室 艺术与设计学院

6 设计学

Ⅱ类高原学科

学科名称 学科负责人 研究方向 方向负责人 骨干成员

化学工程与技

术（香精香料

技术与工程）

肖作兵

香气协同与缓释控制 肖作兵
肖作兵、周小理、冯 涛、

田怀香、于海燕、胡 静

新型香料合成与功能性评价 邓 维
邓 维、刘小珍、姚子健、

韩 生、胡晓钧、刘美娜

香料绿色合成技术 吴范宏
吴范宏、任玉杰、徐 毅、

毛海舫、潘仙华

2017 年校内协同创新平台

序号 平台名称 负责人 立项批次 部门

1 LED 器件协同创新平台 邹 军 第一批

理学院2 金融数学协同创新平台 安玉莲 第二批

3 光电传感检测系统协同创新平台 李以贵 第二批

4 晶体材料协同创新平台 徐家跃 第一批

材料学院

5 特种轧制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徐 春 第一批

6 功率型白光 LED 关键材料协同创新平台 房永征 第二批

7 绿色涂料协同创新平台 吴 蓁 第二批

8 有机光电材料协同创新平台 贾润萍 第三批

9 表面技术及装备协同创新平台 张而耕 第一批
机械学院

10 绿色高效装备与控制技术 张慧敏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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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平台名称 负责人 立项批次 部门

11 无损检测与机电控制协同创新平台 侯怀书 第二批
机械学院

12 服务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协同创新平台 荆学东 第三批

13 功能性发酵乳质量控制协同创新平台 田怀香 第一批

香料学院

14 东方美谷研究院 潘仙华 第二批

15 功效化妆品的开发及评价协同创新平台 王 伟 第二批

16 食用菌深加工协同创新平台 冯 涛 第二批

17
生物高分子的微生物发酵合成与应用协同创新平

台
马 霞 第三批

18 大数据智能信息处理协同创新平台 刘云翔 第一批
计算机学院

19 机器视觉与机器嗅觉协同创新平台 李文举 第一批

20 园林植物新品种选育与应用协同创新平台 张志国 第一批
生态学院

21 香料植物种质资源开发协同创新平台 宋丽莉 第一批

22 当代生活艺术品创新设计实践中心 吴飞飞 第一批 艺术学院

23 企业战略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翟育明 第一批
经管学院

24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研究基地 熊 焰 第一批

25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同创新平台 李国娟 第一批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 租界文化寻根协同创新平台 周 妤 第二批

27 焦炉机械无人化研究协同创新平台 马向华 第一批

电气学院28 电气装配数字化设计协同创新平台 钱 平 第二批

29 超高效永磁同步电机及其控制系统协同创新平台 王步来 第三批

30 绿色制药协同创新平台 吴范宏 第一批

化工学院
31 城市水务工程协同创新平台 毕东苏 第一批

32 先进功能润滑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韩 生 第二批

33 工业有机废液处理与回收协同创新中心 胡晓钧 第二批

34 城市安全工程协同创新平台 丁文胜 第一批 城建学院

35 轨道交通服役装备运行与安全工程 吴 光 第二批
轨交学院

36 轨道交通运行监测与安全控制 杨明来 第二批

37 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平台 刘红军 第二批 人文学院

38 语言服务与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陈家旭 第二批 外语学院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编号 名称 共建单位

1 国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科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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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编号 名称 校内负责人 依托单位

1
 上海香料香精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肖作兵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
  上海药物合成工艺过程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吴范宏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工业研

究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专业技术服务平台

编号 名称 负责人 部门

1 上海精密轴承研发测试专业技术服务平台 张慧敏 机械工程学院

上海公共服务平台

编号 名称 负责人 部门

1 上海市冶金工艺和设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魏立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编号 名称 负责人 部门

1 上海市香精香料及化妆品协同创新中心 毛祥东、潘仙华 上海香料研究所

【附录二：中央财政项目】

中央财政项目

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部门

1 城市安全工程学科建设 丁文胜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科建设 张锁怀 机械工程学院

3 中国元素品牌国际化设计应用中心建设 林 迅 艺术与设计学院

4 赵喆千人计划创新团队建设 赵 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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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引导通识课

程、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通行，形

成协同效应。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继续

实施“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坚定

教学的中心地位。以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为

突破口，将专业转型作为推进学校整体转型发展

的基础，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

建设为引领，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等理念整合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继续深

化“中-本”“高-本”贯通培养模式改革，完

善以“双证融通”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方案。深入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

养。继续实施“课程过程化考核”，扩大试点课

程的类型和梳理，深化两级学院管理，实施学院

内涵建设特色亮点项目，实行分类指导、特色考

核。                            

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本科在校生14489

人。2017届本科生毕业3218人，其中授予学士

学位3136人，获学位率为97.45 %，结业107人，

2017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94%。2017年共

有100名学生获批转专业，13名学生本插本，60

名本科生自费留学，393名本科生赴国外高校交

流。同时继续开展第二校园活动，12名学生赴厦

门理工学院学习，9名厦门理工学院学生来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学习。                                     

2017年学校本科开课课程共2779门、6056

门次。学校为本科生授课的教授共121人、副教

授305人，教授、副教授人均授课209.65课时，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为97.65%。开

课教师答疑覆盖率为100%，自习辅导覆盖率为

100%。学校深入实施“课程过程考核”，总体

目标培育实施过程化考核课程500门，目前全校

已培育试点518门，过程化考核已实现常态化。

继续深化教学工作两级管理，实施学院内涵建设

特色亮点项目，实行分类指导、特色考核。全面

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努力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

量。  （王宇红）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积极推行“课程思政”改革试点，从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建设以及新媒体手段载

体的运用等途径推进改革，推动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2017年课

程思政建设项目共28门，其中专业育人类16门，

综合素养类12门，有103位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

参与建设。 （姜� 超）

【专业设置与建设】推荐“化妆品技术与工

程”申报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风景园林专业

通过上海市教委学士学位授权审核。 （杨� 骅）

【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根据《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关于开展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

业建设的通知》，2017年，食品科学与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获批为第三批市属高

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获批为第四批市属高校应用型本

科试点专业，制药工程获批为第五批市属高校应

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欧阳晶晶）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017年，学校组织化

学工程与工艺、土木工程专业率先开展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工作，认证工作围绕学生毕业能力达成

这一核心任务展开，并强调建立专业持续改进机

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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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保证专业教育质量。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要求，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已完成了专业自评

及现场考查等工作，顺利通过专业认证。土木工

程专业根据专业认证标准要求，制订了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明确了毕业要求，已提交专业认证自

评报告。 （姜� 超）

【贯通培养模式改革】学校积极试点“中-

本”“高-本”贯通教育改革，土木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被列为上海市首批高本贯通

教育培养模式试点专业。在已开展5个中本贯通

试点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风景园

林、食品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

上，又推荐申报中本贯通试点专业通信工程（轨

道通号技术）。此外，学校举办了中本贯通班

开学典礼，成立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联合体，与

中职、高职围绕完善管理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贯通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多次探讨和研究，

积极推进中高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  （沈� 伟、欧阳晶晶）

【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学校继续实施

“激励计划”，引导教师回归教学本原，有效

巩固本科教学中心地位。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深入推进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的指导意

见》，在教授、副教授进课堂、教师坐班答疑和

自习辅导等方面已成常态，进一步明确了教师教

书育人任务和推进了本科教学改革。  （姜� 超）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校围绕“以

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

建设”二十字方针，坚持审核评估的指导思想和

五项原则，顺利完成了2017年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工作任务。组织召开全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推进大会，举办或参加各种专题会议，对各学院

及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全面整理汇编教学工

作资料，包括修订教学管理文件、规范各学院教

学档案工作、增补和修订课程教学大纲；筹备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资料，完成教学状态数据收集、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和《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梳理评估支撑材料和案

头材料、教育教学重点特色建设项目；聚焦审核

评估整改重点任务，制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方案》，落实审核评估

整改工作，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姜� 超）

【教学团队】继续实施专业责任教授、核

心课程责任教授制度，并以此为抓手加强教学

团队建设。截至2017年底，各学院已聘任专业

责任教授58名，已遴选核心课程教授164名。

 （姜� 超）

【教学成果奖】学校不断凝练办学特色，

培育教学成果奖。组织引导各学院在转变教育思

想、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等方面的成果进行整合凝练，遴选表

彰了高等教育类校级教学成果奖33项，推荐申报

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22项。 （欧阳晶晶）

【教学改革】学校推荐申报2个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项目《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轨道

交通类专业教育国际化应用新模式》《应用型

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申报并获批《统筹中

（高）-本贯通联合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应

用型本科院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研究与实

践》和《土木工程专业“高本贯通”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等3个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

改革项目。另有3个上海市教委重点教学改革项

目《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实

践》《从‘教育供给侧’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应用型本科建筑工程类专业

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研究》顺利通过验收。

 （欧阳晶晶）

【课程与教材建设】《女性学》《化妆品工

艺学》被评为上海市级精品课程，《园林绿地养

护》《路基工程》等21门课程获批上海市级重点

课程建设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力学》

2门课程获批为上海市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建

设项目，《过程控制工程》通过验收并获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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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称号。2017年，全

校共出版校企合作教材12本。

 （欧阳晶晶、戈君宇）

【通识教育】学校共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

程15门，正式开设《诗词鉴赏与诗意人生》《艺

术、媒介与创造性思维》等6门“人文精神与明

德修养”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国古代技

术》《“一带一路”车文同轨》等4门“科学精

神与技术创新”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创新创

业领导力》《领导力与企业组织》等4门“企业

文化与职业素养” 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全校

共开设通识课程287门次，其中“应用·前沿”

教授研讨课程94门次。 （杨� 骅）

【毕业设计】2017年，学校共有3306名学生

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毕业设计（论文）

指导教师共计738人，其中高级职称的指导教师

人数为428名，占总人数的58.0%；中级职称的指

导教师人数为310名，占总人数的42%。来自企

业、科研的课题分别达到46.6%和19.8%（国家、

省部级为主），工程设计类课题占毕业学生总

数的52.8%。2017届毕业设计（论文）重点项目

40项，投入经费共19.6万元，27项完成了验收工

作。本届毕业设计（论文）学生发表论文29篇，

学生参与申请各类专利25项。为进一步提高本届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质量，加强规范管理，科

学引用文献资料，杜绝毕业设计（论文）抄袭、

拷贝、篡改已有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现象的发

生，实行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100%诚信检

测管理。 （安博麒）

【实验室与实践基地建设】2017年，学校完

成现代制造技术实践一体化教学系统、大数据分

析及信息系统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化工专业认证

实验室改建等21项实验室建设项目，投入建设资

金共计921万元；立项2018年实验室建设22项。

顺利完成2016年实验室建设项目验收工作。

新建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系统有限公司、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国泰

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10家专业

契合度较高的实习基地，目前全校有校外实习基

地203个。“上海天坛助剂有限公司”（化工学

院）及“华钦科技”（计算机学院）和“中国石

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学院）立

项建设为第七批校级示范实习基地，学校示范实

习基地总数达22个；“上海樱通翻译服务有限公

司”（外语学院）立项建设为校级第四批校企联

合培养工作室，学校联合培养工作室总数达到21

个。与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建

设校企合作实验室总数达19个。2017年建设“热

工仪表设计综合实验”“活性碳酸钙过滤分离实

验”等17项校企合作实验项目。

 （罗� 瑾、王� 青）

【教学质量监控与分析】坚持实施期初、

期中、期末“三段式”教学质量检查。组织开展

了校领导带队进行开学教学巡视，进行期中、期

末考试巡考，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以及组织二

级学院教学工作自查和学校抽查。继续对校级统

考课程（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物理、计算

机基础、大学语文）进行成绩分析，落实整改措

施。公布《开学教学检查报告》《期中教学质量

分析报告》《期终教学质量分析报告》，并汇编

成册（共4本约40万字）。 （蔡� 蕍）

【学生评教】学校进一步运用在教学管理信

息系统上开展学生网上评教的功能，制定学生评

教测评的各类分析报表。2017年参评学生达有效

283908人次，参评率97.49%，评价课程达6196门

次，全校评教平均分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为

95.1分，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为95.5分。

 （蔡� 蕍）

【教学督导】校级督导队伍由兼职督导（在

职）21人和专职督导（退休）9人组成，督导组

成员完成了791人次的听课，2464课程门次的教

学秩序巡视，组织参加了考试巡考、试卷检查、

毕业设计（论文）及实践教学检查等工作。

考试试卷检查。组织校督导对本年度二个学

期考试试卷在二级学院自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

从试卷归档、批阅规范、试卷分析等各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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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评价，共抽查了全校17个二级学院期末考

试试卷218卷，获优良有158卷，占72.5％。

考场巡视。从学期初第二次考试起，经新生

摸底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周的校级统考等

各类考试，共巡视约3396考试场次。

毕业设计（论文）检查。坚持实施毕业（设

计）论文工作的前期、中期、后期三段式监控，

在学院自查的基础上，校督导抽查了184名学生

的前期检查、122名学生的中期检查和141场次的

答辩现场检查，在校、院两级督导的合作下，完

成了1901份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内涵检查。

实验实习等实践课程检查。组织校督导对

各学院的课程设计、实验教学（包括大型综合实

验）等校内实践课程的现场教学检查以及实验实

习教学文档检查，共检查35门次课程设计和156

门次实验课程（含大型综合实验），162门次的

实验实习教学文档。 （蔡� 蕍）

【教学质量月】10月25日至11月30日全校开

展了主题为“以评估整改为抓手，努力构建高水

平应用技术大学特色育人体系”的教学质量月暨

教学工作会议。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评估整改为抓手，通过“教学育人、同向同

行”“以评促改、转型发展”“协同育人，青年

成长”系列活动，聚焦评估整改，不断凝练和促

进学校办学特色，努力夯实本科教学质量基础。

活动分学校、学院两级进行。 （蔡� 蕍）

【过程化考核课程试点】继续推进实施课

程教学过程化考核，逐步扩大过程化考核课程的

试点工作。截止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完成

了激励计划500门课程的过程考核试点课程的指

标，试点课程达到518门。改变“一考定成绩”

的传统模式，建立并完善“多阶段、多形式”的

过程评价考试制度体系，实现过程考核常态化，

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蔡� 蕍）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本科教学状态数据】

根据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要求，通过全校各部门

共同努力，完成了教育部评估中心的高等教育质

量监测国家数据（76张表）的填报和上海市本科

教学核心状态数据（30张表）的填报，以及“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6－2017

学年）”，共计近两万字，并按时向全社会公

布。 （蔡� 蕍）

【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2017年，学校共组

织学科技能竞赛120项，其中国际竞赛6项，市级

及以上竞赛107项。全校共有5686人次参加了各

级、各类竞赛，获国际大赛奖项32项，国家级奖

项316项，省部级奖项380项。学校获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等全国赛事优秀组织奖3项，全国周培

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上海赛区）等市级赛事优秀

组织奖3项。 （安博麒）

【“双证融通”工作】在国家建设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推进地方院校转型发展战略为背景

下，主动融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探索、实

践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模式，实施“文凭+职

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培养方案，在往年

食品检验工、维修电工、数控铣工职业资格认证

的基础上，又开展了花卉园艺工、化工总控工

（高级）、JAVA三级、MOS认证等职业资格能

力人才培养工作，有1600余人次的学生获得了相

关职业技能证书。  （王� 青）

【语言文字工作】2017年，学校组织2015

级本科生和2016级高职生共计3269人参加了普通

话水平测试，参测率和达标率分别为93.94% 和

81.37%。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汉字应用水平

测试、汉字听写大赛、书法作品征集会及第20届

“推普周”等系列活动，提升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内涵建设。 （王� 青）

【获“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

竞赛一等奖】 2017年10月，学校参加了在武汉

举行的“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总决赛，获得“学创杯”一等奖3项。参加本届

“学创杯”竞赛的队伍有近500所高校、1000支

团队，最终104支代表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学校

代表队连续三年进入“学创杯”全国总决赛，并

取得佳绩。 （安博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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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概况】2017年，主要围绕研究生培养质

量、学位点建设、协同创新三大主题，不断优化

学科布局，稳步扩大招生规模，深化校企合作，

全面完善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

式。

2017年，学校拥有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化

学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生态学，2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化学工程、生物

化工、应用化学、工业催化、材料化学工程、制

药工程、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

程、仿生装备与控制工程、技术创新管理、公共

设施安全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工业工程与管

理、创意城市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植物抗性生

理生态、生态景观规划设计、地表水环境保护、

土壤改良与污染修复；3个专业学位授权领域：

化学工程、安全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学校

现有研究生1098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

702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391人、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5人、留学生5人。学校现有硕士

生导师539名，其中校内硕士导师318人。

 （韦丽华）

【招生工作】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招收

全日制学生450名，其中学术学位301名，专业学

位149名；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5名，全部完成

任务。第一志愿录取64人（含破格录取13人）。

2018年研究生招生，网络宣传、校内外宣讲等方

面加大了宣传力度，报名情况良好，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的学生数达229人，增长40%。

2017年学校调剂录取工作，生源情况较好，

在调剂录取的第一周内，录取人数已经完成总计

划数的93%。在所有调剂学生中，85%以上的学

生来自于二本以上的高校。86%以上的学生是首

选我校作为调剂学校。

2017级研究生新生的报到率达到99%，招生

总数455人中，在9月份入学报到时，只有4人因

为创业和个人原因放弃入学。 （韦丽华）

【培养工作】印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

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完成2017级研究生培养

方案修订、新生排课及研究生课程考试和教学材

料归档。为2017级新生首次开设《工程伦理》课

程，该课程列入2017级专硕人才培养方案。选派

任课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全国工程专业学位

《工程伦理》课程师资培训班，进行课程准备及

集体备课。明确研究生督导工作量，每学期研究

生督导工作量为：听课5次；开题报告督导4-5

场，每场1-2名学生；论文答辩督导1-2名学生。

2017年的研究生（2014级）就业率99%，签约率

92%以上。

获批上海市研究生教育项目-研究生课程建

设类项目3项；获批上海市研究生教育项目-研究

生暑期学校1项；获批上海市研究生教育项目-

研究生学术论坛1项。校内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

5项、研究生教改项目立项8项，并通过了中期

检查。61位同学在SCI 3区及以上发表专业学术

论文，最高影响因子8.867；46位同学荣获国家

级、省市级研究生专项学科竞赛奖励。共举办学

术讲座102场（校外专家87人），学术沙龙80场

（332人次）。

获批上海市研究生教育项目-专业学位研

究生示范级实践基地及市级基地各1项，目前我

校已获批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8个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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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工作】修订了校研究生学位授予实施

细则、工程硕士授予学位科研成果的要求。运用

“上海市研究生论文双盲抽检系统”，完成2017

届研究生上海市“盲审”工作。开展硕士学位论

文校内盲审工作，组织2017届我校研究生学位论

文校级“盲审”工作，按50%的比例，将学位论

文送至外校盲审；2017年组织召开3次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会议，审议硕士学位授予情况，授予学

位人数247人；组织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

士点合格评估。 （韦丽华）

【学位授权和建设】控制科学与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风景园林、艺术专

业学位硕士授权点通过上海市审核。启动了化学

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两个博士学位点的建设。

被上海市列入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规划，

学校各项指标均符合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国家标

准。起草了学科建设五大工程中的学位点筹建工

程，并出台了相关实施细则。与上海理工大学签

订了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我校有5名教授

被上海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并列入2018年

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调整了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点分学位委员会。 （韦丽华）

【导师队伍建设】2017年，组织了1次硕士

导师的遴选工作，新晋导师39名。 （韦丽华）

【概况】高等职业学院设有“空中乘务” 

“应用化工技术（中高职贯通）”“机电一体

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

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市场营销”“商务管

理”“应用艺术设计（室内设计方向）”“应

用艺术设计（视觉传达方向）”等10个专业（方

向），2017年招收全日制高职生262名，生源来

自全国 8个省市自治区。截止2017年底共有在校

全日制高职学生616人。

师资队伍。学院实施高效高质的管理体制，

采用正式教职工与兼职人员结合方式。全院在

编人员19名，其中正高职称1名，副高6名，中级

职称10名，硕士研究生学位以上占教职工比例为 

63.2%。聘有兼职人员6名，其中辅导员队伍兼

职2人、教学行政管理队伍兼职4人。任课教师队

伍：本校教师67人；企业技术人员25人；外校教

师31人。

教学工作。学院以提高教学质量内涵建设

为主导，以专业建设为龙头，加强教学规范化， 

根据教育部41号令，制定了高职学生学籍管理等

12个管理文件；修改、完善了《制定2017级高职

高专人才培养计划的原则意见》，修订了《2017

级人才培养计划》，涉及商务管理、应用电子技

术、艺术设计、应用化工技术（中高贯通）、计

算机应用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空中乘务等7

个专业；完成2016级86门英文版课程大纲编制。

继续聘请校外专家作为学院教学督导，教学

督导深入课堂听课，2017年度，累计抽查听课35

节，涉及30位任课教师、检查试卷360份、毕业

设计开题报告21份。开展教学质量接待日活动。

继续在学生中开展评教工作，并评选“明星

教师”进行表彰。一年来共有969名（人次）学

生参加评教，涉及任课教师684人次674门课程。

6位教师获评第九届 “明星教师”，开展“星级

教师”公开课活动。

专业建设。与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上海石化

工业学校一起召开了《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中高

职贯通培养研讨会，以技能工作室为抓手，突出

“以工为主、突出实训、强化技能，以就业为导

向，针对岗位群需求推行双证书制度”的办学理

高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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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教育

继续教育

念。技能工作室项目结题6项，立项6项。全年在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19项（团体5项，个人

14项），获奖学生29人。《探索高职双体系教学

模式，实践新型技能人才培养》获得了校教学成

果一等奖。

学生工作。2017年签约率为90.91%%，，就

业率97.16%。首届与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上海石

化工业学校联合培养的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

贯通培养的56名学生毕业。专升本17人，占2017

年毕业生比例为9.94%。

2017年开展党章学习小组活动等党建工作，

党校学员56名，发展学生党员12名，转正3名。

“乐益”志愿者服务队获上海微爱公益服务中心

“爱心单位”。47名学生参加无偿献血； 6名学

生从高校参军。成立高职学院校友分会。

国内外交流合作。与10家单位签订了实习基

地（单位）共建协议书，召开2017年“产教深度

融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研讨会。与上

海长三角航空服务培训中心签订了合作办学协

议。与苏州新视线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开

发建设的上海市教委“085”工程开放实训中心

计算机动漫制作标准示范实训中心二期建设完成

了中期评审。

 （史洪云、席惠、李伟华、李葓、张东民）

【概况】2017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接收来自

51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253人，其中，学习期限

超过一学期的长期生249人（本科生95人，硕士

研究生5人，预科生6人，语言生141人，普通进

修生1人，高级进修生1人）。5名本科留学生顺

利毕业。获得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拨款

119万元。开设非学历生初级汉语课程以及学历

生中级汉语和中国概况课程。

5月参加奉贤海湾旅游区国际青年节系列

活动；6月参加第十届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

赛；10月参加“隽永诗文，友谊之歌——上海市

2017年留学生中国诗文诵读大会”、配合学校组

织留学生观看19大开幕式并畅谈感想；11月初参

加学校秋季运动会；12月参加“校园国际文化

节”中外学生跨文化交流座谈会、学生海外交流

&留学生图片展等系列活动。 （阮� 青）

【概况】2017 年，继续教育学院以“开拓

创新、真抓实干、跨界融合、转型发展”为主旋

律，全面完成了学院的各项工作任务。全年继

续教育收入达7130 万元，较2016 年增长430 万

元；上交学校净利润1830 万元，较去年增加80 

万元。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2017年成人高考共录取

新生3481人。其中：专科起点本科录取人数1936

人，高中起点本科录取人数25人，高中起点专科

录取人数1520人。完成了2017年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拟招生专业平台报送及新专业申报答辩工作。

完成了《关于设置2017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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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的报告》和学习站点平台申报，并对新增学

习站点的基本办学条件、师资和管理人员队伍、

管理措施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完成了新增学习站

点的评议工作。

继续开展视频课程建设工作，截止目前平

台在线学习课程122门。“上应成教”手机APP

推广使用，19863人次使用手机APP进行在线学

习。

继续实行“学分银行”制度，2017年转换学

分的学分总数为1968.5学分，转换学分的课程总

数为423门次，其中以非学历证书替代课程免考

的有409张次，转换的学分数为1929.5学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组织完成一年两次的自

学考试。2017年上半年第70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新生人数1535人，报考科次18129科次；实考科

次14695，实考率81.05%；合格9943科次，平均

合格率54.85%。2017年下半年第71次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新生人数2841人，报考科次26539科次；

实考科次22031，实考率83.01%；合格16997科

次，平均合格率77.15%。审核本、专科毕业生

721人，全年各专业获得学士学位431人。

各类培训。开展了航空运输服务、轨道交

通服务、英美澳教育、韩国中文MBA、留学生

汉语、葡萄牙语、雅思辅导、一级建造师、二级

建造师、中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论文指导、

PETS考前辅导、学位英语考前辅导、自考助

学、企事业单位培训、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等38

种培训项目。

远程教育。与西南科技大学合作的网络教育

在校生12434人。与华东理工大学合作的网络教

育在校生2199人。

在职研究生。与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的工

程硕士在校生26人。与东北大学联合培养的工程

硕士在校生122人。与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的

艺术硕士在校生36人。

社会化考试。承担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雅思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

级笔 （口）试”“成人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

试”“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全国监

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上海市外语口译证

书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考试的组织实

施工作，全年考试共计16项40次，参考人数共达

60300人次，其中雅思考试14030人次。作为一级

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审核

点，共组织完成14894人次的报名审核工作。新

增考试项目1项：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民主管理。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继续教育学院2016年度行政工作报告》、《继

续教育学院2016年度财务工作报告》，《继续教

育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条例》及《各类考试及相

关费用支出的暂行规定》。以无记名书面测评方

式民主评议学院领导班子以及班子成员。

教育科研。完成了市教委高校继续教育转型

推进试验项目的结题工作。全纳教育理念下的高

校继续教育航空运输服务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获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颜炳乾、刘玉琴、顾佳经、王嘉、杨颖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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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生招生工作

【概况】学校招生4477名，其中本科4076

名，专升本123名，高职278名。生源覆盖除北

京、天津、青海、海南及港、澳、台外的27个

省（市）。计划包括中西部协助、贫困专项、

定向（含南疆单列）、少数民族专项（包括新

疆、西藏内地班、预科转入）、三校生（含特

教）、中本贯通转段、专升本、春季考试招生

八大类别。录取批次包括艺术提前批、国家贫

困专项、本科一、二批、高职批及春季考试

招生、专升本、中本贯通转段、三校生（含特

教）考试录取。

学校生源质量显著提升，一批次招生的省市

11个，1689名考生超当地一本线，占秋招本科生

的43.68%、外省市本科生的64.61%，分数最高考

生超当地一本线78分。二批次招生的外省市中，

75%的省市理科考生、100%的省市文科考生平

均分超过一本线，安徽、山东、辽宁、河南、河

北中外合作专业招生最低分都超一本线。艺术类

生源质量突飞猛涨，尤其是上海市录取的艺术类

考生文化统考成绩均超普通本科文化控制线，为

历史上最好成绩。学校高职招生完成所有计划，

83.33%的省市录取最低分超过去年。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践行“阳光工程”，

遵守“六公开”“八不准”“30个不得”的招生

纪律规定及“制度先行、严格执行、信息透明、

全程监察”的原则，校监察处全程参与招生录取

工作，学校网上公布2017年秋季招生录取进程表

（实时更新），考生家长通过学校的“录取结果

查询”通道可以第一时间查询录取结果，截止8

月底浏览量为53064人次。学校对社会公布招生

监督、信访电话，随时接受社会监督，安排专人

接待考生及家长的信访、咨询工作。

 （蒋岩岩）

【招生宣传工作】学校构建了“学校统一

领导、招办总体负责、学院分片承包、职能部门

通力合作、师生全员参与”的协同联动招生宣传

工作机制，制定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7年招

生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开创了突出二级学院

（部）为主体的招生宣传格局，运行了一个学院

（部）负责一个省市、一所上海市中学的招生宣

传模式，制定了《2017年学院（部）重大成果项

目（招生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激励措施。在以

生源中学为重点宣传目标的指导思想下，开展了

第五届“高中校长校园”、第四届“学长导航计

划”“专家教授进高中校园讲座”“实地走访各

中学”“建立优秀生源基地”等宣传项目及优秀

新生入学奖学金的评定，并通过手机网站、招生

官网、《高招周刊》、官网微博、学长导航QQ

群、各省市网上阳光平台等渠道全方位推广学

校。 （蒋岩岩）

【召开第五届中学校长高考改革及招生宣传

研讨会】5月7日，上海市45所市、区级示范性高

中校长、教导主任来访，与学校就高考改革事项

及促进高中、大学教育衔接、共同为考生提供全

方位招生咨询服务进行了研讨。 （蒋岩岩）

【参加上海市大型招生咨询会】6月17、24

日，学校分别参加在上海市建桥学院和杉达学院

举办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大型招生咨询会，考生

除关注今年“3+3”考试科目、录取政策的变化

及历年分数外，咨询热点还集中在优势学科及特

色专业、专业就业率、出国交流学习、转专业政

策等，学校部分有一定知名度的专业，得到了大

量考生和家长的咨询。

 （蒋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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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学院（部）招生工作特色项目汇报

会】12月13日，学校举行各二级学院（部）招生

工作特色项目汇报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

萍出席。张艳萍对招生工作成绩表示肯定，期待

在当前高考改革所带来的挑战及机遇背景下，学

校、二级学院（部）继续保持招生工作“战斗

力”，确定具体工作目标，推动招生工作在新的

一年里再上新台阶。各二级学院（部）在会上采

用PPT演示形式，紧扣特色，从组织管理、宣传

平台拓展、具体实施、招生工作成效等方面进行

展示，并对下一步招生工作的开展提出建议。

 （蒋岩岩）

附  录

【附录一：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学院 专业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408 复合材料与工程

080402 材料物理

2 机械工程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

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801 自动化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

4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2 软件工程

080903 网络工程

5/6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081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081001 土木工程

082901 安全工程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082801 建筑学

120103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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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7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0302 应用化学

070302 应用化学（中外合作）

081302 制药工程

082502 环境工程

08100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8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081701 轻化工程

081704T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001 生物工程

9 艺术与设计学院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3 环境设计

130504 产品设计

130402 绘画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203K 会计学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120202 市场营销

120202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

11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050203 德语

14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090502 园林

090102 园艺

082803 风景园林

071004 生态学

15 轨道交通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辆工程）

081802 交通工程（轨道工程）

081007T 铁道工程

080703 通信工程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供电牵引）

21 人文学院
030302 社会工作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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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21 人文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22 理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附录二：2017年本科教学改革成果一览表】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课程负责人 院系 时间

1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园林绿地养护 韩建秋 生态 2017 年 6 月

2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路基工程 石春香

城市建设与安

全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3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电气传动 宗 剑

电气与电子工

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4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软件测试技术 肖立中 计算机 2017 年 6 月

5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工程光学 戴翠霞 理学院 2017 年 6 月

6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多元统计分析 罗 纯 理学院 2017 年 6 月

7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 张金福 经管 2017 年 6 月

8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机械设计 张 珂 机械 2017 年 6 月

9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机车结构强度分析 安子良 轨道交通学院 2017 年 6 月

10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建筑设计基础 史争光

城市建设与

安全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11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化妆品学原理 王 伟 香料 2017 年 6 月

12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食品分析与实验 唐 文 香料 2017 年 6 月

13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通用学术英语写作 孙志青 英语 2017 年 6 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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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课程负责人 院系 时间

14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电路 张 僖

电气与电子

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15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安全法学 高 洁

城市建设与

安全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16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陶艺工艺技法 孙立强 艺术 2017 年 6 月

17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社会政策 李正东 人文 2017 年 6 月

18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叶明华 马教 2017 年 6 月

19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无机化学 周祖新

化学与环境

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20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模具 CADCAM 褚 忠 机械 2017 年 6 月

21
2017 年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

课程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

的应用
陈 锟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22
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

课程
化妆品工艺学 张婉萍 香料学院 2017 年 6 月

23
2017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

课程
女性学 高雅珍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7 年 6 月

24
2017 年度上海高校示范性全

英语课程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尤 佳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17 年 6 月

25
2017 年度上海高校示范性全

英语课程建设

理论力学（Theoretical 

Mechanics）
尚慧琳 机械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26
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

（2014 年立项）

过程控制工程

（Process Control 

Engineering）

马向华
电气与电子

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27
上 海 高 校 全 英 语 规 划 专 业

（2017-2019 年）备案

国际经济与贸

易（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刘 湲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17 年 6 月

28
上 海 高 校 全 英 语 规 划 专 业

（2017-2019 年）备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张东民  
机械工程

学院
2017 年 6 月

29
2018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

统筹中（高）- 本贯

通联合体建设的研究

与实践

周小理 教务处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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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课程负责人 院系 时间

30
2018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

应用型本科院校创业

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研

究与实践

魏拴成
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17 年 11

月

31
2018 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

土木工程专业“高本

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赵 娟
城市建设与

安全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32
第三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           周小理 香料学院 2017 年 2 月

33
第三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张慧敏 机械学院 2017 年 2 月

34
第四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肖作兵 香料学院 2017 年 7 月

35
第四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徐家跃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2017 年 7 月

36
第五批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

本科试点专业
制药工程 吴范宏

化学与环境

工程学院

2017 年 12

月

【附录三：本科实习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名称 院系（单位）名称

1 上海人杰摄影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2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3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4 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5 上海刘维亚原创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6 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7 上海申康卫生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8 上海新苗仁食品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9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10 RUITE FASHIONS COMPANY（香港瑞特服装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 上海百富勤空调制造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12 上海迪夫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13 上海三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4 上海光远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5 奉贤区绿化管理署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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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院系（单位）名称

16 上海树园盆景花木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7 上海精文绿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8 上海源怡种苗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9 上海植物园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20 上海卉彩园艺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21 上海瑞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22 上海市奉贤区残疾人联合会 人文学院

23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阳光家园 人文学院

24 上海华强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5 上海纽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26 上海雍敏实业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27 统一超商（上海）便利有限公司 人文学院

28 上海钢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上海麦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30 上海景力厨房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31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上海紫江集团） 机械工程学院

32 CCDI 悉地国际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3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4 上海朋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5 上海越哲食品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36 上海金创源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7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38 上海东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9 上海市奉贤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

40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41 上海京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42 上海永安乳品厂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43 上海大洲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4 上海大洲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5 上海申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46 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47 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48 上海艾韦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49 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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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枫泾文化产业园区 人文学院

51 康莱纳（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52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53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54 上海华宝孔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55 上海浦杰香料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56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57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 人文学院

58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9 上海旭梅香精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60 上海智通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61 上海梓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62 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63 苏州东吴香精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64 上海申能星火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65 江苏澳光电子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6 科文特亚表面处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7 茂英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8 上海翱途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9 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70 上海金厦实业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1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2 上海市检测中心生物与安全检测实验室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3 上海怡标电镀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4 上海银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5 苏州大亮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6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77 上海大越人居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78 上海翼捷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79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80 上海板换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1 上海东风汽车专用件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82 上海精博析科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83 上海市闵行区水文站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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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上海沉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85 上海公谊兽药厂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86 上海殊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理学院

87 上海携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理学院

88 上海亚太计算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89 上海易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90 上海九高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91 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 机械工程学院

92 常州市常超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93 上海奉贤区思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人文学院

94 上海航菱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95 上海市奉贤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人文学院

96 上海市徐汇区社会工作协会 人文学院

97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上海分公司 外国语学院

98 上海半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99 上海航菱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00 上海寰晟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101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学院

102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轨道交通学院

10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04 青岛尤妮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05 上海恒安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6 上海恒安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7 大韩道恩高分子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8 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9 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0 上海龙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1 上海申花钢管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2 上海帅翼驰铝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3 上海帅翼驰铝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4 上海天安轴承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5 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6 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7 上海方木股份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理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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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上海后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9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20 塔普翊海（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21 中青旅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2 中智商展（北京）国际会议展览股份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3 汉偲齐麟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4 上海驻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 上海瑞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6 固纬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27 无锡阳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28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29 无锡鼎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30 上海岸谷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31 上海汉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32 上海百相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33 上海峰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34 上海默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35 上海先科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6 上海先科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7 江苏绿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8 上海埃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39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40 安徽泾县晓霞饭店（安徽文宣城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 艺术与设计学院

141 安徽省黄山市黔县宏村浔阳旅社（安徽黄山黔县宏村镇） 艺术与设计学院

142 德乐食品饮品配料（上海）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143 江西浮梁县瑶里学生写生服务服务中心 艺术与设计学院

144 江西省婺源县段莘乡庆源村 艺术与设计学院

145 江西省婺源县一甲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46 绿谷（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47 闵行污水处理运营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48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经济与管理学院

149 上海必诺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150 上海达沃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1 上海东园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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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上海奉飞电气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53 上海复旦上科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54 上海瀚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55 上海华伊美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156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157 上海九木传盛广告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58 上海凯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9 上海龙域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艺术与设计学院

160 上海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61 上海市静安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人文学院

162 上海腾瑞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63 上海希明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64 上海贤达美尔森过程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65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66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67 上海银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68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理学院

169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70 合亚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71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工程创新学院

172 上海建材集团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73 上房园艺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74 上海光明村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75 上海农业科学院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76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77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78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学院

179 上海星雨社区发展中心 人文学院

180 上海长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学院

181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人文学院

182 帝斯曼维生素（上海）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83 莱博药妆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184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85 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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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上海市奉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187 上海朝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88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89 上海华欣民福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90 上海缘昌医药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91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92 上海品星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93 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系统有限公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94 嘉善恒杰热管科技有限公司 理学院

195 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理学院

196 上海大隆机器厂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97 上海德奎久保田模具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98 上海三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199 上海天坛助剂有限公司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00 上海协昌霍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201 上海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202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203 浙江亿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理学院

【附录四：全日制本科生情况】

专业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安全工程 2 5 66 60 73 73 279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3 2 28 32 62 　 127

材料科学与工程 6 9 82 101 142 41 381

材料物理 1 6 57 67 68 　 199

材料学院大类 　 　 　 　 1 232 233

产品设计 　 1 36 38 44 41 160

德语 1 　 52 51 64 62 23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 6 92 91 122 112 42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牵引与供电） 　 　 　 26 　 　 2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供电牵引） 　 　 　 　 40 31 71

电气学院大类 　 　 　 　 5 161 166

电子信息工程 1 7 54 27 76 4 16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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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风景园林 　 1 50 33 79 61 224

复合材料与工程 1 　 28 28 27 　 84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 4 21 23 36 35 120

工程管理 4 8 77 70 35 42 23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 4 24 27 77 79 212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4 58 85 120 　 270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24 36 60 　 120

化工学院大类 　 　 　 　 11 221 232

化学工程与工艺 3 2 54 45 69 147 320

环境工程 　 6 18 26 42 39 131

环境设计 1 4 51 53 45 58 212

会计学 2 1 175 130 135 　 443

会展经济与管理 1 1 43 44 47 　 136

绘画 　 　 25 27 14 14 8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 14 123 124 134 77 47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辆工程） 1 2 35 31 39 39 147

机械学院大类 　 　 　 　 2 233 2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63 63 79 5 223

计算机学院大类 　 　 　 　 1 314 315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 57 50 74 79 262

建筑学 9 44 46 56 55 50 260

交通工程 3 　 46 59 　 　 108

经管学院大类 　 　 　 　 1 393 394

劳动与社会保障 1 1 63 60 82 8 215

能源与动力工程 1 2 57 54 73 79 266

轻化工程 1 3 85 103 134 81 407

人文学院大类 　 　 　 　 1 190 191

软件工程 3 7 135 146 160 42 493

社会工作 1 2 49 56 85 12 205

生态学 　 　 36 29 35 30 130

生物工程 2 6 51 61 72 80 272

食品科学与工程 1 6 55 63 100 99 324

市场营销 3 14 101 119 154 116 507

视觉传达设计 　 3 70 69 109 95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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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数学与应用数学 3 3 66 64 76 76 288

铁道工程 　 　 1 　 36 68 105

通信工程 　 3 53 44 84 72 256

土木工程 5 13 95 87 152 158 510

网络工程 5 7 68 71 70 　 221

文化产业管理 3 　 62 64 70 　 199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42 4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 1 36 57 85 　 180

艺术设计 2 　 　 　 　 　 2

英语 1 1 60 63 63 59 247

应用化学 2 12 250 183 210 73 730

园林 　 　 　 37 35 30 102

园艺 2 　 22 32 35 41 132

制药工程 3 1 46 70 124 　 244

自动化 　 2 20 59 83 4 168

总计 91 233 2966 3094 4007 4098 14489

【附录五：硕士研究生情况】

专业 2013 级 2014 级 2015 级 2016 级 2017 级 总计

化学工程 2 21 14 14 51

应用化学 25 40 27 92

制药工程 1 34 21 29 85

工业催化 1 5 8 6 20

生物化工 8 11 13 32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1 21 17 28 67

材料化学工程 2 26 30 39 97

机械设计及理论 3 9 5 7 2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 2 17 16 9 46

机械电子工程 1 13 10 28 52

车辆工程 16 16

仿生装备与控制工程 25 14 19 58

生态学 39 39

管理科学与工程 22 2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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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2013 级 2014 级 2015 级 2016 级 2017 级 总计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 4 21 83 60 168

安全工程（专业学位） 1 55 78 75 209

轻工技术与工程（专业学位） 20 20

总计 3 17 280 347 451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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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

【概况】围绕学校“抓内涵、促发展”工作

目标，立足学校“服务双新”的科研定位，坚持

以应用基础研究为根本，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

打造“应用技术”特色为工作目标，积极服务于

学校的科技发展。2017年在全校老师的共同努力

下，以国家自然基金为代表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

新的突破。共获批纵向科研项目140余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24项，省部级项目30余项，市教委及

其它项目90余项。国家级项目经费连续两年超过

1000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获批九项，

国家级重点项目子课题四项，均创创我校历史新

高。

全力做好科技奖组织申报工作，广泛宣传、

动员，邀请校内外专家对申报材料建言献策，提

高申报质量。组织申报上海市科技奖4项，教育

部科技成果奖1项，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7

项。作为完成单位获批省部级政府奖5项，其中

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获批其他省部级科技成

果奖6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获批数量创历史新

高。与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科技发展中心联合主办了“2017上海产学研

合作创新论坛”。

2017年全校新增横向科研项目450项，合同

标的额为9517万元，当年到款数7697万元，全年

科研到款总量达到10855万元。共申报联盟计划

项目190项，获批47项，获批数为全市第一，连

续七年获得联盟计划项目数全市第一。在2017年

“上海市科技奖”评选中，韩生教授的项目荣获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房永征教授的项目荣获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在2017年“上海产学研

合作优秀项目奖”评选中，潘仙华教授和房永征

教授与企业合作的“泛影酸绿色合成关键技术开

发及应用”和“多功能触媒式空气净化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项目分别获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

目二等奖。13项产品参展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材料学院赵喆老师研发的《高精度3D

打印齿科陶瓷材料与技术》项目，与浙江盛泰防

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成交额约为1500万的合作

协议，该项目获得高校展区一等奖。学校获“工

博会优秀组织奖”，董建功获“工博会先进个人

奖”。

进一步加强与泛长三角地区政府、行业、

企业的深度合作。邀请了南通、金华、昆山、如

皋、金溪、武义、鄢陵等地方政府和企业代表团

来校洽谈产学研合作，并组织科研团队赴南通、

金华、嘉兴、昆山、靖江、常州、盐城等地进行

实地考察和项目洽谈，先后落实了金华市花卉苗

木产业研究院、鄢陵县花木产业研究院、武义县

产学研工作站和金溪县全面合作等事宜。

建章立制，完善管理制度。先后修订和完善

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青年教师科技人才发展

基金管理办法》《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项目经

费管理办法（试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横向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细则（试行）》。 （张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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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学术刊物

规划与政策法规研究

【概况】2017年，知识产权申请653项，

其中发明专利585项，占89.59%；实用新型

专利68项，10.41%；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0

项，占0%。知识产权授权257项，其中发明专

利213项，占82.88%；实用新型专利39项，占

15.18%；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5项，占

1.94%。

 （张敏敏）

【应用技术学报】2017年《应用技术学报》

正式创刊，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科学

院、上海化工研究院共同主办。新设“特邀稿

件”“研究论文”“前沿亮点”栏目。邀请行业

知名专家撰写研究论文、综合评述行业发展趋

势。全年第2期、第3期开展专题组稿，特设客座

主编。全年共有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美

国麻省州立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等国内外高校、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上海科学院、上海化工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以及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上海

铁路局等多所企事业等单位的院士、长江学者、

上海市领军人才、杰青、特聘教授以及学校等的

各类专家稿件。2017年共刊发论文75篇，基金总

数为97项，省部级及以上基金资助的稿件比例为

47%，录用率为62.2%，2017年复合影响因子：

0.279。2017年4月启动学报微信平台，定期推送

期刊信息和稿件，全年共发送18次。

 （陈� 红）

【概况】2017年度组织报送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上海高等教育学会、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等

各类教育课题，以及课题获批后相关管理工作。

2017年度获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项，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专项课题1项，教育

部重点项目1项，市级项目5项，上海高等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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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项目3项。

参与学校重大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及相关制

度的调研和制订，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决策建议和

咨询。负责起草《关于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的实施细则》，参与2017年市决策咨询课

题《微文化背景下上海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策略研究》。参与学校本科教学审核

评估相关工作，如《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自评报告》统稿、起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方案》。

跟踪了解国家、教育部及上海市有关高等教

育政策，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大趋势，收集研究高

校改革发展及与学校发展有关的资料信息，为学

校决策提供参考。自2017年11月起负责编辑学校

《每周工作动态》《上海高校每周动态》《沪外

高校动态》。

修订发布《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合同管理办

法》，进一步优化完善合同审批流程。2017年度

合同管理系统流转合同共计4760个。11月启动依

法治校创建工作。规范性文件合规审查 6 件，法

律咨询5 件，谈判1件，参与休岗人员要求享受

相关待遇问题的谈判及发表相关法律意见，诉讼

案件 2 件。处理执行案件 1 件。

参与组织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联盟高校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新创业教育论坛活动。

 （杨� 梅）

附  录

【附录一：科研情况统计表】

科研经费情况

单位 ：千元

一、当年拨入合计 185257

  其中 ：科研事业费 9879

  国家、省、市、自治区专项费 35175

  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 115628

  自选项目经费 24170

二、当年支出合计 166320

摘自《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科技统计年报表》

科技课题情况

课题来源 课题数（项）

总计 872

  国家及部级科技项目 31

  省、市、自治区科技项目 140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 627

  自选项目 72

摘自《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科技统计年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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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情况

　 　 单位 数量

出版科技著作
科技专著

部

10

大专院校教科书 4

合计 14

发表学术论文
国外学术期刊

篇

265

国内学术期刊 194

合计 459

摘自《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科技统计年报表》

【附录二：2017年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员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时间 排名

1
立体发光 LED 光源关键材

料及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房永征

上海市技术

发明奖
二等奖 2017 第一

2
高压加氢橡胶油光，热稳

定性研究及应用
韩 生

上海市科技

进步奖
二等奖 2017 第一

【附录三：纵向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冷藏箱顶底纵横梁一体化生产线 宝山区科委 张海刚 3

含氟羧酸的不对称脱羧加成反应研究 中科院有机所 刘振江 1.5

统计咨询服务 佛山市统计局 熊 焰 3

微时代背景下高校宣传工作创新研究 市教基会 董国文 3

上海市典型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修复关键技术研

究
市科委 胡晓钧 80

高饱和磁感铁基纳米晶软磁合金带材制备关键技

术研究
市科委 王占勇 80

脊柱微创手术并联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研究 市科委 荆学东 80

食用菌风味增强肽的开发与产业化 市科委 冯 涛 80

上海高校科技中介服务模式研究 市科协 李国娟 5

上海高校科技中介服务模式发展对策研究 市科协 李国娟 5

关于上海高校推广美式橄榄球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市教委 文 镌 1

氧化物晶体生长界面本征非稳态效应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徐家跃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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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过渡金属引发的 α，α，α- 碘二氟丙酮类化合

物与炔烃的自由基加成及其与炔烃、苯硼酸的三

组分反应研究

中科院有机氟化学重点

实验室
吴晶晶 1.5

青年大学生财务反腐诚信能力培育及动态测评机

制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郑海燕 0.3

生态型容器绿化与地面覆盖技术转化与示范 张江开发区管委会 张志国 42

发酵肉制品风味关键物质的分析与确定
肉制品加工与质量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
冯 涛 5

Q/P 工艺处理的含铜马氏体不锈钢强韧性调控机

理研究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

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

实验室

郭艳辉 8

超顺磁环糊精催化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市教基会 邓 维 15

发酵乳风味内源增效机制研究 市教基会 田怀香 15

生物制备天然香料 R- 癸内酯乳化控制与产物合

成的机理研究
市科委 张 硕 20

具有可重构带阻特性的超宽带超导滤波器研究 市科委 商兆江 20

基于半夹心铱铑结构的有机金属框架化合物的合

成及性能研究
市教基会 姚子健 6

变拓扑结构的复杂网络牵制同步研究 市教基会 柳 爽 6

黄酒中苦味物质形成机制及其调控方法研究 市科委 于海燕 20

草菇浓厚感肽的制备及其定量构效关系研究 市科委 宋诗清 20

基于软件定义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能耗建模及优

化方法研究
市科委 陈丽琼 20

基于 Au 纳米颗粒的智能复合空心微球的结构调

控与性能研究
市科委 胡 静 20

氢键驱动构型可控的萘酰亚胺类荧光阴离子受体

的创制研究
市科委 刘传祥 20

几类椭圆方程和系统解的全局分歧结构及确切个

数研究
市科委 安玉莲 20

高携氧性能的含氟单分子聚合物胶束仿生材料的

设计及光动力治疗应用
市科委 邱 丰 20

常绿矮生萱草新品种选育及示范
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
倪迪安 19.5

种植磁性覆盖义齿生物力学有限元分析及结构优

化设计
闵行区卫计委 张建国 3

面向飞机复材构件装配的磁力夹持组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曹家勇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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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基于 Kiva 仓储系统的多机器人拣货路径规划研

究

机器人技术与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
许 雄 5

奉贤区市场管理局屋顶绿化 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贺 坤 3.2

含氟 Limk1 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研究
中科院有机氟化学

重点实验室
殷 燕 1.5

“互联网 +”思维下推进科研组织产学研结合的图

书馆服务创新研究

上海市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
王 玲 0.3

英语口语教学中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康添俊 0.1

环境控权论 ：通过法律控制政府环境决策权利 国家哲社办 谢海波 1

组织期望、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成长机制研究 市哲社办 郭 蓉 5

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应用发展研究 内蒙古人民政府研究室 熊 焰 13

新形势下人事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王宇红 8

微文化背景下上海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策略研究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宋敏娟 8

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盘活上海市校园闲时体育场

馆以扶植传统体育赛事的研究
市体育局 万 芹 0.5

上海绿道休闲体育现状调查与优化对策研究 市体育局 刘静怡 0.5

体育教育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市体育局 李 婉 0.5

上海民间美术资源融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考量

与实现途径研究
市教委 陈艺方 3

转型期乡村社会集体行动研究 教育部 李正东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教学研究
教育部 李国娟 10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学会暑期青年科学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樊冬丽 4.3

大学生创新核心素养研究 ：结构模型、评价体系

与培养路径
市教科规划办 张 义 3

涂层材料界面结合强度试验国际标准制定及关键

技术研究
市科委 张 骋 45

赭曲霉发酵制备医用壳聚糖及其工业化技术研究 市科委 荣绍丰 38.4

硅酸铋晶体掺杂改性研究 硅所 徐家跃 5

发酵乳增香乳酸菌的选育及风味图谱分析研究
乳业生物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田怀香 10

全谷物发酵乳开发及其干预代谢紊乱作用机制的

研究

乳业生物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周小理 1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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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基于逆向创新与逆向知识转移的中国跨国企业创

新能力发展研究
市科委 张林刚 8

基于环境足迹测度的上海绿色会展创新发展研究 市科委 蒋婷婷 8

可抛式电化学 -SERS 传感器在水体极性抗生素

现场快速检测中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李原婷 20

具有多光生电子输出通道石墨烯 / 卟啉组装体的

构筑及其界面电子转移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李向清 65

基于核酸适配体的生物传感器检测乳制品中环丙

氨嗪及其代谢产物三聚氰胺的新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邢海波 20

紫外辐射对饮用水碘代消毒副产物生成的影响机

制与调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田富箱 25

长效缓释香精分子设计与香气控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肖作兵 64

牛脂酶解 - 温和氧化风味前体及其牛肉特征风味

的形成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宋诗清 60

基于多组学技术的传统酸凝奶酪特征风味形成机

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田怀香 60

基于贵金属 / 聚合物多重响应杂化空心微球的构

筑与性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胡 静 55

基于单样本网络识别人类复杂疾病相关 LncRNA

的数学模型和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于晓庆 21

基于分布阶导数的黏弹性材料本构方程及其振动

应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段俊生 62

乙烯响应因子 PhERF2 调控矮牵牛耐涝的分子机

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尹冬梅 25

气候变化影响下城市公共空间景观韧性机理与调

适策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苟爱萍 61

Bi2S3@ MOFs 核 - 壳结构构筑、界面调控及光催

化协同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张 娜 23

地面效应对桥梁气动性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艾辉林 58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容错模型及其动态策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陈丽琼 25

虚拟电厂多目标负荷调度超启发式优化算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安 静 25

耦合行人博弈行为的人群安全疏散策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菅肖霞 48

“萱草花满园，忘忧念亲恩”——中华母亲节志

愿科普行
奉贤区科委 何 劼 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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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的纯铁纳米薄膜中奥氏体 -

马氏体相变机理研究
市科委 王斌君 20

城市轨道交通盾构系统安全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

研究
市科委 程道来 80

可穿戴柔性热电材料与器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市科委 杜 永 80

珍稀濒危植物香果树离体快繁及应用技术研究 市科委 宋丽莉 80

掺杂类金刚石涂层的等离子辅助物理气相沉积制

备工艺研究
市科委 张而耕 60

长三角地区新建本科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与制度设计研究
市哲社办 王 瑛 5

崇明金瓜籽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崇明区科委 陈丽花 7.5

中欧知识产权培养公共服务平台 徐汇区知识产权局 熊 焰 30

革命文化资源与高校哲社教师育人研究 市教科院 柴紫慧 3

复杂化学反应势能面结构搜索和反应预测新方法

和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方亚辉 40

中药石斛抗肿瘤活性成分毛兰素的氟代修饰研究
中科院有机氟化学重点

实验室
黄金文 1.5

多场耦合作用下 CRTSII 型板式轨道非线性屈曲

及动力特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李培刚 11.4

中欧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熊 焰 75

高纯含氟中间体与杂环硼酸、高纯金属、高纯稀

土氯化物等战略前沿试剂的研究开发与产品库建

设

市科委 任玉杰 12.8

多年生宿根花卉种质资源圃建立及容器规模化繁

育技术研发
市科委 张志国 40

上海卫星城规划与建设研究 市哲社办 包树芳 8

紫外辐射对 IO3- 碘代消毒副产物生成的影响机

制及其调控
市教基会 胡晓钧 15

高度有序树枝化含糖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对凝集素

特异识别作用研究
中科院有机所 刘美娜 2

基于石墨烯 / 金属氧化物的电导式全固态 PH 传

感器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金 妍 8.10468

金星农委种业项目 - 金星 市农委 张志国 7.5

青浦区植物多样性科普展 青浦区科协 曹 扬 5.868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技术专利分析与战略推进项目 国家知识产权局 方 曦 1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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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

限公司产教融合、双证融通校企产学合作人才培

养基地

市教委 陈 雷 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数学）实践工作站 市教委 邱 翔 50

漕河泾开发区专利活动、产业发展、与政策影响

分析试点项目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熊 焰 4

如何认识“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 市教卫系统思研会 杨燕华 2

唯物论认识误区的理论澄明与教学对策 市教卫系统思研会 张朋光 2

生态型组合式屋顶绿化在高校建筑中的应用与示

范
市教委 张志国 40

从桃花坞到小校场——上海小校场年画之探究 市艺术规划办 杨 光 2

“立德树人”引领下优化高校学生党建育人功能

的研究
市教基会 赵 倩 3

高强韧陶瓷复合材料成型控制技术与适用材料开

发
科技部 赵 喆 222

高 校 全 链 条、 一 体 化 科 技 创 新 组 织 模 式 研 

究 
全国教科规划办 张金福 20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择优出版计划“培育项

目”
市教委 李国娟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试点项目 市教委 李国娟 10

高校思政课创新改革试点项目 市教委 李国娟 10

国际国内名刊主编沙龙 市教委 李国娟 30

李国娟工作室建设 市教委 李国娟 5

钱春绮翻译实践研究 - 以叙事谣曲《手套》为例
外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

学科研项目管理办公室
吴声白 0.3

全程容器育苗关键技术示范与应用 市农委 周玉梅 40

高强韧陶瓷复复合材料增材制造与装备研制 科技部 王 操 30.36

增材制造层状陶瓷复合材料体系及结构设计 科技部 赵 喆 22.8

大花萱草新品种繁育技术研究 市科促会 尹冬梅 10

基于污泥深度脱水的螺压机改进及其配套药剂开

发
市科促会 王 娟 10

鸡精调味料风味质量分析系统的研发 市科促会 肖立中 10

镶嵌轴承金属基体表面形变强化工艺研究 市科促会 魏立群 10

新型绿色无氟水系灭火剂开发 市科促会 朱 鹏 10

氧化镁废弃物的回收及其在工程塑料中的应用 市科促会 付 斌 1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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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风电机组高电压穿越关键技术 市科促会 宗 剑 10

8-50um 厚 PZT（钛酸锆铅）压电功能薄膜的制备 市科促会 李以贵 10

含长链的缩水甘油酯改性胺固化剂的制备技术 市科促会
吴 蓁

（赵亮）
10

抗肿瘤原料药尼罗替尼的新工艺开发 市科促会 樊冬丽 10

中药牛角瓜中强心苷类成分的提取工艺 市科促会 于燕燕 8

大功率激光光纤捕鱼灯的研发 市科促会 孔晋芳 10

空气室温下多酸绿色高效催化氧化分解甲醛 市科促会 余 焓 5

上海地区新优花境植物引种与驯化 市科促会 赵华强 10

现代农业客户关系管理（CRM）中数据挖掘技术

的应用
市科促会 苑 荣 10

基于大数据的银行客户异常行为模型构建 市科促会 刘云翔 10

基于 NB-IoT 的环境监测组网技术开发 市科促会 王志敏 10

数控车间实时监控可视化与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市科促会 丁晓影 5

低密度汽车内饰的 PP 材料 市科促会 任玉杰 10

毕托巴流量计优化设计 市科促会 蒋文萍 10

智能锁产品系列研发 市科促会 沈希忠 10

超硬高硅物理气相沉积涂层的应用研究 市科促会 周 琼 10

高安全性锂电池储能关键材料的开发 市科促会 刘 艳 5

高效酪氨酸酶抑制剂的绿色合成 市科促会 王 伟 5

工地人员 RFID 智能安全管理平台定位基站系统

的开发与建立
市科促会

周兰凤

（方华）
10

智能型模块化高压断路器的研发 市科促会 王宇红 10

新型高效环保钝化剂的研制 市科促会 成汉文 10

汽车数字化仿真分析平台开发 市科促会 孙效杰 10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封装无卤阻燃 PA 热熔胶材料 市科促会 盛赵旻 5

工业废液中乙腈产品回收生产工艺开发 市科促会 胡晓钧 10

硅烷改性聚氨酯密封胶的制备 市科促会 施宇涛 10

核电用高强钢的强韧化处理工艺优化及检测方法 市科促会 王泽民 10

新兽药注射用泰拉霉素的研发 市科促会 黄金文 10

双动压力机压边单元闭环控制系统开发研究 市科促会 付泽民 10

高含水稠油中含水率测试分析仪的研制 市科促会 刘彩霞 10

KGN50-12 小型环保智能开关柜关键技术开发 市科促会 华 容 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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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下达单位 负责人
项目经费

（万元）

低糖低脂型焙烤食品馅料的开发研究 市科促会 周小理 10

抗癫痫药加巴喷丁的生物合成新工艺 市科促会 徐 毅 10

矿用巷道综合检测车研发 市科促会 杨明来 10

新型通风净化隔声窗的 市科促会 程道来 10

长臂七轴机器人控制系统开发 市科促会 马向华 10

印刷油墨自动控制系统 市科促会 丁肇红 10

涂胶检测 市科促会 张建国 10

提升酱卤肉制品微生物安全性的关键技术 市科促会 张赟彬 10

奶牛养殖场粪便资源化综合治理技术开发 市科促会 张 睿 10

基于激光远程激发的新型荧光薄膜研制 市科促会 房永征 8

即时管理与绩效游戏 SAAS 云平台开发 市科促会 于万钧 10

【附录四：横向科研项目】

序号
合同

编号

所在

部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1 J2017-01 艺术 王海燕
动漫衍生品实验试

制中心

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有限公

司

200000 150000

2 J2017-03 机械 侯怀书
焊缝免打磨超声波测

量方法及装置研究

湖南五凌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370000 259000

3 J2017-04 电气 马向华

起重机制动下滑量

检测仪的设计与开

发

大连超达光电

精密仪器有限

公司

165000 80000

4 J2017-05 化工 汪忠华 一体化智能电箱

上海番安机电

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5 J2017-06 经管 郑海燕
企业财务内部控制

流程评估服务项目

上海绿享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6 J2017-07 轨交 程道来
漆包线高温废气治

理一体化设备

上海山悦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5000

7 J2017-08 计算机 桂 冰

基于服装款式的在

线面料贴图模拟系

统

上海逸尚云联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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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

编号

所在

部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8 J2017-09 城建 崔大光

浦江郊野公园首期

启 动 区（ 申 嘉 湖 高

速以南地块）生态

公益林建设

上海市园林设

计院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9 J2017-10 城建 崔大光

浦江郊野公园首期

启 动 区（ 申 嘉 湖 高

速以北地块）建设

工程

上海市园林设

计院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10 J2017-11 材料 吴 蓁

含长链的缩水甘油

酯改性胺固化剂的

制备技术研究

上海树脂厂有

限公司
118000 118000

11 J2017-12 艺术 吴飞飞

中国高铁专用纺织

品面料系列纹样设

计

上海融越纺织

品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 100000

12 J2017-13 材料 胡飒英
烧结成品高性能棒

条筛的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20000 120000

13 J2017-14 机械 张而耕
烧结成品高性能棒

条筛的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

14 J2017-15 机械 纪林章
烧结成品高性能棒

条筛的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

15 J2017-16 材料 付 斌

高牌号硅钢轧制边

裂机理及控制技术

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60000 140000

16 J2017-17 材料 付 斌

130 多功能二辊试验

轧机等实训设备的

研制与开发

安徽冶金科技

职业学院
178000 178000

17 J2017-18 化工 王振卫
透明导电镀层发光

玻璃技术开发合同

苏州帝奥电梯

有限公司
70000 51000

18 J2017-19 化工 韩 生
液 晶 屏 专 用 LDPE

保护膜研发项目

上海凌韩胶黏

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 50000

19 J2017-20 机械 周 琼

瓶盖制造中部分工

具表面涂层技术开

发

上海紫日包装

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20 J2017-21 计算机 肖立中

基于大数据的产学

研社区平台系统开

发

上海梧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 170000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391

序号
合同

编号

所在

部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21 J2017-22 计算机 朱 栩

基于大数据的产学

研社区平台系统开

发

上海梧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30000

22 J2017-23 材料 徐 春
瑭玻璃用中厚板的

贮氢行为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95000 200000

23 J2017-24 计算机 刘海学

节能型智能气流分

配器及配套自控系

统

南京星期七软

件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4 J2017-25 电气 卢建宁

电动车直流无刷电

机无传感器矢量控

制器研制

浙江金开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 150000

25 J2017-26 城建 张小良 粉尘防爆测试研究
浙江鼎龙科技

有限公司
42000 42000

26 J2017-27 轨交 毕贞法
模拟电路试验台研

发及买卖销售合同

上海辉卡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325000 65000

27 J2017-28 电气 王步来

7.5-55kW 压缩机专

用超高效永磁同步

电动机项目研发

江门江菱电机

有限公司
1000000 800000

28 J2017-29 香料 冯 涛
宠物食品风味剂的

制备与评价

河北荣喜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0

29 J2017-30 生态 李谦盛

新型气雾培专用喷

嘴栽培效果比较研

究

斯普瑞喷雾系

统（上海）有

限公司

60000 48000

30 J2017-31 化工 汪忠华
乙酰乙酸肉桂醇脂

小试合成工艺开发

上海西点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31 J2017-32 材料 张英强
水性复膜胶的新技

术开发

金华市合丰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 30000

32 J2017-33 机械 郑 刚

卷绕式真空镀膜机

卷绕系统结构设计

研究

上海宏昊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33 J2017-34 材料 付 斌
5m 厚板产品精轧标

准道次模型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48000 174000

34 J2017-35 外语 林晓君
物流领域专业英语

咨询与翻译

上海天贺大件

运输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35 J2017-36 艺术 戴晓玲
虚拟现实智能眼镜

开发

上海悦尘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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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2017-37 香料 易封萍
黄樟素制备方法的

成果转化

上海浦杰香料

有限公司
55000 5000

37 J2017-38 化工 黄金文
专利文献检索与分

析服务

上海华理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
90000 　

38 J2017-39 化工 胡晓钧
新型杯芳烃类土壤

淋洗剂的合成

上海壹远实业

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

39 J2017-40 化工 胡晓钧
乙腈产品生产工艺

优化研究

上海星可高纯

溶剂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40 J2017-41 艺术 牛传成

新华书店 80 周年庆

（证章、胸针、奖杯）

设计研发与制作

新华盛章文化

发 展（ 北 京 ）

有限公司

724000 500000

41 J2017-41-1 艺术 戴晓玲

新华书店 81 周年庆

（证章、胸针、奖杯）

设计研发与制作

新华盛章文化

发 展（ 北 京 ）

有限公司

　 194000

42 J2017-41-2 艺术 解 芳

新华书店 82 周年庆

（证章、胸针、奖杯）

设计研发与制作

新华盛章文化

发 展（ 北 京 ）

有限公司

　 30000

43 J2017-42 城建 张小良 应急预案 报价单
上海清松制药

有限公司
33000 33000

44 J2017-43 艺术 吴桂香 艺术作品设计制作

卡尔蔡司（上

海）管理有限

公司

15900 15900

45 J2017-44 艺术 吴桂香 艺术作品设计制作

卡尔蔡司（上

海）管理有限

公司

47700 47700

46 J2017-45 香料 冯 涛

甜橙香精模块的建

立、 评 价 及 应 用 技

术

江苏艾兰得营

养品有限公司
500000 200000

47 J2017-46 城建 武田艳

上海市奉贤区拓林

新镇新塘路南侧绿

化工程项目建议书

安般投资咨询

（ 上 海 ） 有 限

公司

18212 18212

48 J2017-47 城建 管晓艳
新型高效煤粉浓缩

技术开发

上海秉乘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260000 260000

49 J2017-48 材料 张 骋 测试加工合同

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

所

20500 205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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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J2017-49 城建
赵 芳

程道来

配电自动筛选节能

监测系统的设计与

开发

西屋港能企业

（ 上 海 ） 股 份

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51 J2017-50 材料 徐 春 搪瓷钢氢渗透试验
攀钢集团西昌

钢钒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52 J2017-51 艺术 戴晓玲 市场宣传设计
上海移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4700 0

53 J2017-52 机械 张东民

宿迁广告产业园发

展规划项目委托协

议书

江苏省宿迁高

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

250000 250000

54 J2017-53 机械 张东民

宿迁电子信息产业

园发展规划项目委

托协议书

江苏省宿迁高

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

160000 160000

55 J2017-54 艺术 吴桂香
多彩小镇艺术壁画

设计制作

启东市合作镇

人民政府
185000 120000

56 J2017-55 艺术 舒 燕 产品模型制作
上海泓生艺术

设计有限公司
40000 0

57 J2017-56 计算机
肖立中

朱 栩

质量信息追溯查询

系统的研发

上海蔚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44321

58 J2017-57 艺术 舒 燕 景观模型制作

上海安帝建筑

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30000 0

59 J2017-58 城建 钱惠国

乐 高 玩 具 制 造（ 嘉

兴）有限公司能效

评估项目

原升态节能科

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65000 65000

60 J2017-59 城建 张小良 粉尘防爆测试研究
浙江鼎龙科技

有限公司
21000 0

61 J2017-60 轨交 邹劲柏
LTE 轨 道 交 通 应 用

开发（一期）

上海长合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150000

62 J2017-61 城建 张小良 反应热测试研究
浙江鼎龙科技

有限公司
25000 25000

63 J2017-62 材料 田 甜
防火装饰板用胶黏

剂的技术服务

斯富迈材料科

技（上海）有

限公司

20000 2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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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J2017-63 材料 张 骋 测试加工合同

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

所

32500 32500

65 J2017-64 化工 毕东苏
虹 口 区 河 道 水 体、

底泥样品测试

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
87000 87000

66 J2017-65 城建 周洪文

基于洛栾高速公路

的项目实施对山区

高速公路项目管理

模式的研究

河南嵩阳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270000 108000

67 J2017-66 城建 周洪文

洛栾高速公路嵩栾

段竣工验收阶段公

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河南嵩阳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290000 232000

68 J2017-67 城建 周洪文

洛栾高速公路洛嵩

段竣工验收阶段公

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河南嵩阳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290000 232000

69 J2017-68 城建 张小良

奉 贤 区 金 汇 镇

十三五消防规划编

制

上海市奉贤区

安全监察大队

金汇分队

50000 50000

70 J2017-69 化工 任玉杰

用于医药 / 材料中含

氟中间体的开发与

研究

上海恩氟佳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 500000

71 J2017-70 机械 侯怀书

汽车高压油管焊管

内壁焊缝微细缺陷

涡流检测技术开发

上海尊马汽车

管件股份有限

公司

90000 90000

72 J2017-71 香料 潘仙华

曲美他嗪及关键中

间体中钯残留的分

析方法的开发

武汉武药制药

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73 J2017-72 生态 贺 坤

上海市中心城区典

型 生 态 系 统（ 大 学

校园）综合物种监

测 专 项 —— 上 海 应

用技术大学校园综

合五种检测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 50000 50000

74 J2017-73 化工 汪忠华
飞机飞行仿真系统

的硬件加速

中航国际仿真

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75 J2017-74 香料 张婉萍
化妆品配方技术的

开发研究

佛山市万盈化

妆品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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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J2017-75 城建 朱 鹏

工程技术类学术成

果 查 新、 效 验 技 术

服务与判定

长沙升华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
170000 170000

77 J2017-76 材料 徐 春

高性能特深冲板材

及一体化先进成形

工艺研究

江苏中天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上海中天

铝线有限公司

800000 320000

78 J2017-77 机械 黄 群

航空铝合金切削刀

具表面涂层技术开

发

上海航菱航空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300000 20000

79 J2017-78 材料 储耀卿
LED 用 红 色 荧 光 粉

的研发

北京爱科精机

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80 J2017-79 艺术 丁 斌

新型轿车车型侧围

侧整模具工装设计

研发

上海菲格瑞特

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 10000

81 J2017-80 理学 肖 琴
熵值在货运投资风

险中的应用

上海浦东国际

货运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82 J2017-81 城建 吴志平 L 型钢板阻尼器试验 山东大学 49300 49300

83 J2017-82 城建 吴志平
U 型 钢 板 阻 尼 器 试

验
山东大学 49700 49700

84 J2017-83 轨交 程道来
交易客户端和交易

后台管理软件开发

上海自贸区红

酒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85 J2017-84 理学 居家奇

直管型 LED 瓷白玻

管的开发及工艺改

进

山东广达源照

明电器有限公

司

300000 300000

86 J2017-85 轨交 刘振勇
智能无砟轨道结构

技术研究

上海赤龙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0

87 J2017-86 化工 裴素朋
一种树脂型固体超

强酸催化剂的开发

上海明日化学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88 J2017-87 理学 李潇潇
实验数据分析并优

化数据软件开发

上海正欧实业

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89 J2017-88 化工 徐 毅

有机羧酸类医药化

学品的绿色合成新

技术

阜南明环化工

有限公司
750000 150000

90 J2017-89 化工 汪忠华
可循环折叠式 RFID

智能箱

上海携赁物流

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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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J2017-90 化工 汪忠华
车辆后视镜智能盲

区探测系统

上海合晟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

司

10000 10000

92 J2017-91 香料
王一非

邓 维

牙膏的抑菌和除异

味效果研究

苏州市金茂日

用化学品有限

公公司

160000 160000

93 J2017-92 艺术 宫晓东
设 计 服 务 合 约（ 平

面图）

上海约峰装潢

设计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94 J2017-93 电气

钱 平

张成功

吴 洪

张丽娟

基于电力线载波通

信的 LED 路灯控制

系统

上海九高节能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50000

95 J2017-94 材料 徐 春
铝合金试验件设计

与加工
北京理工大学 100000 30000

96 J2017-95 化工 汪忠华

用于检测汽车专用

阀门类零件泄露自

动检测装置

上海良基博方

汽车发动机零

部件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97 J2017-96 城建 张小良 反应热测试研究
浙江鼎龙科技

有限公司
70000 70000

98 J2017-97 化工 汪忠华
手机陶瓷背板成型

技术

上海泛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99 J2017-98 化工 汪忠华
高能效新能源汽车

集成式液体加热器

上海帕克热敏

陶瓷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00 J2017-99 轨交 程道来

新型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设计与开发

的优化

上海禾元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
25000 25000

101 J2017-100 艺术 方 晞
功能性家纺产品研

发

杭州飞神工业

设计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102 J2017-101 城建 姜 蓉
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合同

中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第七

工程分公司银

西铁路项目经

理部一工区

150000 0

103 J2017-103 城建 钱惠国

5t/h 工业锅炉本体及

余热回收节能量热

工检测

上海海利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 15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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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J2017-104 机械 侯怀书

冷弯成型设备 CAD

图纸自动识别与控

制通讯软件开发

山东优耐德自

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00000 0

105 J2017-105 轨交
程道来

赵 芳

电厂烟囱膨胀节材

料 的 分 析、 选 型、

安装方案的设计优

化

上海辰鸣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0

106 J2017-106 工创 卢冬华
穿梭车的控制系统

研发

上海卡泊仓储

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107 J2017-107 化工 毕东苏

基于污泥深度脱水

的螺压机改进及其

配套药剂开发

中科华辰实业

有限公司
500000 70000

108 J2017-108 生态 王宏伟

上海市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站科研支

撑项目技术协议（上

海市乡土树种在城

市绿化中的应用现

状及发展研究）

上海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

站

98000 98000

109 J2017-109 香料 章苏宁 　
上海和黄白猫

有限公司
　 30000

110 J2017-110 城建 赵道亮
安 全 法 律、 法 规 咨

询

江苏立泽律师

事务所
200000 200000

111 J2017-111 化工 叶 璟
土壤植物样品相关

指标测试

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
22000 22000

112 J2017-112 化工 叶 璟
生物炭负载零价铁

的制备工艺开发

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
21000 21000

113 J2017-113 材料 张 骋 测试加工合同

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

所

18000 18000

114 J2017-114 机械 张而耕
航空切削用刀具高

硅涂层技术开发

艾迪捷工业品

物 流（ 上 海 ）

有限公司

500000 78365

115 J2017-115 机械 张而耕

关键液压配件加工

用成型刀具涂层技

术开发

上海朝田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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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J2017-116 化工 叶 璟

龙 吴 路（ 华 泾 检 测

点 ）PM2.5 污 染 特

征及来源解析及扬

尘污染贡献研究技

术外协

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
60000 60000

117 J2017-117 化工 叶 璟

上师大国控点大气

PM2.5 污 染 特 征 及

来源解析研究技术

外协

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
60000 40000

118 J2017-118 材料 吴 蓁
聚醚有机硅匀泡剂

的制备技术研究

上海树脂厂有

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19 J2017-119 材料 吴 蓁
高端应用的氨基有

机硅制备技术研究

上海树脂厂有

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20 J2017-120 机械 候怀书

轻钢集成房屋智能

化生产控制系统开

发

山东优耐德自

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00000 100000

121 J2017-121 化工 林文辉

普鲁卡因青霉素硫

酸双氢链霉素混悬

注射液的质量研究

上海公谊药业

有限公司
130000 70000

122 J2017-122 电气 钱 平

外延炉腔体洁净度

改善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

上海晶盟硅材

料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23 J2017-123 轨交 李培刚
Ⅱ型板温度变形监

测与预警技术研究

上海铁路局上

海高铁维修段
155000 0

124 J2017-124 材料 吴 蓁
超细粒径乳液的合

成工艺研究

上海保立佳新

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50000

125 J2017-125 香料 张倩洁
天然化妆品配方开

发

广东三好科技

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126 J2017-126 化工 王振卫
绿色高效聚合技术

联合工程中心

安徽新涛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80000

127 J2017-127 经管 董维维
数家珍网络营销战

略分析项目

上海心塑成塑

胶有限公司
42000 42000

128 J2017-128 材料 陈 锟

轧制复合板的力学

性能及变形特性研

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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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129 J2017-129 城建 艾辉林

邻近高铁的高速公

路车辆风险致行车

安全评估系统开发

同济大学 98000 98000

130 J2017-130 机械 姜 健
一种上料机器人项

目可行性专题论证

上海杰销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

司

40000 40000

131 J2017-131 经管 杨顺勇
新型高效节能微特

电机

上海舟水电器

有限公司
120000 60000

132 J2017-132 人文 周 蔚

2017 年古美社区民

生需求调查兼论近

三年的对比研究

上海闵行古美

路街道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

47275 47275

133 J2017-133 计算机 曾万聃 拉曼光谱数学识别 中国 70000 30000

134 J2017-134 化工 胡晓钧
VOCs 末端净化设备

效果测试

上海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
40000 40000

135 J2017-135 电气 张丽娟

大功率高转矩稀土

永磁同步电动机研

发与应用项目

驰美电机（上

海）有限公司
50000 5000

136 J2017-136 化工 汪忠华
电梯运行数据统计

分析系统

上海三意自动

化控制工程有

限公司

7000 7000

137 J2017-137 化工 汪忠华

交流低压配电柜远

程通讯模块软件的

研究与开发

上海西屋高新

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38 J2017-138 化工 汪忠华
税友经济开发区办

公软件

上海税友软件

有限公司
7000 7000

139 J2017-139 机械 张 珂
信号系统显示板委

托设计合同

上海华欣民福

自控设备有限

公司

30000 9000

140 J2017-140 城建 张小良

奉城镇十三五环保

规划编制及安全生

产长效机制研究

上海市奉贤区

奉城镇人民政

府

95000 95000

141 J2017-141 城建 张小良

奉 贤 区 奉 城 镇

十 三 五 安 全、 消 防

规划编制

上海市奉贤区

奉城镇人民政

府

90000 90000

142 J2017-142 化工 汪忠华

装订机钻头旋转装

置及缓冲装置结构

研究

上海云广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7000 7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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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J2017-143 化工 汪忠华

电力巡查线路传感

系统软件的研究与

开发

上海新力成套

设 备（ 集 团 ）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44 J2017-144 化工 邓 维

医疗用途的聚乙烯

醇新型栓塞为求开

发工艺

苏州恒瑞迪生

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1680000 200000

145 J2017-145 香料 于海燕
部分禁用香料检测

方法的研究

无限极（中国）

有限公司
340000 300000

146 J2017-146 香料 孙 敏

非浓缩还原（NFC）

橙汁储存过程中微

生物监测

上海承欢轻工

机械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147 J2017-147 城建 彭章娥

本市部分碳交易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调研与分析

上海市节能减

排中心有限公

司

20000 20000

148 J2017-148 材料 张 骋 测试加工合同

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

所

27000 27000

149 J2017-149 化工 夏卫红

新装修办公室空气

质量测试分析与防

治

上海百仕瑞企

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240000 100000

150 J2017-150 香料 易封萍
金佛手精油的开发

及应用研究

浙江金手宝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500000 100000

151 J2017-151 城建 钱惠国 企业节能评估
上海艾录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
65000 65000

152 J2017-152 城建 钱惠国

南码头社区 14-03C

新建商办项目节能

评估

上海海仕环境

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

35000 35000

153 J2017-153 城建 钱惠国
铝熔解炉及回转窑

热平衡测试

正英日坩工业

燃烧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154 J2017-154 材料 金双玲

一期焦炉烟气脱硫

脱硝工艺操作模式

优化技术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39000 239000

155 J2017-155 香料 宋晓秋
天然抑菌精油胶囊

的研发

上海美农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50000 15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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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J2017-156 计算机 薛庆水

基于位置的移动互

联网安全管理与开

发

上海犇众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500000 400000

157 J2017-157 艺术 丁 斌 　
上海环境实业

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58 J2017-158 计算机 刘云翔
技术咨询及共建产

学研平台

上海会畅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59 J2017-159 生态 耿春女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北 蔡 镇 御 桥 社 区

000902 单 元 7 个 地

块的健康风险评估

上海环钻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00 0

160 J2017-160 香料 宋诗清
金华火腿天然香料

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金字食品有限

公司
170000 120000

161 J2017-161 城建 崔大光

泉州市山线绿道工

程精品示范段天空

栈道

上海市园林设

计院有限公司
22500 0

162 J2017-162 城建 崔大光
南 京 梦 幻 城 34# 楼

秀场设计

上海市园林设

计院有限公司
25000 22500

163 J2017-163 化工 张兴华

双芳基马来酰亚胺

类抗肿瘤化合物的

开发

上海仕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164 J2017-164 化工 刘振江
NFSI 合成工艺开发

研究

上海尚高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165 J2017-165 生态 贺 坤
湿地盐碱土绿化技

术优化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150000 0

166 J2017-166 人文 周 蔚

再造与活化社区的

研 究 ：斜 土 街 道 江

南社区居民自治方

案设计篇

上海市徐汇区

斜土路街道办

事处

44900 44900

167 J2017-167 人文 周 蔚

再造与活化社区的

研 究 ：斜 土 街 道 江

南社区居民自治孵

化培力篇

上海市徐汇区

斜土路街道办

事处

20200 20200

168 J2017-168 轨交 潘志群
盾构工程监控及管

理系统开发和应用

中铁十九局集

团轨道交通工

程有限公司

1370000 822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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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J2017-169 香料 潘仙华
泛影酸绿色合成关

键技术开发

上海新华联制

药有限公司
5000000 3410000

170 J2017-170 城建 张小良
含双氧水苯酚爆炸

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浙江纵华香料

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171 J2017-171 理学 李月锋
大功率 LED 专业热

柱散热器研发

嘉善恒杰热管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

172 J2017-172 化工 叶 璟
徐汇区应急预案编

织技术外协

上海市徐汇区

环境保护局
30000 30000

173 J2017-173 香料 徐兰婷

2，6- 二叔丁基 -4-

甲基环己醇中试合

成工艺开发

上海优合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13600 113600

174 J2017-174 艺术 单 博
唐山工业博物馆油

画

北京清尚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185033 148025

175 J2017-175 材料
庞灵欢，

张杏耀

粉末压制合金材料

轧制工艺试验
上海交通大学 10900 10900

176 J2017-176 香料 肖 瀛

开发一种真菌多糖

益生菌复合功能因

子调节肠道菌群评

价方法

上海市农业科

学院
57000 57000

177 J2017-177 计算机
肖立中

朱 栩

基于大数据的创新

生态系统平台研发

上海梧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500000 290000

178 J2017-178 计算机 程海英

精密元器件冲压实

时监控与应急指挥

云平台开发

上海欧辉五金

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179 J2017-179 化工 吴晶晶
Mirogabalin 的 小 试

工艺路线开发

扬州奥锐特制

药有限公司
400000 200000

180 J2017-180 机械
程道来

赵 芳

市北高新技术服务

业 园 区 N070501 单

元 01-06 地 块 节 能

评估

上海聚能湾企

业服务有限公

司

95000 47500

181 J2017-181 材料 王泽民
1.4439 不 锈 钢 板 式

换热器失效分析

上海板换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8900 8900

182 J2017-182 生态 周玉梅

气候变暖对长白山

苔原优势植物生理

生态功能影响的研

究

长白山科学研

究院
60000 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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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J2017-183 香料 于海燕
薄荷香精全成分分

析研究

无极限（中国）

有限公司
450000 400000

184 J2017-184 机械 张东民
球销滚压成形工艺

设计及数值仿真

上海东风汽车

专用件有限公

司

50000 50000

185 J2017-185 计算机 王民立
汽车自动防滑系统

的智能控制

上海欣北商贸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186 J2017-186 城建 林朝阳
微 信 公 众 号“ 青 云

之商”编辑服务

永泰县上海商

会
42000 10500

187 J2017-187 经管 王 晶

项目委托协议书（普

陀区展览业经济拉

动效应）

上海市商务行

政 事 务 中 心

（ 上 海 市 会 展

业促进中心）

120000 0

188 J2017-188 材料
庞灵欢，

张杏耀

梅 刚 热 轧、 冷 轧 板

轧制变形试验

上海梅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
77600 0

189 J2017-189 化工 程利平
香料化合物信息查

询系统开发

河北北羽电子

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50000 30000

190 J2017-190 城建 丁文胜

上海化学工业区园

区应急物资智能储

备系统

上海化学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
490000 392000

191 J2017-191 城建 张小良 粉尘防爆测试研究

索马龙精细化

工（珠海）有

限公司

14600 0

192 J2017-192 城建 张小良 粉尘防爆测试研究
科电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14600 0

193 J2017-193 艺术 王文霞
Ants coffee 产品系列

设计

上海蚂蚁天地

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24000 24000

194 J2017-194 城建 张小良

奉贤区安全生产第

三方技术服务机构

考核

奉贤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28500 0

195 J2017-195 化工 毕东苏

纳米铁基药剂在重

金属废水处理中的

应用工艺开发

上海同昕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457000 1828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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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J2017-196 香料
牛云蔚

肖作兵

缓释技术在烟油研

发 中 的 应 用（ 技 术

服务采购合同）

云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290000 87000

197 J2017-197 计算机 张培君 配置管理工具开发 上海交通大学 10000 10000

198 J2017-198 化工
李 丹

邓 维

牙膏中苯甲酸 / 水杨

酸 / 山梨酸 / 苯氧乙

醇含量的分析方法

研究

苏州市金茂日

用化学品有限

公公司

320000 320000

199 J2017-199 外语 陈 洁

上海聚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英文网站

建设

上海聚良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200 J2017-200 计算机 李文举
基于视频的火灾烟

雾检测技术的开发

上海南晓消防

工程设备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201 J2017-201 电气 沈希忠

基 于 LabView 的 升

降寿命台测试系统

研制

上海容敏自控

技术有限公司
550000 100000

202 J2017-202 香料 易维银

沃若拉赞关键中间

体（ 取 代 丙 二 腈 ）

生产工艺研究

江西邦浦医药

化工有限公司
500000 500000

203 J2017-203 城建 孔胜利
标准化应急管理培

训

上海化学工业

区综合服务有

限公司

35000 35000

204 J2017-204 艺术 舒 燕 产品模型制作
上海泓生艺术

设计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205 J2017-205 理学 李 澜

体育场馆专用照明

灯具的优化设计开

发

上海翰远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206 J2017-206 生态 张志国
三方共建金华花卉

苗木产业研究院

金华花卉苗木

产业研究院
250000 250000

207 J2017-207 化工 姚子健
胍基乙酸合成路线

的设计开发

上海倍殊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32000 32000

208 J2017-208 化工 开振鹏
土壤样品中三种有

机污染物残留检测

四川炯测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9500 9500

209 J2017-209 材料
魏立群

庞灵欢

轻合金材料变形试

验
上海交通大学 19000 19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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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J2017-210 化工 汪忠华
全自动真空赶酸系

统

上海新仪微波

化学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0 10000

211 J2017-211 电气 李晓斌
焦炉专用防爆有源

门禁卡的研究

宝钢工程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35000

212 J2017-212 轨交 孙效杰

动车组齿轮箱故障

检测监测算法与软

件研究

上海铁路局科

学技术研究所
75000 89000

213 J2017-213 化工 曹 萍

新疆瓜果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评估实验

室项目研究报告

乌鲁木齐众鑫

欣咨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214 J2017-214 计算机 姜 寒 IP 录音平台系统
上海启骋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215 J2017-215 计算机 徐 琛

基于多源交通数据

的公交停靠站服务

能力计算模型验证

试验

同济大学 145000 145000

216 J2017-216 计算机 宋智礼

新型资源共享系统

关键技术的研究与

实践

上海匠拙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 335000

217 J2017-217 化工 姚子健

芳香醛酮化合物氢

化催化剂的设计开

发

合肥聚微纳米

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218 J2017-218 电气 马向华
起重机电子减摇系

统

大连华锐重工

起重机有限公

司

435000 130500

219 J2017-219 城建 张小良
防空防灾应急疏散

演练微信系统开发

上海市奉贤区

民防办公室
106000 106000

220 J2017-220 化工 廖慧英

化学化工类专业高

水平论文前沿性效

验和判定技术服务

长沙升华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
196000 196000

221 J2017-221 化工 裴素朋
燃料电池用高性能

增强材料的开发

郑州丰本科技

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222 J2017-222 生态 张志国
萱草新品种选育及

推广应用合作开发

云南吉成园林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2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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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J2017-223 城建 崔大光

徐汇滨江地区公共

开放空间综合环境

建 设 工 程（ 一 期 ）

南段项目

上海市园林设

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

224 J2017-224 城建 崔大光

“九洲绿科”中心路

绿地朱泾浜地块一

期工程

上海市园林设

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20000 20000

225 J2017-225 城建 丁文胜

智慧园区卡片化电

子应急预案系统专

题研究

上海化学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
360000 252000

226 J2017-226 城建 丁文胜
应急档案建设规范

化研究

上海化学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
120000 84000

227 J2017-227 城建 丁文胜
应急演练标准化体

系建设专题研究

上海化学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
100000 70000

228 J2017-228 城建 丁文胜

区域应急响应中心

建设标准化专题研

究

上海化学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
120000 84000

229 J2017-229 城建 丁文胜

化工安全生产事故

集 —— 案 例、 理 论

与反思

上海化学工业

区管理委员会
100000 70000

230 J2017-230 材料 王 操
YAG 基荧光陶瓷制

备试验

上海航空电器

有限公司
100000 0

231 J2017-231 生态

白 露

（张志国

划分的

子项目）

球宿根植物资源种

质圃合作共建框架

协议

上海市农业生

物基因中心
130000 50000

232 J2017-232 化工 汪忠华
双层可降解硬盒的

研究与开发

上海鸿为包装

制品有限公司
7000 7000

233 J2017-233 城建 王清成 企业能源审计

优时吉博罗石

膏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

50000 35000

234 J2017-234 香料 冯 涛

甜味香精原料替代

多维识别方法的建

立

天津顶育咨询

有限公司
200000 160000

235 J2017-235 化工
余 焓

韩 生

基于氧多酸绿色催

化制备亚胺小试及

其中试

上海天坛助剂

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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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J2017-236 理学 李 杨
新型荧光体材料制

备技术研究

浙江亿米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0

237 J2017-237 城建 张小良 粉尘防爆测试研究
中国船舶电站

设备有限公司
38000 38000

238 J2017-238 计算机 徐克奇

昕龙时安防科技公

司项目管理系统软

件开发

上海昕龙时安

防科技有限公

司

40000 20000

239 J2017-239 机械 付泽民

伺服压机压边力独

立加载单元开发研

究

上海今邦实业

有限公司
360000 100000

240 J2017-240 化工 邱 丰

高效绿色双金属催

化剂的制备及在聚

醚多元醇合成中的

应用

上海天坛助剂

有限公司
200000 80000

241 J2017-241 香料 章苏宁
日用化学品产品评

价合作合同

上海西西艾尔

启东日用化学

品有限公司

200000 0

242 J2017-242 机械 郑 刚
基于车身传感器的

辅助驾驶系统研究

上海大丁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

司

120000 120000

243 J2017-243 理学 王凤超 激光植物灯
杭州彬康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44 J2017-244 机械 钟晓勤

基于无线传感网的

LED 智 能 照 明 系 统

结构研究

上海软中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40000 30000

245 J2017-245 材料 王泽民

高强度易焊接钢中

富 Cu 相的原子层析

技术研究

钢铁研究总院 200000 　

246 J2017-246 城建 王清成 企业能源审计

优时吉博罗石

膏建材（上海）

有限公司

50000 35000

247 J2017-247 材料 张英强
轻质高性能通信杆

的新技术开发

江苏煌恒通信

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0

248 J2017-248 城建 丁文胜

中承式钢箱提篮拱

的安全评价系统开

发

福建省交通科

学技术研究所
180000 18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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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J2017-249 城建 胡大柱
PEC 剪 力 墙 抗 震 性

能研究试验

上海同磊土木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80000 80000

250 J2017-251 城建 张小良
青浦区安全生产三

年行动纲要

青浦区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50000 50000

251 J2017-252 化工 张建勇

新型复合型光触媒

催化剂在环境净化

中应用研究

杰科司（北京）

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0 40000

252 J2017-253 材料 付 斌

高强钢及镊基高温

合金的轧制试验及

组织测试

上海交通大学 98000 98000

253 J2017-254 生态 苟爱萍

上海泰好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二期预留

用地绿化景观设计

上海明馨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254 J2017-255 城建 肖敏敏

就地再生的沥青水

泥稳定层应用技术

研究

福建省交通建

设工程试验检

测有限公司

260000 78000

255 J2017-256 计算机 戴 蒙

基于 Android 的公司

人力及设备资源管

理软件开发

嘉兴顺仪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20000

256 J2017-601 计算机 马秀莹

基于 Android 的公司

人力及设备资源管

理软件开发

嘉兴顺仪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
　 2500

257 J2017-602 计算机 胡列娜

基于 Android 的公司

人力及设备资源管

理软件开发

嘉兴顺仪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
　 2500

258 J2017-257 机械 程道来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能源审计项目

上海节能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76000 0

259 J2017-258 化工 张兴华
硫、 硒 代 膦 酸 脂 类

化合物的开发

苏州贝信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260 J2017-259 经管 蒋婷婷

鲁源集团 20 周年庆

典系列活动策划服

务合同

济宁市鲁源水

处理有限公司
300000 170000

261 J2017-260 轨交 郭智刚
栈桥主动防船撞预

警系统研究

上海同睿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150000 50000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09

序号
合同

编号

所在

部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262 J2017-261 城建 王伟晗

Wood's 新 风 系 统 在

某大型铁路客站的

气流组织数值模拟

与优化

上海山兰风商

贸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63 J2017-262 化工 胡晓钧
关于区域内河道水

质跟踪监测项目

上海市奉贤区

海湾旅游区城

市网络化综合

管理中心（生

态环境治理）

33000 33000

264 J2017-263 材料 王泽民 材料加工测试合同 上海大学 55000 55000

265 J2017-264 城建 王清成
能效标杆遴选及企

业展示

上海市节能监

察中心
49990 49990

266 J2017-265 化工 汪忠华
电池壳体高精度空

气压力测试技术

上海科达利五

金塑胶有限公

司

10000 10000

267 J2017-266 化工 王振卫
耐高温酚醛树脂技

术开发

南通星球石墨

设备有限公司
450000 0

268 J2017-267 化工 汪忠华

基于 AGENT 的智能

工厂生产重构控制

系统

上海中沪阀门

（ 集 团 ） 有 限

公司

10000 10000

269 J2017-268 材料 张志洁
二氧化钛光触媒催

化剂的研发

济南金美集商

贸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70 J2017-269 化工
邱 丰

王振卫

低电阻水性导电涂

料的开发

上海仪祥试验

设备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271 J2017-270 计算机 周兰凤

基于混合协同过滤

推荐模型的推荐系

统关键技术的开发

与建立

连云港东鹏建

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200000 200000

272 J2017-271 电气
钱 平

张成功

智慧城市数据库管

理系统

上海胜战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5000

273 J2017-272 机械 王 波
工业机器人仿真软

件开发

安徽佩吉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 250000

274 J2017-273 机械 张东民

汽轮机转子轮槽新

型检测量具开发研

究

上海应沭电机

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275 J2017-274 机械 吴 雁
委 托 切 削 实 验、 测

试合同
上海大学 35000 35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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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J2017-275 城建 武田艳
输变电工程造价风

险动态管控研究

上海同谊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
68000 68000

277 J2017-276 机械 刘旭辉
超高精度智能轴承

的研制

上海牛甲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42000

278 J2017-277 材料 王占勇 材料加工测试合同 上海大学 60000 60000

279 J2017-278 材料 王占勇 磁性材料联合 上海龙磁 11000+ 11000

280 J2017-279 城建 张艳华

徐州侨梦苑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工程项

目施工成本控制

江苏乾馨新能

源工程有限公

司

500000 500000

281 J2017-280 电气
钱 平

张成功

智能 LED 灯具测试

系统开发

上海九高节能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 0

282 J2017-281 生态
孙海燕，

张志国

装 修（ 拆 房 ） 垃 圾

再生料在园林景观

建设中应用关键技

术开发

上海浦东新区

兴盛路基材料

有限公司

100000 50000

283 J2017-282 外语 陈志红
净水设备引进翻译

项目

河南生命源商

贸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284 J2017-283 机械 侯怀书

复合钢管多指标超

声波自动检测系统

开发

上海天阳钢管

有限公司
627270 376000

285 J2017-284 化工 万传云
高温数码打印墨水

开发

上海智倍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650000 150000

286 J2017-285 材料 常程康

磷酸铁锂生产线设

计及其批量化生产

技术

浙江金鹰集团

有限公司
1800000 200000

287 J2017-286 材料 章冬云

磷酸铁锂生产线设

计及其批量化生产

技术

浙江金鹰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0

288 J2017-287 香料 刘慧敏
燕麦葡聚糖生产工

艺开发

上海珈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 0

289 J2017-288 材料 张志洁
二氧化钛光触媒催

化剂的开发

济南金美集商

贸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90 J2017-289 化工 余 焓

多酸催化氧化对硝

基苯甲醇制备对硝

基苯甲醛小试工艺

开发

上海星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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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J2017-290 化工 余 焓

多酸催化氧化苯甲

醇制备苯甲醛小试

工艺开发

上海星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3000 0

292 J2017-291 材料 田 甜

高品质大尺寸抗光

损伤铌酸锂晶体的

开发

江西匀晶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 50000

293 J2017-292 香料 刘 烽
Saxaglitpin 杂质制备

与分析

上海渥梅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294 J2017-293 理学 王凤超
LED 柔 性 发 光 器 件

技术开发

浙江亿米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

295 J2017-294 理学 李 杨
自动化贴片加工在

线监测分析研究

嘉兴奕真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0

296 J2017-295 艺术 解 芳
漆艺工艺的现代化

设计研发

福建北浦艺博

广告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97 J2017-296 艺术 陈艺方 漆画装饰制作
上海嘉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298 J2017-297 计算机 石琴琴

基于 WIFI 信号的智

能停车引导系统开

发

华车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299 J2017-298 化工 郭晓明
防腐涂层抗水性能

改进

上海和催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0

300 J2017-299 理学 王凤超

高性能水处理反渗

透膜用高分子聚合

材料支撑体开发

浙江绿龙新材

料有限公司
300000 0

301 J2017-300 香料 冯 涛

基于直链淀粉分子

包合技术的卷烟新

型爆珠材料的研究

与开发 服务合同

云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460000 138000

302 J2017-301 香料 刘慧敏
八珍汤美容用组方

配比开发

湖南炎帝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0

303 J2017-302 化工 开振鹏

运用样品前处理产

品 EMR 测定虾类内

源性激素的方法开

发

上海润蒽珀商

贸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304 J2017-303 计算机 王 辉
停车场管理系统开

发

河南枫之杨企

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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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J2017-304 材料 金鸣林
宝钢三期焦炉炉体

新型密封料开发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47000 67000

306 J2017-305 电气 钱 平

扁平电缆生产的在

线张力控制系统和

在线检测技术

上海金丰电缆

有限公司
100000 20000

307 J2017-306 城建 冯劲梅
空调机房系统储能

系统研发

上海意利法暖

通科技有限公

司

150000 60000

308 J2017-307 城建 周洪文 未交
河南宛龙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184000

309 J2017-308 艺术 韩贵红
街区景观数理构型

研发

上海应翔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100000 0

310 J2017-309 城建 钱惠国 未交
比亚迪汽车有

限公司
12500 12500

311 J2017-310 城建 钱惠国
2050 机组 3# 加热炉

热平衡测试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95000 40000

312 J2017-311 城建 钱惠国

上港集团外六期港

区配套全自动货架

式商品汽车中转仓

库项目节能评估

上海国际港务

（ 集 团 ） 股 份

有限公司

51800 51800

313 J2017-312 城建 钱惠国

上港集团外高桥港

区六期工程零号多

层停车库工程节能

评估

上海国际港务

（ 集 团 ） 股 份

有限公司

54800 54800

314 J2017-313 城建 钱惠国 未交
上港集团冷链

物流有限公司
70000 70000

315 J2017-315 化工 卢德力

用于催化酯化反应

的新型高性能催化

剂的制备及性能研

究

江苏国胶化学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316 J2017-316 电气 茅 丰
电力施工无线视频

监控系统

上海电力高压

实业有限公司
497000 198800

317 J2017-317 材料 常程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

浙江幸福航天 项目

合作协议书

浙江幸福航天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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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J2017-318 香料 马 霞
微 生 物 β- 葡 聚 糖

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上海高等应用

技术研究中心
500000 0

319 J2017-319 香料 马 霞
葡聚糖在发酵饲料

中的应用研究

上海高等应用

技术研究中心
200000 0

320 J2017-321 城建 陈苏柳
温州滨江广场一期

改造工程

易爱迪（上海）

室内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150000 100000

321 J2017-322 材料 贾润萍
水性聚氨酯纳米乳

液的研制

上海建材集团

防水材料有限

公司

500000 500000

322 J2017-323 材料 申 慧 　
上海晶生实业

有限公司
83000 83000

323 LX2017-01 材料 张 睿 零星服务

上海继尔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5000 5000

324 LX2017-02 材料 胡飒英 零星服务 南大、拜耳 10150 11650

325 LX2017-03 生态 黄清俊 零星服务 上海植物园 4400 4400

326 LX2017-04 材料 徐 春 零星服务

马鞍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9000 21000

327 LX2017-05 香料 潘仙华 零星服务 　 3000 15000

328 LX2017-06 材料 张杏耀 零星服务 　 24000 51600

329 LX2017-07 城建 张小良 零星服务

湛江宝发赛迪

转底炉技术有

限公司

8000 19500

330 LX2017-08 城建 钱惠国 零星服务 顶甄 11000 43000

331 LX2017-09 图书馆 毛东森 零星服务 华东理工 8000 8000

332 LX2017-10 香料 章苏宁 零星服务

广州市玮弘祺

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327 6396.8

333 LX2017-11 材料 高 群 零星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 10000 1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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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LX2017-12 化工 毕东苏 零星服务

常 熟 市 电 热

合 金 材 料 厂

7 5 0 0 + 7 5 0 0

上 海 市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550+450 捷 伸

电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5000 中检集团

理化检测 5000

水晶石数字科

技 5000 上 海

金秋安泰呼叫

服 务 5000 慧

镕电子系统工

程 5000 建 科

造价咨询 5000

实路真空技术

5000 康赛制冷

5000

56000 81640

335 LX2017-13 材料 张 彦 零星服务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1000 2900

336 LX2017-14 香料 于海燕 检测费 上海交大 5000 10000

337 LX2017-15 化工 王振卫 技术服务
亚振家具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338 LX2017-16 化工 徐 毅 技术服务、科研

上 海 帆 顺 包

装、耀岩化学

品、森韦得实

业

　 68900

339 LX2017-17 材料 赵国营 零星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 　 13000

340 LX2017-18 材料 王泽民 零星服务 西南交通大学 900 13930

341 LX2017-19 化工 韩 生 零星服务

中国神华煤制

油 化 工 有 限

公司上海研究

院，华东理工

11800 288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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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LX2017-20 经管 方 曦 会务费

上海市知识产

权发展研究中

心

　 2750

343 LX2017-21 香料 胡 静 技术服务
上海浦悠化工

有限公司
5000 6040

344 LX2017-22 机械 龚德利 技术服务
上海市食品药

品检验所
500 500

345 LX2017-23 城建 冯劲梅 　 百富勤空调 3450 3450

346 LX2017-24 机械 程道来 　 德朗 10000 10000

347 LX2017-25 香料 肖作兵 　 　 5000 5000

348 昌鑫 2017-01 化工 陈 勇

电化学传感器的研

制及其在智能农业

中税务应用开发

上海百扬诺电

子工程有限公

司

496000 496000

349
昌鑫 2017-

02-01
材料 张 琢

铁矿石冶金性能检

测检测装置项目
　 1194000 500000

350
昌鑫 2017-

02-02
化工 郑 义

铁矿石冶金性能检

测检测装置项目
　 　 594000

351
昌鑫 2017-

02-03
材料 郑玉丽

铁矿石冶金性能检

测检测装置项目
　 　 100000

352 昌鑫 2017-03 计算机 陆 维
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开发

上海秀康计算

机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540000 540000

353 应鑫 2017-04 电气 石云霞 　
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68300 268300

354 应景 2017-01 艺术 杨 光
景观多媒体视频制

作合同

饕餮文化艺术

交 流（ 上 海 ）

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355
应研 zx-

201704
计算机 张成姝

上海福谭实业有限

公司智能办公平台

的开发

上海福谭实业

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356
应研 zx-

201704
计算机 宓 双

上海福谭实业有限

公司智能办公平台

的开发

上海福谭实业

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357
应研 zx-

201704
计算机 周 炜

上海福谭实业有限

公司智能办公平台

的开发

上海福谭实业

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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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技术转移

GS2017-08
生态 侯梅芳

土壤环境修复技术

研发

上海伊克诺环

境科技有限公

司

380000 380000

359
技术转移

GS2017-17
经管 李 琳

锦纶不定岛超细纤

维用母粒技术开发

上海彩艳实业

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360
技术转移

GS2017-18
经管 李 琳

五层陶瓷钢不粘锅

陶瓷配方及工艺研

究

上海冠华节能

厨具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361 资产 2017-01 外语 左世亮
嘉定产业基地动漫

研发

中国科学院上

海分院
32000 32000

362 资产 2017-02 外语 左世亮
轴流式高压差直通

调节阀技术开发

上海大通自控

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363 资产 2017-03 外语 左世亮 会议服务
上海市计量协

会
3415.8 3415.8

364 资产 2017-04 外语 左世亮 会议服务
上海市计量协

会
14462 14462

365 资产 2017-05 计算机 张 晴
FPGA 测试流程管理

系统

上海旋极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16579 116579

366 资产 2017-06 计算机 陈飞云
实验环境检测预警

系统的设计开发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80000 30000

367 资产 2017-07 计算机 杨晶鑫
实验环境检测预警

系统的设计开发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80000 10000

368 资产 2017-08 计算机 刘云翔 网络准入管理系统

上海星环信息

科 技（ 上 海 ）

有限公司

63000 63000

369 资产 2017-09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11

月份任务加工

费 - 设计费

234310 234310

370 资产 2017-10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12

月份任务加工

费 - 设计费

94779.78 94779.78

371 资产 2017-11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13

月份任务加工

费 - 设计费

112896.67 112896.6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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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资产 2017-12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14

月份任务加工

费 - 设计费

43283.07 43283.07

373 资产 2017-13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15

月份任务加工

费 - 设计费

32873.2 32873.2

374 资产 2017-14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6 年 11 月

份 任 务 加 工

费 - 设计费

37167.94 37167.94

375 资产 2017-15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7 年 1-3 月

份 任 务 加 工

费 - 设计费

73959.71 73959.71

376 资产 2017-16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7 年 5 月份

任 务 加 工 费 -

设计费

43375.36 43375.36

377 资产 2017-17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7 年 4-5 月

份 任 务 加 工

费 - 设计费

15032.77 15032.77

378 资产 2017-18 机械 褚 忠
青岛海尔模具有限

公司

2017 年 7 月份

任 务 加 工 费 -

设计费

44249.92 44249.92

379
技术转移

GS2017-11
机械

张慧敏

冯 涛

（各 1%）

果酒酿造器

江苏光芒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

司

250000 150000

380 应景 2017-03 艺术 王海燕

江三号动迁基地二

期 B5-1 地块动迁安

置房项目景观设计

上海张江房地

产有限公司
226380 113190

381 应景 2017-04 城建 李 建

江三号动迁基地二

期 B5-1 地块动迁安

置房项目景观设计

上海张江房地

产有限公司
　 113190

382 应景 2017-05 生态 李小双
山东日照川子河南

岸滨河景观设计

山东海洋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2560000 1152000

383 应景 2017-06 生态 冯宜冰

五渚河公园二期（山

体部分）景观规划

设计

威海东部滨海

新城建设指挥

办公室

2340000 20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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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应景 2017-07 生态 裘 江

聊城高新区九州洼

月季城市公园施工

图 设 计 项 目“ 借 用

设计专业人员”专

项服务

上海现代建筑

装饰环境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60000 60000

385 应景 2017-08 生态 裘 江
沧州市青县泰和·天

鹅堡居住区设计

北京中元工程

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

司

330000 126000

386 应景 2017-09 生态 裘 江

张江三号动迁基地

二期 B5-1 地块动迁

安置房项目景观设

计

上海张江房地

产有限公司
226380 113190

387 应景 2017-10 生态 裘 江

新 建 马 陆 镇 43-05

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 借 用 设 计 专 业 人

员”专项服务

上海现代建筑

装饰环境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35000 35000

388 应景 2017-11 生态 裘 江

新建松江区佘山北

大型居住社区 36A-

04A 地 块 商 品 住 宅

项目

上海现代建筑

装饰环境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30000 30000

389 应景 2017-12 生态 裘 江
颖淮生态动物园设

计项目

上海现代建筑

装饰环境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35500 35500

390 应景 2017-13 生态 吴 威
中闽大道绿化节点

设计合同

漳州台商投资

区市政园林管

理处

19600 60000

391 应景 2017-14 生态 吴 威
626 小河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

海拉尔区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

开发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3128000 1500000

392 应景 2017-15 生态 黄清俊

吉水县文峰镇低坪

村旅游景观规划设

计

吉水县文峰镇

人民政府
190000 66500

393 应景 2017-16 生态 黄清俊
井冈山大学新图书

馆南面绿化景观
井冈山大学 87000 87000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19

序号
合同

编号

所在

部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394 应景 2017-17 生态 贺 坤
上海市闵行区绿化

园林管理所

闵 行 区 2017

年立体绿化建

设项目

478500 478500

395 应景 2017-18 生态 贺 坤
上海市闵行区绿化

园林管理所

上海市闵行区

直管行道树穴

盖板改造工程

设计

186700 186700

396 应景 2017-19 生态 贺 坤
上海市闵行区绿化

园林管理所

闵 行 区 2015

年立体绿化建

设项目设计包

件一

271800 271800

397 应景 2017-20 生态 刘静怡
2017 年砂岩广场景

点摆花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

区陆家嘴城市

管理署

57444 46000

398 应景 2017-21 生态 刘静怡 象山村景观工程

义乌市稠江街

道象山村居民

委员会

75000 75000

399 应景 2017-22 生态 刘静怡
汶 水 路 451 号 厂 房

扩建工程

上海大众公用

事 业（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

193000 28950

400 应景 2017-23 生态 刘静怡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

总中心上海中心园

区下木及南围墙外

侧绿化种植工程设

计

中国人民银行

清算总中心上

海中心

90000 27000

401 应景 2017-24 生态 刘静怡

安亭镇于塘路以东

传媒路以南地块商

品 住 宅 项 目“ 借 用

设计专业人员”专

项服务

上海现代建筑

装饰环境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

司

36000 35000

402 应景 2017-25 生态 刘静怡

高线花园市集中展

璞荟店 -- 景观施工

图设计

上海高线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70000 42000

403 应景 2017-26 生态 刘静怡
砂岩广场景点摆花

工程（2016 年）

上海市浦东新

区陆家嘴城市

管理署

57149 1081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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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应景 2017-27 生态 刘静怡

苏 州 木 渎 106 亩 项

目景观施工图设计

咨询

上海寰思建筑

设 计 事 务 所

（有限合伙）

50000 32500

405 应景 2017-28 生态 刘静怡
上饶师范桃李园景

观设计工程
上饶师范学院 90000 4500

406 应景 2017-29 生态 赵 杨 硕果公园设计

上海奉贤生物

科技园区开发

有限公司

1386000 693000

407 应景 2017-30 生态 邹维娜

农林教学生态职业

体验中心概念性方

案规划设计

上海市工程技

术管理学校
50000 50000

408 应景 2017-31 生态 邹维娜
凯鑫苑绿地生态改

造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桥城市管

理署

197900 130000

409 应景 2017-32 生态 邹维娜
华高苑绿地生态改

造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桥城市管

理署

172060 24000

410 应景 2017-33 生态 邹维娜
兰 城 路、 博 兴 路 景

观布置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桥城市管

理署

17037 8385

411 应景 2017-34 生态 邹维娜
沪东地区道路垂直

绿化试点工程

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桥城市管

理署

13306 6444

412 应景 2017-35 艺术 牛传成
领 镒（ 江 苏 ） 精 密

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东台领镒二期

办公区绿化工

程项目设计

######### 135000

413 应景 2017-36 艺术 牛传成
贵安新区马场镇人

民政府

贵安新区马场

镇平寨村美丽

乡村建设工程

设计二标段

######### 120000

414 应景 2017-37 艺术 牛传成
上海森泽房地产有

限公司

九洲大唐花园

（ 三 期 ） 商 品

住宅项目配套

绿化设计

######### 87500

415 应景 2017-38 艺术 牛传成
临沂颐正数码置业

有限公司

临沂市颐高国

际中心屋顶花

园景观工程

######### 4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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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技术转移

GS2017-16
化工 王 磊

生物质原油脱氧生

产清洁燃料的研究

山东高密彦凯

纺织有限公司
750000 200000

417
技术转移

GS2017-24
化工 毛海舫

一 种 -4- 羟 基 -3-

甲氧基苯甲酸的制

备方法

安徽华馨香料

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418
技术转移

GS2017-13
化工 张全生

一种氧化石墨烯分

散液的制备方法

江苏超电新能

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50000 50000

419
技术转移

GS2017-14
化工 张全生

一种纳米石墨烯导

电薄膜的制备方法

江苏超电新能

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50000 50000

420
技术转移

GS2017-18
化工 刘传祥

3. 一 种 1，3- 二 甲

基戊胺盐酸盐的制

备方法

上海倍殊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421
技术转移

GS2017-19
材料 吴 蓁

一种强酸性阳离子

交换树脂及其制备

方法

上海树脂厂有

限公司
30000 30000

422
技术转移

GS2017-20
材料 吴 蓁

一种潜固化单组分

聚氨酯防水涂料及

其制备方法

大 岩（ 上 海 ）

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30000 30000

423
技术转移

GS2017-21
材料 吴 蓁

一种缓凝自闭型聚

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大 岩（ 上 海 ）

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30000 30000

424
技术转移

GS2017-22
材料 周 冰

致密高导热铝合金

成型件连续制备技

术

上海市科技人

才计划项目
200000 200000

425
技术转移

GS2017-23
材料 孙亚琴 缝纫机针技术分析

江苏飞虎针业

有限公司
3200 3200

426
技术转移原

GS2017-26
城建 丁文胜

隔墙用蜂窝纸板复

合墙体材料施工工

艺总结及改进

花园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

427
技术转移原

GS2017-15
城建 张小良

烟草粉尘火灾爆炸

风 险 评 估 - 红 外 检

测

上海浦东新区

舟桥职业安全

健康事务所

50000 50000

428
应研 zx2017-

05
城建 张小良

奉 贤 区 柘 林 镇

十三五消防规划编

制

上海市奉贤区

柘林镇安全监

察大队

50000 5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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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应研 zx2017-

08
城建 张小良

奉 贤 区 四 团 镇

十三五消防规划编

制

奉贤区四团镇

经济管理事务

中心

50000 50000

430
技术转移原

zx2017-12
城建 张小良

奉 贤 区 海 湾 镇

十三五消防规划编

制

上海市奉贤区

海湾镇经济管

理事务中心

50000 50000

431
技术转移原

zx2017-09
城建 张小良

奉 贤 区 青 村 镇

十三五消防规划编

制

上海市奉贤区

青村镇安全监

察大队

50000 　

432
技术转移原

GS2015-04
城建 张小良

二氧化碳储罐合规

性报告

上海百利加防

腐工程有限公

司

30000 30000

433
应研 zx2016-

01
城建 张小良

烟草粉尘火灾爆炸

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上海浦东新区

舟桥职业安全

健康事务所

250000 250000

434
应研 zx2016-

02
城建 张小良

安全生产标准化咨

询服务

上海巴克斯酒

业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435
应研 zx2016-

07
城建 张小良

环境应急预案及风

险评估报告编制服

务协议

礼 来（ 上 海 ）

动物保健有限

公司

80000 64000

436
应研 zx2016-

08
城建 张小良

奉贤区十三五消防

规划编制

上海市奉贤区

公安消防支队
100000 100000

437
应研 zx2016-

17
城建 张小良 赞助协议

杰 斯 康 软 件

（ 上 海 ） 有 限

公司

3000 3000

438
应研 zx2016-

18
城建 张小良

上海市工业安全与

应急管理学术论坛

合作协议

梅 特 勒 - 托

利多国际贸易

（ 上 海 ） 有 限

公司

5000 5000

439
应研 zx2016-

19
城建 张小良

工业安全及应急管

理学术论坛赞助

上海爵格工业

工程有限公司
8000 8000

440
应研 zx2016-

20
城建 刘章蕊

江苏平国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平国安全

科技有限公司
3000 3000

441
应研 zx2016-

26
城建 张小良

生产安全事故综合

应急预案编制与评

审

礼 来（ 上 海 ）

动物保健有限

公司

33000 33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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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技术转移原

GS2016-06
机械 吴 雁

基于 cronetwork MES

系统的面向订单生

产的二次开发与实

施

上海昀坤科技

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443
技术转移原

GS201-20
机械 吴 雁

基于 cronetwork MES

系统的面向订单生

产的二次开发与实

施

上海昀坤科技

有限公司
26348.59 26348.59

444 昌鑫 2017-04 机械 候怀书 昌鑫销售合同 　 160000 160000

445 应景 2017-39 城建 陈青长
桂林公园周边地块

规划研究
徐汇区政府 375000 70000

446 应景 2017-40 城建 陈青长
徐汇区地铁沿线规

划研究
徐汇区政府 375000 220000

447
应研 zx2017-

06
香料 马 霞

微 生 物 来 源 β- 葡

聚糖的制备及应用

研究

莱博实业（上

海）实业有限

公司

500000 200000

448
应研 zx2017-

07
香料 欧文华

一种黄樟油素的制

备方法

上海应技大技

术转移有限公

司

30000 30000

449
应研 zx2017-

08
香料 刘慧敏

化妆品高效表面活

性剂的合成开发

上海一公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450
应研 zx2017-

09
香料 章苏宁

 一种迷迭香提取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湖南朗林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451
应研 zx2017-

10
香料 章苏宁

一种含红花天然色

素提取物的彩妆颜

料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博鳌纵横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452
应研 zx2017-

11
香料 冯 涛 家用葡萄酒酿造器 江苏光芒集团 250000 　

453 J2016-280 生态 尹冬梅
优秀宿根花卉新品

种选育

上海欣优花木

种植专业合作

社

70000 35000

454 J2016-05 香料 冯 涛
犬用诱食剂的开发

及其应用效果评价

江苏雅博动物

保健品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 2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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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J2016-136 机械 荆学东

液化石油气钢瓶热

处理与焚烧工艺规

范及检测技术研究

上海市特种设

备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

80000 32000

456 J2016-293 城建 陈 飞
建筑玻璃幕墙的参

数化技术开发研究

上海豪嘉源规

划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100000 50000

457 　 城建 李 建
建筑玻璃幕墙的参

数化技术开发研究

上海豪嘉源规

划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50000

458 J2016-189 香料 冯 涛

宠物诱食剂专用酶

在诱食剂生产中的

应用评价

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
120000 90000

459 J2016-130 城建 彭章娥

15 家交运行业重点

用能单位能源消费

及碳排放数据调研

分析

上海市节能减

排中心有限公

司

22500 63000

460 J2016-132 城建 彭章娥

11 家旅游行业重点

用能单位能源消费

及碳排放数据调研

分析

上海市节能减

排中心有限公

司

16500 　

461 J2016-133 城建 彭章娥

16 家教育行业重点

用能单位能源消费

及碳排放数据调研

分析

上海市节能减

排中心有限公

司

24000 　

462 J2016-256 计算机 李文举

基于视觉的小区进

出车辆监控技术的

开发

上海企顺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0

463 J2015-123 材料 金鸣林

四期焦炉燃烧室火

道废气循环比例研

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498000 248000

464 J2016-197 化工 吴岳林

沙蟾蜍精水溶性衍

生物的合成及其成

药性评价

安徽华润金蟾

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650000 550000

465 J2016-58 经管 熊 焰

氧 化 物 半 导 体 TFT

器件知识产权分析

评议项目

上海天马微电

子有限公司
400000 16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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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J2016-298 材料 张 彦

多元离子掺杂羟基

磷 灰 石 材 料 结 构、

组 分 分 析 及 溶 胶 -

凝胶用基片硅酸盐

晶体材料供应

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

所

48600 48600

467 J2016-145 香料 肖作兵
电子烟烟油低甜溶

剂和香原料开发

云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 630000

468 J2016-257 香料 肖作兵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无烟气烟

草制品关键成分缓

释技术研究采购合

同

云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460000 184000

469 J2012-26 香料 肖作兵
烟叶陈化烟香仿香

技术研究

安徽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230000 115000

470 J2015-40 材料 付 斌

硅钢用氧化镁废弃

物制备阻燃级氢氧

化镁技术的开发

华东理工大学 240000 100000

471 J2015-24 材料 付 斌

新型抽油杆用钢腐

蚀机理及组织性能

控制工艺研究

宝钢特钢有限

公司
250000 100000

472 J2015-05 材料 付 斌 
硅钢机组节能降耗

技术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17000 87000

473 J2015-224 经管 熊 焰
2015 年张江专项（知

识产权服务平台）

上海漕河泾新

兴技术开发区

科技创业中心

580000 232000

474 J2016-218 化工 胡晓钧
新型自由基标记杯

芳烃的合成

上海壹远实业

有限公司
130000 60000

475 J2016-164 材料
赵 喆

王 操
氮化硅新材料开发

M a n u f a c t u r e 

Cartire
1000000 193825.68

476 J2016-102 化工 陈东辉
上海德颐护理院环

境影响报告
东华大学 100000 80000

477 J2016-227 化工 陈东辉

真如副中心养老院

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

东华大学 50000 50000

478 J2016-311 计算机 刘云翔

基于大数据的网上

就医推荐模型建立

与开发

上海京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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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J2016-80 材料 徐 春
校企协同创新技术

合作

上海帅翼驰铝

合金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0000 40000

480 J2016-285 体育 季 斌

2016 年上海市大学

生运动会足球项目

（大学组）暨上海市

大学生足球联盟联

赛承办合同

上海东体传媒

有限公司
10050 10050

481 J2016-274 材料
张杏耀，

庞灵欢

合金钢轧制工艺试

验
上海大学 40000 40000

482 J2015-132 材料
魏立群，

张杏耀

Φ180 多功能二辊实

验轧机的研制

上海——华锋

日轻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250000 12500

483 J2015-58 机械 张慧敏
复合材料混合自动

生产线设计

杭州金盟道路

设施有限公司
1590000 800000

484 J2016-28 机械 张建国
根管充填三维有限

元模型开发

Comprehensive 

Denta l  Care，

F a c u l t y  o f 

D e n t i s t r y ，

HKU

20000 20000

485 J2016-285 体育 季 斌

2016 年上海市大学

生运动会足球项目

（大学组）暨上海市

大学生足球联盟联

赛承办合同

上海东体传媒

有限公司
10050 10050

486 J2015-257 城建 张小良
甲醇爆炸极限测试

方法研究

上海华谊（集

团）公司技术

中心

200000 100000

487 J2015-246 材料
魏立群

卢冬华

基 于 Profibus-DP 的

立体仓库综合系统

开发

捷玛计算机信

息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 90000

488 J2016-276 香料 朱建才
WP7-9 车 内 空 气 质

量控制项目

上海微谱化工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36000 18000

489 J2016-65 艺术 丁 斌
新型轿车车顶整形

模具设计研发

上海菲格瑞特

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 2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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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J2016-118 人文 周 蔚

2016 年静安区社会

工作督导培养成长

计划

上海市静安区

社会工作者协

会

10000 5000

491 J2016-201 香料 胡 静

汽车用聚氨酯发泡

材料气味特征及其

调控技术研究

上海亨斯迈聚

氨酯有限公司
290000 150000

492 J2016-140 材料
徐 春

张杏耀

二 辊、 四 辊 试 验 轧

机的研制

宁波博威合金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510000 484500

493 J2015-91 轨交 邹劲柏
城市轨道交通旅客

移动互联网项目

上海长合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 20000

494 J2016-302 化工 黄莎华

抗菌活性化合物的

研究和构效关系研

究

大 冢（ 上 海 ）

药物研究开发

有限公司

58000 58000

495 J2016-173 电气 马向华
大 字 符 喷 码 机

（DOD）设计与开发

上海西武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145000 43500

496 J2015-277 生态 贺 坤

浙江发展园林实业

有限公司海宁基地

水生态修复工程概

念性设计

浙江发展园林

实业有限公司
40000 20000

497 J2016-220 理学 居家奇

智慧路灯应用研究

及示范推广的知识

产权咨询

上海罗曼照明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 25000

498 J2016-169 轨交 程道来
企业碳排放核查技

术体系验证服务

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

会认证认可技

术研究所

180000 36000

499 J2012-18 城建 肖敏敏

桥梁连续式弹塑性

伸缩缝材料的装置

的开发

福建省交通科

学技术研究所
100000 20000

500 J2016-160 化工
王振卫

郭国才

超导带材表面酸性

镀铜电镀线技术

上海上创超导

科技有限公司
360000 50000

501 J2016-69 香料 张婉萍

液晶结构形成的规

律性作用机理及相

关产品开发研究

伽 蓝（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4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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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J2016-12 香料 肖作兵
高品质香水技术开

发研究

金华市名仕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00 500000

503 J2016-248 材料 刘 艳 不锈钢腐蚀分析
上海板换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7000 3000

504 J2016-66 轨交 董文澎

17 号线青浦站结构

裂缝开度计算及裂

缝机理分析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100000 70000

505 J2016-182 材料 徐 春

搪瓷用钢的贮氢性

能评价及贮氢机制

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96000 100000

506 J2015-31 电气 李晓斌
焦炉炉前作业自动

化装置研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983820 153820

507 J2016-144 轨交 潘志群

盾构法隧道施工管

控平台开发及示范

应 用 —— 盾 构 设 备

监控及管理系统开

发和应用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559000 120000

508 J2015-210 材料
魏立群

付 斌

上海晶澳太阳能光

伏组件振动模态特

性研究

上海晶澳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

司

130000 20000

509 J2016-72 计算机 刘云翔
基于云平台资质认

证管理系统开发

上海晨志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80000 12338

510 J2011-105 材料 张 睿
高效隔热材料的防

潮技术研究

航天材料及工

艺研究所
180000 80000

511 J2015-255 生态 张志国

屋顶绿化及桥柱绿

化委托测试服务合

同

上海市绿化管

理指导站
120000 30000

512 J2016-164 材料
王 操

赵 喆
氮化硅新材料开发

M a n u f a c t u r e 

Cartire
1000000 97254.13

513 J2015-26 化工 毕东苏 零星服务
上海在田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40000 35000

514 J2016-209 电气

钱 平

张成功

张丽娟

许士芳

数字化映射增强现

实智能模型装配系

统开发

塔普翊海（上

海）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1300000 500000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29

序号
合同

编号

所在

部门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合计

到款

515 J2013-40 校办

徐一彦

（王长虹

离校转

来） 

上下重叠盾构隧道

施工过程受力研究

及变形控制技术

中铁隧道集团

三处有限公司

天 津 地 铁 5.6

号线文化中心

1 标项目部

180000 60000

516 J2016-141 理学 邹 军

LED 灯 丝 开 发 和 产

业 化（ 新 ：LED 灯

丝技术开发）

浙江亿米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200000

517 J2013-178 材料 房永征

低挥发份主焦煤的

宝钢炼焦配煤中的

应用技术开发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48000 248000

518 J2015-44 机械
沈秀国

张杏耀

数控直线落料机滚

轮装置研制

上海电气电站

设备有限公司
680000 68000

519 J2016-101 机械 曹家勇
锌锅辊系计算分析

和辅助优化设计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19000 119000

520 J2016-204 生态 苟爱萍
常州市新北区城市

色彩研究

常州市规划设

计院
300000 210000

521 J2016-309 计算机 曾万聃
动物轨迹大数据的

研究

同方知网数字

出版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 　

522 J2015-146 化工 毛海舫
沙坦联苯纯化新技

术

昌邑华普医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山东

2100000 950000

523 J2016-18 机械 付泽民
滚轮寿命提升开发

研究

宁波敏实汽车

零部件技术研

发有限公司

200000 40000

524 J2016-162 生态 倪迪安

生菜减数分裂重组

基 因 的 克 隆、 蛋 白

定位和转基因生菜

研究

复旦大学 100000 50000

525 J2013-117 城建 丁文胜

多孔连拱式钢管混

凝土拱桥的安全评

价系统开发

福建省交通科

学技术研究所
41100 41100

526 J2013-118 城建 丁文胜

城市交通中 V 形墩

刚架桥的安全评价

系统开发

福建省交通科

学技术研究所
209000 2094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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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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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合同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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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款

527 J2016-144 轨交 潘志群

盾构法隧道施工管

控平台开发及示范

应 用 —— 盾 构 设 备

监控及管理系统开

发和应用

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
559000 120000

528 J2016-161 材料
魏立群

张杏耀
轧制变形试验

上海梅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529 J2015-168 艺术 林 迅

上 应 - 上 海 爱 震 笙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协议）

上海爱震笙数

码科技有限公

司

180000 90000

530 J2016-188 机械 张慧敏
垃圾分解清洁设备

开发

上海中能国华

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35000 15000

531 J2016-196 机械 张而耕

模具表面激光合金

化 改 善 ticn 涂 层 结

合力的关键技术开

发

上海精韧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 500000

532 J2016-171 电气
李晓斌

金鸣林

推焦作业人机防碰

撞技术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58000 128000

533 J2016-219 香料 潘仙华
AE 活 性 酯 及 MICA

酯工艺改进

山东普洛得邦

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 174900

534 J2016-172 材料

金鸣林

金双玲

陈慧芬

干熄焦污染物减排

技术研究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26000 110000

535 J2015-218 香料 田怀香

生产和保质期过程

中调味品特征风味

变化的研究

雀巢研发中心

上海有限公司
470000 120000

536 J2015-209 城建 肖敏敏

旧桥桥面铺装体系

无破损整体修复技

术研究

福建省南平市

公路局
280000 80000

537 J2015-77 香料 宋晓秋 防蚊微胶囊的研制 东华大学 150000 55000

538 J2016-90 香料 张婉萍
儿童皮肤屏障修复

剂配方开发研究

上海玉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 100000

539 J2016-63 机械 龚德利

医用冻干机密封防

漏门气缸定位显示

控制仪研制

上海东富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180000 5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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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J2016-70 城建 葛继平

城市高架桥梁预制

拼装桥墩盖梁试制

与试验测试

上海市城市建

设设计研究总

院

580000 180000

541 J2016-47 计算机 许轶超

基于多元智能的游

戏非玩家角色拟人

化智能行为设计与

实现

上海磐浦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
60000 30000

542 J2015-202 机械 张慧敏

模台轻量化和反转

合模成套吊具设计

研发

上海衡煦保温

材料有限公司
230000 30000

543 J2015-252 机械 张慧敏
盲操作区域钢筋绑

扎工具开发

上海衡旭保温

材料有限公司
30000 15000

544 LX2016-25 材料 张 彦 测试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560

545 J2016-195 化工 毕东苏

危险化学品行业企

业 EHS 管理信息系

统开发

上海科慎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500000 200000

546 J2016-91 城建 王伟晗

包钢产品生命周期

生态设计评价系统

研究（稀土钢标段）

包头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1203320 481328

547 J2016-15 材料 张杏耀

武汉科技大学二辊

实验热轧机采购合

同

武汉科技大学 680000 34000

548 J2016-137 经管 王 晶
上海市青浦区展览

业经济拉动效应

上海市商务行

政事务中心
120000 60000

549 J2016-89 生态 张志国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合作协议

上海绿泽园艺

有限公司（变

更为 ：上海博

大园林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200000 120000

550 J2016-127 电气 陈 岚

列车制动性能试验

研 究 系 统 - 建 立 单

车制动性能模拟系

统

同济大学 150000 45000

551 J2015-261 化工 刘振江
对硝基苯酚（或钠）

的开发利用研究

盐城市中昊化

工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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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J2016-224 电气 马向华

基于 RFID 和磁敏感

应技术的炉号识别

自动定位系统开发

大连华锐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90000 174000

553 J2016-100 化工 朱勇强
废水水质指标的检

测服务

上海埃格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0

554 J2014-115 化工 朱勇强

埃格生化床好氧生

化系统运行参数数

学模型的开发

上海埃格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 500000

555 J2016-315 化工

张海英

于飞离

职转交

空气中有毒有害物

质检测

上海盈蓝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70000 70000

556 J2016-318 化工

张海英

于飞离

职转交

去除节能灯生产及

废弃中贡等重金属

的技术开发研究

上海皇广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 180000

557 J2014-117 机械 龚德利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单片微机系统研制

上海沛欧分析

仪器有限公司
51000 23000

558 J2015-247 材料 陈建斌
光 伏 组 件 边 框 - 新

型铝合金开发

上海晶澳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

司

150000 30000

559 J2015-142 材料 金鸣林
混煤的煤质评价体

系开发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395000 60000

560 J2015-642 材料 张 琢
混煤的煤质评价体

系开发

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95000

561 J2016-21 化工 韩 生
一种生物柴油及其

制备方法

北京高航联合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附录五：出版专著】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ISBN号 备注

1

同贫困斗争 ：城市低保家庭的脱

贫行动以及低保制度的服务输送

研究

李正东
中国社会

出版社
2016

978-7-5087-

5280-8
专著

2
大学生财务诚信能力培养模式及

评价机制研究
郑海燕 现代出版社 2016

978-7-5143-

5358-7
专著

3
新时期中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社会

福利制度建设研究
戴建兵

上海科学

普及出版社
2016

978-7-5427-

6823-0
专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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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ISBN号 备注

4
中西并重 ：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

（1848-1939）
马光霞

台湾基督教

文艺出版社
2016

978-986-6131-

38-7
专著

5
参与与融合 ：残疾人社会空间研

究
肖昕茹

东方出版

中心
2016

978-7-5473-

0988-9
专著

6
社会工作视野下的企业员工压力

缓解研究

朱贵平

李正东

河海大学

出版社
2016

978-7-5630-

4479-5
专著

7 建国 17 年绘画题材研究 王海燕
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
2016

978-7-313-

14425-6
专著

8
贫困何以生产 ：城市低保家庭的

贫困状况研究
李正东

中国社会

出版社
2016

978-7-5087-

5211-2
专著

9

七百万人的工作在哪里 ：公共管

理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促进问题

研究

张留禄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

978-7-301-

27035-6
专著

10 矮塔斜拉桥 陈从春
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2016

978-7-112-

19266-3
专著

【附录六：三大检索收录的科研论文】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1 SCI

Huang， Haijun^Han， 

Guangshuai^Xie， 

Jingying^Zhang， 

Quansheng

The Effect of Commercialized Binders on 

Silicon Oxide Anode Material for High 

Capacity Lithium ion Batte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SCIENCE

2 SCI
Fang， B.^Yu， M.^Zhang， 

W.^Wang， F.

A  n e w  a l t e r n a t i v e  t o  c o s m e t i c s 

preserva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emulsion droplets on 

preservation 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SMETIC 

SCIENCE

3 SCI

Song， Shiqing^Li， 

Sisi^Fan， Li^Hayat， 

Khizar^Xiao， 

Zuobing^Chen， 

Lihua^Tang， Qi

A novel method for beef bone protein 

extraction by lipase-pretreat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aillard reaction

FOOD CHEMISTRY

4 SCI

Zhang， Ya^Cui， 

Qingzhi^Wang， 

Zhanyong^Liu， Gan^Tian， 

Tian^Xu， Jiayue

Up-converted ultraviolet luminescence 

of Er3+ ：BaGd2ZnO5 phosphors for 

healthy illumination

FRONTIERS OF 

MATERIALS SCIENC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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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5 SCI

Yao， Zi-Jian^Li， 

Kuan^Zhang， Jian-

Yong^Wang， 

Yuhong^Deng， Wei

Syn thes i s， charac te r i za t i on  and 

polymerizat ion act ivi ty  of  copper 

complexes with N， O-chelate ligands

INORGANICA CHIMICA 

ACTA

6 SCI

Jiang， Shu^Liu， 

Zhixiong^Jiang， 

Daoyi^Cheng， 

Honghua^Han， Jin^Han， 

Sheng

G r a p h e n e  a s  a  n a n o t e m p l a t i n g 

auxiliary on the polypyrrole pigment for 

anticorrosion coatings

HIGH PERFORMANCE 

POLYMERS

7 SCI

Yi， Zhiying^Feng， 

Tao^Zhuang， Haining^Ye， 

Ran^Li， Mingming^Liu， 

Tao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Pomegranate Juice

FOOD ANALYTICAL 

METHODS

8 SCI

Liu， Hui^Jiang， Shuang-

Shuang^Guo， Hong-

Shuang^Han， Sheng^Yang， 

Chao^Jiang， Jian-Zhong

A new kind of pour point depressant ： 

Diesel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9 SCI

Xue， Yuan^Zhao， 

Weina^Ma， Peng^Zhao， 

Zhicheng^Xu， 

Guangwen^Yang， 

Chao^Chen， Hongyan^Lin， 

Hualin^Han， Sheng

Ternary blends of biodiesel with petro-

diesel and diesel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ld flow 

properties of waste cooking oil biodiesel

FUEL

10 SCI

Cao， Wenming^Lin， 

Lang^Niu， Yunwei^Xiao， 

Zuobing^Fang， Xuezhi

Characterization of Aroma Volatiles 

in  Camel l ia  Seed Oi ls  （Camell ia 

oleifera AbeL） by HS-SPME/GC/MS 

and Electronic Nose Combined with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11 SCI

He， Shoukui^Ren， 

Xiaoyun^Lu， 

Yangfan^Zhang， 

Yunbin^Wang， Yifei^Sun， 

Linjun

Microemulsification of clove essential oil 

improves its in vitro and in vivo control 

of Penicillium digitatum

FOOD CONTROL

12 SCI

Wang， Wei^Lei， Ya-

Nan^Liu， Qing-Lei^Gao， 

Yan

A COLORIMETRIC CHEMOSENSOR 

BASED ON FLUORESCEIN FOR THE 

DETECTION OF Zn2+ IN AQUEOUS 

SOLUTION

HETEROCYCLE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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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13 SCI

Cai， Yuanyuan^Zhang， 

Dongyun^Chang， 

Chengkang^Sheng， 

Zhaomin^Huang， Kejun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LiFe0.4Mn0.595Cr0.005PO4/C and 

LiMnPO4/C cathode materials

IONICS

14 SCI

Xiao， Zuobing^Li， 

Wei^Zhu， 

Guangyong^Zhou， 

Rujun^Niu， Yunwei

Study of produc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styrallyl acetate nanocapsules using 

complex coacervation

FLAVOUR AND 

FRAGRANCE JOURNAL

15 SCI

Xue， Yuan^Chen， 

Hongyan^Zhao， 

Weina^Yang， Chao^Ma， 

Peng^[ 等 ]

A review on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producing bio-oil from hydrothermal 

liquefaction of biom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16 SCI

Feng， Tao^Bing， 

Fangling^Yang， 

Yan^Zhuang， Haining^Ye， 

Ran^Li， Xiaobei^Xu， 

Zhimin^Wang， Kai

Discrimination of edible fungi varieties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umami intensities 

by using an electronic tongue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7 SCI

Ji， Kai^Wu， 

Haocheng^Chen， 

Jinju^Shen， Jiajie^Wang， 

Xinyu^Wu， Hongwei^Liu， 

Chuanxiang

A  s e l e c t i v e  c h r o m o f l u o r o g e n i c 

chemodosimeter  for  f luoride ions 

based on distyrylbenzenes derivatives 

containing dual Si-O groups

LUMINESCENCE

18 SCI

Xu， Hailan^Shi， 

Haowei^Yang， 

Yuxiang^Liu， Xiangnong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anocomposites Fe3O4-SiO2-Chitosan 

Based on LbL Technology

GLASS PHYSICS AND 

CHEMISTRY

19 SCI

Xiao， Zuobing^Yu， 

Dan^Niu， Yunwei^Ma， 

Ning^Zhu， Jiancai

Characterization of different aroma-types 

of chinese liquors based on their aroma 

profile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sensory evaluation

FLAVOUR AND 

FRAGRANCE JOURNAL

20 SCI

Ren， Weixin^Ren， 

Yujie^Dong， Minghui^Gao， 

Yonghong

Design， Synthesis， and Thrombin 

Inhibitory Activity Evaluation of Some 

Novel Benzimidazole Derivatives

HELVETICA CHIMICA 

ACTA

21 SCI

Niu， Yunwei^Wu， 

Minling^Xiao， 

Zuobing^Chen， Feng^Zhu， 

Jiancai^Zhu， Guangyong

Effect of  Fatty Acids Profile with 

Thermal Oxidation of Chicken Fat on 

Characteristic Aroma of Chicken Flavors 

Assess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and Descriptive Sensory 

Analysis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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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CI

Cheng， Cui-Ping^Li， 

Wan-Tong^Wang， Zhi-

Cheng^Zheng， Shenzhou

T r a v e l i n g  W a v e s  C o n n e c t i n g 

Equilibrium and Periodic Orbit for a 

Delayed Population Model on a Two-

Dimensional Spatial Lat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23 SCI
Li， X.^Hu， J.^Chen， 

L.^Zhang， W.

T h e  a d s o r p t i o n  b e h a v i o u r  a n d 

photoprotection effect of UV filter 

absorbed on the surface of human hai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SMETIC 

SCIENCE

24 SCI Wu， Lin

Mass transfer induced slip effect on 

viscous gas flows above a shrinking/

stretching she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5 SCI

Qian， Jun^Xu， 

Jiayue^Zhao， 

Hongyang^Yao， Xin^Jin， 

Min^Shen， Hui

Study of Phase Transition and Domain 

Evolution Behavior in PZN-PT Single 

Crystal

FERROELECTRICS

26 SCI

Yue， Qi^Jin， 

Shuangling^Guo， 

Chenting^Gao， 

Qian^Zhang， Rui^Jin， 

Minglin

Experiments and modeling for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graphite nanoplatelets/

carbon composites

FULLERENES 

NANOTUBES 

AND CARBON 

NANOSTRUCTURES

27 SCI

Wang， Zhihui^Tian， 

Yongfeng^Zhang， 

Hua^Qin， Yanmei^Li， 

Dong^Gan， Li^Wu， 

Fanhong

Using hyaluronic acid-functionalized 

pH stimuli-responsive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ed delivery to 

CD44-overexpressing cancer cel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

28 SCI
Liu， Qianqian^Ren， 

Yujie^Gao， Xiaodong

Design， Synthesis and Bioactivity 

Eva lua t i on  o f  Nove l  Dab iga t r an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Thrombin 

Inhibitors

Letters in Drug Design & 

Discovery

29 SCI

Fu， Wei^Yue， 

Lumin^Duan， 

Xiaogang^Li， Jun^Lu， 

Guanzhong

Acceptor-free dehydrogenation of 

4-hydroxy-3-methoxybenzyl alcohol to 

vanillin over a palladium complex

GREEN CHEMISTRY

30 SCI

Xue， Yuan^Zhao， 

Zhicheng^Xu， 

Guangwen^Lian， 

Xiang^Yang， Chao^Zhao， 

Weina^Ma， Peng^Lin， 

Hualin^Han， Sheng

Effect of poly-alpha-olefin pour point 

depressant on cold flow properties of 

waste cooking oil biodiesel blends

FUE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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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CI

Zhang Liqin^Hu 

Hongtao^Zhu 

Yongqiang^Xie Tingting

CuO DECORATED ANATASE TiO2 

NANOCRYSTALS WITH EXPOSED 

{001} FACETS ON GRAPHENE SHEETS 

FOR ENHANCED VISIBLE-LIGHT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32 SCI
Wang， Lichao^Minh Ngoc 

Ha^Liu， Zhifu^Zhao， Zhe

Mesoporous WO3 modified by Mo for 

enhancing reduction of CO2 to solar 

fuels under visible light and thermal 

conditions

INTEGRATED 

FERROELECTRICS

33 SCI

Liang， Yujie^Liu， 

Zhifu^Cheng， Yao^Zhao， 

Zhe

Seeded growth of WO3 film on FTO 

substrate with tunable structures for 

stable electrochromic performance

INTEGRATED 

FERROELECTRICS

34 SCI

Pei， Supeng^Zhou， 

Zongshang^Chen， 

Xiaohong^Huang， 

Xiongjie^Liu， Tong^Cao， 

Boyu^Wang， Fei

Co/CoO Nanoparticles/Ag Nanowires/

Nitrogen Codoped Electrospun Carbon 

Nanofibers as Efficient Electrocatalysts 

for Oxygen Re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SCIENCE

35 SCI

Jin， Shuangling^Zhang， 

Shimin^Zhang， Rui^Jin， 

Minglin

F a c i l e  p r e p a r a t i o n  o f  T i O 2 / C 

nanocomposites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FULLERENES 

NANOTUBES 

AND CARBON 

NANOSTRUCTURES

36 SCI

Xiao， Zuobing^Ma， 

Shengtao^Niu， 

Yunwei^Chen， Feng^Yu， 

Dan

Character iza t ion o f  odour-act ive 

compounds of sweet orange essential 

o i l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r e g i o n s  b y  g a 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as 

chromatography-olfactometry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enso

FLAVOUR AND 

FRAGRANCE JOURNAL

37 SCI

Zhang， Yunbin^Liu， 

Xiaoyu^Wang， Yifei^Jiang， 

Pingping^Quek， SiewYoung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cinnamon essential oil against Escherichia 

coli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FOOD CONTROL

38 SCI
Cui， L.^Liu， Y.^Wang， 

Y.^Duan， D.

NEW APPROACH TO EXPONENTIAL 

S T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A N D 

STABILIZATION FOR DELAYED T-S 

FUZZY MARKOVIAN JUMP SYSTEMS

IRANIAN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39 SCI

Lei， Xiao-Rui^Gong， 

Can^Zhang， Yao-Li^Xu， 

Xu

Inf luence  o f  the  Acetamide f rom 

Acetoni tr i le  Hydrolysis  in  Acid-

C o n t a i n e d  M o b i l e  P h a s e  o n  t h e 

U l t r a v i o l e t  D e t e c t i o n  i n  H i g 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HROMATOGRAPHI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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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SCI

Yang Haoran^Ren 

Yujie^Gao Xiaodong^Gao 

Yonghong

Synthesis and Anticoagulant Bioactivity 

Evaluation of 1，2，5-Trisubstituted 

Benzimidazole Fluorinated Derivatives

CHEM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41 SCI

Yu， Jiahuan^Shen， 

An^Cao， Yucai^Lu， 

Guanzhong

Preparation of Pd-Diimine@SBA-15 

and Its Catalytic Performance for the 

Suzuki Coupling Reaction

CATALYSTS

42 SCI

Zhang Chang-Wei^Ding 

Yan-Hua^Zhang Na^Zhang 

Jian-Yong^Fang Yong-

Zheng^Zhang Cheng

E u 2 + ， M n 2 + ， S r 2 +  T r i - d o p e d 

B a M g A l 1 0 O 1 7  P h o s p h o r ： 

Solution Combustion Synthesis and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43 SCI

Zhu， Yongqiang^An， 

Dong^Hou， Li-an^Liu， 

Minmin^Yu， Shuili

Treatment of decentralized molasses 

wastewater using anaerobic baffled 

reactor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44 SCI

Wang， Chi^Huang， 

Yanshan^Pan， Hao^Jiang， 

Jianzhong^Yang， 

Xiangwen^Xu， 

Zhixiao^Tian， Hao^Han， 

Sheng^Wu， Dongqing

Ni t rogen-Doped  Porous  Carbon /

Graphene Aerogel with Much Enhanced 

Capacitive Behaviors

ELECTROCHIMICA 

ACTA

45 SCI

Liu， Chuanxiang^Wang， 

Xinyu^Wu， 

Hongwei^Chen， Yayun

Turn-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cyanide  wi th  large  s tokes  shi f t ： 

Activation of latent intramolecular Br 

center dot center dot center dot H-C 

hydrogen bonding

DYES AND PIGMENTS

46 SCI

Zou， Jun^Yang， Bobo^Li， 

Jierong^Zhu， Siman^Qian， 

Xinglu^Wang， Fengchao

Effect of Sr/Ca substitution on phase 

s t ructure and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micro-SrxCa1-xAlSiN3 ： 

Eu2+ phosphor for high CRI white LED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47 SCI

Chen， Hongyan^Ai， 

Yani^Liu， Fan^Chang， 

Xing^Xue， Yuan^Huang， 

Qi^Wang， Chi^Lin， 

Hualin^Han， Sheng

Carbon-coated Hierarchical Ni-Mn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Nanoarrays 

o n  N i  F o a m  f o r  F l e x i b l e  H i g h -

capacitance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ICA 

ACTA

48 SCI

Yuan， Liyang^Wan， 

Chuanyun^Ye， 

Xiangrong^Wu， Fanhong

Facial Synthesis of Silver-incorporated 

Conductive Polypyrrole Submicron 

Spheres for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ICA 

ACTA

49 SCI
Ren， Weixin^Ren， 

Yujie^Wang， Shuai

Design， synthesis， anticoagulant activity 

evaluation and molecular docking studies 

of a class of N-ethyl dabigatran derivative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39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50 SCI

Sun， Chao^Mao， 

Dongsen^Han， 

Lupeng^Yu， Jun

Effect of impregnation sequence on 

performance of SiO2 supported Cu-Fe 

catalysts for higher alcohols synthesis 

from syngas

CATALYSIS 

COMMUNICATIONS

51 SCI

Yin， Jiajia^Zhang， 

Wei^Zhang， 

Daoming^Huo， 

Mengfei^Zhang， 

Quansheng^Xie， Jingying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d e g r a d a t i o n  o f 

chlorobenzene on conductive-diamond 

electrode

DIAMOND AND 

RELATED MATERIALS

52 SCI

Liu， Xing^Wang， 

Wenjiu^Li， Xiangqing^Li， 

Chunju^Qin， Lixia^Sun， 

Ji^Kang， Shi-Zhao

Preparation of per-hydroxylated pillar[5]

arene decorated graphene and i ts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

ELECTROCHIMICA 

ACTA

53 SCI

Liu Chao-Heng^Guo Xiao-

Ming^Zhong Cheng-Lin^Li 

Liang^Hua Yu-Xi^Mao 

Dong-Sen^Lu Guan-Zhong

M e t h a n o l  S y n t h e s i s  f r o m  C O 2 

Hydrogenation over Supported CuO/TiO2 

Catalysts

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54 SCI

Li， Wenzhao^Li， 

Yongsheng^Yang， 

Zhiqiang^Xu， Chunhua

pH Control in a Urease-catalyzed 

Reaction Using Weak-base Beads as 

Polymer-supported Buffer Agents

CHEMISTRY LETTERS

55 SCI
Liu Xiaojian^Chen 

Pinhong^Wu Fanhong

Application of Oxazoline Ligands in 

Palladium-Catalyzed Asymmetric 

Oxidative Functionalization of Alkenes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56 SCI Li Zhen^Duan Weiliang

Recent Advances in the Asymmetric 

Conjugate  Addi t ion  React ions  o f 

Phosphorus Nucleophiles to Electron-

Deficient Alkenes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57 SCI

Zhao， Zhao^Cui， 

Jiaxin^Yin， Yan^Zhang， 

Heng^Liu， Yecheng^Zeng， 

Rui^Fang， Chao^Kai， 

Zhenpeng^Wang， 

Zhonghua^Wu， Fanhong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Gem-Difluoromethylenated Statin 

Derivatives as Highly Potent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s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58 SCI

Tang， Xiaoyan^Wang， 

Hongwei^Hou， 

Meifang^Song， Lili^Zhou， 

Chunliang^Zhao， 

Huaqiang^Shi， Lei

Highly efficient adsorption of cadmium

（II） onto durable coconut fiber residue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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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SCI

Zhang， Qiang^Kang， Shi-

Zhao^Wang， Dong^Li， 

Xiangqing^Qin， Lixia^Mu， 

Jin

M u l t i - l a y e r e d  m e s h - l i k e  M o S 2 

hierarchical nanostructure fabricated on 

Ti foil ： An efficient noble metal-free 

photocatalyst for visible-light-driven 

H-2 evolution from water

CATALYSIS 

COMMUNICATIONS

60 SCI

Li， Jun^Liu， Jing^Bi， 

Dongsu^Guo， 

Xiaopin^Wang， Peng

P R E P A R A T I O N ， 

C H A 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A N D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M E M B R A N E  M O D I F I E D  W I T H 

TiO2-C HYBRID AEROGELS

CHEMICAL INDUSTRY 

& CHEMICAL 

ENGINEERING 

QUARTERLY

61 SCI

Li， Luyang^Mao， 

Dongsen^Xiao， Jie^Li， 

Li^Guo， Xiaoming^Yu， Jun

Facile preparation of highly efficient 

CuO-ZnO-ZrO2/HZSM-5 bifunctional 

catalyst for one-step CO2 hydrogenation 

t o  d ime thy l  e the r ： In f luence  o f 

calcination temperature

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 DESIGN

62 SCI

Zhang Haifeng^Yang 

Junyan^Wu Jianxin^Mao 

Haifang^Sun Xiaoling

Research Progress of Lignin Oxidative 

Degrad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63 SCI

Wang， C. H.^Harken， 

B.^Osorio-Murillo， C. 

A.^Zhu， H. H.^Rubin， Y.

Bayesian approach for probabilistic site 

characterization assimilating borehole 

experiments and Cone Penetration Tests

ENGINEERING 

GEOLOGY

64 SCI Wu， Yun^Li， Xin
Effect of dihedral angle of bridge unit on the 

performance of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65 SCI
Yu， Fei^Li， Yong^Han， 

Sheng^Ma， Jie

Adsorptive removal of antibiotics from 

aqueous solution using carbon materials
CHEMOSPHERE

66 SCI

Lin， Hua-lin^Li， Ke-

jian^Zhang， Xuwen^Wang， 

Hongxu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n Brown Coal
ENERGY & FUELS

67 SCI Wang， Feng-chao
Dynamic study of compressed electron 

layer driven by linearly polarized laser
CHINESE PHYSICS B

68 SCI

Chen， Hongyan^Chang， 

Xing^Chen， Daming^Liu， 

Jinbao^Liu， Ping^[ 等 ]

Graphene-Karst Cave Flower-like Ni-

Mn Layered Double Oxides Nanoarrays 

with Energy Storage Electrode

ELECTROCHIMICA 

ACTA

69 SCI

Wang， Mengjing^Hou， 

Meifang^Zhao， Kai^Li， 

Haifeng^Han， Ying^Liao， 

Xiao^Chen， Xuebin^Liu， 

Wenbin

Removal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by desulfurization and emissions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from sintering 

plant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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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SCI
Guo， Chao^Li， Min^Kang， 

ShiZhao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in Self-

A s s e m b l e d  O r g a n i c  M o n o l a y e r s 

Character ized by using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

CHEMPHYSCHEM

71 SCI

Wang Huanhuan^Hu 

Daopan^Jiang 

Xuheng^Zhang 

Yehua^Chen Yong

Ion-transfer Reaction of SO42- Across 

the Water/1，2-dichloroethane Interface 

Modi f i ed  by  an  Anion  Exchange 

Membrane

CHEMICAL JOURNA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CHINESE

72 SCI

Wang， Qiang^Li， 

Shuo^Wu， Xiaoyu^Wang， 

Shifeng^Ouyang， Chunfa

Weather aging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rubber modified asphalts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75 SCI

Yu， Fei^Ma， 

Jie^Wang， Juan^Zhang， 

Mingzheng^Zheng， Jie

Magnetic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functionalized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for toluene， ethylbenzene and 

xylene removal from aqueous solution

CHEMOSPHERE

76 SCI Yao， Zi-Jian^Deng， Wei

Half-sandwich late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based on functionalized 

carborane ligands

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77 SCI

Lin， Hualin^Huang， 

Qi^Wang， Jinzuan^Jiang， 

Jianzhong^Liu， Fan^Chen， 

Yanwei^Wang， Chi^Lu， 

Deli^Han， Sheng

Self-Assembled Graphene/Polyaniline/

Co3O4 Ternary Hybrid Aerogels for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ICA 

ACTA

78 SCI

Lin， Hualin^Liu， 

Fan^Wang， Xinjing^Ai， 

Yani^Yao， Zhaoquan^Chu， 

Lei^Han， Sheng^Zhuang， 

Xiaodong

Graphene-Coupled Flower-Like Ni3S2 

for a Free-Standing 3D Aerogel with an 

Ultra-High Electrochemical Capacity

ELECTROCHIMICA 

ACTA

79 SCI
Zhong Yexin^Ren Kai^Xie 

Xiaomin^Zhang Zhaoguo

Transition Metal Catalyzed Isomerization 

Reaction of Allylic Alcohols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80 SCI

Li， Shuzhen^Mominou， 

Nchare^Wang， 

Zhenwei^Liu， 

Luoxin^Wang， Lei

U l t r a - d e e p  D e s u l f u r i z a t i o n  o f 

Gasoline with CuW/TiO2-GO through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ENERGY & FUELS

81 SCI

Wang， Xin-Yu^Guan， 

Feng-Jie^Li， Bin^Zhang， 

Hua^Wu， Hong-Wei^Ji， 

Kai^Liu， Chuan-Xiang

Chromogenic and fluorescent ""turn-

on"" chemodosimeter for fluoride based 

on F--sensitive self-immolative li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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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SCI
Yu， Fei^Sun， Sainan^Han， 

Sheng^Zheng， Jie^Ma， Jie

Adsorption removal of ciprofloxacin by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with different 

oxygen contents from aqueous solution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83 SCI

Cheng， Han-Wen^Schadt， 

Mark J.^Zhong， Chuan-

Jian

Assessing the Role of Capping Molecules 

in Controlling Aggregative Growth of 

Gold Nanoparticles in Heated Solution

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

84 SCI

Hang， Zhijun^Dai， 

Guoyong^Yu， Han^Han， 

Sheng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Synthesis of the 

6-isopropyl-3，4-dihydropyrimidin-2-

（1H）-thiones via Asymmetric Catalytic 

Biginelli Reactions

CURRENT ORGANIC 

CHEMISTRY

85 SCI

Yang， Chao^Liu， Hui^He， 

Kangkang^Xue， Yuan^Li， 

Yong^Chang， Xing^Lin， 

Hualin^Sheng， Han

Effects of cetane number improvers on 

diesel fuel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ENERGY SOURCES 

PART A-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86 SCI
Li， Kuan^Yao， Zi-

Jian^Deng， Wei

Synthesis， Reactivity and Application 

of Diverse Carboranylphosphine-Based 

Ligands

CURRENT ORGANIC 

SYNTHESIS

87 SCI

Liu， Cheng^Cao， 

Leichang^Ma， 

Peng^Wang， Jieni^Rong， 

Shaofeng^Han， Sheng

A novel one-step flocculation method for 

recycling wasterolling oil

ENERGY SOURCES 

PART A-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88 SCI

Zhou， Mingan^He， 

Yi^Lin， Hualin^Han， 

Sheng

Effect of MC-MA polymer pour point 

depressants on the flow properties of 

biodiesel

ENERGY SOURCES 

PART A-RECOVERY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89 SCI

Shi， Zhangping^Zhang， 

Shuangshuang^Xiao， 

Xiuzhen^Mao， 

Dongsen^Lu， Guanzhong

A  h i g h l y  e f f e c t i v e  a n d  s t a b l e 

CuZn0.3MgxAlOy catalyst  for  the 

manufacture of chiral L-phenylalaninol： 

the role of Mg and its hydrotalcite-like 

precursor

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90 SCI

Zhao Feifei^Wu 

Hongwei^Liu 

Chuanxiang^Mao Haifang

A  S e l e c t i v e  C o l o r i m e t r i c  a n d 

Fluorescent Diphenylacetylene-Based 

Naphthalimide for Sensing of Cyanide

CHINES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91 SCI

Ma， Suxiang^Chen， 

Huanqing^Li， Jian^Jia， 

Xueshun^Li， Chunju

Molecular Recognition Properties of 

Biphen[4]arene

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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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SCI
Chen， Hong-Yu^Wu， 

Jian-Liang

List injective coloring of planar graphs 

with girth g >= 6

DISCRETE 

MATHEMATICS

93 SCI

Hang， Zhijun^Zhu， 

Jun^Lian， Xiang^Xu， 

Peng^Yu， Han^Han， 

Sheng

A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Biginelli 

r e a c t i o n  u s i n g  s e l f - a s s e m b l e d 

m e t h a n o p r o l i n e - t h i o u r e a 

organocatalysts ： asymmetric synthesis 

of 6-isopropyl-3，4-dihydropyrimidines 

（vol 52， pg 80， 2016）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94 SCI

Hang， Zhijun^Zhu， 

Jun^Lian， Xiang^Xu， 

Peng^Yu， Han^Han， 

Sheng

A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Biginelli 

r e a c t i o n  u s i n g  s e l f - a s s e m b l e d 

m e t h a n o p r o l i n e - t h i o u r e a 

organocatalysts ： asymmetric synthesis 

of 6-isopropyl-3，4-dihydropyrimidines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95 SCI

Zhou， Chunlin^Jiang， 

Benxue^Fan， Jintai^Mao， 

Xiaojian^Pan， 

Liangjie^Jiang， 

Yiguang^Zhang， 

Long^Fang， Yongzheng

Translucent Al2O3 ceramics produced 

by an aqueous tape casting method

CERAMICS 

INTERNATIONAL

96 SCI

Guo， Hong-shuang^Liu， 

Mei-fang^Han， Yi^Han， 

Sheng^Chen， Yu-lan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N-Heteroacenes by Bischler-

Napieralski Reac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97 SCI

Zhou， Huifang^Deng， 

Hao^Liu， Xing^Yan， 

Hong^Zhao， 

Xiangyong^Luo， 

Haosu^Xu， Jiayue

Dielectric and piezoelectric properties 

of lead-free （K0.44Na0.46） NbO3-

0.5%MnO2 single crystals grown by the 

TSSG method

CERAMICS 

INTERNATIONAL

98 SCI

Liu， Minmin^Hou， Li-

an^Xi， Bei-dou^Li， 

Qi^Hu， Xiaojun^Yu， Shuili

Magnetically separable Ag/AgCl-zero 

valent iron particles modified zeolite 

X heterogeneous photocatalysts for 

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under visible 

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99 SCI

Yang， G.^Zhang， 

Z.^Zhang， G.^Zhang， 

H.^Han， X.^Busso， C. A.

Nitrogen deposition influences the 

response of Potentilla tanacetifolia to 

phosphorus addition

PHYT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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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SCI

Liu， Huimin^Wang， 

Wenhui^Sun， 

Chengyu^Wang， 

Caolin^Zhu， Wufu^Zheng， 

Pengwu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Novel 4-Morpholino-7，8-dihydro-

5H-thiopyrano[4，3-d]pyrimidine 

Derivatives Bearing Phenylpyridine/

Phenylpyrimidine-Carboxamides

MOLECULES

101 SCI

Wu Hongwei^Chen 

Yayun^Rao Caihui^Liu 

Chuanxiang

Anion Receptors Based on CH Donor 

Group

PROGRESS IN 

CHEMISTRY

102 SCI Zhou， Jiren

Charac ter i za t ions  o f  genera l i zed 

der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hochschild 

2-cocycles and higher derivations

QUAESTIONES 

MATHEMATICAE

103 SCI
Yu， Fei^Wang， 

Chengxian^Ma， Jie

Applications of Graphene-Modified 

Electrodes in Microbial Fuel Cells
MATERIALS

104 SCI

Zhu， Guangyong^Xiao， 

Zuobing^Zhu， 

Guangxu^Rujunzhou^Niu， 

Yunwei

E n c a p s u l a t i o n  o f  l - m e n t h o l  i n 

hydroxypropyl-beta-cyclodextrin and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sion 

complex

POLISH JOURNAL 

OF CHEMICAL 

TECHNOLOGY

105 SCI

Xu， Yan^Gao， Qun^Liang， 

Hongqin^Zheng， 

Kangsheng

Effects of functional graphene oxide on 

the properties of phenyl silicone rubber 

composites

POLYMER TESTING

106 SCI

Chen， Gui-E^Xu， Sun-

Jie^Xu， Zhen-Liang^Zhu， 

Wei-Wei^Wu， Qiong^Sun， 

Wei-Guang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Hydrophilic PVDF/PVA UF 

Membrane Modified by Carboxylated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POLYME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107 SCI

Zhang， Zhijie^Zheng， 

Tingting^Li， Xiaoming^Xu， 

Jiayue^Zeng， Haibo

Progress of Carbon Quantum Dots in 

Photocatalysis Applications

PARTICLE & 

PARTICLE SYSTEMS 

CHARACTERIZATION

108 SCI

Wang， Lei^Kang， Shi-

Zhao^Li， Xiangqing^Qin， 

Lixia^Yan， Hao^Mu， Jin

Rapid and efficient photocatalytic 

reduc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by using ""water dispersible"" TiO2 

nanoparti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109 SCI

Qiu， Xiang^Ding， 

Long^Huang， 

Yongxiang^Chen， 

Ming^Lu， Zhiming^[ 等 ]

Intermittency measurement in two-

dimensional bacterial turbulence
PHYSICAL REVIEW E

110 SCI
Li， Qiansheng^Zhang， 

Jie^Coombes， Alen

Quercus lineata （Fagaceae）： new 

distribution records from China and 

Vietnam and its leaf anatomical features

PHYTOTAX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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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SCI

Xiao， Zuobing^Wang， 

Erqin^Zhu， 

Guangyong^Zhou， 

Rujun^Niu， Yunwei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rheo log ica l  behav ior  o f  ch i tosan 

nanocapsule emulsion encapsulated 

tuberose fragrance

POLISH JOURNAL 

OF CHEMICAL 

TECHNOLOGY

112 SCI
Kang， Li-Qin^Cao， Zhi-

Jun^Lei， Ze-Jun

2-Hydroxyethylammonium acetate ： 

an efficient and reusable homogeneous 

catalyst for the synthesis of Hantzsch 1，

4-dihydropyridines

MONATSHEFTE FUR 

CHEMIE

113 SCI

Ji， Hongbin^Tang， 

Wen^Zhou， Xiaoli^Wu， 

Ying

Combined Effects of Blue and Ultraviolet 

L i g h t s  o n  t h e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o f 

Flavonoids in Tartary Buckwheat Sprouts

POLISH JOURNAL OF 

FOOD AND NUTRITION 

SCIENCES

114 SCI
Gao， Xiaodong^Han， 

Liping^Ren， Yujie

I n  S i l i c o  E x p l o r a t i o n  o f  1 ，

7-Diazacarbazole Analogs as Checkpoint 

Kinase 1  Inhibi tors  by Using 3D 

QSAR， Molecular Docking Study，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MOLECULES

115 SCI

Qiu， Feng^Zhao， 

Wuxue^Han， 

Sheng^Zhuang， 

Xiaodong^Lin， 

Hualin^[ 等 ]

Recent Advances in Boron-Containing 

Conjugated Porous Polymers
POLYMERS

116 SCI

Guo， Qian^Zhang， 

Dongyun^Chang， 

Chengkang^Sheng， 

Zhaomin^Huang， Kejun

Facile synthesis of Ni/Li3Ti4NiCrO12 

compos i tes  w i th  enhanced  cyc le 

performance as lithium ion battery anode

MATERIALS LETTERS

117 SCI

Zhu， Yuan^Wen， 

Jun^Cao， Yuqing^Jiang， 

Yuanying^Huang， 

Jinghua^Fan， 

Guorong^Lou， Yuefen

Identification of 3 '，4 '-Dimethoxy 

Flavonol-3-beta-D-Glucopyranoside 

M e t a b o l i t e s  i n  R a t s  b y  L i q u i d 

Chromatography-Electrospray Ionization 

Ion Trap Mass Spectrometry

MOLECULES

118 SCI Lei， Hong^Tong， Kaiyu

Preparation of La-doped colloidal SiO2 

composite abrasives and their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behavior on 

sapphire substrates

PRECISION 

ENGINEERI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FOR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NANOTECHNOLOG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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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SCI
Lei， Hong^Tong， 

Kaiyu^Wang， Zhanyong

Preparation of Ce-doped colloidal SiO2 

composite abrasives and their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behavior on 

sapphire substrates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120 SCI

Qiu， Feng^Zhang， 

Fan^Tang， Ruizhi^Fu， 

Yubin^Wang， 

Xinyang^Han， 

Sheng^Zhuang， 

Xiaodong^Feng， Xinliang

Triple Boron-Cored Chromophores 

B e a r i n g  D i s c o t i c  5 ， 1 1 ， 1 7 -

Triazatrinaphthylene-Based Ligands

ORGANIC LETTERS

121 SCI
Li， Ming^Zhou， Ding^Li， 

Cui Ping^Zhao， Zhe

Low temperature molten salt synthesis 

of YAG ： Ce spherical powder and its 

thermally stable luminescent properties 

after post-annealing treatment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122 SCI

Fu， Zemin^Zhao， 

Zhifan^Xu， Jia^Yu， 

Xiaolong

Springback simulation study for air-

bending forming of sheet metal

OPTOELECTRONICS 

AND ADVANCED 

MATERIALS-RAPID 

COMMUNICATIONS

123 SCI

Zhao， Guoying^Jin， 

Wentian^Fang， 

Yongzheng^Gong， 

Ting^Guo， Jinling^Dawai， 

Saya^Liao， Meisong^Hu， 

Lili

Broadband mid-infrared emission 

around 2.9 mu m in Dy3+ doped bismuth 

germanate glass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124 SCI

Qi， Peng^Hou， 

Jingshan^Zhang， Na^Li， 

Wenyao^Fang， Yongzheng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MnO2 nanostructures

MATERIALS LETTERS

125 SCI

Chen， Yu^Lu， Huan^Dai， 

Hui^Yu， Wansheng^Pan， 

Xianhua

N e w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R o u t e  t o 

Picoxystrobin

ORGANIC PROCESS 

RESEARCH & 

DEVELOPMENT

126 SCI

Zheng， Tingting^Xu， 

Jiayue^Zhang， 

Zhijie^Zeng， Haibo

P3HT/Bi2MoO6 heterojunction with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MATERIALS LETTERS

127 SCI
Jia， F.^Gao， H.^Jia， 

H.^Zhang， W.

Nanostructured lipid carriers with 

liquid crystal structure encapsulating 

phenylethyl resorcinol ： Characterization 

and in vitro study

MOLECULAR CRYSTALS 

AND LIQUID CRYSTAL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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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SCI
Miao， Y.^Jia， B.^Chen， 

M.^Zhang， W.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olid 

lipid microparticles with liquid crystal 

structure

MOLECULAR CRYSTALS 

AND LIQUID CRYSTALS

129 SCI

Feng， Tao^Zhang， 

Zhiwen^Zhuang， 

Haining^Zhou， Jinjie^Xu， 

Zhimin

Ef fec t  o f  Pept ides  on  New Tas te 

Sensation ： Kokumi-Review

MINI-REVIEWS IN 

ORGANIC CHEMISTRY

130 SCI

Wei， Yabo^Chen， 

Weiben^Zhao， 

Xiaoyu^Ding， 

Sanyuan^Han， 

Sheng^Chen， Long

Solid-state emissive cyanostilbene 

based conjugated microporous polymers 

v i a  c o s t - e f f e c t i v e  K n o e v e n a g e l 

polycondensation

POLYMER CHEMISTRY

131 SCI

Gong， Bing^Ouyang， 

Chunfa^Gao， Qun^Zhao， 

Liang^Zhao， Zhengchuang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a millable 

polyurethane nanocomposite based on 

castor oil and halloysite nanotubes

RSC ADVANCES

132 SCI

Zhao， Weina^Xue， 

Yuan^Ma， Peng^Ma， 

Wenfei^Wang， Jieni^Lu， 

Deli^Han， Sheng

Improving the cold flow properties of 

high-proportional waste cooking oil 

biodiesel blends with mixed cold flow 

improvers

RSC ADVANCES

133 SCI

Hui， Liu X.^Zhang， 

H.^Li， Gao X.^Yan， Yao 

X.^Meng， Sun

Critical magnetic field analysis of porous 

foam magnetorheological （MR） fluid 

damper

OPTOELECTRONICS 

AND ADVANCED 

MATERIALS-RAPID 

COMMUNICATIONS

134 SCI
Ou， Wenhua^Huang， 

Hong

A  F A C I L E  M E T H O D  F O R 

SYNTHESISING 2-HYDROXY-3，

6-DICHLOROBENZOIC ACID FROM 

2，5-DICHLORO-PHENOL

OXIDATION 

COMMUNICATIONS

135 SCI

Jiang Yu^Tan Lianjiang^Yin 

Yan^Shen Yu-Mei^Gong 

Bing^[ 等 ]

Cleavable Linkers in DNA Sequencing 

by Synthesis

PROGRESS IN 

CHEMISTRY

136 SCI
Qiu， Feng^Huang， 

Yu^Zhu， Xinyuan

Fluorescent Unimolecular Conjugated 

Polymeric Micelles for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MACROMOLECULAR 

CHEMISTRY AND 

PHYSICS

137 SCI

Yao， Yongxin^Liu， 

Liwan^Zhang， Yu^Chen， 

Danping^Fang， 

Yongzheng^Zhao， Guoying

Optical properties of  Ce3+ doped 

fluorophosphates scintillation glasses
OPTICAL MATERIAL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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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SCI

Chen， Gui-E.^Huang， 

Hui-Hong^Xu， Zhen-

Liang^Zhang， Ping-

Yun^Wu， Wen-Zhi^Sun， 

Li^Liu， Yan-Jun

Effect of PTMGDA-PEGMA dopant on 

PVDF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MEMBRANE WATER 

TREATMENT

139 SCI

Luo， Jun^Han， En-

Jian^Shen， Qan^Huang， 

Meiwei^Huang， Yan-

Gen^Liu， Hui-min^Wang， 

Wei^Chen， Qing-

Yun^Guo， Yong

P r e p a r a t i o n  o f  D i a l k y l  （ 2 ， 2 ，

2-Trifluoroethyl）phosphonates by Cu-

Promoted Reactions of 1，1-Dichloro-2，

2，2-trifluoroethane with HP（O）（OR）

（2）

ORGANIC PROCESS 

RESEARCH & 

DEVELOPMENT

140 SCI

Nie， Leitao^He， 

Xiyun^Chang， 

Chengkang^Zeng， 

Xia^Qiu， Pingsun^Cheng， 

Wenxiu^Xia， Bin

Effect of anisotropy on the ferroelectric， 

optical， and electro-optic properties of 

PLZT transparent ceramics prepared by 

uniaxial hot-press sintering techniques

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

141 SCI

Sheng， Zhao Min^Hu， 

Ming Hui^Dai， Xian 

You^Hong， Cheng 

Yang^Chang， Cheng 

Kang^Chen， Qi 

Zhong^Chang， Xin Jian

High-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 based 

on nanocages with nanoporous thin-

walled graphitic shells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142 SCI

Zhang， Shuangshuang^Yu， 

Jun^Li， Huiying^Mao， 

Dongsen^Lu， Guanzhong

High-effective approach from amino 

acid esters to chiral amino alcohols over 

Cu/ZnO/Al2O3 catalyst and its catalytic 

reaction mechanism

SCIENTIFIC REPORTS

143 SCI

Wu， Jian^Zhang， 

Cheng^Li， Qiang^Wu， 

Lianlian^Jiang， 

Danyu^Xia， Jinfeng

Application of TiO2 to amperometric 

NOx sensors based on NASICON
SOLID STATE IONICS

144 SCI
Zhang， Jin^Jia， Run-

Ping^Wang， Dong-Hui

Copper-catalyzed C-N cross-coupling of 

arylboronic acids with N-acylpyrazoles

TETRAHEDRON 

LETTERS

145 SCI

Liu， Hui^Guo， Hong 

Shuang^Wang， Xin 

Jing^Jiang， Jian 

Zhong^Lin， Hualin^Han， 

Sheng^Pei， Su Peng

Mixed and ground KBr-impregnated 

calcined snail shell and kaolin as solid 

base catalysts for biodiesel production

RENEWABLE ENERG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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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SCI

Song， Yu-Chuan^Dai， 

Guo-Fa^Xiao， 

Fanhua^Duan， Wei-Liang

Palladium-catalyzed enantioselective 

hydrophosphination of enones for the 

synthesis of chiral P，N-compounds

TETRAHEDRON 

LETTERS

147 SCI

Lin， Hualin^Chu， 

Lei^Wang， Xinjing^Yao， 

Zhaoquan^Liu， 

Fan^Ai， Yani^Zhuang， 

Xiaodong^Han， Sheng

Boron，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ternary doped graphene aerogel with 

hierarchically porous structures as highly 

efficient electrocatalysts for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148 SCI

Liu Xiao-zhen^Zhang 

Cheng^Chen Jie^Shen Qin-

wei^Guo Ling-ling^Xie 

Guang

Preparation of La2Zr2O7 Powder with 

Combustion Method and Its Spectral 

Properties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149 SCI

Jiang， Fei^Sun， 

Jianling^Yang， 

Renqiang^Qiao， 

Shanlin^An， 

Zengjian^Huang， 

Jianqing^Mao， 

Haifang^Chen， Guie^Ren， 

Yujie

A  f a c i l e  a p p r o a c h  t o  p r e p a r e  a 

microporous polycarbazole P-tetra（4-

（N-carbazolyl）phenyl）silane network 

with high CO2 storage and separation 

properties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150 SCI

Kang， Shi-Zhao^Bo， 

Linyuan^Li， 

Xiangqing^Mu， Jin

Facile Preparation of Fe3O4/Carbon 

Nanocomposite With High Lithium 

Storage Capacity

SYNTHESIS AND 

REACTIVITY IN 

INORGANIC METAL-

ORGANIC AND NANO-

METAL CHEMISTRY

151 SCI
Wei， Xu^Lu， 

Junzhu^Duan， Wei-Liang

Palladium-Catalyzed Asymmetric 

1，6-Addition of Diarylphosphines 

to Allylidenemalonates for Chiral 

Phosphine Synthesis

SYNTHESIS-

STUTTGART

152 SCI

Zhang， Er-Geng^Chen， 

Qiang^Wang， Qin-

Xue^Huang， Biao

P R O P E R T I E S  A N D  C U T T I N G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T i A l S i N 

COATING PREPARED BY CATHODE 

ARC ION PLATING

SURFACE REVIEW AND 

LETTERS

153 SCI

Jiang， Jibo^Feng， 

Chenqi^Qian， 

Wei^Yu， Libin^Ye， 

Fengying^Zhong， 

Qingdong^Han， Sheng

P R E P A R A T I O N  A N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ELECTRODEPOSITED Ni-NANO-

Cr2O3 COMPOSITE COATINGS

SURFACE REVIEW AND 

LETTER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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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SCI

Xie， Tao^Shen， Hui^Wu， 

Anhua^Man， Peiwen^Su， 

Liangbi^Shi， Zhong^Xu， 

Jiayue

Crystal growth， spin reorientation and 

magnetic anisotropy of YFe0.8Mn0.2O3 

single crystal

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S

155 SCI

Yao， Zi-Jian^Hong， 

Shibin^Zhang， Wei^Liu， 

Mengyan^Deng， Wei

Copper-ca ta lyzed  reg iose lec t ive 

hydroboration of terminal alkynes in 

aqueous medium

TETRAHEDRON 

LETTERS

156 SCI

Zhou， Yumei^Hagedorn， 

Frank^Zhou， 

Chunliang^Jiang， 

Xiaojie^Wang， Xiuxiu^Li， 

Mai-He

Experimental warming of a mountain 

tundra increases soil CO2 effluxes 

and enhances CH4 and N2O uptake at 

Changbai Mounta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157 SCI Li， Chun Lei^Ren， Yu Jie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novel dabigatran derivatives as thrombin 

inhibitors

RESEARCH 

ON CHEMICAL 

INTERMEDIATES

158 SCI Hu Xiao-jun^Zhang Zhi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Study 

of  Micellar Thiacalixarenes Self-

Assembled Fluorescent Chemosensor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159 SCI

Yang， Bobo^Xu， 

Jiayue^Zhang， Yan^Zeng， 

Haibo^Tian， Tian^Chu， 

Yaoqing^Pan， Yubai^Cui， 

Qingzhi

I m p r o v e m e n t  a n d  l u m i n e s c e n t 

mechanism of Bi4Si3O12 scintillation 

crystals by Dy3+ doping

NUCLEAR 

INSTRUMENTS &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A-ACCELERATORS 

SPECTROMETERS 

DETECTOR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160 SCI

Wang， Meng^Yang， 

Guang^Jin， Peng^Tang， 

Hao^Wang， 

Huanhuan^Chen， Yong

Highly hydrophilic poly（vinylidene 

f l u o r i d e ） / m e s o - t i t a n i a  h y b r i d 

mesoporous membrane for photocatalytic 

membrane reactor in water

SCIENTIFIC REPORTS

161 SCI

Shen， Ting^Li， 

Shuzhen^Wang， 

Zhenwei^Wang， Lei

Rare bi-wetting TiO2-F/SiO2/F-PEG 

fabric coating for self-cleaning and oil/

water separation

RSC ADVANCES

162 SCI

Cheng， Han-Wen^Li， 

Jing^Wong， Season^Zhong， 

Chuan-Jian

Assessment of aggregative growth of 

MnZn ferrite nanoparticles
NANOSCAL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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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SCI

Jiang， Jibo^Chen， 

Haotian^Zhu， Liying^Qian， 

Wei^Han， Sheng^Lin， 

Hualin^Wu， Huihui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electroless 

Ni-P-GO composite coatings

RSC ADVANCES

164 SCI

Du， Fan^Wu， 

Guisheng^Mao， 

Dongsen^Lu， Guanzhong

The role of zirconia in cobaltosic oxide 

catalysts for low-temperature CO 

oxidation

RSC ADVANCES

165 SCI

Wen， Wen^Li， 

Haibin^Chen， 

Xiaojing^Chang， 

Chengkang

Effect of sol aging time on the anti-

reflective properties of silica coatings 

templated with phosphoric acid

Results in Physics

166 SCI

Sun， Zuosong^Shen， 

Shaodian^Ma， 

Limeng^Mao， Dongsen^Lu， 

Guanzhong

Controlled synthesis of N-doped carbon 

sphere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for 

supercapacitors

RSC ADVANCES

167 SCI

Chen， Gui-E^Wu， 

Qiong^Sun， Wei-

Guang^Xu， Zhen-

Liang^Xu， Sun-Jie^Zhu， 

Wei-Wei^Zheng， Xiao-

Peng

Synergy of  graphene oxide-silver 

nanocomposite and amphiphilic co-

polymer F127 on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and permeability of PVDF membrane

RSC ADVANCES

168 SCI

Yu， Ningbo^Huang， 

Qi^Fu， Ning^Ren， Jifu^Lu， 

Deli^Han， Sheng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novel 

enhanced 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s 

based on graphene constructed self- 

assembled Co3O4 microspheres

RSC ADVANCES

169 SCI

Chen， Gui-E^Zhu， Wei-

Wei^Xu， Sun-Jie^Xu， 

Zhen-Liang^Shen， 

Qian^Sun， Wei-

Guang^Wu， Qiong^Zheng， 

Xiao-Peng

A PVDF/PVB composite UF membrane 

improved by F-127-wrapped fullerene 

for protein waste-water separation

RSC ADVANCES

170 SCI

Liu， Linyan^Cheng， 

Yao^Liu， Zhifu^Minh 

Ngoc Ha^Guo， 

Qiangsheng^Zhao， Zhe

Thermochemical conversion of CO2 into 

CH4 using oxygen deficient NiFe2O4-

delta with unique selectivity

RSC ADVANCES

171 SCI

Hu， Zhou^Niu， Yuge^Liu， 

Jie^Li， Yanfang^Yu， 

Liangli （Lucy）^Zhang， 

Hua^Xu， Yi

Immunomodulation activity of alkali 

extract polysaccharide from Plantago 

asiatic L. seeds

RSC ADVANCE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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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SCI

Yu， Jun^Mao， 

Dongsen^Ding， Dan^Lu， 

Guanzhong

Synthesis of C-2 oxygenates from syngas 

over Rh-Mn-Li/SiO2 catalysts ： effect 

of supports prepared using different 

ammonia concentrations

RSC ADVANCES

173 SCI

Yao， Zi-Jian^Li， 

Kuan^Zhang， Jian-

Yong^Deng， Wei

[NO]- and [NN]-coordination mode 

rhodium complexes based on a flexible 

ligand ： synthesis， reactivity and 

catalytic activity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174 SCI

Zhang， Kai^Hou， Jing-

Shan^Liu， Bo-Mei^Zhou， 

Yang^Yong， Zi-Jun^[ 等 ]

S u p e r b r o a d  n e a r - i n f r a r e d 

photoluminescence covering the second 

biological window achieved by bismuth-

doped oxygen-deficient gadolinium 

oxide

RSC ADVANCES

175 SCI
Zhou， Dan^Chen， 

Jianbo^Xu， Yi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p o t e n t i a l 

quinoxalinone-based aldose reductase 

inhibitors by 3D-QSAR， molecular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RSC ADVANCES

176 SCI

Du， Yahui^Tang， 

Yufeng^Huang， 

Fuqiang^Chang， 

Chengkang

Prepar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free-

standing nano-LiFePO4/graphene 

composite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m 

ion battery

RSC ADVANCES

177 SCI

Liu， Jinbao^Liu， 

Yilin^Ai， Yani^Chen， 

Hongyan^Feng， 

Chenqi^Yu， Ningbo^Fu， 

Ning^Han， Sheng^Lin， 

Hualin

N-Doped  carbon  decora ted  w i th 

molybdenum disulfide with excellent 

e lec t rochemica l  per fo rmance  fo r 

lithium-ion batteries

RSC ADVANCES

178 SCI

Sun， Guofeng^Cheng， 

Fengkai^Tao， 

Ruiheng^Sun， 

Yuxing^Pan， Jinpeng^Zhu， 

Yaohua^Wang， 

Zhonghua^Wu， 

Fanhong^Yin， Yan

Superacid-catalyzed tandem Meyer-

Schuster rearrangement/intramolecular 

hydroamination of o-anilinopropargyl 

a l coho l s  f o r  the  syn thes i s  o f  2，

3-dihydro-4（1H）-quinolones

SYNTHETIC 

COMMUNICATIONS

179 SCI

Liu， Baobao^Xiao， 

Xiuzhen^Yu， Jun^Mao， 

Dongsen^Lu， Guanzhong

Influence of synthesis conditions on the 

morphologies of ReBO3 microstructures 

and white light emission of YBO3 ：

Eu3+ phosphors prepared by an oleic 

acid-assisted hydrothermal method

RSC ADVANCE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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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SCI

Zhou， Fanyun^Du， 

Xuexun^Yu， Jun^Mao， 

Dongsen^Lu， Guanzhong

Highly water-resistant carbon nanotube 

supported PdCl2-CuCl2 catalysts for low 

temperature CO oxidation

RSC ADVANCES

181 SCI

Ding， Fang^Wu， 

Fanhong^Tian， 

Qingqing^Guo， 

Lingling^Wang， Jing^Xiao， 

Fanhua^Yu， Yanyan

A tumor-targe t ing  drug  de l ivery 

s y s t e m  b a s e d  o n  c y c l i c  N G R -

m o d i f i e d ， c o m b r e t a s t a t i n  A 4 -

loaded， functionalized graphene oxide 

nanosheets

RSC ADVANCES

182 SCI

Hong， Cheng Yang^Sheng， 

Zhao Min^Hu， Ming 

Hui^Dai， Xian You^Chang， 

Cheng Kang^Chen， Qi 

Zhong^Zhang， Dong Yun

Thin-walled graphitic nanocages with 

nitrogen-doping as superior performance 

anode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RSC ADVANCES

183 SCI

Fu， Xue^Li， 

Jianhui^Wang， 

Lianyan^Wu， Bing^Xu， 

Xu^Deng， Zongwu^Zhang， 

Hailu

Pharmaceutical crystalline complexes of 

sulfamethazine with saccharin ： same 

interaction site but different ionization 

states （vol 6， pg 26474， 2016）

RSC ADVANCES

184 SCI

Sun， Chao^Mao， 

Dongsen^Han， 

Lupeng^Yu， Jun

Ef fec t  o f  p repara t i on  method  on 

performance of Cu-Fe/SiO2 catalysts for 

higher alcohols synthesis from syngas

RSC ADVANCES

185 SCI

Wu， Hongwei^Chen， 

Yayun^Rao， Caihui^Fan， 

Dongli^Wei， 

Huazheng^Liu， 

Chuanxiang

A selective fluorescent and colorimetric 

probe for cyanide based on dual-

site controlled intramolecular charge 

transfer-photoinduced electron transfer-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TETRAHEDRON 

LETTERS

186 SCI

Liu， Minmin^Hou， 

Li-an^Li， Qi^Hu， 

Xiaojun^Yu， Shuili

H e t e r o g e n e o u s  d e g r a d a t i o n  o f 

tetracycline by magnetic Ag/AgCl/

modified zeolite X-persulfate system 

under visible light

RSC ADVANCES

187 SCI

Tian， Qingqing^Ding， 

Fang^Guo， 

Lingling^Wang， Jing^Wu， 

Fanhong^Yu， Yanyan

Targeted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with peptide ligand for oral delivery of 

atorvastatin calcium

RSC ADVANCES

188 SCI

Zhao， Dan^Sun， 

Bing^Li， Xiangqing^Qin， 

Lixia^Kang， 

Shizhao^Wang， Dong

Promoting visible light-driven hydrogen 

evolution over CdS nanorods using 

earth-abundant CoP as a cocatalyst

RSC ADVANCE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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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SCI
Wang Dong^Wang Peng^Li 

Meizi^Zhang Bo

A Topic Space Oriented User Group 

Discovering Scheme in Social Network ： 

A Trust Chain Based Interest Measuring 

Perspective

SCIENTIFIC 

PROGRAMMING

190 SCI

Fu， Xue^Li， 

Jianhui^Wang， 

Lianyan^Wu， Bing^Xu， 

Xu^Deng， Zongwu^Zhang， 

Hailu

Pharmaceutical crystalline complexes of 

sulfamethazine with saccharin ： same 

interaction site but different ionization 

states

RSC ADVANCES

191 SCI

Zhou， Jiajia^Zhang， 

Ye^Wu， Guisheng^Mao， 

Dongsen^Lu， Guanzhong

Influence of the component interaction 

over Cu/ZrO2 catalysts induced with 

fractionated precipitation method on the 

catalytic performance for methanol steam 

reforming

RSC ADVANCES

192 SCI

Feng， Chenqi^Qian， 

Wei^Liu， Jinbao^Han， 

Sheng^Fu， Ning^Ye， 

Fengying^Lin， 

Hualin^Jiang， Jibo

Ef fec t  o f  u l t rason ica t ion  on  Ni-

M o  c o a t i n g s  p r o d u c e d  b y  D C 

electroformation

RSC ADVANCES

193 SCI

Liu， Yilin^Liu， 

Fan^Chen， Yanwei^Jiang， 

Jianzhong^Ai， Yani^Han， 

Sheng^Lin， Hualin

Self-assembled graphene coupled hollow 

structured gamma-Fe2O3 spheres 

with crystal of transition for enhanced 

supercapacitors

RSC ADVANCES

194 SCI

Si， Gaoshan^Zhang， 

Li^Han， Bing^Zhang， 

Hongye^Li， 

Xiangqing^[ 等 ]

Chromium complexes containing a 

tetradentate [OSSO]-type bisphenolate 

ligand as a novel family of catalysts for 

the copolymerization of carbon dioxide 

and 4-vinylcyclohexene oxide

RSC ADVANCES

195 SCI

Huang， Qi^Wang， 

Jinzuan^Liu， Fan^Chang， 

Xing^Chen， Hongyan^Lin， 

Hualin^Han， Sheng

G r a p h e n e - c o n s t r u c t e d  f l o w e r -

l i k e  p o r o u s  C o （ O H ）（ 2 ） w i t h 

tunable hierarchical morphologies for 

supercapacitors

RSC ADVANCES

196 SCI

Guo， Haiyang^Liu， 

Yan^Xi， Yukun^Xu， 

Chun^Lv， Qing

Investigation on high performance LiFePO4 

nanoplates with the {010} face prominent for 

lithium battery cathode materials

SOLID STATE IONICS

197 SCI

Zhang， Xianhui^Li， 

Shuai-Shuai^Wang， 

Liang^Xu， Lubin^Xiao， 

Jian^Liu， Zhen-Jiang

2-Methylquinoline promoted oxidative 

ring-opening of N-sulfonyl aziridines 

with DMSO ： facile synthesis of alpha-

amino aryl ketones

TETRAHEDRON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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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SCI

Li， Fei^Jiang， 

Jianzhong^Wang， 

Xinjing^Liu， Fan^Wang， 

Jinzuan^Chen， 

Yanwei^Han， Sheng^Lin， 

Hualing

Assembly  o f  TiO2/graphene wi th 

macroporous 3D network framework as 

an advanced anode material for Li-ion 

batteries

RSC ADVANCES

199 SCI
Tang， You-Qi^Zhang， 

Deng-Bo^Gao， Jia-Ming

Parametric and internal resonance of 

axially accelerating viscoelastic beams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longitudinally 

varying tensions

NONLINEAR DYNAMICS

200 SCI

Liu， Chaoheng^Guo， 

Xiaoming^Guo， 

Qiangsheng^Mao， 

Dongsen^Yu， Jun^Lu， 

Guanzhong

M e t h a n o l  s y n t h e s i s  f r o m  C O 2 

hydrogenation over copper catalysts 

supported on MgO-modified TiO2

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SIS 

A-CHEMICAL

201 SCI

Wang Wei-han^Cheng 

Dao-lai^Liu Tao^Liu Ying-

hao

Performance comparison for oil-water 

heat transfer of circumferential overlap 

trisection helical baffle heat exchanger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2 SCI

Cai， Lixin^Wang， 

Liancheng^Kang， 

Shizhao^Geng， 

Yanfang^Deng， Ke^Zheng， 

Qiyu^Zeng， Qingdao

Supramolecular Self-Assembly of 

Hexaphenylbenzene Derivatives with 

Di f fe ren t  Symmet ry  and  Number 

of Carboxylic Acid at Liquid/Solid 

Interfaces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3 SCI

Hou， Meifang^Chu， 

Yaofei^Li， Xiang^Wang， 

Huijiao^Yao， Weikun^Yu， 

Gang^Murayama， 

Seiichi^Wang， Yujue

Elect ro-peroxone  degradat ion  o f 

diethyl phthalate ： Cathode selection， 

operational parameters， and degradation 

mechanisms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4 SCI
Yu， Hai-Yan^Wang， 

Li^McCarthy， Kathryn L.

Character izat ion of  yogurts  made 

with milk solids nonfat by rheological 

behavior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205 SCI Xu Jia-Yu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Luminescent 

Materials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

206 SCI

Wang Mei-Ling^Xu Jia-

Yue^Zhang Yan^Chu Yao-

Qing^Yang Bo-Bo^Shen 

Hui^Tian Tian

Growth and Therm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Dy ： Bi4Si3O12 Crystals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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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SCI

Xu Jia-Yue^Wang Jie^Chen 

Wei^Xiao Xue-Feng^Yang 

Bo-Bo^Wang Zhan-

Yong^Li Fei^Xie Hui-Dong

Synthesis， Growth and Scintillation 

Properties of Large Size Bi4Si3O12 

Crystals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

208 SCI

Du， Yong^Cai， 

Kefeng^Shen， Shirley 

Z.^Yang， Weidong^Xu， 

Jiayue^Lin， Tong

ZnO flower/PEDOT ：PSS thermoelectric 

composite film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09 SCI

Shen， Hui^Cheng， 

Zhenxiang^Hong， 

Fang^Xu， Jiayue^Wang， 

Xiaolin^Wang， Jianli^Yu， 

Zheyin^Wang， Yuanxu

Structure， room temperature spin 

reorientation and i ts  dynamics in 

DyFe0.6Mn0.4O3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10 SCI

Fang， Yongzheng^Liu， 

Fengxin^Hou， 

Jingshan^Zhang， 

Yan^Zheng， 

Xinfeng^Zhang， 

Na^Zhao， Guoying^Liao， 

Meisong^Dai， 

Guozhang^Long， 

Mengqiu^Liu， Yufeng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blue 

light excited Ca8La2（PO4）（6）O-2： 

Eu3+ red phosphors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211 SCI

Meng Fang-Li^Zhang 

Dong-Yun^Chang Cheng-

Kang^Xu Jia-Yue^Kamzin， 

A. S.

S y n t h e s i s  a n d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Performance of LiFePO4/C Cathode 

Materials Using Fe Powder

JOURNAL OF 

INORGANIC 

MATERIALS

212 SCI

Li， Dan^Deng， Wei^Xu， 

Hu^Sun， Yinxing^Wang， 

Yuhong^Chen， 

Shouhui^Ding， Xianting

Elec t rochemical  Inves t iga t ion  o f 

Coenzyme Q（10） on Silver Electrode 

in Ethanol Aqueous Solution and Its 

Determination Using Differential Pulse 

Voltammetry

JALA

213 SCI

Zou， Jun^Yang， 

Bobo^Qian， Xinglu^Wang， 

Fengchao^Zhu， Siman^Li， 

Jierong

E f f e c t  o f  A l / G a  s u b s t i t u t i o n  o n 

photoluminescence and chromatic 

properties of Y3Al5-xGaxO12 ：Ce3+ 

phosphor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14 SCI Zhang， J. G.^Zhang， Y. F.

The effect of surface-treated titanium 

dioxide on the interfacial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reinforced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composite

JOURNAL OF 

THERMO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S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57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215 SCI Geng， Yongcai

Local  existence and singulari t ies 

formation for isothermal relativistic 

radiation hydrodynamics equations

JOURNAL OF 

HYPERBOL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16 SCI

Chen， Yongyue^Liu， 

Zhixiong^Han， 

Sheng^Han， Jin^Jiang， 

Daoyi

P o l y （ p r o p y l e n e  c a r b o n a t e ） 

polyurethane self-polishing coating for 

marine antifouling appl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17 SCI

Tian， Yonghong^Guo， 

Yiguang^Yang， 

Xuefang^Zhang， Wanping

Nanoemulsification of Ceramide-2 by 

Sodium Dilauramidoglutamide Lysine， a 

Novel Peptide-Based Gemini Surfactant

JOURNAL OF 

SURFACTANTS AND 

DETERGENTS

218 SCI
Nie Wenzhong^Qi Kang^Li 

Shaofeng^Zhang Lujie

Mechanical enhancement， morphology， 

a n d  c r y s t a l l i z a t i o n  k i n e t i c s  o f 

polyoxymethylene-based composites 

with recycled carbon fiber

JOURNAL OF 

THERMO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S

219 SCI Zhang Jianguo

Research on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silicon dioxide on the tribological 

proper t ies  o f  carbon f iber-f i l led 

polymethylmethacrylate composite

JOURNAL OF 

THERMO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S

220 SCI

Zhu， JianCai^Chen， 

Feng^Wang， 

LingYing^Niu， 

YunWei^Chen， 

HeXing^Wang， 

HongLin^Xiao， ZuoBing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Key Aroma 

Volati le Compounds in Cranberry 

（Vaccinium macrocarpon Ait.）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Olfactometry 

（GC-O） and Odor Activity Value 

（OAV）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21 SCI

Yang， Bobo^Xu， 

Jiayue^Zou， Jun^Zhang， 

Yan^Tian， Tian^Chu， 

Yaoqing^Wang， Meiling

Bridgman growth， luminescence and 

energy transfer studies of Tm3+ or/

and Dy3+ co-doped Bi4Si3O12 crystal 

phosphor

JOURNAL OF CERAMIC 

PROCESSING 

RESEARCH

222 SCI Zhang Jianguo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oxygen 

p lasma-trea ted  carbon  nanotube 

a n d  s i l i c o n  d i o x i d e - r e i n f o r c e d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composite film

JOURNAL OF 

THERMOPLASTIC 

COMPOSITE 

MATERIALS

223 SCI

Tian， Tian^Kong， 

Yongfa^Liu， Hongde^Liu， 

Shiguo^Li， Wei^Chen， 

Shaolin^Xu， Jingjun^Xu， 

Jiayue^Zeng， Haibo

Fabric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type lithium niobate crystals by 

molybdenum doping and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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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SCI Wang， Fei^Ren， Yu-Jie

Design， synthesis， biological evaluation 

and  mo lecu la r  dock ing  o f  nove l 

substituted 1-ethyl-1H-benzimidazole 

fluorinated derivatives as thrombin 

inhibitors

JOURNAL OF THE 

IRANIAN CHEMICAL 

SOCIETY

225 SCI
Shi Jun^Wen Kangmin^Cui 

Linli

Distribution and trend on consecutive 

days of severe weathers in China during 

1959-2014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26 SCI

Zhang， Dongyun^Shi， 

Mingming^Sun， 

Yiwen^Guo， 

Yunyun^Chang， 

Chengkang

Long afterglow property of Er+3 doped 

Ca2SnO4 phosphor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27 SCI

Zou， Jun^Yang， 

Bobo^Zhu， Siman^Li， 

Jierong^Wang， Fengchao

Enhancement of thermal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BaxSr2-xSiO4 ：Eu2+ 

phosphors by Ba2+ dop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28 SCI
Sun Pengzhe^Chen 

Donghui

Electrochemical degradation of reactive 

brilliant red X-3B with the （CeO2/C）-

beta-PbO2-PTFE composite electrode

JOURNAL OF RARE 

EARTHS

229 SCI Cui， Qingzhi^Xu， Jiayue

Synthesis and highly efficient defect-

related UV-blue band luminescence of 

KY3F10 nanocrystal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30 SCI

Zhang， Wenlong^Yin， 

Xin^Liu， Yufeng^Zhang， 

Na^Zhao， Guoying^Hou， 

Jingshan^Fang， Yongzheng

Red emission enhancement by strong 

electronegativity in Na5Y4（SiO4）（4）F：

Eu3+ phosphor for white light-emitting 

diode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31 SCI

Zhang， Na^Qi， Peng^Ding， 

Yan-Hua^Huang， 

Cheng-Jie^Zhang， Jian-

Yong^Fang， Yong-Zheng

A novel reduction synthesis of the 

graphene/Mn3O4 nanocomposite for 

supercapacitors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232 SCI

Han， Sheng^Wang， 

Chi^Huang， 

Yanshan^Jiang， 

Jianzhong^Huang， 

Yinjuan^Xu， Zhixiao^Wu， 

Dongqing

Graphene frameworks supported cobalt 

oxide with tunable morphologies for 

enhanced lithium storage behavior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59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233 SCI

Zhu， Feng^Li， 

Cuiping^Minh Ngoc 

Ha^Liu， Zhifu^Guo， 

Qiangsheng^Zhao， Zhe

Molten-salt synthesis of Cu-SrTiO3/

TiO2 nanotube heterostructures for 

phot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34 SCI

Wu， Junhui^Liu， Zhen-

Jiang^Chen， Qing-

Yun^Liu， Chao

An optimized condition for practical 

and scalable hydrodeiodination of 

perfluoroalkyl iodides

JOURNAL OF FLUORINE 

CHEMISTRY

235 SCI

Wang， Zhanyong^Yang， 

Wenya^Zhou， 

Zhipeng^Jin， Minglin^Xu， 

Jiayue^Sui， Yanli

Preparation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La-Substituted Strontium Hexaferrite by 

Microwave-Assisted Sol-Gel Method

JOUR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NOVEL 

MAGNETISM

236 SCI

Zhou， Yiming^Xie， 

Fan^Zhou， Xiaoli^Wang， 

Yuqiang^Tang， Wen^Xiao， 

Ying

Effects of Maillard reaction on flavor and 

safe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 roast 

duck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37 SCI

Yang， BoBo^Zou， 

Jun^Wang， 

FengCao^Zhang， 

Canyun^Xu， Jiayue^Li， 

Long^Sun， Luanhong

Optical  and rel iabil i ty propert ies 

studies of green YAG phosphors by Ga 

substitution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38 SCI

Zhu， Guangyong^Xiao， 

Zuobing^Zhou， 

Rujun^Zhu， Guangxu^Niu， 

Yuwei

Kinetics and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menthyl acetate from its  beta-

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lex by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INCLUSION 

PHENOMENA AND 

MACROCYCLIC 

CHEMISTRY

239 SCI

Zhang， Zhijie^Zheng， 

Tingting^Xu， Jiayue^Zeng， 

Haibo

Polythiophene/Bi2MoO6 ： A novel 

conjugated polymer/nanocrystal hybrid 

composite for photocatalysi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40 SCI

Mao， Haifang^Wang， 

Lizhi^Zhao， Feifei^Wu， 

Jianxin^Huo， Haohua^Yu， 

Jun

Cobalt-catalyzed Aerobic Oxidation of 

Eugenol to Vanillin and Vanillic Acid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241 SCI
Zhang Wenwen^Chen 

Donghui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eO2 

hollow spheres and nanoparticles

JOURNAL OF RARE 

EARTHS

242 SCI
Zhang， Yanxia^Han， 

Jianwei^Liu， Zhen-Jiang

Palladium-Catalyzed Double-Suzuki-

Miyaura  Reac t ions  Us ing  Cyc l ic 

D ibenz i odon iums ： Syn thes i s  o f 

o-Tetraaryls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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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SCI
An， Yulian^Kim， Chan-

Gyun^Shi， Junping

Exact multiplicity of positive solutions 

for a p-Laplacian equation with positive 

convex nonlinearity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44 SCI

Ma， Zhong-lin^Yan， 

Xiao-jing^Zhao， 

Lei^Zhou， Jiu-jiu^Pang， 

Wan^Kai， Zhen-peng^Wu， 

Fan-hong

Combretastatin A-4 and Derivatives ： 

Potential Fungicides Targeting Fungal 

Tubuli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45 SCI Hu， Jing^Deng， Weijun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for leather processing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46 SCI
Sun， Yingxin^Mao， 

Xinfeng^Pei， Supeng

A two-layer ONIOM study of thiophene 

cracking catalyzed by proton-and 

cation-exchanged FAU zeolite

JOURNAL OF 

MOLECULAR 

MODELING

247 SCI Huang， C.^Duan， J. -S.

S T E A D Y - S T A T E  R E S P O N S E 

TO PERIODIC EXCITATION IN 

FRACTIONAL VIBRATION SYSTEM

JOURNAL OF 

MECHANICS

248 SCI

Sun， Luanhong^Zou， 

Jun^Xu， Jiayue^Yang， 

Bobo^Li， Long

Nonpolar m-plane GaN-based light-

emitting diodes on LiAlO2 （100） 

substrate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49 SCI

Wang， Xiuting^Wang， 

Zhanyong^Yang， 

Wenya^Wang， 

Tianpeng^Chen， Qizhong

Fabrication of Co2Ni8/CNTs Alloy 

Hollow-nanostructured Microspheres ： 

Facile Synthesis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JOUR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NOVEL 

MAGNETISM

250 SCI

Cheng， Man^Jiang， 

Guojian^Wu， Liang^Duan， 

Li^Peng， Wei^Xiao， 

Qing^He， Changfu

Y F e O 3  w i t h  （ 2 0 2 ） - P r e f e r r e d 

Orientation Synthesized by Hydrothermal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Magnetic 

Properties

JOUR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NOVEL 

MAGNETISM

251 SCI Pan， Yuna^Chen， Jin

The changes of  complexity in th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rocess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

252 SCI

Chen， Hai-Feng^Dong， 

Ming-Hui^Ren， Yu-

Jie^Wang， Fei

Design， synthesis， biological evaluation 

and molecular docking studies of 

dabigatran analogs as potential thrombin 

inhibitors

JOURNAL OF THE 

IRANIAN CHEMICAL 

SOCIET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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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SCI

Xiao， Zuobing^Fan， 

Binbin^Niu， Yunwei^Wu， 

Minling^Liu， Junhua^Ma， 

Shengtao

Cha rac t e r i z a t i on  o f  odo r-ac t i ve 

compounds of various Chrysanthemum 

essential oils by gas chromatography-

olfactometr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ensory attributes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ANALYTICAL 

TECHNOLOGIES IN THE 

BIO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254 SCI

Liu， Xuhui^Ye， Dun^Gao， 

Xiaoli^Li， Fang^Sun， 

Meng^Zhang， Hui^Tu， 

Tiangang^Yu， Hao

Normal force for static and steady shear 

mode in magnetorheological fluid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255 SCI

Xiao， Zuobing^Feng， 

Nienie^Zhu， 

Guangyong^Niu， Yunwei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itral-

monochlorotriazine-beta-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lex nanocapsule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256 SCI
Du， Yahui^Tang， 

Yufeng^Chang， Chengkang

Hollow Carbon Cloth Enhances the 

Performance of Red Phosphorus for 

Flexible Lithium Ion Battery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257 SCI

Chen， Su-Fen^Liang， 

Ke^Yin， Dong-Mei^Ni， 

Di-An^Zhang， Zhi-

Guo^Ruan， Yong-Ling

Ectopic expression of a tobacco vacuolar 

invertase inhibitor in guard cells confers 

drought tolerance in Arabidopsis

JOURNAL OF 

ENZYME INHIBITION 

AND MEDICINAL 

CHEMISTRY

258 SCI
Fei， Yu^Yong， Li^Sheng， 

Han^Jie， Ma

Adsorptive removal of ciprofloxacin 

by sodium alginate/graphene oxide 

composite beads from aqueous solution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259 SCI

Tian， Yonghong^Chen， 

Lianghong^Zhang， 

Wanping

Influence of Ionic Surfactants on the 

Properties of Nanoemulsions Emulsified 

by Nonionic Surfactants Span 80/Tween 

80

JOURNAL OF 

DISPER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60 SCI
Tian， Yonghong^Guo， 

Yiguang^Zhang， Wanping

Effect of Oil Type， Aliphatic Alcohol， 

and Ionic Surfactants on the 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Ceramide-2 Enriched 

Nanoemulsions

JOURNAL OF 

DISPER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61 SCI

Wang， Lichao^Wang， 

Yu^Cheng， Yao^Liu， 

Zhifu^Guo， 

Qiangsheng^Minh Ngoc 

Ha^Zhao， Zhe

Hydrogen-treated mesoporous WO3 as a 

reducing agent of CO2 to fuels （CH4 and 

CH3OH） with enhanced photothermal 

catalyt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62 SCI

Jia， Hongjiao^Chen， 

Lianghong^Jia， 

Bing^Zhang， Wanp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Phase-Inversion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F a t t y  A l c o h o l 

Ethoxylates

JOURNAL OF 

DISPER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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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SCI

Ning， Pengpeng^Wang， 

Lei^Wang， Wenya^Li， 

Shuzhen^Ye， Zixin

Tribological Studies on Two Novel 

Borate Esters with Nitrogen-Containing 

Heterocyclic and Alkanolamide as 

Multifunctional Additives in Rapeseed 

Oil

JOURNAL OF 

DISPER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64 SCI

Zhang， Xiaoliang^Shen， 

Qian^Shen， Xiaobo^Zhang， 

Zhikai^Xu， Sunjie^Ye， 

Shengjun

Minimum ignition energy of medicinal 

powder - Florfenicol and Tilmicosin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

265 SCI

Sun， Xiaoling^Zhang， 

Xinhui^Cao， 

Xiaoyan^Zhao， Xiaoyan

Optimization of Reaction Conditions 

for Cyclohexane to Cyclohexanone 

with t-Butylhydroperoxide Over CuCl2 

Loaded with Activated Carbon

JOURNAL OF THE 

BRAZILIAN CHEMICAL 

SOCIETY

266 SCI

Zheng， Yu-Ling^Mao， 

Dong-Sen^Sun， Shuai-

Shuai^Fu， Guang-Ying

Solvothermal synthesis in ethylene glycol 

and catalytic activity for CO oxidation of 

CuO/CeO2 catalyst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67 SCI

Shi， Yanjiao^Liu， 

Yunxiang^Zhang， Qing^Yi， 

Yugen^Li， Wenju

S a l i e n c y - b a s e d  a b n o r m a l  e v e n t 

detection in crowded scenes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268 SCI
Zhang， Qing^Lin， 

Jiajun^Li， Xiaodan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via Structure 

Extraction and Region Contras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69 SCI

Sun， Kai^Fang， 

Chao^Yang， 

Weicheng^Xu， 

Zhongjie^Wang， 

Haoran^Sun， Wen^Luo， 

Yong^Xu， Yi

Efficient synthesis of D-6-clenproperol 

and D-6-cimaterol using deuterium 

isopropylamine as labelled precursor

JOURNAL OF LABELLED 

COMPOUNDS & 

RADIOPHARMA-

CEUTICALS

270 SCI

Kong， Jinfang^Fan， 

Donghua^Zhang， 

Canyun^Xu， Jiayue

Quadrangular ZnO ：Cu nanocombs ： 

mechanism and optical propertie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71 SCI

Yu， Jun^Mao， 

Dongsen^Ding， Dan^Guo， 

Xiaoming^Lu， Guanzho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effects of Mn and 

Li on the mechanistic pathway for CO 

hydrogenation on Rh-Mn-Li/SiO2 

catalysts

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SIS 

A-CHEMICA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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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SCI

Cheng， Man^Jiang， 

Guojian^Yang， 

Wenqian^Duan， Li^Peng， 

Wei^Chen， Jiang^Wang， 

Xiaojian

Study of Y1-xErx，FeO3 （0 <= x <= 1） 

powder synthesized by sol-gel method 

and their magnetic properties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273 SCI

Xie， Tao^Shen， Hui^Zhao， 

Xiangyang^Man， 

Peiwen^Wu， Anhua^Su， 

Liangbi^Xu， Jiayue

S ing le  c rys ta l  g rowth， magne t ic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perovskite 

YFe0.6Mn0.4O3 single crystal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274 SCI

Wang， Lei^Wen， 

Ming^Wang， 

Wenya^Momuinou， 

Nchare^Wang， 

Zhenwei^Li， Shuzhen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ollutants using rGO supported TiO2-

CdS composite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75 SCI

Xu， Tao^Xu， 

Pengcheng^Zheng， 

Dan^Yu， Haitao^Li， 

Xinxin

M e t a l - O r g a n i c  F r a m e w o r k s  f o r 

Resonant-Gravimetric Detection of 

Trace-Level Xylene Molecules

ANALYTICAL 

CHEMISTRY

276 SCI

Wang， Lei^Wang， 

Wenya^Mominou， 

Nchare^Liu， Luoxin^Li， 

Shuzhen

U l t r a - d e e p  d e s u l f u r i z a t i o n  o f 

gasoline through aqueous phase in-

situ hydrogenation and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77 SCI
Kong， J. F.^Fan， D. 

H.^Shen， W. Z.

Anharmonicity effects in Cu-doped ZnO 

nanocombs by temperature-dependent 

Raman scattering

APPLIED PHYSICS 

A-MATERIALS SCIENCE 

&PROCESSING

278 SCI

Wu， Liang^Qiu， 

Zhihao^Zhou， Ya^Du， 

Yuping^Liu， Chaonan^Ye， 

Jing^Hu， Xiaojun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on the cyanobacterium 

Microcystis aeruginosa

AQUATIC TOXICOLOGY

279 SCI

Wu， Yunlong^Hu， 

Junchi^Ding， Hong^Chen， 

Limin^Zhang， 

Yuanyuan^Liu， 

Rongfeng^Xu， Pan^Du， 

Daohai^Lu， Wenchao^Liu， 

Jingqiu^Liu， Yan^Liu， 

Yu-Chih^Lu， 

Junyan^Zhang， Jin^Yao， 

Zhiyi^Luo， Cheng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EZH2 inhibitors 

through pharmacophore-based virtual 

screening and biological assays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续表）



464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280 SCI

Huangfu， Jiaojiao^Mao， 

Dongsen^Zhai， 

Xiaolong^Guo， Qiangsheng

Remarkably enhanced stabili ty of 

HZSM-5 zeolite co-modified with 

alkal ine and phosphorous for  the 

selective conversion of bio-ethanol to 

propylene

APPLIED CATALYSIS 

A-GENERAL

281 SCI
Wang， Fei^Ren， Yu-

Jie^Dong， Ming-Hui

Molecular  design， synthesis  and 

anticoagulant activity evaluation of 

fluorinated dabigatran analogues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82 SCI

Ge， Riyue^Li， 

Xiangqing^Kang， Shi-

Zhao^Qin， Lixia^Li， 

Guodong

Highly  e f f ic ient  graphene ox ide/

porphyrin photocatalysts for hydrogen 

evolution and the interfacial electron 

transfer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283 SCI
Yu， L. H.^Wang， Q. 

C.^Zhao， J.^Wu， L. Y.

E FFE C T  OF  URE A M E LAM INE 

M O L A R  R A T I O  O F 

MICROENCAPSULATED PHASE 

CHANGE MATERIALS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284 SCI

Zhao， Jie^Wang， 

Qingcheng^Yu， Lihui^Wu， 

Liyan

Influence of the biogas reburning for 

reducing nitric oxide emissions in an 

alundum-tube reacto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85 SCI

Zhang， Dongwei^Yang， 

Jiayi^Ye， Jing^Xu， 

Lurong^Xu， Hanchu^Zhan， 

Shenshan^Xia， 

Bing^Wang， Lumei

Colorimetric detection of bisphenol 

A based on unmodified aptamer and 

cat ionic polymer aggregated gold 

nanoparticles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286 SCI

Zhu， Long^Qiu， 

Xiang^Luo， Jianping^Liu， 

Yulu

Scale properties of turbulent transport 

and coherent structure in stably stratified 

flow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287 SCI

Tang， Youqi^Zhang， 

Dengbo^Rui， 

Mohan^Wang， Xin^Zhu， 

Dicheng

Dynamic stability of axially accelerating 

viscoelastic plates with longitudinally 

varying tension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288 SCI

Li， Dan^Jia， 

Shaojie^Fodjo， Essy 

Kouadio^Xu， Hu^Wang， 

Yuhong^Deng， Wei

In situ SERS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s tudies  on the pH-

dependant adsorption of anthraquinone-

2-carboxylic acid on silver electrode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89 SCI Wang， Na^Han， Maoan
Slow-fast dynamics of Hopfield spruce-

budworm model with memory effects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465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290 SCI

Guo， Chunfeng^Lin， 

Xiaoyan^Hu， Anduo^Zou， 

Jun

I m p r o v e d  p h a s e - m e a s u r i n g 

deflectometry for aspheric surfaces test
APPLIED OPTICS

291 SCI

Li， Zhijun^Jin， 

Shuangling^Zhang， 

Rui^Shao， Xia^Zhang， 

Shimin^Jiang， Ning^Jin， 

Minglin^Meng， 

Tingting^Mu， Yanhan

A d s o r p t i o n  o f  t h i o p h e n e ， 

dibenzothiophene， and 4，6-dimethyl 

dibenzothiophene on activated carbons

ADSORP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92 SCI
Duan， Junsheng^Li， 

Zongxue^Liu， Jinyuan

Pu l l - i n  i n s t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e s  f o r 

NEMS actuators with quartic shape 

approximatio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293 SCI

Zhou， Qin^Kang， Shi-

Zhao^Li， Xiangqing^Qin， 

Lixia^Mu， Jin

A facile self-assembled film assisted 

prepara t ion  o f  CuGaS2 u l t ra th in 

films and their high sensitivity to 

L-noradrenaline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94 SCI
Pang， Xiaoying^Pasquali， 

Anna^Grebel， Eva K.

THE GRAY EXTINCTION OF THE 

IONIZING CLUSTER IN NGC 3603 

FROM ULTRAVIOLET TO OPTICAL 

WAVELENGTHS

ASTRONOMICAL 

JOURNAL

295 SCI

An， T.^Cui， Y. 

-Z.^Gabanyi， K. E.^Frey， 

S.^Baan， W. A.^Zhao， W.

Radio properties of the gamma-ray 

emitting CSO candidate 2234+282

ASTRONOMISCHE 

NACHRICHTEN

296 SCI
Wang， Changhong^Zhu， 

Hehua

Combination of Kriging methods and 

multi-fractal analysis for estima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otechnical 

parameters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97 SCI

Dong， Ming-Hui^Chen， 

Hai-Feng^Ren， Yu-

Jie^Shao， Fang-Ming

Molecular modeling studies，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dabigatran 

analogues as thrombin inhibitors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98 SCI

Jia， Shaojie^Li， 

Dan^Fodjo， Essy 

Kouadio^Xu， Hu^Deng， 

Wei^Wu， Yue^Wang， 

Yuhong

Simultaneous preconcentration and 

ultrasensitive on-site SERS detection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seawater using hexanethiol-modified 

silver decorated graphene nanomaterials

ANALYTICAL METHODS

299 SCI

Han， Sheng^Liu， 

Yafeng^Zhang， 

Shicheng^Luo， Gang

Reactor performanc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of biogas reactors ： effects 

of inoculum sources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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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SCI
Wang Cheng-Xian^Yu 

Fei^Ma Jie

Applications of Graphene-Based Hybrid 

Material as Electrodes in Microbial Fuel 

Cells

ACTA PHYSICO-

CHIMICA SINICA

301 SCI

Liu， Chaonan^Pan， 

Dongyu^Tang， Xiaoyan^Hou， 

Meifang^Zhou， Qi^Zhou， 

Jian

Degradation of Rhodamine B by the 

alpha-MnO2/Peroxymonosulfate System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302 SCI

Han， Jianqiu^Wang， 

Haiyan^Zhou， 

Yumei^Zhou， Chunliang

Sodium uptake of Iris wilsonii and its 

photosynthetic responses to high-salinity 

stress in microcosm submerged beds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03 EI

Sun， Shuaishuai （1）； 

Mao， Dongsen （1）； 

Yu， Jun （1）

Enhanced CO oxidation activity of CuO/

CeO<inf>2</inf>catalyst prepared by 

surfactant-assisted impregnation method

J Rare Earth

304 EI

Yang， BoBo （1）； Zou， 

Jun （1）； Wang， FengCao 

（1）； Zhang， Canyun （1）； 

Xu， Jiayue （2）； Li， Long 

（2）； Su

Optical  and rel iabil i ty propert ies 

studies of green YAG phosphors by Ga 

substitution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305 EI

Cheng， Han-Wen （1， 2）； 

Lim， Stephanie I. （2）； 

Fang， Weiqin （2）； Yan， 

Hong （2， 3）； Skeete， 

Zakiya （2）

Assessing Interparticle J-Aggregation of 

Two Different Cyanine Dyes with Gold 

Nanoparticles and Their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J. Phys. Chem. C

306 EI
Hu， Jing （1）； Deng， 

Weijun （2）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for leather processing
J. Clean. Prod.

307 EI

Liu， Qihui （1）； Liu， 

Yufeng （1）； Dai， 

Guozhang （2）； Tian， Li 

（3）； Xu， Jiayue （1）； 

Zhao， Guoying （1）；

S i z e - c o n t r o l l a b l e  s y n t h e s i s  o f 

hierarchical  copper carbodiimide 

microcrystals and their pronounced 

photoelectric response under visible light

Appl Surf Sci

308 EI

Ye， Fengying （1）； Feng， 

Chenqi （1）； Fu， Ning 

（1）； Wu， Huihui （1）； 

Jiang， Jibo （1）； Han， 

Sheng （1）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f  g r a p h e n e  o x i d e /

lanthanum-modified carbon paste 

electrode for the selective determination 

of dopamine

Appl Surf Sci

309 EI

Liu， Minmin （1， 2）； 

An， Dong （1）； Hou， Li-

An （2）； Yu， Shuili （2）； 

Zhu， Yongqiang （1）

Zero valent iron particles impregnated 

zeolite X composites for adsorption of 

tetracycline in aquatic environment

RSC Adv.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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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EI

Niu， Xue-Jiao （1）； Xu， 

Jia-Yue （1）； Zhou， Ding 

（1）； Wang， Shu-Xian 

（2）； Zhang， Huai-Jin （2）

Synthesis and growth of Ce，Pr Wuji Cailiao Xuebao

311 EI

Qi， Peng （1）； Hou， 

Jingshan （1）； Zhang， Na 

（1）； Li， Wenyao （2）； 

Fang， Yongzheng （1）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MnO<inf>2</inf>nanostructures

Mater Lett

312 EI

Wang， Wenjiu （1）； 

Kang， Shi-Zhao （1）； 

Wang， Dong （2）； Li， 

Xiangqing （1）； Qin， 

Lixia （1）； Mu， Jin （1）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eosin y and 

rhodamine B on a photoelectrode coated 

with Pt nanoparticle-decorated graphene

RSC Adv.

313 EI

Yao， Yongxin （1）； Liu， 

Liwan （2， 3）； Zhang， 

Yu （2）； Chen， Danping 

（1， 2）； Fang， Yongzheng 

（1）； Zhao，

Optical properties of Ce<sup>3+</

sup>doped fluorophosphates scintillation 

glasses

Opt Mater

314 EI

Xiao， Zuobing （1， 2）； 

Fan， Binbin （1）； Niu， 

Yunwei （1）； Wu， 

Minling （1）； Liu， Junhua 

（1）； Ma， Shengt

Cha rac t e r i z a t i on  o f  odo r-ac t i ve 

compounds of various Chrysanthemum 

essential oils by gas chromatography-

olfactometr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ensory attributes

J. Chromatogr. B Anal. 

Technol. Biomed. Life Sci.

315 EI

Cheng， Suzhen （1）； Li， 

Shuo （1）； Xia， Ji （1）； 

Lei， Tianhui （1）； Zhang， 

Quansheng （1）； Xie， 

Jingying

An  e l ec t r ochemica l l y  depos i t ed 

graphene@Mn<inf>3</inf>O<inf>4</

inf>composite film for supercapacitors

RSC Adv.

316 EI

Liu， Xiao-Zhen （1）； 

Feng， Jun-Liang （1）； 

Liu， Xiao-Zhou （2）； 

Chen， Jie （3）； Zhu， 

Wan-Wan （1）； Gui， X

Effect of REAu on silver staining results 

and their UV-Vis absorption spectra

Guang Pu Xue Yu Guang 

Pu Fen Xi

317 EI

Zhang， Zhijie （1）； 

Zheng， Tingting （1）； 

Xu， Jiayue （1）； Zeng， 

Haibo （1）

P o l y t h i o p h e n e / B i < i n f > 2 < /

inf>MoO<inf>6</inf>
J Mater Sci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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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EI
Huang， C. （1）； Duan， 

J.-S. （2）

Steady-State Response to Periodic 

Excitation in Fractional Vibration 

System

J. Mech.

319 EI

Li， Fei （1）； Jiang， 

Jianzhong （1）； Wang， 

Xinjing （1）； Liu， Fan 

（1）； Wang， Jinzuan （1）； 

Chen， Yanwei

Assembly of TiO<inf>2</inf>/graphene 

with macroporous 3D network framework 

as an advanced anode material for Li-

ion batteries

RSC Adv.

320 EI

Li， Cuiping （1）； Liu， 

Zhifu （1）； Zhou， Hao 

（1）； Haminhngoc （1）； 

Zhu， Feng （1）； Guo， 

Qiangsheng （1）；

Molten salt synthesis of SrTiO<inf>3</

inf>using TiO<inf>2</inf>with different 

morphology as a precursor

Integr Ferroelectr

321 EI
Liu， Zhifu （1）； Zhao， 

Zhe （1）

Preparation and enhanced fluorescence 

properties of CaTiO3
Integr Ferroelectr

322 EI
Zhou， Hao （1）； Zhao.， 

Zhe （1）

The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Fe<inf>x</

inf>Ce<inf>1-x</inf>O<inf>2-n</

inf>microstructures

Integr Ferroelectr

323 EI

Lei， Hong （1， 2）； 

Tong， Kaiyu （1）； Wang， 

Zhanyong （1）

Preparation of Ce-doped colloidal 

SiO<inf>2</inf>composite abrasives 

and their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behavior on sapphire substrates

Mater Chem Phys

324 EI
Pan， Yuna （1）； Chen， 

Jin （2）

The changes of  complexity in th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rocess of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JVC/J Vib Control

325 EI

Hou， Meifang （1）； Chu， 

Yaofei （1， 2）； Li， Xiang 

（2）； Wang， Huijiao （2）； 

Yao， Weikun （2）； Yu， 

Gang （2

Electro-peroxone degradation of diethyl 

phthalate
J. Hazard. Mater.

326 EI

Wang， Zhanyong （1）； 

Yang， Wenya （1）； 

Zhou， Zhipeng （1）； Jin， 

Minglin （1）； Xu， Jiayue 

（1）； Sui， Yanli

Preparation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La-Substituted Strontium Hexaferrite by 

Microwave-Assisted Sol-Gel Method

J Supercond Novel Magn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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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EI
Cui， Qingzhi （1）； Xu， 

Jiayue （1）

Synthesis and highly efficient defect-

related UV-blue band luminescence 

o f  K Y < i n f > 3 < / i n f > F < i n f > 1 0 < /

inf>nanocrystals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328 EI

Qiu， Feng （1）； Huang， 

Yu （2）； Zhu， Xinyuan 

（2）

Fluorescent Unimolecular Conjugated 

Polymeric Micelles for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Macromol. Chem. Phys.

329 EI

Cai， Yuanyuan （1）； 

Zhang， Dongyun （1）； 

Chang， Chengkang （1）； 

Sheng， Zhaomin （1）； 

Huang， Kejun （2）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LiFe<inf>0.4</inf>Mn<inf>0.595</

inf>Cr<inf>0.005</inf>PO<inf>4</inf>/

C and LiMnPO<inf>4</inf>/C cathode 

materials

Ionics

330 EI

Ge， Riyue （1）； Li， 

Xiangqing （1）； Kang， 

Shi-Zhao （1）； Qin， Lixia 

（1）； Li， Guodong （2）

Highly  e f f ic ient  graphene ox ide/

porphyrin photocatalysts for hydrogen 

evolution and the interfacial electron 

transfer

Appl. Catal. B Environ.

331 EI

Xue， Yuan （1）； Chen， 

Hongyan （1）； Zhao， 

Weina （1）； Yang， Chao 

（1）； Ma， Peng （1）； 

Han， Sheng （1）

A review on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producing bio-oil from hydrothermal 

liquefaction of biomass

Int. J. Energy Res.

332 EI

Guo， Qian （1）； Zhang， 

Dongyun （1）； Chang， 

Chengkang （1）； Sheng， 

Zhaomin （1）； Huang， 

Kejun （2）

Facile synthesis of  Ni/Li<inf>3</

inf>Ti<inf>4</inf>NiCrO<inf>12</

inf>composites with enhanced cycle 

performance as lithium ion battery anode

Mater Lett

333 EI

Lin， Hualin （1）； Huang， 

Qi （1）； Wang， Jinzuan 

（1）； Jiang， Jianzhong 

（1）； Liu， Fan （1）； 

Chen， Yanwei

Self-Assembled Graphene/Polyaniline/

Co<inf>3</inf>O<inf>4</inf>Ternary 

Hybrid Aerogels for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 Acta

334 EI

Lin， Hualin （1， 2）； Liu， 

Fan （1）； Wang， Xinjing 

（1）； Ai， Yani （1）； Yao， 

Zhaoquan （2）； Chu， Lei 

（1）；

Graphene-Coupled  F lower-Like 

Ni<inf>3</inf>S<inf>2</inf>for a Free-

Standing 3D Aerogel with an Ultra-High 

Electrochemical Capacity

Electrochim Act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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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EI

Dong， Hui-Huan （1， 2）； 

Guo， Xing-Cui （2， 3）； 

Qin， Zhang-Feng （3）； 

Han， Sheng （1）； Mu， 

Xin-Dong （2）

Effect of modified groups of carbon 

nanotubes on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Ru/

CNTs catalysts for hydrogenolysis of 

sorbitol

Ranliao Huaxue Xuebao J. 

Fuel Chem. Technol.

336 EI

Wang， Qiang （1）； Li， 

Shuo （2）； Wu， Xiaoyu 

（2）； Wang， Shifeng （2）； 

Ouyang， Chunfa （1）

Weather aging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rubber modified asphalts
Constr Build Mater

337 EI

Li， Ming （1）； Zhou， 

Ding （1）； Li， Cui Ping 

（1）； Zhao， Zhe （1， 2）

Low temperature molten salt synthesis of 

YAG

Mater Sci Semicond 

Process

338 EI

Zhu， Feng （1）； Li， 

Cuiping （1）； Ha， Minh 

Ngoc （1， 2）； Liu， Zhifu 

（1）； Guo， Qiangsheng 

（3）； Zhao， Zhe

Molten-salt synthesis of Cu&ndash ；

SrT iO<in f>3< / in f> /T iO< in f>2< /

inf>nanotube heterostructures for 

phot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J Mater Sci

339 EI

Yi， Zhiying （1， 2）； 

Feng， Tao （1）； Zhuang， 

Haining （3）； Ye， Ran 

（4）； Li， Mingming （1）； 

Liu， Tao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Pomegranate Juice

Food Anal. Methods.

340 EI

Ma， Zhong-Lin （1）； 

Yan， Xiao-Jing （2）； 

Zhao， Lei （1）； Zhou， 

Jiu-Jiu （1）； Pang， Wan 

（1）； Kai， Zhen-Pe

Combretastatin A-4 and Derivatives J. Agric. Food Chem.

341 EI

Zhao， Weina （1）； Xue， 

Yuan （1）； Ma， Peng （1）； 

Ma， Wenfei （1）； Wang， 

Jieni （1）； Lu， Deli （1）； 

Han， Sh

Improving the cold flow properties of 

high-proportional waste cooking oil 

biodiesel blends with mixed cold flow 

improvers

RSC Adv.

342 EI

Jiang， Jibo （1）； Feng， 

Chenqi （1）； Qian， Wei 

（1）； Yu， Libin （2）； Ye， 

Fengying （1）； Zhong， 

Qingdong （

PREPA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 f  E L E C T R O D E P O S I T E D  N i -

NANO-Cr<inf>2</ inf>O<inf>3</

inf>COMPOSITE COATINGS

Surf. Rev. Let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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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EI
Mao， Dongsen （1）； Guo， 

Xiaoming （1）

Dimethyl Ether Synthesis from Syngas 

over the Admixed Cu/ZnO/Al<inf>2</

inf>O<inf>3</inf>Catalyst and Alkaline 

Earth Oxide-Modified HZSM-5 Zeolite

Energy Technol.

344 EI

Gong， Bing （1）； Ouyang， 

Chunfa （1）； Gao， Qun 

（1）； Zhao， Liang （1）； 

Zhao， Zhengchuang （1）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a millable 

polyurethane nanocomposite based on 

castor oil and halloysite nanotubes

RSC Adv.

345 EI

Qian， Jun （1）； Xu， 

Jiayue （1）； Zhao， 

Hongyang （1）； Yao， 

Xin （2）； Jin， Min （1）； 

Shen， Hui （1）

Study of phase transition and domain 

evolution behavior in PZN-PT single 

crystal

Ferroelectrics

346 EI

Jia， Hongjiao （1）； Chen， 

Lianghong （1）； Jia， Bing 

（1）； Zhang， Wanping （1）

Factors Affecting the Phase-Inversion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F a t t y  A l c o h o l 

Ethoxylates

J. Dispersion Sci. Technol.

347 EI

Ning， Pengpeng （1）； 

Wang， Lei （1）； Wang， 

Wenya （1）； Li， Shuzhen 

（1）； Ye， Zixin （1）

Tribological Studies on Two Novel 

Borate Esters with Nitrogen-Containing 

Heterocyclic and Alkanolamide as 

Multifunctional Additives in Rapeseed 

Oil

J. Dispersion Sci. Technol.

348 EI

Zhang， Wenlong （1）； 

Yin， Xin （2）； Liu， 

Yufeng （1）； Zhang， Na 

（1）； Zhao， Guoying （1）； 

Hou， Jingshan （

Red emission enhancement by strong 

e l ec t r onega t i v i t y  i n  Na< in f>5< /

inf>Y<inf>4</inf>（SiO<inf>4</inf>）

<inf>4</inf>F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349 EI

Han， Sheng （1）； 

Wang， Chi （1）； Huang， 

Yanshan （2）； Jiang， 

Jianzhong （1）； Huang， 

Yinjuan （2）； Xu， Zhi

Graphene frameworks supported cobalt 

oxide with tunable morphologies for 

enhanced lithium storage behaviors

J Mater Sci

350 EI

Wei， Xiao （1， 2）； Zeng， 

Daniel Dajun （2）； Wu， 

Wei （1）； Dai， Yeming 

（1）

Building the concept semantic space for 

large text database
Comput Syst Sci Eng

351 EI

Ma， Xia （1， 2）； Li， 

Luyao （1）； Zhang， 

Mianmian （1）； Yu， 

Haiyan （1）

Study on hydrogels of swelling kinetics 

of pH-sensitive &gamma ；-PGA/PVA

Nongye Gongcheng 

Xuebao

（续表）



472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352 EI

Zhou， Qin （1）； Kang， 

Shi-Zhao （1）； Li， 

Xiangqing （1）； Qin， 

Lixia （1）； Mu， Jin （1）

A facile self-assembled film assisted 

p r e p a r a t i o n  o f  C u G a S < i n f > 2 < /

inf>ultrathin f i lms and their high 

sensitivity to L-noradrenaline

Appl Surf Sci

353 EI

Tian， Tian （1）； Kong， 

Yongfa （3）； Liu， Hongde 

（2）； Liu， Shiguo （2）； 

Li， Wei （3）； Chen， 

Shaolin （3）；

Fabric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type lithium niobate crystals by 

molybdenum doping and polarization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354 EI

Huang， Qi （1）； Wang， 

Jinzuan （1）； Liu， Fan 

（1）； Chang， Xing （1）； 

Chen， Hongyan （1）； 

Lin， Hualin （1）；

Graphene-constructed flower-like 

porous Co（OH）<inf>2</inf>with 

tunable hierarchical morphologies for 

supercapacitors

RSC Adv.

355 EI

Chen， Liqiong （1， 2）； 

Xiao， Lizhong （1）； Fan， 

Guisheng （3）； Zhang， 

Huanhuan （3）

Petri nets-based method to model and 

analyse the self-healing web service 

composition

Int. J. High Perform. 

Comput. Networking

356 EI

Li， Shuzhen （1）； 

Mominou， Nchare （2）； 

Wang， Zhenwei （1）； 

Liu， Luoxin （3）； Wang， 

Lei （1）

Ultra-deep Desulfurization of Gasoline 

with CuW/TiO<inf>2</inf>-GO through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Energy Fuels

357 EI

Zhang， Yanxia （1， 2）； 

Han， Jianwei （2）； Liu， 

Zhen-Jiang （1）

Palladium-Catalyzed Double-Suzuki-

Miyaura  Reac t ions  Us ing  Cyc l ic 

Dibenziodoniums

J. Org. Chem.

358 EI

Lee， Jaewon （2）； Zhu， 

Huazhang （3）； Yadav， 

Gautam Ganapati （2， 4）； 

Caruthers， James （2）； 

Wu， Yue （1，

Porous ternary complex metal oxide 

nanoparticles converted from core/shell 

nanoparticles

Nano. Res.

359 EI

Chen， Yu （1， 2）； Lu， 

Huan （2）； Dai， Hui （2）； 

Yu， Wansheng （2）； Pan， 

Xianhua （1， 2）

N e w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R o u t e  t o 

Picoxystrobin
Org. Process Res. Dev.

360 EI

Yu， Fei （1， 2）； Ma， Jie 

（1， 2）； Wang， Juan （1）； 

Zhang， Mingzheng （3）； 

Zheng， Jie （3）

Magnetic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functionalized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for toluene， ethylbenzene and 

xylene removal from aqueous solution

Chemospher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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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EI

Li， Dan （1）； Jia， 

Shaojie （1）； Fodjo， Essy 

Kouadio （2）； Xu， Hu 

（1）； Wang， Yuhong （1）； 

Deng， Wei （1）

In situ SERS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s tudies  on the pH-

dependant adsorption of anthraquinone-

2-carboxylic acid on silver electrode

Appl Surf Sci

362 EI

Liu， Chaonan （1）； Pan， 

Dongyu （1）； Tang， 

Xiaoyan （2）； Hou， 

Meifang （1）； Zhou， Qi 

（1）； Zhou， Jian （1）

Degrada t i on  o f  Rhodamine  B  by 

the  &alpha ；-MnO<inf>2</ inf>/

Peroxymonosulfate System

Water Air Soil Pollut.

363 EI

Liu， Yilin （1）； Liu， Fan 

（1）； Chen， Yanwei （1）； 

Jiang， Jianzhong （1）； Ai， 

Yani （1）； Han， Sheng 

（1）；

Self-assembled graphene coupled 

h o l l o w - s t r u c t u r e d  & g a m m a ；-

Fe<inf>2</inf>O<inf>3</inf>spheres 

with crystal of transition for enhanced 

supercapacitors

RSC Adv.

364 EI

Li， Wenju （1）； Li， 

Haifeng （1）； Dong， 

Tianzhen （1）； Yao， 

Jianguo （1）； He， 

Xiangjian （2）

Traffic sign localization based on edge-

color pair and feature filters
ICIC Express Lett.

365 EI

Zhu， Long （1）； Qiu， 

Xiang （2）； Luo， Jianping 

（1）； Liu， Yulu （1， 3）

Scale properties of turbulent transport 

and coherent structure in stably stratified 

flows

Appl. Math. Mech. Engl. 

Ed.

366 EI
Hu， Xiao-Jun （1）； 

Zhang， Zhi （1）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study of 

micellar thiacalixarenes self-assembled 

fluorescent chemosensor

Guang Pu Xue Yu Guang 

Pu Fen Xi

367 EI

Zhao， Jie （1）； Wang， 

Qingcheng （2）； Yu， 

Lihui （1）； Wu， Liyan （1）

Influence of the biogas reburning for 

reducing nitric oxide emissions in an 

alundum-tube reactor

Atmos. Environ.

368 EI

Xue， Yuan （1）； Zhao， 

Weina （1）； Ma， Peng 

（1）； Zhao， Zhicheng 

（1）； Xu， Guangwen （1）； 

Yang， Chao （1）；

Ternary blends of biodiesel with petro-

diesel and diesel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ld flow 

properties of waste cooking oil biodiesel

Fuel

369 EI

Liu， Hui （1）； Guo， Hong 

shuang （1）； Wang， Xin 

jing （1）； Jiang， Jian 

zhong （1）； Lin， Hualin 

（1）； Han，

Mixed and ground KBr-impregnated 

calcined snail shell and kaolin as solid 

base catalysts for biodiesel production

Renew. Energ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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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EI

Chen， Sai （1）； Xu， Jia-

Yue （1）； Lu， Bao-Liang 

（1）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

pulling-down furnace for growth of 

BGSO fiber crystals

Rengong Jingti Xuebao

371 EI
Cui， Qing-Zhi （1）； Xu， 

Jia-Yue （1）

Tuning luminescence and energy transfer 

of Tb<sup>3+</sup>/Sm<sup>3+</

sup>doped KY<inf>3</inf>F<inf>10</

inf>nanocrystals

Rengong Jingti Xuebao

372 EI

Lei， Yun （1）； Xu， Jia-

Yue （1）； Wang， Mei-

Ling （1）

S p e c t r a l  p r o p e r t i e s  a n d  e n e r g y 

transfer of Sr<inf>3</inf>Ga<inf>2</

inf>Ge<inf>4</inf>O<inf>14</inf>

Rengong Jingti Xuebao

373 EI

Dong， Yuan-Yuan （1）； 

Huang， Rong （2）； Xu， 

Jia-Yue （1）； Zhang， Yan 

（1）

Synthesis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NaY （Mo/WO<inf>4</inf>）<inf>2</

inf>

Rengong Jingti Xuebao

374 EI

Fu， Xue （1， 2）； Li， 

Jianhui （2）； Wang， 

Lianyan （2）； Wu， Bing 

（3）； Xu， Xu （1）； 

Deng， Zongwu （2）； Zhan

Pharmaceutical crystalline complexes of 

sulfamethazine with saccharin
RSC Adv.

375 EI

Zhou， Wei （1）； Li， 

Xiangqing （1）； Qin， 

Lixia （1）； Kang， Shi-

Zhao （1）

Facile Preparation of  Ag<inf>2</

inf>ZnGeO<inf>4</inf>Flower-like 

Hierarchical Nanostructure and Its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J. Mater. Sci. Technol.

376 EI
Zhang， Wenwen （1）； 

Chen， Donghui （1）

Prepa ra t i on  and  pe r f o rmance  o f 

CeO<inf>2</inf>hollow spheres and 

nanoparticles

J Rare Earth

377 EI

Jin， Shuangling （1）； 

Zhang， Shimin （1）； 

Zhang， Rui （1）； Jin， 

Minglin （1）

Facile preparation of TiO<inf>2</inf>/

C nanocomposites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Fullerenes Nanotubes 

Carbon Nanostruct.

378 EI

Yu， Fei （1， 2）； Li， Yong 

（1）； Han， Shen （1）； 

Ma， Jie （2）

Adsorptive removal of antibiotics from 

aqueous solution using carbon materials
Chemosphere

379 EI

Shang， Hui-Lin （1）； 

Song， Shu-Feng （1）； 

Wen， Yong-Peng （2）

Controlling pull-in instability of a typical 

electrostatically actuated microsensor 

with time-delay position feedback

J Vib Shock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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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EI

Wang， Huanhuan （1）； 

Hu， Daopan （1）； Jiang， 

Xuheng （1）； Zhang， 

Yehua （1）； Chen， Yong 

（1）

Ion-transfer reaction of SO<inf>4</

inf><sup>2-</sup>across the water/1，

2-dichloroethane interface modified by 

an anion exchange membrane

Gaodeng Xuexiao Huaxue 

Xuebao

381 EI
Ai， Huilin （1）； Zhou， 

Zhiyong （2）

Distribution of wind load on purlins of 

open metal roofs at the airport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Xuebao

382 EI

Guo， Chunfeng （1）； Lin， 

Xiaoyan （1）； Hu， Anduo 

（2）； Zou， Jun （1）

I m p r o v e d  p h a s e - m e a s u r i n g 

deflectometry for aspheric surfaces test
Appl. Opt.

383 EI

Wang， Lichao （1）； 

Wang， Yu （2）； Cheng， 

Yao （1）； Liu， Zhifu （1）； 

Guo， Qiangsheng （2）； 

Ha， Minh Ngoc （

H y d r o g e n - t r e a t e d  m e s o p o r o u s 

WO<inf>3</inf>as a reducing agent of 

CO<inf>2</inf>to fuels （CH<inf>4</

inf>and CH<inf>3</inf>OH） with 

enhanced photo thermal  ca ta ly t ic 

performance

J. Mater. Chem. A

384 EI

Song， Shiqing （1）； Li， 

Sisi （1）； Fan， Li （1）； 

Hayat， Khizar （2）； Xiao， 

Zuobing （1）； Chen， 

Lihua （1）；

A novel method for beef bone protein 

extraction by lipase-pretreat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aillard reaction

Food Chem.

385 EI

Cheng， Cui-Ping （1）； 

Li， Wan-Tong （2）； 

Wang， Zhi-Cheng （2）； 

Zheng， Shenzhou （3）

Traveling waves connecting equilibrium 

and  per iod ic  o rb i t  f o r  a  de layed 

population model on a two-dimensional 

spatial lattice

Int. J. Bifurcation Chaos

386 EI

Tian， Yonghong （1）； 

Guo， Yiguang （2）； 

Zhang， Wanping （1）

Effect of Oil Type， Aliphatic Alcohol， 

and Ionic Surfactants on the 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Ceramide-2 Enriched 

Nanoemulsions

J. Dispersion Sci. Technol.

387 EI

Zhang， Na （1）； Qi， Peng 

（1）； Ding， Yan-Hua 

（1）； Huang， Cheng-Jie 

（1）； Zhang， Jian-Yong 

（1）； Fang， Yo

A novel reduction synthesis of the 

graphene/Mn<inf>3</inf>O<inf>4</

inf>nanocomposite for supercapacitors

J. Solid State Chem.

388 EI

Zou， Jun （1）； Yang， 

Bobo （1）； Qian， Xinglu 

（1）； Wang， Fengchao 

（1）； Zhu， Siman （1）； 

Li， Jierong （1）

E f f e c t  o f  A l / G a  s u b s t i t u t i o n 

o n  p h o t o l u m i n e s c e n c e  a n d 

chromatic properties of Y<inf>3</

i n f > A l < i n f > 5 & m i n u s ；x < /

inf>Ga<inf>x</inf>O<inf>12</inf>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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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EI

Feng， Tao （1）； Bing， 

Fangling （1）； Yang， Yan 

（2）； Zhuang， Haining 

（2）； Ye， Ran （3）； Li， 

Xiaobei （1，

Discrimination of edible fungi varieties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umami intensities 

by using an electronic tongue method

Int. J. Food Sci. Technol.

390 EI

Zhang， Zhijie （1）； 

Zheng， Tingting （1）； 

Li， Xiaoming （2）； Xu， 

Jiayue （2）； Zeng， Haibo 

（1， 2）

Progress of Carbon Quantum Dots in 

Photocatalysis Applications
Part. Part. Syst. Charact.

391 EI

Chen， Yongyue （1）； 

Liu， Zhixiong （3）； Han， 

Sheng （1）； Han， Jin （2）； 

Jiang， Daoyi （3）

P o l y （ p r o p y l e n e  c a r b o n a t e ） 

polyurethane self-polishing coating for 

marine antifouling application

J. Appl. Polym. Sci.

392 EI

Lei， Wang （1）； Wenya， 

Wang （1）； Mominou， 

Nchare （3）； Liu， Luoxin 

（2）； Li， Shuzhen （1）

U l t r a - d e e p  d e s u l f u r i z a t i o n  o f 

gasoline through aqueous phase in-

situ hydrogenation and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Appl. Catal. B Environ.

393 EI

Ren， Weixin （1）； 

Ren， Yujie （1）； Dong， 

Minghui （1）； Gao， 

Yonghong （1）

Design， Synthesis， and Thrombin 

Inhibitory Activity Evaluation of Some 

Novel Benzimidazole Derivatives

Helv. Chim. Acta

394 EI

Huangfu， Jiaojiao （1）； 

Mao， Dongsen （1）； Zhai， 

Xiaolong （1）； Guo， 

Qiangsheng （1）

Remarkably enhanced stabili ty of 

HZSM-5 zeolite co-modified with 

alkal ine and phosphorous for  the 

selective conversion of bio-ethanol to 

propylene

Appl Catal A Gen

395 EI

Rong， Shaofeng （1）； 

Wang， Jingwen （1）； Li， 

Qianqian （1）； Guan， 

Shimin （1）； Cai， Baoguo 

（1）； Zhang， S

The enhanced production of 11&alpha；-

hydroxyandrosta-1，4-diene-3，17-

dione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silica hollow spheres in the 

biotransformation of &beta ；-sitosterol

J. Chem. Technol. 

Biotechnol.

396 EI

Xiaoliang， Zhang （1）； 

Qian， Shen （2）； 

Daoliang， Zhao （1）； 

Zhikai， Zhang （3）； Rui， 

He （1）； Huijuan， S

Risk assessment on chemical plants by 

the method of safety checklist analysis
Process Saf. Prog.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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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EI

Chen， Gui-E （1）； Xu， 

Sun-Jie （1）； Xu， Zhen-

Liang （2）； Zhu， Wei-

Wei （1）； Wu， Qiong （1）； 

Sun， Wei-Guan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hydrophilic PVDF/PVA UF 

membrane modified by carboxylated 

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Polym Eng Sci

398 EI

Shen， Hui （1， 2）； 

Cheng， Zhenxiang （2）； 

Hong， Fang （2）； Xu， 

Jiayue （1）； Wang， 

Xiaolin （2）； Wang， Jia

Structure， room temperature spin 

reorientation and i ts  dynamics in 

DyFe<inf>0.6</inf>Mn<inf>0.4</

inf>O<inf>3</inf>

J Alloys Compd

399 EI

Zhao， Dan （1， 2）； Sun， 

Bing （2）； Li， Xiangqing 

（1）； Qin， Lixia （1）； 

Kang， Shizhao （1）； 

Wang， Dong （2

Promoting visible light-driven hydrogen 

evolution over CdS nanorods using 

earth-abundant CoP as a cocatalyst

RSC Adv.

400 EI

Zhang， Qiang （1）； 

Kang， Shi-Zhao （1）； 

Wang， Dong （2， 3）； 

Li， Xiangqing （1）； Qin， 

Lixia （1）； Mu， Jin

Multi-layered mesh-like MoS<inf>2</

inf>hierarchical nanostructure fabricated 

on Ti foil

Catal. Commun.

401 EI

Dong， Wang （1）； Peng， 

Wang （2， 3）； Meizi， Li 

（4）； Bo， Zhang （4）

A topic space oriented user group 

discovering scheme in social network
Sci. Program

402 EI
Peng， Yaping （1）； Dong， 

Guang （2）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t u d y  o n  s e i s m i c 

performance of concrete frame structures 

with joints retrofitted by FRP

Jianzhu Jiegou Xuebao

403 EI

Fu， Zemin （1）； Zhao， 

Zhifan （1）； Xu， Jia 

（1）； Yu， Xiaolong （1）； 

Wang， Jiawei （1）； 

Xiong， Weijie （1）

Analysis and elimination for drum 

warpage of U-shaped workpiece with 

super length and large opening of sheet 

metal

Int J Adv Manuf Technol

404 EI

Wang， Lei （1）； Kang， 

Shi-Zhao （1）； Li， 

Xiangqing （1）； Qin， 

Lixia （1）； Yan， Hao （1）； 

Mu， Jin （1）

Rapid and efficient photocatalytic 

reduc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b y  u s i n g  & l d q u o ；w a t e r 

dispersible&rdquo ； TiO<inf>2</

inf>nanoparticles

Mater Chem Phys

405 EI Lin， Ying （1）
Nume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imple 

three-dimensional chaotic micromixers
Chem. Eng. J.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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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EI

Tian， Qingqing （1）； 

Ding， Fang （1）； Guo， 

Lingling （1）； Wang， Jing 

（1）； Wu， Fanhong （1）； 

Yu， Yanyan （

Targeted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with peptide ligand for oral delivery of 

atorvastatin calcium

RSC Adv.

407 EI

Liu， Minmin （1， 2）； 

Hou， Li-An （2）； Li， Qi 

（2）； Hu， Xiaojun （1）； 

Yu， Shuili （2）

H e t e r o g e n e o u s  d e g r a d a t i o n  o f 

tetracycline by magnetic Ag/AgCl/

modified zeolite X-persulfate system 

under visible light

RSC Adv.

408 EI

Li， Luyang （1）； Mao， 

Dongsen （1）； Xiao， Jie 

（1）； Li， Li （1）； Guo， 

Xiaoming （1）； Yu， Jun 

（1）

Facile preparation of highly efficient 

CuO-ZnO-ZrO<inf>2</inf>/HZSM-5 

bifunctional catalyst for one-step 

CO<inf>2</ in f>hydrogenat ion  to 

dimethyl ether

Chem. Eng. Res. Des.

409 EI

Tian， Yonghong （1）； 

Chen， Lianghong （1）； 

Zhang， Wanping （1）

Influence of Ionic Surfactants on the 

Properties of Nanoemulsions Emulsified 

by Nonionic Surfactants Span 80/Tween 

80

J. Dispersion Sci. Technol.

410 EI

Liu， Hui （1）； Jiang， 

Shuang-Shuang （2）； 

Guo， Hong-Shuang （1）； 

Han， Sheng （1）； Yang， 

Chao （1）； Jiang，

A new kind of pour point depressant Fuel Process Technol

411 EI

Chen， Liqiong （1）； Fan， 

Guisheng （2， 3）； Liu， 

Yunxiang （1）

A formal method to model and analyse 

QoS-aware faul t  to lerant  service 

composition

Int. J. Comput. Sci. Eng.

412 EI
Sun， Pengzhe （1）； Chen， 

Donghui （1）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d e g r a d a t i o n  o f 

reactive brilliant red X-3B with the 

（CeO<inf>2</inf>/C）-&beta ；-

PbO<inf>2</inf>-PTFE composite 

electrode

J Rare Earth

413 EI

Wu， Jian （1）； Zhang， 

Cheng （1）； Li， Qiang 

（2）； Wu， Lianlian （2）； 

Jiang， Danyu （3）； Xia， 

Jinfeng （3）

Application of  TiO<inf>2</inf>to 

amperometric NO<inf>x</inf>sensors 

based on NASICON

Solid State Ionics

414 EI Wang， Feng-Chao （1）
Dynamic study of compressed electron 

layer driven by linearly polarized laser
Chin. Phy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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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EI

Wang， Lei （1）； Wen， 

Ming （1）； Wang， Wenya 

（1）； Momuinou， Nchare 

（2）； Wang， Zhenwei （1）； 

Li， Shuzhen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o l l u t an t s  u s ing  rGO suppo r t ed 

TiO<inf>2</inf>-CdS composite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J Alloys Compd

416 EI

Niu， Yunwei （1）； Wu， 

Minling （1）； Xiao， 

Zuobing （1， 2）； Chen， 

Feng （3）； Zhu， Jiancai 

（1）； Zhu， Guang

Effect of fatty acids profile with thermal 

oxidation of chicken fat on characteristic 

aroma of chicken flavors assess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and 

descriptive sensory analysis

Food Sci. Technol. Res.

417 EI

Shi， Chunxiang （1）； 

Tu， Qingsong （2）； Fan， 

Houfu （2）； Rios， Carlos 

A.O. （2）； Li， Shaofan （2）

Interphase models for nanoparticle-

polymer composites
J. Nanomech. Micromech.

418 EI

Tian， Yonghong （1）； 

Guo， Yiguang （2）； 

Yang， Xuefang （1）； 

Zhang， Wanping （1）

Nanoemulsification of Ceramide-2 by 

Sodium Dilauramidoglutamide Lysine， a 

Novel Peptide-Based Gemini Surfactant

J. Surfactants Deterg.

419 EI

Qiu， Feng （1， 2）； Zhao， 

Wuxue （2）； Han， Sheng 

（1）； Zhuang， Xiaodong 

（2）； Lin， Hualin （1）； 

Zhang， Fan

Recent advances in boron-containing 

conjugated porous polymers
Polym.

420 EI

Liu， Minmin （1， 2）； 

Hou， Li-an （2）； Xi， 

Bei-dou （3）； Li， Qi （2）； 

Hu， Xiaojun （1）； Yu， 

Shuili （2）

Magnetically separable Ag/AgCl-zero 

valent iron particles modified zeolite 

X heterogeneous photocatalysts for 

tetracycline degradation under visible 

light

Chem. Eng. J.

421 EI

Shi， Zhangping （1）； 

Zhang， Shuangshuang 

（1）； Xiao， Xiuzhen （1）； 

Mao， Dongsen （1）； Lu， 

Guanzhong （1，

A  h i g h l y  e f f e c t i v e  a n d  s t a b l e 

C u Z n < i n f > 0 . 3 < / i n f > M g < i n f > x < /

inf>AlO<inf>y</inf>catalyst for the 

manufacture of chiral l-phenylalaninol

Catal. Sci. Technolog.

422 EI

Lin， Hua-Lin （1， 2）； 

Li， Ke-Jian （2）； Zhang， 

Xuwen （2）； Wang， 

Hongxue （2）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n Brown Coal
Energy Fuel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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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EI

Cheng， Man （1）； Jiang， 

Guojian （1）； Yang， 

Wenqian （1）； Duan， Li 

（1）； Peng， Wei （1）； 

Chen， Jiang （1）；

Study of Y<inf>1-x</inf>Er<inf>x</

inf>FeO<inf>3</inf>（0&le ；x&le ；1） 

powder synthesized by sol-gel method 

and their magnetic properties

J Magn Magn Mater

424 EI

Du， Yahui （1， 2）； Tang， 

Yufeng （2）； Huang， 

Fuqiang （2）； Chang， 

Chengkang （1）

Prepar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free-

standing nano-LiFePO<inf>4</inf>/

graphene composite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m ion battery

RSC Adv.

425 EI

Xie， Tao （1， 2， 3）； 

Shen， Hui （1）； Zhao， 

Xiangyang （2， 3）； Man， 

Peiwen （2， 3）； Wu， 

Anhua （2， 3）； Su，

Sing le  c rys ta l  g rowth， magne t ic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perovskite 

YFe<in f>0 .6</ in f>Mn<in f>0 .4</

inf>O<inf>3</inf>single crystal

J Magn Magn Mater

426 EI
Zhou， Dan （1）； Chen， 

Jianbo （2）； Xu， Yi （1）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f  p o t e n t i a l 

quinoxalinone-based aldose reductase 

inhibitors by 3D-QSAR， molecular 

docking and molecular dynamics

RSC Adv.

427 EI

Fang， Yongzheng （1）； 

Liu， Fengxin （1）； Hou， 

Jingshan （1）； Zhang， 

Yan （1）； Zheng， Xinfeng 

（1）； Zhang，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blue 

light excited Ca<inf>8</inf>La<inf>2</

inf>（PO<inf>4</ inf>）<inf>6</

inf>O<inf>2</inf>

J Lumin

428 EI Jianguo， Zhang （1）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oxygen 

p lasma-trea ted  carbon  nanotube 

a n d  s i l i c o n  d i o x i d e - r e i n f o r c e d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composite film

J Thermoplast Compos 

Mater

429 EI

Zhang， Ke （1）； Wu， 

Huajie （1）； Luo， 

Jianping （1）

Study on evaluation of cylindricity errors 

with a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chaos optimization algorithm

J. Comput. Theor. Nanosci.

430 EI

Li， Sisi （1）； Song， 

Shiqing （1）； Xiao， 

Zuobing （1）； Niu， 

Yunwei （1）； Tang， Qi 

（1）； Fan， Li （1）

Influence of lipase pretreatment on beef 

bone protein hydrolysate

J. Chin. Inst. Food Sci. 

Technol.

431 EI

Liu， Chuanxiang （1）； 

Wang， Xinyu （1）； Wu， 

Hongwei （1）； Chen， 

Yayun （1）

Turn-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of 

cyanide with large stokes shift
Dyes Pigm.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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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EI

Li， Yi-Gui （1）； Huang， 

Yuan （1）； Yan， Ping 

（1）； Wang， Huan （1）； 

Sugiyama， Susumu （2）

Fabr i ca t i on  o f  m ic ro  d i aphragm 

piezoelectric pump by using bulk PZT

Guangxue Jingmi 

Gongcheng

433 EI

Liu， Xing （1）； Wang， 

Wenjiu （1）； Li， 

Xiangqing （1）； Li， 

Chunju （2）； Qin， Lixia 

（1）； Sun， Ji （2）； Kan

Preparation of per-hydroxylated pillar[5]

arene decorated graphene and i ts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

Electrochim Acta

434 EI

Sun， Chao （1）； Mao， 

Dongsen （1）； Han， 

Lupeng （1）； Yu， Jun （1）

Effec t  o f  p repara t i on  method  on 

performance of Cu-Fe/SiO<inf>2</

in f>cata lys ts  for  h igher  a lcohols 

synthesis from syngas

RSC Adv.

435 EI

Wang， Lichao （1）； Ha， 

Minh Ngoc （2）； Liu， 

Zhifu （1）； Zhao， Zhe （1， 

3）

Mesoporous WO<inf>3</inf>modified 

by Mo for enhancing reduction of 

CO<inf>2</inf>to solar fuels under 

visible light and thermal conditions

Integr Ferroelectr

436 EI

Tan， Mo-Yan （1）； 

Jiang， Li （2， 3）； Wang， 

Zhan-Shan （2， 3）

Total reflection amorphous carbon 

mirrors in EUV and soft X-ray range
Guangzi Xuebao

437 EI

Wei， Yabo （1， 2）； 

Chen， Weiben （2）； 

Zhao， Xiaoyu （2）； Ding， 

Sanyuan （4）； Han， Sheng 

（1）； Chen， Long

Solid-state emissive cyanostilbene based 

conjugated microporous polymers
Polym. Chem.

438 EI

Wei， Liqun （1）； Dai， 

Zhifang （1）； Xiao， 

Zhuang （1）； Qu， Zhihao 

（2）

Research of vibration and strategy in 

high speed cold-rolling mill
Jixie Gongcheng Xuebao

439 EI

Yin， Jiajia （1）； Zhang， 

Wei （1）； Zhang， 

Daoming （1）； Huo， 

Mengfei （1）； Zhang， 

Quansheng （1）； Xie， Ji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d e g r a d a t i o n  o f 

chlorobenzene on conductive-diamond 

electrode

Diamond Relat. Mat.

440 EI

Wenzhong， Nie （1）； 

Kang， Qi （2）； Shaofeng， 

Li （3）； Lujie， Zhang （2）

Mechanical enhancement， morphology， 

a n d  c r y s t a l l i z a t i o n  k i n e t i c s  o f 

polyoxymethylene-based composites 

with recycled carbon fiber

J Thermoplast Compos 

Mater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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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EI Jianguo， Zhang （1）

Research on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silicon dioxide on the tribological 

proper t ies  o f  carbon f iber-f i l led 

polymethylmethacrylate composite

J Thermoplast Compos 

Mater

442 EI

Xu， Hailan （1）； Shi， 

Haowei （2）； Yang， 

Yuxiang （1， 2）； Liu， 

Xiangnong （3）

S y n t h e s i s  a n d  c h a 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n a n o c o m p o s i t e s  F e < i n f > 3 < /

inf>O<inf>4</inf>&ndash ；SiO<inf>2</

inf>&ndash ；chitosan based on lbl 

technology

Glass Phys. Chem.

443 EI

Ma， Ke （1）； Yin， Jiajia 

（1）； Zhang， Quansheng 

（1）； Xie， Jingying （2）

Thermal stability and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y of hexagonal MoO<inf>3</

inf>&middot ；0.55H<inf>2</inf>O 

microrods

Phase Transitions

444 EI

Du， Yong （1）； Cai， 

Kefeng （2）； Shen， 

Shirley Z. （3）； Yang， 

Weidong （3）； Xu， Jiayue 

（1）； Lin， Tong （4

ZnO flower/PEDOT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445 EI

Zhu， Jiancai （1）； Chen， 

Feng （1， 2）； Wang， 

Lingying （3）； Niu， 

Yunwei （1）； Chen， 

Hexing （1）； Wang， Ho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Key Aroma 

Volati le Compounds in Cranberry 

（Vaccinium macrocarpon Ait.）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Olfactometry 

（GC-O） and Odor Activity Value 

（OAV）

J. Agric. Food Chem.

446 EI
Kejia， Liu （1）； Yin， Xue 

（1）； Kun， Chen （1）

The theory of the line profile based on 

the absorption of X-ray diffraction and 

its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Funct. Mater.

447 EI

Hong， Cheng Yang （1）； 

Sheng， Zhao Min （1）； 

Hu， Ming Hui （1）； Dai， 

Xian You （1）； Chang， 

Cheng Kang （1

Thin-walled graphitic nanocages with 

nitrogen-doping as superior performance 

anode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RSC Adv.

448 EI

Li， Yigui （1）； Yan， Ping 

（1）； Huang， Yuan （1）； 

Susumu， Sugiyama （2）

Fabrication of PMMA micro lens array 

based on X-ray moving Lithography

Hongwai yu Jiguang 

Gongcheng Infrared Laser 

Eng.

449 EI

Yu， Jun （1）； Mao， 

Dongsen （1）； Ding， Dan 

（1）； Guo， Xiaoming （1）； 

Lu， Guanzhong （1， 2）

New insights into the effects of Mn 

and Li on the mechanistic pathway 

for CO hydrogenation on Rh-Mn-Li/

SiO<inf>2</inf>catalysts

J. Mol. Catal. A Chem.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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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EI

Qiu， Xiang （1）； Ding， 

Long （1）； Huang， 

Yongxiang （2）； Chen， 

Ming （2）； Lu， Zhiming 

（3）； Liu， Yulu （3）

Intermittency measurement in two-

dimensional bacterial turbulence
Phys. Rev. E

451 EI

Sun， Chao （1）； Mao， 

Dongsen （1）； Han， 

Lupeng （1）； Yu， Jun （1）

Effec t  o f  impregnat ion  sequence 

o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S i O < i n f > 2 < /

inf>supported Cu-Fe catalysts for higher 

alcohols synthesis from syngas

Catal. Commun.

452 EI
Hu， Jing （1）； Deng， 

Weijun （2）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for leather processing
J. Clean. Prod.

453 EI

Xue， Yuan （1）； Zhao， 

Zhicheng （1）； Xu， 

Guangwen （1）； Lian， 

Xiang （1）； Yang， Chao 

（1）； Zhao， Weina （1

Effect of poly-alpha-olefin pour point 

depressant on cold flow properties of 

waste cooking oil biodiesel blends

Fuel

454 EI

Kong， Jinfang （1）； Fan， 

Donghua （2）； Zhang， 

Canyun （1）； Xu， Jiayue 

（1）

Quadrangular ZnO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455 EI

Zhou， Mingan （1）； He， 

Yi （1）； Lin， Hualin （1）； 

Han， Sheng （1）

Effect of MC&ndash ；MA polymer pour 

point depressants on the flow properties 

of biodiesel

Energy Sources Recovery 

Util. Environ. Eff.

456 EI

Li， Dan （1）； Deng， Wei 

（1）； Xu， Hu （1）； Sun， 

Yinxing （1）； Wang， 

Yuhong （1）； Chen， 

Shouhui （2）； Ding，

Elect rochemical  Inves t iga t ion  o f 

Coenzyme Q<inf>10</inf>on Silver 

Electrode in Ethanol Aqueous Solution 

and Its Determination Using Differential 

Pulse Voltammetry

J. Lab. Autom.

457 EI
Zhang， J.G. （1）； Zhang， 

Y.F. （2）

The effect of surface-treated titanium 

dioxide on the interfacial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reinforced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composite

J Thermoplast Compos 

Mater

458 EI

Chen， Hongyan （1）； Ai， 

Yani （1）； Liu， Fan （1）； 

Chang， Xing （1）； Xue， 

Yuan （1）； Huang， Qi 

（1）； Wang，

Carbon-coated Hierarchical Ni&ndash ；

M n  L a y e r e d  D o u b l e  H y d r o x i d e 

Nanoarrays on Ni Foam for Flexible 

High-capacitance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 Act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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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EI

Yuan， Liyang （1）； Wan， 

Chuanyun （1）； Ye， 

Xiangrong （2）； Wu， 

Fanhong （1）

Facial Synthesis of Silver-incorporated 

Conductive Polypyrrole Submicron 

Spheres for Supercapacitors

Electrochim Acta

460 EI

Sheng， Zhao Min （1）； 

Hu， Ming Hui （1）； Dai， 

Xian You （1）； Hong， 

Cheng Yang （1）； Chang， 

Cheng Kang （1

High-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 based 

on nanocages with nanoporous thin-

walled graphitic shells

Microporous Mesoporous 

Mater.

461 EI

Ding， Fang （1）； Wu， 

Fanhong （1）； Tian， 

Qingqing （1）； Guo， 

Lingling （1）； Wang， Jing 

（1）； Xiao， Fanhua

A tumor-targe t ing  drug  de l ivery 

s y s t e m  b a s e d  o n  c y c l i c  N G R -

m o d i f i e d ， c o m b r e t a s t a t i n  A 4 -

loaded， functionalized graphene oxide 

nanosheets

RSC Adv.

462 EI

Zhou， Fanyun （1）； Du， 

Xuexun （1）； Yu， Jun 

（1）； Mao， Dongsen （1）； 

Lu， Guanzhong （1， 2）

H i g h l y  w a t e r - r e s i s t a n t  c a r b o n 

nanotube supported PdCl<inf>2</

inf>-CuCl<inf>2</inf>catalysts for low 

temperature CO oxidation

RSC Adv.

463 EI

Liu， Baobao （1）； Xiao， 

Xiuzhen （1）； Yu， Jun 

（1）； Mao， Dongsen （1）； 

Lu， Guanzhong （1， 2）

Influence of synthesis conditions on 

the morphologies of ReBO<inf>3</

inf>microstructures and white light 

emission of YBO<inf>3</inf>

RSC Adv.

464 EI

He， Li （1）； Chen， Ying 

（1）； Wu， Xiaomei （1）； 

Xu， Yi （1）

Magnetic Fe<inf>3</inf>O<inf>4</inf>/

Alginate cell beads
J. Comput. Theor. Nanosci.

465 EI

Qiu， Jing-Wen （1）； 

Zheng， Xue-Song （2）； 

Ma， Bao-Di （1）； Xu， Yi 

（1）

Efficient improvement the production 

of recombinant nitrilase by optimizing 

culture conditions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

J. Comput. Theor. Nanosci.

466 EI
Wu， Fanhong （1）； Fu， 

Di （1）

Self-assembling peptide as a carrier 

fo r  hydrophobic  an t icancer  drug 

combretastatin a4-characterization and 

in vitro delivery

J. Comput. Theor. Nanosci.

467 EI

Liu， Cheng （1）； Cao， 

Leichang （2， 3）； Ma， 

Peng （2）； Wang， Jieni 

（2）； Rong， Shaofeng （1）； 

Han， Sheng

A novel one-step flocculation method for 

recycling wasterolling oil

Energy Sources Recovery 

Util. Environ. Eff.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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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EI

Xiao， Zuobing （1）； 

Wu， Quyang （1）； Niu， 

Yunwei （1）； Liu， Qiang 

（2）； Chen， Feng （3）； 

Ma， Ning （1）； Zh

Optimization of Headspac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Cherry Tomato by Gas Chromatography

Food Anal. Methods.

469 EI

Guan， Xiaoyan （1）； Zou， 

Xinli （1）； Sun， Shaozeng 

（2）

Influence of the type of the pulverized 

coal concentrator on the operation of a 

tangential fired boiler with horizontal 

bias combustion

J. Shanghai Jiaotong Univ. 

Sci.

470 EI

Jiang， Shu （1， 2）； Liu， 

Zhixiong （2）； Jiang， 

Daoyi （2）； Cheng， 

Honghua （3）； Han， Jin 

（2， 3， 4）； Han，

G r a p h e n e  a s  a  n a n o t e m p l a t i n g 

auxiliary on the polypyrrole pigment for 

anticorrosion coatings

High Perform Polym

471 EI
Cui， Liu （1）； Chen， Li 

（2）； Duan， Dengping （2）

Design of predictive controller based on 

linear optimization for unmanned airship
J. Comput. Theor. Nanosci.

472 EI

Tang， Qi （1）； Xiao， 

Zuobing （1）； Song， 

Shiqing （1）； Niu， 

Yunwei （1）； Li， Sisi （1）； 

Fan， Li （1）

The enzymatic preparation technology of 

characteristic flavor precursors of pork

J. Chin. Inst. Food Sci. 

Technol.

473 EI

Wei， Xu （1）； Lu， Junzhu 

（2）； Duan， Wei-Liang 

（3）

Palladium-Catalyzed Asymmetric 

1，6-Addition of Diarylphosphines 

to Allylidenemalonates for Chiral 

Phosphine Synthesis

Synthesis

474 EI
Kong， J.F. （1）； Fan， D.H. 

（2）； Shen， W.Z. （3）

Anharmonicity effects in Cu-doped ZnO 

nanocombs by temperature-dependent 

Raman scattering

Appl Phys A

475 EI

Zhang， Canyun （1）； 

Kong， Jinfang （1）； 

Wang， Fengchao （1）； 

Zou， Jun （1）； Huang， 

Yaoqing （1）

Preparation of ferromagnetic N&ndash ；

Mn codoped ZnO thin films by ultrasonic 

spray pyrolysis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476 EI

Cai， Jianjun （1）； Wang， 

Qingcheng （1）； Wang， 

Quan （1）

Experiment study of alkali metal ions 

on biomass catalytic pyrolysis and 

gasification

Taiyangneng Xuebao

（续表）



486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序号 检索源 姓名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477 EI

Hu， Zhou （1）； Niu， 

Yuge （2）； Liu， Jie （2）； 

Li， Yanfang （2）； Yu， 

Liangli （3）； Zhang， Hua 

（1）； Xu， Yi

Immunomodulation activity of alkali 

extract polysaccharide from Plantago 

asiatic L. seeds

RSC Adv.

478 EI

Wang， Chi （1）； Huang， 

Yanshan （2）； Pan， Hao 

（2）； Jiang， Jianzhong 

（1）； Yang， Xiangwen 

（2）； Xu， Zhixi

Ni t rogen-Doped  Porous  Carbon /

Graphene Aerogel with Much Enhanced 

Capacitive Behaviors

Electrochim Acta

479 EI
Ai， Hui-Lin （1）； Zhou， 

Zhi-Yong （2）

Research on wind loa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decorative strips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high-rise building

Gongcheng Lixue

480 EI

Xie， Tao （1， 2， 3）； 

Shen， Hui （1）； Wu， 

Anhua （2， 3）； Man， 

Peiwen （2， 3）； Su， 

Liangbi （2， 3）； Shi， Zh

Crystal growth， spin reorientation and 

magnetic anisotropy of YFe<inf>0.8</

in f>Mn<in f>0 .2< / in f>O<in f>3</

inf>single crystal

Solid State Commun

481 EI

Zhang， Wei （1）； Yin， 

Jiajia （1）； Min， Fanqi 

（1）； Jia， Lili （1）； 

Zhang， Daoming （1）； 

Zhang， Quansheng

Cyclic voltammetry analysis of copper 

electrode performance in Na<inf>2</

inf>WO<inf>4</inf>solution and optical 

property of electrochemical synthesized 

CuWO<inf>4</inf>nanoparticles

J Alloys Compd

482 EI

Yu， Jun （1）； Mao， 

Dongsen （1）； Ding， Dan 

（1）； Lu， Guanzhong （1， 

2）

Synthesis of C<inf>2</inf>oxygenates 

f r o m  s y n g a s  o v e r  R h - M n - L i /

SiO<inf>2</inf>catalysts

RSC Adv.

483 EI

Zhao， Guoying （1）； Jin， 

Wentian （1）； Fang， 

Yongzheng （1）； Gong， 

Ting （1）； Guo， Jinling 

（1）； Dawai， S

Broadband mid-infrared emission 

a r o u n d  2 . 9 & n b s p ；& m u ；m  i n 

Dy<sup>3+</sup>doped bismuth 

germanate glass

Mater Res Bull

484 EI

Lu， Enze （1）； Lin， 

Zhisong （2）； Zhu， Bin 

（1）； Wei， Yue （3）； 

Xing， Junfen （2）

Research of new coloration biochip 

reader based on charge-coupled device

Shengwu Yixue 

Gongchengxue Zazhi/J. 

Biomed. Eng.

485 EI

Zhou， Yiming （1）； He， 

Liqing （1）； Zhou， Xiaoli 

（1）； Xiao， Ying （1）

Effect of sun-drying on Maillard reaction 

in Jinhua ham
Shipin Kexue/Food Sc.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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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EI

Jia， F. （1）； Gao， H. （2）； 

Jia， H. （1）； Zhang， W. 

（1）

Nanostructured lipid carriers with 

liquid crystal structure encapsulating 

phenylethyl resorcinol

Mol. Cryst. Liq. Cryst.

487 EI

Miao， Y. （1）； Jia， B. 

（1）； Chen， M. （2）； 

Zhang， W. （1）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olid 

lipid microparticles with liquid crystal 

structure

Mol. Cryst. Liq. Cryst.

488 EI

Zhang， Kai （1）； Hou， 

Jing-Shan （1）； Liu， Bo-

Mei （2）； Zhou， Yang 

（2）； Yong， Zi-Jun （2）； 

Li， Li-Na （3）

S u p e r b r o a d  n e a r - i n f r a r e d 

photoluminescence covering the second 

biological window achieved by bismuth-

doped oxygen-deficient gadolinium 

oxide

RSC Adv.

489 EI

Zhang， Wei （1）； Yin， 

Jiajia （1）； Min， Fanqi 

（1）； Jia， Lili （1）； 

Zhang， Daoming （1）； 

Zhang， Quansheng

Preparation and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 t ies  o f  MMoO<inf>4</ in f>

（ M & n b s p ；= & n b s p ；C u ， N i ， 

Zn） nano-particles synthesized via 

electrolysis

J. Mol. Struct.

490 EI

Fei， Yu （1， 2）； Li， Yong 

（1）； Han， Sheng （1）； 

Ma， Jie （1， 2）

Adsorptive removal of ciprofloxacin 

by sodium alginate/graphene oxide 

composite beads from aqueous solution

J. Colloid Interface Sci.

491 EI

Meng， Fang-Li （1）； 

Zhang， Dong-Yun （1）； 

Chang， Cheng-Kang 

（1）； Xu， Jia-Yue （1）； 

Kamzin， A.S. （2）

S y n t h e s i s  a n d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performance of LiFePO<inf>4</inf>/C 

cathode materials using Fe powder

Wuji Cailiao Xuebao

492 EI

Liu， Linyan （1）； Cheng， 

Yao （1）； Liu， Zhifu （1）； 

Ha， Minh Ngoc （1， 3）； 

Guo， Qiangsheng （1， 2）； 

Zhao，

T h e r m o c h e m i c a l  c o n v e r s i o n  o f 

CO<in f>2</ in f> in to  CH<in f>4</

inf>using oxygen deficient NiFe<inf>2</

inf>O<inf>4-

RSC Adv.

493 EI

Xiao， Zuobing （1， 2）； 

Zhou， Xuan （1）； Niu， 

Yunwei （1）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on the flavor of cherry wine

J. Chin. Inst. Food Sci. 

Technol.

494 EI

Shan， Xiaoqian （1）； 

Yuan， Yuan （2）； Liu， 

Changsheng （2）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EG-modified PCL nanoparticles for 

oxygen carrier

Artif. Cells Nanomed. 

Biotechno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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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EI

Chen， Gui-E （1）； Zhu， 

Wei-Wei （1）； Xu， Sun-

Jie （1， 2）； Xu， Zhen-

Liang （2）； Shen， Qian 

（1）； Sun， Wei-

A PVDF/PVB composite UF membrane 

improved by F-127-wrapped fullerene 

for protein waste-water separation

RSC Adv.

496 EI

Cao， Wenming （1）； Lin， 

Lang （1）； Niu， Yunwei 

（1）； Xiao， Zuobing （1）； 

Fang， Xuezhi （2）

Characterization of aroma volatiles 

in  came l l i a  seed  o i l s  （Camel l i a 

oleifera Abel.） by HS-SPME/GC/MS 

and electronic nose combined with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od Sci. Technol. Res.

497 EI

Guo， Qian （1）； Chang， 

Chengkang （1）； Zhang， 

Dongyun （1）； Huang， 

Kejun （2）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f  C o < i n f > x < / i n f > / L i < i n f > 3 < /

inf>Ti<inf>4</inf>Co<inf>1&minus ；

x</inf>CrO<inf>12</inf>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

J Alloys Compd

498 EI Wang， Yufeng （1）

Effect of sol-gel composite treatment on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magnesium alloy 

based on computer simulation

Rev. Iberica Sist. Tecnol. 

Inf.

499 EI

Yang， Wenya （1）； 

Wang， Zhanyong （1）； 

Wang， Tianpeng （1）； 

Jin， Minglin （1）； Xu， 

Jiayue （1）； Sui， Yanl

Ferroelectric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CoFe<inf>2</inf>O<inf>4</inf>/

B a T i O < i n f > 3 < / i n f > P r e p a r e d  b y 

Microwave-Assisted Sol-Gel Method

J Supercond Novel Magn

500 EI

Liu， Chaoheng （1）； Guo， 

Xiaoming （1）； Guo， 

Qiangsheng （1）； Mao， 

Dongsen （1）； Yu， Jun 

（1）； Lu， Guanzh

Methanol synthesis from CO<inf>2</

i n f > h y d r o g e n a t i o n  o v e r  c o p p e r 

catalysts supported on MgO-modified 

TiO<inf>2</inf>

J. Mol. Catal. A Chem.

501 EI

Shi， Yanjiao （1）； Liu， 

Yunxiang （1）； Zhang， 

Qing （1）； Yi， Yugen （2）； 

Li， Wenju （1）

S a l i e n c y - b a s e d  a b n o r m a l  e v e n t 

detection in crowded scenes
J. Electron. Imaging

502 EI

Yu， ZhenYang （2）； Mo， 

LingYun （3）； Zhang， 

Jing （1）； Liu， ShuShen 

（2）

Time- and anion-dependent stimulation 

on tr iphosphopyridine nucleot ide 

followed by antioxidant responses in 

Vibrio fischeri after exposure to 1-ethyl-

3-methylimidazolium salts

Chemosphere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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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EI

Yu， Ningbo （1）； Huang， 

Qi （1）； Fu， Ning （1）； 

Ren， Jifu （1）； Lu， Deli 

（1）； Han， Sheng （1）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novel 

enhanced 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s 

based on graphene constructed self-

assembled Co<inf>3</inf>O<inf>4</

inf>microspheres

RSC Adv.

504 EI

Wang， Yufeng （1）； 

Zheng， Yi （1）； Hu， 

Shuchun （2）

Synthesis of mono-dispersed Fe-Co 

nanoparticles with precise composition 

control

J Phys Chem Solids

505 EI

Zhao， Ranran （1， 2）； 

Li， Xiaojun （2）； Zhang， 

Zhiguo （1）； Zhao， 

Guanghui （3）

KH<inf>2</inf>PO<inf>4</inf>-aided 

soil washing for removing arsenic from 

water-stable soil aggregates collected in 

southern China

Environ. Eng. Res.

506 EI

Xie， Kelin （1）； Feng， 

Tao （1）； Zhuang， 

Haining （2）； Bing， 

Fangling （1）； Gao， Linlin 

（1）； Sang， Min （

Inf luence  o f  d i f fe rent  exogenous 

f e r m e n t a b l e  s u g a r s  o n  v o l a t i l e 

compounds of wine

Shipin Kexue/Food Sc.

507 EI

Yang， Chao （1）； Liu， 

Hui （1）； He， Kangkang 

（1）； Xue， Yuan （1）； 

Li， Yong （1）； Chang， 

Xing （1）； Lin， H

Effects of cetane number improvers on 

diesel fuel from direct coal liquefaction

Energy Sources Recovery 

Util. Environ. Eff.

508 EI

Jia， Runping （1）； Wu， 

Yi （1）； Zan， Guangtao 

（2）； Liu， Dongwei （1）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 ion of 

nanotree-like polyaniline electrode 

material for supercapacitors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509 EI

Liu， Jukun （1， 2）； Jia， 

Tianqing （2）； Zhao， 

Hongwei （1）； Huang， 

Yaoqing （1）

Two-photon excitat ion of  surface 

plasmon and the period-increasing effect 

of low spatial frequency ripples on a GaP 

crystal in air/water

J Phys D

510 EI

Chen， Hongyan （1）； 

Chang， Xing （1）； Chen， 

Daming （1）； Liu， Jinbao 

（1）； Liu， Ping （1）； 

Xue， Yuan （1）；

Graphene-Karst Cave Flower-like 

N i & n d a s h ；M n  L a y e r e d  D o u b l e 

Oxides Nanoarrays with Energy Storage 

Electrode

Electrochim Acta

511 EI

Zhu， Guangyong （1）； 

Xiao， Zuobing （1）； Zhu， 

Guangxu （2）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release kinetics of mentha-8-thiol-

3-one-&beta ；-cyclodextrin inclusion 

complex

Polym. Bul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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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EI Wu， Lin （1）

Effect of mass transfer induced velocity 

slip on heat transfer of viscous gas flows 

over stretching/shrinking sheets

Int. J. Therm. Sci.

513 EI

Xu， Jiayue （1）； Li， 

Xin （1）； Lu， Baoliang 

（1）； Shen， Hui （1）； 

Shi， Minli （2）； Zhang， 

Aiqiong （2）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growth of 

large size Li<inf>2</inf>B<inf>4</

inf>O<inf>7</inf>piezocrystals

Kuei Suan Jen Hsueh Pao

514 EI

Wen， Yuxian （1）； 

Zhang， Yan （1）； Chu， 

Yaoqing （1）； Yang， Bobo 

（1）； Xu， Jiayue （1）

Growth and spectral properties of ho-

doped Bi<in f>4</ in f>Si<in f>3</

inf>O<inf>12</inf>crystal

Kuei Suan Jen Hsueh Pao

515 EI

Zhang， Qing （1）； 

Lin， Jiajun （2）； 

Li， Xiaodan （1）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via structure 

extraction and region contrast
J. Inf. Sci. Eng.

516 EI

Yang， Wenya （1）； 

Wang， Zhanyong （1）； 

Zhou， Zhipeng （1）； 

Wang， Tianpeng （1）； 

Jin， Minglin （1）； Xu， Ji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Fe<inf>2</ inf>O<inf>4</ inf>/

B a T i O < i n f > 3 < / i n f > M u l t i f e r r o i c 

Composites

J Supercond Novel Magn

517 EI

Zhang， Na （1）； Ding， 

Yanhua （1）； Zhang， 

Jianyong （1）； Fu， Bin 

（1）； Zhang， Xiaolei （1）； 

Zheng， Xinfen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M n O < i n f > 2 < /

inf>nanowires@Ni<inf>1&minus ；

x</ in f>Co<inf>x</ in f>O<inf>y</

inf>nanoflake core-shell heterostructure 

for high 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

J Alloys Compd

518 EI

Song， Shiqing （1）； Tang， 

Qi （1， 2）； Fan， Li （1）； 

Xu， Xiaodong （1）； Song， 

Ze （1）； Hayat， Khizar （3）；

Identification of pork flavour precursors 

from enzyme-treated lard using Maillard 

model system assessed by GC&ndash ；

MS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eat Sci.

519 EI

Chen， Gui-E. （1）； Wu， 

Qiong （1）； Sun， Wei-

Guang （1）； Xu， Zhen-

Liang （2）； Xu， Sun-Jie 

（1， 2）； Zhu， We

Synergy of  graphene oxide-silver 

nanocomposite and amphiphilic co-

polymer F127 on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and permeability of PVDF membrane

RSC Adv.

520 EI

Jia， Shaojie （1）； Li， 

Dan （1）； Fodjo， Essy 

Kouadio （2）； Xu， Hu 

（1）； Deng， Wei （1）； 

Wu， Yue （1）； Wang

Simultaneous preconcentration and 

ultrasensitive on-site SERS detection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seawater using hexanethiol-modified 

silver decorated graphene nanomaterials

Anal. Method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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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EI

Wang， Mei-Ling （1）； 

Xu， Jia-Yue （1）； Zhang， 

Yan （1）； Chu， Yao-Qing 

（1）； Yang， Bo-Bo （1）； 

Shen， Hui （

Growth and therm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Dy
Wuji Cailiao Xuebao

522 EI

Xu， Jia-Yue （1）； Wang， 

Jie （1）； Chen， Wei （1）； 

Xiao， Xue-Feng （1， 

2）； Yang， Bo-Bo （1）； 

Wang， Zhan-Yo

Synthesis， growth and scintillation 

properties of large size Bi<inf>4</

i n f > S i < i n f > 3 < / i n f > O < i n f > 1 2 < /

inf>crystals

Wuji Cailiao Xuebao

523 EI

Nie， Leitao （1， 2）； 

He， Xiyun （2）； Chang， 

Chengkang （1）； Zeng， 

Xia （2）； Qiu， Pingsun 

（2）； Cheng， Wen

Effect of anisotropy on the ferroelectric， 

optical， and electro-optic properties of 

PLZT transparent ceramics prepared by 

uniaxial hot-press sintering techniques

Opt. Mater. Express

524 EI

Yang， Bobo （1）； Zou， 

Jun （1）； Shi， Mingming 

（1）； Wang， Fengchao 

（1）； Li， Yang （2）； Li， 

Wenbo （3）； Ya

Enhancement of thermal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green LuAG phosphors by 

appropriate Y substitution

J Mater Sci Mater Electron

525 EI

Sun， Zuosong （1）； 

Shen， Shaodian （1）； 

Ma， Limeng （1）； Mao， 

Dongsen （1）； Lu， 

Guanzhong （1， 2）

Controlled synthesis of N-doped carbon 

sphere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for 

supercapacitors

RSC Adv.

526 EI

Zhou， Huifang （1， 2）； 

Deng， Hao （2）； Liu， 

Xing （2）； Yan， Hong 

（2）； Zhao， Xiangyong 

（2）； Luo， Haosu （

Dielectric and piezoelectric properties 

o f  l e a d - f r e e  （ K < i n f > 0 . 4 4 < /

inf>Na<inf>0.46</inf>）NbO<inf>3</

inf>-0.5%MnO<inf>2</inf>single 

crystals grown by the TSSG method

Ceram Int

527 EI

Guo， Haiyang （1）； Liu， 

Yan （1）； Xi， Yukun （1）； 

Xu， Chun （1）； Lv， Qing 

（1）

Investigation on high performance 

LiFePO<inf>4</inf>nanoplates with the 

{010} face prominent for lithium battery 

cathode materials

Solid State Ionics

528 EI

Yu， Fei （1， 2）； Wang， 

Chengxian （1）； Ma， Jie 

（1， 2）

Applications of graphene-modified 

electrodes in microbial fuel cells
Mater.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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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EI

Tang， Youqi （1）； Zhang， 

Dengbo （1）； Rui， Mohan 

（2）； Wang， Xin （1）； 

Zhu， Dicheng （1）

Dynamic stability of axially accelerating 

viscoelastic plates with longitudinally 

varying tensions

Appl. Math. Mech. Engl. 

Ed.

530 EI

Xiao， Zuobing （1）； 

Li， Wei （1）； Zhu， 

Guangyong （1）； Zhou， 

Rujun （1）； Niu， Yunwei 

（1）

Study of produc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styrallyl acetate nanocapsules using 

complex coacervation

Flavour Fragrance J.

531 EI

Li， Xinyu （1）； Zhang， 

Dongyun （1）； Chen， Yue 

（1）； Chang， Chengkang 

（1）

Preparat ion and character iza t ion 

of orange&ndash ；yellow emitting 

L i < i n f > 2 < / i n f > C a < i n f > 0 . 4 < /

inf>Sr<inf>0.6</inf>SiO<inf>4</inf>

J Lumin

532 EI

Fu， Rongbing （2）； 

Zhang， Xian （1）； Xu， 

Zhen （3）； Guo， Xiaopin 

（3）； Bi， Dongsu （1）； 

Zhang， Wei （4）

Fast and highly efficient removal of 

chromium （VI） using humus-supported 

nanoscale zero-valent iron

Sep. Purif. Technol.

533 EI

Zhang， Er-Geng （1）； 

Chen， Qiang （1）； Wang， 

Qin-Xue （1）； Huang， 

Biao （1）

Properties and cutting performance of 

tialsin coating prepared by cathode ARC 

ion plating

Surf. Rev. Lett.

534 EI

Jiang， Jibo （1）； Chen， 

Haotian （1）； Zhu， Liying 

（1）； Qian， Wei （1）； 

Han， Sheng （1）； Lin， 

Hualin （1）；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electroless 

Ni-P-GO composite coatings

RSC Adv.

535 EI

Wang， Yifei （1）； Xia， 

Yawen （1）； Zhang， 

Pengyu （1）； Ye， Lin （1）； 

Wu， Lianqiang （2）； He， 

Shoukui （1）

Phys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Pork 

Packaging Application of Chitosan Films 

Incorporated with Combined Essential 

Oils of Cinnamon and Ginger

Food. Bioprocess Technol.

536 EI

Yue， Qi （1）； Jin， 

Shuangling （1）； Guo， 

Chenting （1）； Gao， Qian 

（1）； Zhang， Rui （1）； 

Jin， Minglin （1）

Experiments and modeling for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graphite nanoplatelets/

carbon composites

Fullerenes Nanotubes 

Carbon Nanostruc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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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EI

Cheng， Han-Wen （1， 

2）； Li， Jing （2）； Wong， 

Season （3）； Zhong， 

Chuan-Jian （2）

Assessment of aggregative growth of 

MnZn ferrite nanoparticles
Nanoscale

538 EI

Du， Fan （1）； Wu， 

Guisheng （1）； Mao， 

Dongsen （1）； Lu， 

Guanzhong （1， 2）

The role of zirconia in cobaltosic oxide 

catalysts for low-temperature CO 

oxidation

RSC Adv.

539 EI

Ye， Le （1， 2）； Li， 

Huanying （2）； Wang， 

Chao （2）； Shi， Jian （2）； 

Chen， Xiaofeng （2）； 

Wang， Zhongqing

Crys ta l  g row th  and  sc in t i l l a t i on 

properties of undoped and Ce<sup>3+</

sup>-doped GdI<inf>3</inf>crystals

Opt Mater

540 EI

Ma， Suxiang （1， 2）； 

Chen， Huanqing （2）； Li， 

Jian （2）； Jia， Xueshun 

（2， 3）； Li， Chunju （1， 

2）

Molecular Recognition Properties of 

Biphen[4]arene
Chem. Asian J.

541 EI

Li， Xinyu （1）； Zhang， 

Dongyun （1）； Chen， Yue 

（1）； Chang， Chengkang 

（1）

Preparat ion and character iza t ion 

o f  a  g r e e n  e m i t t i n g  L i < i n f > 2 < /

inf>Ca<inf>0.4</inf>Sr<inf>0.6</

inf>SiO<inf>4</inf>

Ceram Int

542 EI

Guo， Chenting （1）； Jin， 

Shuangling （1）； Wang， 

Xiaolong （1）； Mu， 

Yanhan （1）； Cheng， 

Jieling （1）； Zhan

Promoting effect of surface acidities on 

efficiency of copper modifier for ordered 

mesoporous  carbon-SiO<inf>2</

i n f > - A l < i n f > 2 < / i n f > O < i n f > 3 < /

inf>nanocomposites in adsorptive 

desulfurization

Microporous Mesoporous 

Mater.

543 EI

Zhai， Xiaolong （1）； 

Mao， Dongsen （1）； 

Huangfu， Jiaojiao （1）； 

Guo， Qiangsheng （1）

Effects of pore structure and acidity 

of  Nano-HZSM-5 on i ts catalytic 

performance for the conversion of bio-

ethanol to propene

Shiyou Xuebao Shiyou 

Jiagong

544 EI

Xiao， Zuobing （1）； 

Wu， Minling （1）； Niu， 

Yunwei （1）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fatty acid 

profiles of oxidized chicken fat and 

flavors of chicken fat-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J. Chin. Inst. Food Sci. 

Technol.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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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ISTP
Wang， GC^Xu， B^Jiang， 

WP

SVM Modeling for  Glutamic Acid 

Fermentation Process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6 

CCDC）

546 ISTP Li， YP
Dynamic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ankshaft System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EP 

2016）

547 ISTP
Sun， PL^Wang， YQ^Tang， 

W

The Pressure Enhances the Extraction 

Yield of  Total  Triterpenoids from 

Ganoderma Lucidu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ENGINEERING （SMAE 

2016）

548 ISTP
Xue， Y^Liu， KJ^Chen， 

K^Chen， HF

Study on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tempering martensite for a carbon 

steel by thermal expansion

ENERGY SCIENCE AND 

APPLIED TECHNOLOGY

549 ISTP Wang， B^Qiu， J

Differential quadrature scheme to forced 

vibration of axially moving viscoelastic 

beams constituted by the standard linear 

solid model

MECHANIKA 2016 ：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550 ISTP

Wang， WJ^Wang， 

QF^Kang， SZ^Li， XQ^Qin， 

LX^Mu， J

C o n t r o l l a b l e  P r e p a r a t i o n  a n d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c a l  B e h a v i o r  o f 

Nanostructured Zn2GeO4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MATERIAL 

ENGINEERING （AME 

2016）

551 ISTP

Yang， HJ^Kang， SZ^Li， 

XQ^Qin， LX^Yan， H^Mu， 

J

A Novel Imidazolium Ionic Liquids and 

Its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SE 

20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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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ISTP Wang， YF^Zheng， Y

Influence of Reaction Conditions on the 

Crystal Size and Yield in Hydrothermal 

Synthesis of ZSM-5 Molecular Sieve 

Zeolites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CONTROL

553 ISTP
Su， J^Xu， B^Zhu， 

YC^Fan， QM

An Approach to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Fuzzy Bayesian Network for FMS

FUZZY SYSTEM AND 

DATA MINING

554 ISTP Yang， RJ^Zhao， N^Yan， F

A novel approach based on an improved 

random forest to forecasting the air 

quality of second-hand housing

PROCEEDINGS OF 2016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DESIGN （ISCID）， VOL 1

555 ISTP Wang， B

N O N L I N E A R  P R I N C I P A L 

P A R A M E T R I C  O F  A X I A L L Y 

A C C E L E R A T I N G  B E A M 

CONSTITUTED BY THE STANDARD 

LINEAR SOLID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UND 

AND VIBRATION ： 

FROM ANCIENT TO 

MODERN ACOUSTICS

556 ISTP

Kang， SZ^Wang， QF^Li， 

XQ^Qin， LX^Wang， 

HT^Huo， JJ^Mu， J

P r e p a r a t i o n  o f  G e S 2 / g r a p h e n e 

nanocomposite with high lithium storage 

capacity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NSORS， 

MEASUREMENT 

AND INTELLIGENT 

MATERIALS

557 ISTP
Du， YJ^Wang， LX^Guo， 

DH^Ma， ZQ^Shen， L

Preparation of Basic Copper Carbonate 

Microspheres by Precipitation Method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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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ISTP

Wang， JW^Guan， SM^Cai， 

BG^Zhang， S^Yang， 

SL^Zhou， Y^Rong， SF^Li， 

QQ

Increased Yield of Biotransformation 

of Androsta-1， 4-Dien-3， 17-Dione 

from B-Sitosterol by Using Sulfobutyl 

Ether-B-Cyclodextrin Complexation 

Techniqu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ENGINEERING （SMAE 

2016）

559 ISTP
Liang， YJ^Liu， ZF^Cheng， 

Y^Zhao， Z

Seeded growth of WO3 film on FTO 

substrate with tunable structures for 

stable electrochromic performance

INTEGRATED 

FERROELECTRICS

560 ISTP
Wang， GC^Xu， B^Jiang， 

WP

Fault Diagnosis for Glutamic Acid 

Fermentation Process Using Fuzzy 

Clustering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6 

CCDC）

561 ISTP
Zhao， M^Yu， WJ^Lu， 

WJ^Liu， Q^Li， JX

Chinese Document Keyword Extra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P-Growth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CITY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ICSCSE）

562 ISTP
Zhu， YC^Xu， B^Su， 

J^Fan， QM^Miao， JJ

Fault Diagnosis of AS and RS Based on 

Fuzzy Petri Net

FUZZY SYSTEM AND 

DATA MINING

563 ISTP
Chen， L^Geng， T^Wan， 

GC^Xie， LY^Tong， MS

Design of Passive Wireless Antenna 

Sensors for Strain Measurement

2016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564 ISTP
Zhang， LJ^Ma， XH^Ye， 

YZ

R e s e a r c h  o n  C r o s s - r e g u l a t i o n 

Charac te r i s t i c  o f  F lyback  Power 

Converter with Multiple-output Port and 

Its Controlling Technique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IEEE 

11TH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ICIEA）

565 ISTP

Liu， X^Wang， WJ^Li， 

XQ^Li， CJ^Qin， LX^Sun， 

J^Kang， SZ

Preparation of per-hydroxylated pillar[5]

arene decorated graphene and i ts 

electrochemical behavior

ELECTROCHIMICA 

ACT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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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ISTP
Zou， J^Yang， BB^Zhu， 

SM^Li， JR^Wang， FC

Enhancement of thermal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BaxSr2-xSiO4 ：Eu2+ 

phosphors by Ba2+ dop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567 ISTP
Chen， L^Geng， T^Wan， 

GC^Shao， K^Tong， MS

Design of a Visualized System for 

Monitoring Tunnel's Risk Based on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2016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568 ISTP
Ye， QZ^Shen， XZ^Cao， 

WW

Spectrum Analyses and Extracting 

Components of Ultrasonic Echo Signal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MANUFACTUR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AMTIA 

2016

569 ISTP
Lin， HL^Li， KJ^Zhang， 

XW^Wang， HX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n Brown Coal
ENERGY & FUELS

570 ISTP Liu， YX^Liu， TW
Study on Electronic Nose and Algorithm 

for Identification of Spice

2016 FIRST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 （ICCCI 

2016）

571 ISTP
Chen， L^Xia， H^Gao， 

C^Tong， MS

Design of Digital Baseband Converter 

for the Observation of Pulsars Based on 

ROACH2 Platform

2016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572 ISTP

Rong， SF^Zhou， Y^Niu， 

MY^Li， QQ^Wang， 

M^Guan， SM^Zhang， 

S^Cai， BG

Functional evaluation of bacterial 

surface displayed P domain from human 

norovirus capsid proteins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ST 20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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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ISTP
Yang， RJ^Fan， YF^Zhao， 

N^Cheng， Y

I m p r o v e d  C h e m i c a l  R e a c t i o n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3D Complex 

Surface Coverage

2016 IEE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SENSING， AND 

CONTROL （ICNSC）

574 ISTP
Wang， LC^Ha， MN^Liu， 

ZF^Zhao， Z

Mesoporous WO3 modified by Mo for 

enhancing reduction of CO2 to solar 

fuels under visible light and thermal 

conditions

INTEGRATED 

FERROELECTRICS

575 ISTP
Zhao， X^Zhao， 

HL^Sugisaka， M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Tracking 

Technology of the Maximal Power Point 

of the Solar Photovoltaic Based on the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LIFE AND 

ROBOTICS （ICAROB 

2016）

576 ISTP
Li， YG^Huang， Y^Yan， 

P^Sugiyama， S

Fabrication of Micro Solid Metal Needles 

by Electroplating from PMMA Mold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2015

577 ISTP
Hua， R^Liu， WZ^Lin， 

S^Xia， ZT

Study of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Vector Control Based on Three-

Level NPC Inverter-Fed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IT2015）

578 ISTP
Wan， RQ^Ye， YZ^Ma， 

XH

Research on Island Detection Based 

on Improved Positive Feedback Active 

Frequency Shif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ICEITI 20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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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 ISTP Han， XW^Jia， RP

Preparat ion of  SO42-/ZrO2 sol id 

superacid and its efficient catalytic 

properties on the liquefaction of rapeseed 

straw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S， 

CONTROL AND 

MATERIALS （ICMCM 

2016）

580 ISTP Yu， Y^Li， XB^Sun， HY
A New Detecting and Tracking Method 

in Driver Fatigue Det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C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 VOL 1

581 ISTP
Chen， L^Lai， JT^Xu， 

ZJ^Zhang， YJ^Tong， MS

Design of a Data Playback Module for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

2016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582 ISTP
Jiang， F^Lin， W^Wang， 

C^Cao， RL^Chen， ST

Vibration Research of Lattice Wind 

Tower Based on ANSYS

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 （ICHVE）

583 ISTP
Yang， YP^Xu， Z^Fu， 

RB^Guo， XP^Bi， DS

R E M O V A L  O F  C d （ I I ） F R O M 

G R O U N D W A T E R  U S I N G 

S Y N T H E S I Z E D  S E P I O L I T E 

SUPPORTED NANOSCALE ZERO-

VALENT IRON

ENERGY， 

ENVIRONMENTAL 

& SUSTAINABLE 

ECOSYSTEM 

DEVELOPMENT

584 ISTP Shi， S^Li， XB^Sun， HY

Modeling and Control of Rail Type 

Suspended Conveyor for Electrolytic 

Aluminum Anode Casting

PROCEEDINGS 

OF 2016 C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 VOL I

585 ISTP
Liu， YX^Huang， Y^Wang， 

H

The Research of Single Intersection 

Sensor Signal Control Based on Section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16 （ICCMSE-20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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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ISTP
Lu， WJ^Yu， WJ^Gan， 

C^Liu， Q^Li， JX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nose technology 

in the detection of wheat quality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BIG 

DATA AND SMART CITY 

（ICITBS）

587 ISTP
Chen， L^Li， LM^Wan， 

GC^Tong， MS

A  M o d i f i e d  C L E A N  A l g o r i t h m 

for Improving Aperture Synthesis 

Observations of Radio Astronomy

2016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SYMPOSIUM 

（PIERS）

588 ISTP Bao， LL^Shen， XZ
Improved Gaussian Mixture Model and 

Application in Speaker Recognition

PROCEEDINGS 

OF 2016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ROL， 

AUTOMATION AND 

ROBOTICS

589 ISTP Li， XB^Sun， HY^Yu， Y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Coal 

Moistur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BFO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C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 VOL 2

590 ISTP
Xu， HL^Huan， WW^Xu， 

GT^Li， J^Yang， YX

Effects of Modulus and Modifying Agent 

on Aging of Water Glas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ENGINEERING 

（SMAE 2016）

591 ISTP
Xiong， YH^Liu， YX^Shu， 

ML

Applic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in Micro 

Near Infrared Spectrometer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OPTICAL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IES ：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OF 

MICRO- AND NANO-

OPTICAL DEVICES AND 

SYSTEMS ； AND SMART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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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ISTP Zhang， Q^Lin， JJ^Xie， ZG
Structure extraction and region contrast 

based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CDIP 

2016）

593 ISTP
Xu， HL^Yang， H^Xu， 

GT^Yang， YX

Synthesis of 2D Hexagonal Mesoporous 

S i l i ca  Us ing  Amino  Ac id-based 

Surfactant Templat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ENGINEERING （SMAE 

2016）

594 ISTP Chen， Y^Dong， JW
Target detection based on the interframe 

difference of block and graph-based

PROCEEDINGS OF 2016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DESIGN （ISCID）， VOL 2

595 ISTP Bi， ZF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Data Collecting 

Controller for Incipient Fault on Wheel-

set of High-speed Train Based on 

Wire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ICEITI 2016）

596 ISTP Zhao， Y^Chen， W

The Impact Study of Consumer Demand 

on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of Enterprise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ASIA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VOL 

2 ：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MEN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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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ISTP Fan， QM^Xu， B^Chai， ZQ
A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CFPN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JOINT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598 ISTP Shi， S^Li， XB^Sun， HY
Modeling and Control of a Rail-Type 

Mobile Robotic Work Platform

PROCEEDINGS 

OF 2016 CHINESE 

INTELLIGENT SYSTEMS 

CONFERENCE， VOL I

599 ISTP Fan， QM^Xu， B
A FP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CDEDPSO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s in Electrical，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ISAEECE）

【附录七：授权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

软件著作权名称 专利类别 发明者 部门 授权专利号

焦炉清焦机器人

壁障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登记 李晓斌  上海应用校木大学 2017SR723091 

焦炉清焦机器人

柔性作业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登记 李晓斌  上海应用校木大学 2017SR720820 

焦炉四大车防碰撞数据

采集处理与交换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登记 李晓斌  上海应用校木大学 2017SRl20796 

焦炉清焦机器人

3D 监控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登记 李晓斌  上海应用校木大学 2017SR723073

焦炉作业区域人机定位

与监控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登记 李晓斌  上海应用校木大学 20l7SR72080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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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

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带保护罩的智能晴雨伞
于万钧、赵 梦、

鹿文静、李金宵
实用新型 2017/1/4 2016206056503 

用于通信基站勘测的飞行机器人 曹瑞林、林 伟 实用新型 2017/1/11 2016208886513 

一种汽轮机转子轮槽量规

张东民、刘铭心、

盛育东、恽庞杰、

瞿 伟、胡幸兴、

姚松骏、吴艳云

实用新型 2017/2/8 2016209345030

一种家用酿酒器

张慧敏、龚德利、

冯 涛、张 钰、

胡守明、佘晓磊、

赵 阳、王 炎

实用新型 2017/2/22 2016208941050 

带触发式复合型防雷保护器和防雷保

护组件

刘一君、徐社军、

汪朗峰、刘子涵、

刘子玥、刘紫朝

实用新型 2017/4/6 2016211619325

一种液晶感温变色手机壳 冯劲梅、李 晔 实用新型 2017/4/12 2016211715642

一种自动除湿型水力平衡分水器 冯劲梅、许 俊 实用新型 2017/4/19 2016211915390

双温区铝还原装置

房永征、丁艳花、

张 娜、侯京山、

张小磊、甘传先

实用新型 2017/4/26 201621321487.4

一种用于室内植物养护的智能花盆

吴诚骏、曹 扬、

张志国、赵梓羽、

贺晓斌、华思懿、

郑儒雅

实用新型 2017/5/10 2016211917466

一种简易便贴式物流安全监测器 郁 平 实用新型 2017/5/31 2016212530573

一种液晶感温变色手机壳 冯劲梅、李 晔 实用新型 2017/6/9 201621170252X

加湿装置 韦 萍、李丹菁 实用新型 2017/6/20 2016213808656

可补浆式灌浆套筒及墩身和承台的连

接结构
葛继平、郑焕强 实用新型 2017/6/23 201621396471X

一种地埋式绿化苗木生产网袋限根容

器
栾东涛、张志国 实用新型 2017/6/23 2016213809644

一种预制盖梁和预制立柱的连接结构 葛继平、高 飞 实用新型 2017/6/23 2016213974800

一种智能车锁
王 超、卫健健、

贾 易、陈文博
实用新型 2017/6/23 2016214097971

喷雾焙烧用陶瓷喷嘴

丁艳花、张 娜、

张小磊、房永征、

付 斌、丁佳琪

实用新型 2017/6/28 201621321658.3

一种防雨型挂壁式充电桩
陈彬 熊焰 刘佳 吴

冰倩 李治东
实用新型 2017/7/11 201720031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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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生活污水光学灭菌装置

魏自豹、周会平、

陈东辉、张问问、

张志丽、沈 佳、

高少敏

实用新型 2017/7/24 201720086346.7

一种客车紧急逃生系统

张东民 、刘铭心、

朱东初、褚 忠、

盛育东、瞿 伟、

陈国双

实用新型 2017/8/11 2017200669522

一种用于空调系统的多功能水箱

陈灵杰、冯劲梅、

许 俊、冯 静、

彭章娥

实用新型 2017/8/11 2017200389752

一种用于空调系统的多功能水箱

冯劲梅、陈灵杰、

许 俊、冯 静、

彭章娥

实用新型 2017/8/22 2017200387901

一种薄壁管件内螺纹加工刀具

张东民、恽庞杰、

盛育东、吴艳云、

陈国双、姚松骏

实用新型 2017/9/5 2017200834731

一种用于加工高速印刷装备的撑档的

卧式三面组合设备

张东民、陈 剑、

恽庞杰、曹启伟、

吴艳云、黎润镭、

陈国双、张 律、

夏文昊

实用新型 2017/9/5 2017201862283 

一种模块化智能勘探车
明金杰、云河旭、

许昌满
实用新型 2017/9/19 2017201970292

一种旋转式智能货架

陈志豪、何宇华、

康力文、王金山、

董子琪、朱家希、

陈文博

实用新型 2017/9/26 2016213359820

一种吊顶施工装置
毕东苏、张 帆、

曹 月
实用新型 2017/9/26 2017202054240

一种地铁隧道排水设备
毕东苏、曹 月、

张 帆
实用新型 2017/9/26 2017202054255

一种导柱钢珠全自动组装设备

陈 剑、张东民、

李嘉伟、恽庞杰、

陈国双、张 律、

夏文昊

实用新型 2017/10/13 2017201862298 

一种公共建筑工程绿化装饰用挖坑设

备

毕东苏、曹 月、

张 帆
实用新型 2017/10/13 201720205436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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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机场用保洁设备
毕东苏、张 帆、

曹 月
实用新型 2017/10/13 201720205433X

多功能望远镜

卫琳琳、陈家旭、

李晓晶、谢玉琴、

郭友纯、刘靖雯、

沈博侃、万彬滢

实用新型 2017/10/20 201720464529.8

扫地机器人
张而耕、黄 彪、

何 澄、周 琼
实用新型 2017/10/27 2016213809381

具有微调机构的多功能望远镜

卫琳琳、黄钟星、

郭友纯、刘靖雯、

柯明成、陈家旭、

李晓晶、刘从文

实用新型 2017/10/30 201720463182.5

一种新型磁流变阻尼可控多功能金相

研磨装置

刘旭辉、杨 光、

郭甜甜、蒲美玲、

张珈豪、涂田刚、

廖华栋

实用新型 2017/11/3 2017203298153

一种新型磁流变阻尼可控高速玻璃抛

光机

刘旭辉、杨 光、

郭甜甜、蒲美玲、

张珈豪、涂田刚、

廖华栋

实用新型 2017/11/14 2017203297803

一种高架道路径流初级过滤装置
杨骐华、刘 静、

张 帆、毕东苏
实用新型 2017/11/21 2017204158422

一种高空采摘器 韩建秋、翟光强 实用新型 2017/12/26 2017207024059 

一种全自动线束缠绕机

张慧敏、佘晓磊、

王慧艺、李爱平、

吉建佳、张金智 

实用新型 2017/12/26 2017207195226 

发    明

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多取代吡咯类他汀内酯脱水化合物及

其用途

吴范宏、汪忠华、

李 兵、俞晓东、

巫辅龙、朱阳斌、

李媛媚

发明 2017/1/12 201410553313.X

一种利用有机物电解法制备二氧化锰

/ 碳微球电极的方法

张全生、雷天辉、

张立恒、张道明、

霍梦飞、任 桢

发明 2017/1/16 201510749496.7

一种介孔氧化钒 / 碳复合纳米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

马立梦、沈绍典、

王 勤、毛东森、

卢冠忠

发明 2017/1/19 201410365819.8

（续表）



506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二茂铁吡啶类衍生物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任玉杰、吴 云 发明 2017/1/19 201410223444.1

一种采用氩氧脱碳炉冶炼高锰 TWIP

钢的方法

陈麟忠、陈建斌、

栾怀壮、李金光、

胡继业、孙亚琴、

初 荣、孙功超、

陈 锟、徐春梅、

盛赵敏、刘晓荣

发明 2017/1/19 201510491709.0

基于单片机和手机移动应用的联合控

制系统及控制方法

陈小娟、杨益群、

韦青阳、
发明 2017/1/20 201510479840.5

一种茅台酒香气成分的浓缩方法
肖作兵、牛云蔚、

陈晓梅、朱建才
发明 2017/1/24 201510589725.3

一种三维 γ-Fe2O3 纳米材料的制备

方法及其应用

张全生，程素贞，

霍孟飞，张道明，

张立恒，任 桢

发明 2017/5/17 2016102973334

一种光伏光热一体化组件
赵 芳、程道来、

蔡 萌、胡惠敏
发明 2017/5/17 2015108055384 

一种带保护罩的智能晴雨伞
于万钧、赵 梦、

鹿文静、李金宵
发明 2017/6/20 2016104429674 

一种带有高密度氧空位的铁基尖晶石

的水热合成方法

刘志福、刘林炎、

程 遥、赵 喆
发明 2017/6/27 2016100463657

一种锂离子电池炭负极材料及其制备

工艺
张 琢、谢 峰 发明 2017/7/28 2016100385982

一种多取代苯并呋喃衍生物的制备方

法

刘 烽、张 奕、

潘仙华
发明 2017/8/15 2016100082778

便携式洗片装置

徐 航、叶银忠、

马向华、章利俊、

万荣庆

发明 2017/8/25 2015108967489 

基于切交点特征实现的多投影拼接中

全自动几何校正方法
刘凡美、宋智礼 发明 2017/8/29 2016100399650

一种三维纳米级的花球状四氧化三钴

材料的制备方法

蔺华林，陈红艳，

韩 生，黄 奇，

刘 凡，常 兴，

江新泽，艾亚妮，

薛 原，李 勇，

付 宁，余伟平，

马 鹏，冯晨其，

赵志成，周嘉伟，

刘 萍，许广文

发明 2017/8/29 201610085357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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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可折叠便携胶片干燥装置

章利俊、叶银忠、

马向华、徐 航、

万荣庆、邱 路

发明 2017/8/29 201610470196X

玻璃纤维定量输送机

张慧敏、王慧艺、

胡守明、佘晓磊、

陈万元、董成龙

发明 2017/9/12 2016100093113

一种石墨烯及其制备方法
万传云、赵亮亮、

张甜甜
发明 2017/9/22 2015108210568

一种胶片干燥装置 张留禄、李骁辰 发明 2017/9/29 2016108217792

可剥离蓝胶及其制备工艺

张英强，杨伊婷，

余乐平，梁华丽，

李 烨

发明 2017/10/17 2016100386006

一种智能控制的氧化锆齿科材料染色

装置

于 攀、苗继娟、

刘志福、赵 喆
发明 2017/10/17 2016100515401

一种高度有序多孔的石墨烯 / 聚苯胺

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韩 生，喻宁波，

陈言伟，刘金宝，

卢德力，祝 俊

发明 2017/10/27 2015110249585

可剥离蓝胶及制备方法

张英强，杨伊婷，

余乐平，梁华丽，

李 烨

发明 2017/10/27 2016100385997

一种便携式胶片架干燥装置
张彬彬、丁文胜、

夏轶群、曹伟光
发明 2017/10/31 2016108255046

可剥离蓝胶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梁华丽，

李 烨
发明 2017/11/7 2016100385408

一种可剥离蓝胶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梁华丽，

李 烨
发明 2017/11/7 2016100386275

一种 S- 芳基或烷基硫代膦酸酯类化

合物的制备方法

张兴华，王敦盖，

潘安健，赵金龙，

徐炜刚，黄剑清，

李 亮

发明 2017/11/7 2016105482993

一种福沙那韦中间体的制备方法
许 鹏、余 焓、

韩 生、李 亮
发明 2017/11/10 201510217684.5

一种化学气相沉积金刚石涂层基体的

前处理方法

张而耕、黄 彪、

陈 强、孙国庆、

孙思叡

发明 2017/11/17 2016100032618

一种利用天然有机模板合成钙钛矿的

方法

刘志福、河明玉、

朱 峰、卢冠忠、

赵 喆

发明 2017/11/17 201610045824X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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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 N- 辛酰基苯并三氮唑的合成工

艺

吴岳林、索 奇、

吴范宏
发明 2017/11/21 2015107860677

一种氧化石墨烯掺杂钝化膜的制备方

法

韩 生、付 宁、

冯晨萁、钱 炜、

蒋继波、叶冯英

发明 2017/12/5 2015107998140

一种环氧聚硅氧烷及其环氧化制备方

法

吴 蓁、张林林、

张英强
发明 2017/12/5 2015108366260

一种胶片架风干装置 刘一君、徐社军 发明 2017/12/5 2016108255296

可剥离蓝胶及其合成方法

张英强、余乐平、

杨伊婷、梁华丽、

李 烨

发明 2017/12/12 2016100386133

一种可剥离蓝胶以及制备方法

张英强、杨伊婷、

余乐平、梁华丽、

李 烨

发明 2017/12/12 2016100386114

一种便携式水笔收纳柜 相 敏、杨顺勇 发明 2017/12/12 2016100702963

一种氧化石墨烯 / 卟啉复合物光催化

剂的制备方法

李向清、葛日月、

秦利霞、康诗钊
发明 2017/12/26 2015109991822

一种棒状多级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

张建勇、丁艳花、

李雨萌、张 娜、

黄成杰、房永征

发明 2017/12/28 201610031521.2

大型高速印刷辊筒通用钻夹具

张东民、吴艳云、

盛育东、恽庞杰、

曹启伟、宋裕青、

董 越

发明 2017/1/26 201510611352.5

一种多孔二氧化锰及其制备方法
万传云、沈海燕、

杨雅棋
发明 2017/1/26 201410323516.X

一种制备功能化异喹啉的方法
张丽荣、易封萍、

易维银、苏举超
发明 2017/2/4 201510392881.0

一种纳米氧化亚铜的制备方法

王莉贤、郭德华、

杜迎吉、沈 龙、

马柱强

发明 2017/2/4 201510568487.8

RE-Ni-Mo/GO 纳米复合沉积液及制

备方法和用途

蒋继波、韩 生、

冯晨萁、付 宁、

叶冯英

发明 2017/2/4 201510314625.X

一种制备氧化锆气凝胶材料的方法

张 睿、穆艳菡、

邵 霞、金双玲、

金鸣林、孟婷婷、

王孝龙、岳 齐、

张晓康

发明 2017/2/6 201610269894.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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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异氰酸酯硫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欧阳春发、季小婷、

阳伟刚
发明 2017/2/6 201410714255.4

一种在氧化铝模板上自还原制备多种

金属 Janus 颗粒的方法

张全生、张建辉、

张道明、尹佳佳、

程素贞、贾李李、

雷天辉、马 可、

张 伟

发明 2017/2/6 201510746413.9

一种利用手性衍生试剂对 DL- 薄荷

醇进行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手性拆

分的方法

潘仙华、于一文、

徐 娜、刘 烽、

李晓军、张瑞敏、

陈思羽、王亚萍、

于万盛、王 琨

发明 2017/2/6 201410813023.4

一种尼龙 6/ 热塑性聚氨酯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贾润萍、刘立梅、

朱 勇、聂昌军、

孙小玲、赵德慧

发明 2017/2/8 201510120592.5

一种铁酸饵纳米粉体的制备方法
江国健、程 曼、

杨文倩、
发明 2017/2/17 201510354500.X

一种石墨烯导热薄片的制备方法

金双玲、高 倩、

金鸣林、张 睿、

邵 霞

发明 2017/2/23 201510657888.0

一种二十六面体氧化亚铜纳米粒子的

制备方法

孙左松、沈绍典、

潘祥伟、李 俊、

毛东森、卢冠忠

发明 2017/2/23 201510476090.6

一种蜂窝状分级结构纳米二氧化锰及

其制备方法

房永征、祁 鹏、

金建群、黄成杰、

章 开、张 娜

发明 2017/2/24 201510384574.8

一种蠕虫状空心二氧化硅及其制备方

法

胡 静、邓维钧、

刘丽琴、
发明 2017/2/28 201510559042.3

多取代嘧啶类他汀内酯脱水化合物及

其用途

吴范宏、汪忠华、

李 兵、李丹丹、

吕倩倩、吴 闯、

苏飞飞、

发明 2017/3/1 201410553927.8

一种含有青稞 β- 葡萄糖的滋养调理

润肤液及其制备方法

俞 苓、董 磊、

刘田静、孔令姗、

郭慧玲、李晨晨、

超文正

发明 2017/3/3 201410653968.4

一种钼基体上金属镀层的制备方法
万传云、张甜甜、

何云庆
发明 2017/3/3 201510006640.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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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净重式扭矩传感器标定装置

纪林章、曹 杭、

石 钢、王迪迪、

胡宇堃

发明 2017/3/3 201510259699.8

精密磁致伸缩执行器
尚慧琳、张 涛、

宋书峰、
发明 2017/3/6 201510019804.0

一种列净类似物中间体及其制备方法
吴岳林、索 奇、

王美姿、
发明 2017/3/14 201510665756.2

多取代喹啉类他汀内酯脱水化合物及

其用途

汪忠华、吴范宏、

李 兵、俞晓东、

苏飞飞、李丹丹、

吕倩倩、巫辅龙、

发明 2017/3/14 201410553993.5

一种甲醛显色试纸及其制备方法及应

用

房永征、孙玉见、

张 娜、于圣洁、

黄成杰、杨 洪

发明 2017/3/14 201410639657.2

系列大型高速辊筒机械制造工艺

张东民、吴艳云、

宋裕青、王存龙、

张绍青

发明 2017/3/15 201410416472.5

一种含氟噁唑烷酮类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吴晶晶、颜莉莉、

吴范宏
发明 2017/3/16 201410096495.2

集位移与力测试为一体的传感器
石 钢、纪林章、

罗 琛、曹 杭
发明 2017/3/21 201410664357.X

一种沙奎那韦中间体的制备方法
余 焓、韩 生、

何慧红、许 鹏
发明 2017/3/22 201510217527.4

一种用于去除四环素的活化氧化石墨

烯吸附剂及其制备方法

于 飞、孙赛楠、

韩 生、陈红艳、

李 勇、付迪梦娇、

任彬宇、尚广峰、

陶珺如、周会平

发明 2017/3/22 201510132399.3

便携式容器运输装置

万荣庆、叶银忠、

马向华、邱 路、

徐 航、章利俊

发明 2017/3/24 201510561568.5

一种用氩氧脱碳炉冶炼低碳高锰含量

钢水的方法

陈建斌、初 荣、

陈麒忠、栾怀壮、

李金光、胡继业、

孙亚琴、盛赵敏、

刘晓荣

发明 2017/3/29 201510471150.5

一种 ε- 内酯型香料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易封萍、黄 俐 发明 2017/3/29 201510350219.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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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负载型的纳米零价铁粒子及其制

备方法

母 娜、付融冰、

杨颖颖、徐 珍、

郭小品、毕东苏

发明 2017/3/29 201510150723.4

一种片状铁酸铒粉体的制备方法
江国建、王小建、

程 曼、宋 晖
发明 2017/3/29 201510944221.9

一种蕨麻多糖的提纯方法

冯 涛、谢克林、

邴芳玲、庄海宁、

李明明、桑 敏、

张治文、王 珂

发明 2017/3/29 201510253476.0

镁合金板材表面剧烈变形轧制装置及

方法

徐 春、庞灵欢、

司文陵
发明 2017/4/1 201510476753.4

一种水性油墨用生梨香精及其制备方

法

肖作兵、朱广用、

周如隽、牛云蔚
发明 2017/4/1 201510537921.6

受压可屈服型钢棒支撑 胡大柱、吴志平 发明 2017/4/1 201510002154.9

多取代菲环类他汀内酯脱水化合物及

其用途

汪忠华、吴范宏、

李 兵、俞晓东、

吴 闯、吕倩倩、

李丹丹、巫辅龙、

发明 2017/4/5 201410553960.0

一种 c 面蓝宝石的刻蚀方法
邹 军、房永征、

李 龙
发明 2017/4/7 201510013477.8

ε- 丙酸正戊酯基 -ε- 己内酯及其

制备方法
易封萍、黄 俐 发明 2017/4/7 201510351292.8

一种稀土掺杂二氧化铈膜的制备方法 刘小珍、陈 捷 发明 2017/4/7 201510503083.0

一种二氧化铈膜的制备方法
刘小珍、夏乐天、

陈 捷
发明 2017/4/7 201510503095.3

一种壳聚糖包覆维生素 C 微胶囊及其

制备方法

胡 静、邓维钧、

田 婷、范逸君
发明 2017/4/11 201510558492.0

多功能户外智能雨伞

华 容、陈思源、

林 嵩、刘文祖、

夏子涛

发明 2017/4/20 201510414242.X

一种含苯乙醇糖苷的电子烟液
王 伟、王 为、

刘清雷、刘慧敏
发明 2017/4/24 201610631475.X

一种低黏度自交联型 LED 封装胶树

脂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张林林、

吴 蓁
发明 2017/4/26 201410471275.3

一种采用二次阳极氧化制备二氧化铈

膜的方法

刘小珍、冯军亮、

陈 捷
发明 2017/4/26 201510503092.X

一种采用二次阳极氧化制备稀土掺杂

二氧化铈膜的方法
刘小珍、陈 捷 发明 2017/4/26 201510503081.1

（续表）



512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直链淀粉 / 亚油酸 / 乳球蛋白水溶性

三聚体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冯 涛、谢克林、

刘芳芳、王 旭、

邴芳玲、高林林、

刘 轶、李明明、

刘涛

发明 2017/4/27 201510587927.4

一种中草药美白膏及其制备方法
余 焓、高 静、

冯颖、韩 生
发明 2017/5/3 201510081944.0

多取代菲环类他汀含氟衍生物及其用

途

吴范宏、汪忠华、

李 兵、俞晓东、

吕倩倩、吴 闯、

苏飞飞、巫辅龙

发明 2017/5/3 201510362446.3

一种 TiO2/CdS/ 石墨烯复合光催化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王 磊、王文雅、

李书珍
发明 2017/5/3 201510561741.1

一种制备龙葵栓的方法

孙小玲、牛凡凡、

江 营、荣蓓婷、

薛凯奇

发明 2017/5/4 201510881142.8

一种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及其制备方

法

高 群、郭 红、

欧阳春发、孙生根
发明 2017/5/8 201510155128.X

一种聚噻吩 / 钼酸铋复合光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
张志洁、郑婷婷 发明 2017/5/9 201510396551.9

便携式智能超声波雾化器 李福旭、李光霁 发明 2017/5/25 201510696067.8

一种正交相黑色 WO3 的制备方法

房永征、黄成杰、

张 娜、王娴婕、

张小磊

发明 2017/5/25 201610374328.9

一种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粉末及其

制备方法

吴 蓁、仲崇哲、

郭 青、张英强
发明 2017/5/26 201510558430.X

一种用于自愈合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的活性添加剂及其制备方法

吴 蓁、赵国元、

余金妹、夏 菲、

郑凤娟

发明 2017/5/26 201510558646.6

一种改性的多壁碳纳米管负载的铁系

催化剂及制备方法及应用

蔺华林、杨德山、

韩 生、郑 锋、

余 焓、于 飞、

蒋继波、李原婷、

卢德力、邱 丰、

祝 俊、周祖新、

王爱民、王鑫晶、

何 义

发明 2017/6/2 201510432749.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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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新的金属卟啉配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李向清、袁 兵、

张 超、葛日月、

康诗钊、秦利霞

发明 2017/6/2 201510640467.7

一种电解有机物在铜基体表面构建仿

生超疏水薄膜的方法

张全生、雷天辉、

张建辉、尹佳佳、

马 可、贾李李、

程素贞、张道明

发明 2017/6/2 201510745001.3

一种碳化硼复合电极的制备方法

张全生、张 伟、

尹佳佳、程素贞、

党国举、王 淼、

张建辉、雷天辉、

马 可、黄海军、

贾李李

发明 2017/6/2 201510835959.1

一种导电金刚石复合电极的制备方法

张全生、张 伟、

尹佳佳、张建辉、

雷天辉、马 可、

黄海军、贾李李、

张道明、张立恒、

霍孟飞、任 桢

发明 2017/6/2 201510829306.2

一种用于熔盐电解的 Ni- 导电金刚石

复合电极的制备方法

张全生、张立恒、

马 可、尹佳佳、

张 伟、张道明、

霍孟飞、任 桢、

张建辉、雷天辉、

程素贞、黄海军、

贾李李

发明 2017/6/2 201510796841.2

昆虫促咽侧体素拮抗剂及其用途

开振鹏、李媛媚、

王 志、杨新玲、

邓希乐

发明 2017/6/2 201410658801.7

一种用于环境水样中碘的进样装置及

测试碘的浓度的方法
李 丹 发明 2017/6/12 201510246854.2

一种用于环境水样多元素分析的进样

装置和测量金属元素浓度的方法
李 丹 发明 2017/6/12 201510245801.9

液体压力传感器
纪林章、石 钢、

张云龙、朱志涵
发明 2017/6/14 201410664294.8

ε- 丙酸正己酯基 -ε- 己内酯及其

制备方法
易封萍、黄 俐 发明 2017/6/14 201510350220.1

　 　 发明 2017/6/15 201410422405.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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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紫外光固化阻燃底漆涂料及其制

备方法

王振卫、王 磊、

李书珍
发明 2017/6/20 201510580749.2

线束插植合格检测装置

李爱平、张慧敏、

王慧艺、林 聪、

康 浪、王俊友、

刘瑞芳、林小凯、

林瑜璇

发明 2017/6/22 201510376072.0

一种茴香基丙醛的制备新方法 欧文华、张婉萍 发明 2017/6/27 201610096657.1

一种以 TiO2 纳米管为载体的己二腈

加氢催化剂的制备方法

李 俊、岳鲁敏、

李玉江
发明 2017/6/28 201510307755.0

一种（2R，3R）-N-（苯甲酰基）甲

基 -N-4- 甲氧基苯基 -2，3- 环氧丁

酰胺的制备方法

毛海舫、赵飞飞、

孙 扬、王朝阳、

胡 玲、邱珏莹、

刘天宇、霍浩华、

王立志

发明 2017/6/29 201510360308.1

一种超快闪烁 ZnO 薄膜的制备方法

张灿云、邹 军、

徐家跃、孔晋芳、

王凤超、杨波波、

李 龙、孙孪鸿

发明 2017/6/30 201510328712.0

基于 ARM 芯片的穿戴式紫外线监测

装置及其处理方法

陆恩泽、许 旭、

朱 滨、卞治权
发明 2017/7/1 201510682065.3

一种竹节结构 Mn2O3 的制备方法

张建勇、丁艳花、

张小磊、史军霞、

张 娜、房永征

发明 2017/7/2 201610804036.4

一种金属基镶嵌轴承的固体润滑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魏立群、卢冬华、

戴志方、肖 壮、

徐 军

发明 2017/7/5 201510146683.6

一种用氩氧脱碳炉冶炼高碳高锰含量

钢水的方法

陈建斌、孙功超、

陈麒忠、栾怀壮、

李金光、胡继业、

孙亚琴、盛赵敏、

刘晓荣

发明 2017/7/6 201510471169.X

一种含有苦荞胚芽粉的营养面包预混

粉及制备方法和应用

周一鸣、周小理、

王 宏、崔琳琳、

江 扬、王 越、

姜 玥

发明 2017/7/7 201410807026.7

一种（2R，3S）-1- 氯 -3- 叔丁氧酰

胺基 -4- 苯基 -2- 丁醇的制备方法

余 焓、廉 翔、

韩 生、李 亮
发明 2017/7/8 201510607047.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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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 a 面蓝宝石的刻蚀方法

邹 军、房永征、

李 龙、孙孪鸿、

张灿云

发明 2017/7/9 201510013617.1

一种负载脂溶性防晒剂的甲基丙烯酸

甲酯交联聚合物微粒及制备方法
章苏宁、王文扬 发明 2017/7/10 201510222319.3

一种负载脂溶性防晒剂的苯乙烯交联

聚合物微粒及其制备方法
章苏宁、王晓会 发明 2017/7/10 201510220156.5

一种氧化石墨烯镍磷复合镀液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韩 生、龚文博、

武慧慧、刘 凡、

董慧焕、董 波

发明 2017/7/10 201510133589.7

一种强碱性苯乙烯系阴离子交换树脂

及其制备方法

吴 蓁、夏 非、

郭 青、张英强
发明 2017/7/11 201510498788.8

一种热带假丝酵母菌及利用其作为生

物催化剂制备异辛酸的方法

徐 毅、陈 彦、

刘明春、陈建波、

杨美艳、薛 斐、

徐 峰

发明 2017/7/12 201510123591.6

一种制备美多心安的方法

王朝阳、毛海舫、

谭龙泉、唐小年、

姚跃良、申屠有德

发明 2017/7/19 201610255204.9

一种长效留香果香花香型香水及其制

备方法

肖作兵、朱广用、

周如隽、牛云蔚
发明 2017/7/25 201610525722.8

一种镍钼铝 - 二硅化钼复合镀层的制

备方法

刘小珍、冯军亮、

陈 捷、
发明 2017/7/30 201510643414.0

一种聚乙烯醇缩丁醛的制备方法 金东元、杨志强、 发明 2017/7/30 201510430829.X

一种铝制品抛光废水的综合处理方法
毕东苏、卞恒磊、

何慧红、夏卫红
发明 2017/7/31 201510713570.X

一种汽油脱硫吸附剂及其制备方法

金双玲、程洁羚、

金鸣林、张 睿、

邵 霞、王占勇

发明 2017/8/1 201510102020.4

一种复合型介孔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卢德力、韩 生、

喻宁波、黄 奇、

仁济夫、戴愈攻、

何慧红

发明 2017/8/2 201510800997.3

一种铁酸钇流延素坯膜的制备方法
江国健、段 丽、

孙姝雯
发明 2017/8/3 201510690705.5

（续表）



516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卡非佐米中间体化合物的制备方

法

刘 烽、陈元鹏、

潘仙华、王 琨、

史 尧、于 翠、

郭 磊、李勤勤、

王亚萍、陈彦宇

发明 2017/8/4 201510519859.8

一种无卤阻燃聚氨酯软泡及其制备方

法

贾润萍、吴久剑、

何新耀
发明 2017/8/9 201510632130.1

一种金骏眉红茶香气成分的浓缩方法
肖作兵、牛云蔚、

王红玲、朱建才
发明 2017/8/10 201510566586.2

一种花型的 Ni3Sc2/ 石墨烯三维复合

电极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蔺华林、刘 凡、

黄 奇、卢德力、

蒋建忠、熊丽萍、

何忠义、艾亚妮、

王鑫晶、王 驰、

叶冯英、蒋 曙、

储 磊、马 鹏、

李 飞、刘益林、

孙赛楠、杭智军、

武慧慧、王金钻、

何 义、余伟萍、

韩 生

发明 2017/8/11 201510657154.2

一种聚吡咯 / 银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

万传云、原黎阳、

沈海燕
发明 2017/8/12 201510011314.6

一种测定直链淀粉 - 盐酸小檗碱包合

物中盐酸小檗碱包埋率的方法

冯 涛、刘 轶、

王 帅、高林林、

邴芳玲、李明明、

奕志英、谢克林

发明 2017/8/13 201510488909.0

一种新型离子液体及其制备方法

康诗钊、杨会杰、

李向清、秦利霞、

穆 劲

发明 2017/8/14 201510649777.5

一种侧链含环氧基团的苯基含氢硅油

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赵永新、

徐耀民、王晓瑞、

郑康生

发明 2017/8/23 201510060780.3

一种 ε- 内酯型香料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易封萍、黄 俐、

董艳生
发明 2017/8/23 201510217731.6

一种神经酰胺纳米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张婉萍、田永红、

郭奕光、朱海洋
发明 2017/8/23 201510095801.5

（续表）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517

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侧链含环氧基团的乙烯基苯基硅

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赵永新、

徐耀民、王晓瑞、

郑康生、吴 蓁

发明 2017/8/23 201510060856.2

一种柠檬果香型指甲油气味掩盖剂及

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肖作兵、徐子淇、

朱广用、周如隽、

牛云蔚

发明 2017/8/23 201610525948.8

一种芳香皮革护理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胡 静、花 琴、

邓维钧、张葱葱
发明 2017/8/28 201610110763.0

自适应时滞反馈控制微机械陀螺仪系

统

尚慧琳、张 涛、

武云鹏、衡 博、

李伟阳、宋书峰、

文永蓬

发明 2017/9/6 201510039788.1

一种利用木质素磺酸钠制备芳香醛化

合物的方法

孙小玲、杨军艳、

张海峰、沈元昊、

毕宇霆、缪华超、

毛海舫

发明 2017/9/7 201510316681.7

一种白藜芦醇的合成方法 欧文华、张婉萍 发明 2017/9/22 201610096279.7

一种自交联型 LED 封装胶树脂及其

制备方法

张英强、张轩凝、

赵永新、梁华丽、

吴明刚

发明 2017/9/22 201510630985.0

3D 打印光敏胶用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许轶俊、

常文秀、李 烨
发明 2017/9/26 201610099133.8

一种在不锈钢表面电沉积形成聚吡咯

薄膜的方法

张全生、尹佳佳、

马 可、雷天辉、

程素贞、贾李李、

张建辉、张 伟、

黄海军、张道明、

张立恒、霍孟飞、

任 桢、杜蓓蓓、

李 敏、陈 磊、

黄 嫣

发明 2017/9/29 201510764320.9

基于过度分割和局部与全局一致性的

图像彩色化方法

陈 颖、宗盖盖、

曹广成
发明 2017/9/29 201510460077.1

木板凸起钉子自动探测装置
唐有绮、张登博、

罗二宝、高佳明
发明 2017/9/30 201510436246.8

一种手性三氟甲基烯丙胺类化合物的

制备方法

刘振江、刘 朋、

杨志强、吴范宏、

岳朝颖

发明 2017/9/30 201510703536.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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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一种磁性 TiO2- 多孔碳 -Fe3O4 复合

可见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房永征、孙玉见、

张 娜、黄成杰、

张小磊、章 开

发明 2017/9/30 201510380198.5

（E）-1，2，3- 三甲氧基 -β- 硝基

苯乙烯的用途

开振鹏、阿珊珊、

殷 玥
发明 2017/10/10 201510696069.7

一种改性的尼龙 6/ 热塑性聚氨酯复

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贾润萍、刘立梅、

何新耀、黄茂松
发明 2017/10/11 201511024395.X

一种毕赤酵母菌 Pichia sp.SIT2014 及

其培养方法和应用

徐 毅、陈 颖、

陈建波
发明 2017/10/12 201410734438.2

基于掩膜与 canny 相结合的自适应边

缘检测计算方法

张建国、左俊彦、

钟 涛
发明 2017/10/24 201510329390.1

一种卡格列净及其 α、β 异构体的

分离方法

潘仙华、李勤勤、

张瑞敏、王亚萍、

张 鑫、陈思羽、

陈彦宇

发明 2017/10/25 201510881120.1

一种由纳米树状聚苯胺构成的超级电

容器电极及其制备方法

贾润萍、吴 义、

黄茂松
发明 2017/10/25 201510387659.1

多取代吡咯类他汀含氟衍生物及其用

途

汪忠华、吴范宏、

李 兵、俞晓东、

吕倩倩、吴 闯、

苏飞飞、巫辅龙

发明 2017/10/25 201510364694.1

一种电解有机物在金属表面构建类金

刚石薄膜的方法

张全生、雷天辉、

尹佳佳、马 可、

张建辉、贾李李、

程素贞、张 伟

发明 2017/11/3 201510758907.9

基于 NASICON 的电流型 NOX 传感器

的制备方法

张 骋、吴 健、

夏金峰、粘洪强、

张长伟、郁 雷、

董梦云、薛振海、

张晶晶

发明 2017/11/7 201510601837.6

一种可剥性蓝胶及其制备方法
张英强、常文秀、

李 烨
发明 2017/11/10 201610099322.5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铜酸锂的制

备方法

常程康、钟国兵、

郭芸芸、伍凤云、

郭 倩、陈 杰、

陈雪平

发明 2017/11/10 201610212493.4

一种含苦荞胚芽粉面包冷冻面团及其

制备方法

周小理、周一鸣、

崔琳琳、王 越、

王 宏、吴 静

发明 2017/11/17 201610129900.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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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汽轮机转子轮槽铣刀表面 TiCN 多层

复合涂层制备工艺

张东民、张而耕、

盛育东、张绍青、

姚松骏

发明 2017/11/17 201510564738.5

采用“牛腿”构造的大型预制拼装盖

梁及施工方法

葛继平、梅德磊、

闫兴非
发明 2017/11/28 201610702814.9

采用钢剪力键的预制拼装盖梁结构及

施工方法

葛继平、梅德磊、

闫兴非
发明 2017/11/28 201610704462.0

一种污水污泥同步处理的蚯蚓生物滤

池及其应用

刘 静、毕东苏、

王 娟
发明 2017/11/29 201510813872.4

一种多取代吲哚衍生物的制备方法
刘 烽、张 奕、

潘仙华、陈晓云
发明 2017/12/5 201510593614.X

一种共混交联型阴离子交换膜的制备

方法

房建华、金闪闪、

刘功益、康诗钊
发明 2017/12/5 201510967300.1

多取代吲哚类他汀含氟修饰物及其用

途

房建华、金闪闪、

刘功益、康诗钊
发明 2017/12/5 201510364691.8

一种含阴离子 Gemini 表面活性剂的

纳米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张婉萍、田永红、

郭奕光、朱海洋
发明 2017/12/11 201510097018.2

一种芡实淀粉酶解多糖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章苏宁、亓 苗、

苏 畅、陈 昊
发明 2017/12/12 201510025291.4

一种石墨烯 / 四氧化三铁复合材料的

制备方法

张全生、马 可、

尹佳佳、张道明、

雷天辉、黄海军、

张 伟、贾李李、

张建辉、任 桢、

郑少明、马建江、

陈 畅、刘若东

发明 2017/12/13 201510779144.6

一种四氧化三钴复合石墨烯三维气凝

胶的制备方法

韩 生、王 驰、

蒋建忠、刘 凡、

蔺华林、余 焓、

于 飞、李原婷、

卢德力、蒋继波、

邱 丰、祝 俊、

何忠义

发明 2017/12/14 201510672441.0

一种连续铸造云计算研发制造系统
胡大超、常 华、

张洪宝
发明 2017/12/22 201510657501.1

一种达格列净及其 α- 异构体的分离

方法

潘仙华、王亚萍、

李勤勤、张瑞敏、

陈思羽、张 鑫、

陈彦宇

发明 2017/12/25 201510881032.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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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申请人姓名 专利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号

涂层偏心轮机构汽车弹簧碰珠组件寿

命测试机

张而耕、黄 彪、

陈 强、付泽民、

侯怀书

发明 2017/12/28 201510647895.2

【附录八：2017年学术活动一览表】

日期 主讲人 主讲人职务职称 主讲主题

20170128 孙洪涛
东方学者、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主族离子发光材料

20170621 林 静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民族心之力与创造力 ：比较

犹太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教

育异同

20170913 关一民

国家“千人计划”、上海微技术工业研

究院生物医疗副总裁，20 多年的半导

体材料、器件和工艺制造的经验，拥

有 41 项与微流控 MEMS 相关的美国专

利，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智能微流体在材料和生物研

究中的应用

20171030 郭常捷 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 能源转型

20171031 田 禾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党委

常委、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精准化学 2.0

20171121 陈学明 复旦大学教授 马克思主义与我们

20171124 张春柏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汉英信息结构对比与翻译

20171220 许智宏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原副院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物的起源、育种技术的演

变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附录九：高教研究立项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院部 项目类别

1 BIA170181
高校科技全链条、一体化创新

机理及实现机制研究
张金福 经管学院

全国教科规划

一般项目

2 DEA170333
大学生社团发展影响因素及路

径创新研究—以上海高校为例
杨 梅

政策法规

研究室

全国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教育

部重点项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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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院部 项目类别

1 A1705

长三角地区新建本科高校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与制度设计

研究

王 瑛 党委办公室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教育学项目

2 C17006

来华留学生应用创新能力的培

养框架、评价机制及动态追踪

研究

郑海燕 经管学院 一般项目

3 C16019
大学生创业核心素养研究 ：结

构模型、评价体系与培养路径
张 义

经济与管理

学院
一般项目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院部 项目类别

1 1021ZK178003
新形势下高校人事管理问题与

对策研究
王宇红 人事处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

教育专项

2 1021ZK178002
微文化背景下上海大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宋敏娟 党委办公室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

教育专项

市教委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院部 项目类别

1 1021ZK178001
长三角联动 - 创新创业教育论

坛
徐 兵

工程创新

学院
长三角教育协作项目

2 1021ZK176001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

实践
王占勇 校长办公室 上海市教委项目

校本课题研究项目

序号 名称 课题类别 申报人 部  门

1
“本科水平、技术特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途径研

究
重点 周小理 教务处

2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 重点 周正柱
规划与政策

法规研究室

3 应用型大学互联网 +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一般 倪庆萍 经管学院

4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与政策研

究（A）
一般 刘 娟 经管学院

5
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与政策研

究（B）
一般 王 玲 图书馆

6 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政策研究（A） 一般 卢正文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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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课题类别 申报人 部  门

7 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政策研究（B） 一般 刘一君 经管学院

8 应用型高校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一般 汪朗峰 经管学院

9
基于文献计量建立应用型高校科研评估体系的探索

与研究—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为例
一般 孟露芳 图书馆

10 应用技术型高校协同创新平台开放运行机制研究 一般 曲 嘉
规划与政策法规

研究室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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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工作

【概况】2017 年，学校以“有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目标为指导，不断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以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为契

机，不断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以学校本科教

学评估整改为抓手，继续推进校院两级管理，实

现管理重心下移 ；以引进和培养相结合为路径，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队伍，有序推进并顺利

完成各项重点及常规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上海市委、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2017 年 9 月，

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

和人事处合署办公。教师工作部成立以来，不断

完善“以调研、分析及培训等方式，从教师思想

队伍建设、教师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建设及考评

机制等方面，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的职责和定位。以强化高校教师的育德意识为工

作核心，邀请校长和书记围绕立德树人、校情校

史、应用型人才培养及教学科研理念、当代大学

生新风貌等内容为三年内入职的教师做了生动的

讲座。组织第十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教学竞

赛，激励教师挖掘与学科相关的思政元素和理论

知识，以此检验教师发展工作的成效。组织 13

名新进教师参加“上海市属本科高校新进教师岗

前培训”，做好“教师出国进修”“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教师产学研践习”“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建

设”“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计划”和“中青

年教师博士进修计划”等新教师发展工作。

全面做好人才引进、师资培训、双师型队伍

以及行业专家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专业技术

职务评聘、部门及教职工年度考核、人事代理转

编等工作。根据学校特色和发展的需要，出台了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

施办法》、《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 年空缺岗位

评聘工作实施办法》、《2017 年度部门考核办法》、

《2017 年度教职工考核办法》等文件，有效地激

发教师各类人才的活力，推动教师队伍的建设与

发展。做好人才引进工作，2017 年引进人员共

56 人，其中正高 3 人，副高 4 人。以“安居乐教”

工程为依托，及时办理引进人才的居住证积分和

落户工作，解决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

完成新进员工工资核定、退休人员工资核定

及手续办理、全校各类人员津补贴发放、全校教

职工薪级工资晋升、社保基数调整、每月国家工

资和远郊补贴核发等劳资日常工作 ；完成学院岗

位编制核定、人员经费核算划拨和年终考核与结

算工作 ；完成审核评估状态数据表、本科教学质

量报告相关工作；完善了学校激励计划分配方案，

完成了各学院激励经费的核算和切拨，完成了机

关教辅部分激励配套经费的发放 ；完成年终绩效

奖励方案，并及时地发放绩效奖励。

通过引进与培养，现有教职工总数 1644 人，

其中专任教师 1135 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教师 505 人，其中正高 125 人，副高 380 人，具

有博士学位 548 人，占教师总数的 48.28%。“双

师双能型”教师达 400 余人，占专任教师总数比

例近 35% ；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拥有

国家千人计划 1 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

技”首席科学家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2 人、上海“千人计划”5 人、东方

学者 14 人，青年东方学者 2 人，上海“领军人才”2

人、上海青年拔尖人才 1 人等一批优秀人才。

另外，组织各类奖项的申报工作，2017 年我

校获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1 名。 （熊�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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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养培训

人才引进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考核工作

【概况】学校有 8 名教师获出国进修项目

资助，3 名教师获国内重点高校进修项目资助，

13 名教师获产学研践习计划项目资助，6 名教

师获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项目资助。13 名青年教

师入选“2017 年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

计划”。 （位广红）

【概况】学校开展积极开展人才引进工作，

2017 年学校引进教职员工 56 人（含专任教师 21

人），其中教授 2 人，研究员 1 人，副教授 2 人，

高级工程师 2 人，具有博士学历 18 人，具有企

业背景的高级人才 4 人。

 （许梦琦）

【概况】2017 年 1 月，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委员会审议、表决通过、校长办公会议批准，

15 位同志被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3 位同志被

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许梦琦） 

【概况】2017年制定并下发了《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2017年度教职工考核办法》，成立了由校

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为组

员的考核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12月至2018年1

月，学校对所有部门及教职工（含人事代理）进

行年度工作考核。 （刘� 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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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福利

【概况】2017 年，为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进

行了薪级工资和岗位津贴的调整。完成了全校教

职工财政工资调整及差额补发。

 （后家衡）

附  录

【附录一：教职工情况】

（单位：人）

　 编
号

教职工数

聘请校外

教师

离退休人

员合计

校本部教职工
科研机

构人员

校办企

业职工

其他附设

机构人员计
专任

教师

行政

人员

教辅

人员

工勤

人员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总  计 1 1644 1592 1135 265 79 113 21 31 222 83

其中 ：女 2 823 804 589 163 42 10 　 6 13 57 29

正高级 3 125 125 125 　 　 　 　 　 　 52 7

副高级 4 400 396 380 10 6 　 　 4 　 84 11

中 级 5 817 790 566 166 58 　 　 12 15 62 *

初 级 6 111 90 60 18 12 　 　 5 16 　 *

未定职级 7 191 191 4 71 3 113 　 　 　 24 *

其
中
聘
任
制

小 计 8 1644 1592 1135 265 79 113 21 31 * *

其中 ：女 9 823 804 589 163 42 10 　 6 13 * *

正高级 10 125 125 125 　 　 　 　 　 　 * *

副高级 11 400 396 380 10 6 　 　 4 　 * *

中 级 12 817 790 566 166 58 　 　 12 15 * *

初 级 13 111 90 60 18 12 　 　 5 16 * *

未定职级 14 191 191 4 71 3 1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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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二

：
专

任
教

师
年

龄
及

学
历

结
构

】

　
编

号
合

计
29

岁
及

以
下

30
-3

4
岁

35
-3

9
岁

40
-4

4
岁

45
-4

9
岁

50
-5

4
岁

55
-5

9
岁

60
-6

4
岁

65
岁

及
以

上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
   

 计
1

11
35

45
16

3
25

6
22

5
18

0
18

0
80

6
　

其
中

：
女

2
58

9
32

97
14

8
12

5
88

80
17

2
　

获
博

士
学

位
3

54
8

5
77

15
3

14
2

90
65

14
2

　

获
硕

士
学

位
4

44
6

35
84

98
72

72
59

25
1

　

按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分

正
高

级
5

12
5

　
　

8
17

32
43

22
3

　

副
高

级
6

38
0

　
11

76
10

2
83

77
30

1
　

中
  级

7
56

6
10

13
0

16
9

10
5

63
59

28
2

　

初
  级

8
60

34
19

3
1

2
1

　
　

　

未
定

职
级

9
4

1
3

　
　

　
　

　
　

　

按
学

历
 

（
学

位
）

分

博
士

研
究

生
10

54
8

5
77

15
3

14
2

90
65

14
2

　

其
中

获
博

士
学

位
11

54
8

5
77

15
3

14
2

90
65

14
2

　

获
硕

士
学

位
12

　
　

　
　

　
　

　
　

　
　

硕
士

研
究

生
13

35
0

35
82

89
49

35
39

20
1

　

其
中

获
博

士
学

位
14

　
　

　
　

　
　

　
　

　
　

获
硕

士
学

位
15

35
0

35
82

89
49

35
39

20
1

　

本
科

16
22

6
5

4
14

34
54

70
43

2
　

其
中

获
博

士
学

位
17

　
　

　
　

　
　

　
　

　
　

获
硕

士
学

位
18

96
　

2
9

23
37

20
5

　
　

专
科

及
以

下
19

11
　

　
　

　
1

6
3

1
　

其
中

获
博

士
学

位
20

　
　

　
　

　
　

　
　

　
　

获
硕

士
学

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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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教授名录】

序号 姓  名 研究方向 备注

1 安玉莲 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2 毕东苏 给水排水科学与工程 　

3 曹 扬 区域经济学 　

4 常程康 纳米材料、发光材料与新能源材料 　

5 陈东辉 水污染控制工程、生态工业和生态城市 　

6 陈功焕 中国语言文学 　

7 陈桂娥 化工膜分离 　

8 陈家旭 英汉对外研究、认知语言学 　

9 陈 岚 信号与信息处理 　

10 陈舜青 先进制造技术、金属切削、材料寿命评价 　

11 陈玉飞 设计艺术 　

12 程道来 动力工程 　

13 仇圣华 结构工程 　

14 戴翠霞 光学工程 　

15 邓 维 有机合成、能源材料、生物材料 　

16 丁文胜 现代预应力结构体系、结构加固及安全性评估 　

17 段俊生 应用数学 　

18 房永征 无机非金属材料 　

19 冯 涛 食品风味化学与淀粉科学 　

20 高雅珍 伦理学 　

21 韩建秋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22 韩 生 应用化学 　

23 侯梅芳 土壤污染控制修复与农业资源循环利用 　

24 胡 静 轻工技术与工程 　

25 胡晓钧 环境修复材料与装备 　

26 华 容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27 黄厚金 化学 　

28 黄俊革 地球物理、地下工程检测与监测 　

29 黄清俊 观赏园艺 　

30 黄耀清 应用物理与光学 　

31 贾润萍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 江国健 材料学 　

33 金鸣林 新型炭材料及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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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研究方向 备注

34 荆学东 智能仪器仪表技术、节能技术、机器人技术 　

35 康诗钊 纳米化学、无机固体化学 　

36 李国娟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37 李 俊 化学工程 　

38 李 围 桥梁与隧道工程 　

39 李文举 通信与信息技术 　

40 李向清 无机化学 　

41 李晓斌 复杂过程的检测、建模与控制 　

42 李以贵 微传感器、微执行器 　

43 李哲虎 艺术学 　

44 林晓艳 光学工程 　

45 蔺华林 化学工艺 　

46 刘红军 中国古代文学 　

47 刘维俊 物理化学 　

48 刘卫东 材料监测与分析技术 　

49 刘小珍 稀土功能材料、精细化学品 　

50 刘宇陆 湍流理论和环境流体学 　

51 刘云翔 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信息融合、智能信息处理 　

52 陆 靖 物理化学教学、理论化学、高等教育管理 　

53 罗 纯 应用数学 　

54 罗剑平 流体力学 　

55 马 霞 发酵工程 　

56 毛东森 工业催化 　

57 毛海舫 化学工程与工艺 　

58 潘仙华 香料合成 　

59 彭亚萍 结构检测鉴定与加固、建筑结构抗震减灾 　

60 钱 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1 邱 翔 流体力学 　

62 任玉杰 有机合成 　

63 荣绍丰 发酵工程 　

64 尚慧琳 力学 　

65 沈绍典 稀土功能纳米孔材料 　

66 沈希忠 信号处理、神经网络和信息处理 　

67 宋丽莉 植物逆境生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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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研究方向 备注

68 宋晓秋 纳米香精技术的开发研究 　

69 孙 劼 计算数学 　

70 孙小玲 有机合成 　

71 田怀香 食品风味化学 　

72 万传云 应用化学 　

73 万 衡 计算机仿真 　

74 王步来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75 王若文 体育教学与管理 　

76 王 伟 化学工艺 　

77 王 瑛 英语语言文学 　

78 王宇红 工业催化 　

79 王占勇 磁性功能材料 　

80 魏立群 金属压力加工 　

81 魏拴成 市场营销 　

82 吴范宏 有机氟化学、药物及药物中间体合成 　

83 吴 光 轨道交通 　

84 吴贵升 多相催化、量子化学计算 　

85 吴桂香 产品设计 　

86 吴晓春 园林 　

87 吴兆春 传热学、流体力学 　

88 吴 蓁 化学建材、装饰装修材料、环保型产品研发 　

89 伍 林 纳米摩擦学、微机电系统、微纳米加工技术和器件 　

90 肖作兵 新型香精技术及其性能表征研究 　

91 熊 焰 管理科学与工程 　

92 徐 春 材料加工工程 　

93 徐家跃 晶体生长、光电功能材料制备与表征 　

94 徐 毅 生物催化和绿色制药 　

95 许 旭 有机合成 　

96 严 明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97 杨顺勇 工商管理 　

98 易封萍 天然产物提取分离加工 　

99 于本海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0 于万钧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 于新东 世界经济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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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研究方向 备注

102 张 骋 无机非金属材料 　

103 张东民 数字化设计制造 　

104 张慧敏 工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05 张金福 国际贸易 　

106 张 珂 机械动力学、机电控制、机械精密测量、优化设计 　

107 张全生 应用电化学、储能材料和固体化学 　

108 张 睿 纳米介孔材料表面效应、动力学效应研究 　

109 张锁怀 机械系统动力学 　

110 张婉萍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1 张小良 土木工程 　

112 张艳萍 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 　

113 张赟彬 食品科学、天然活性物质分离提取 　

114 张志国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景观生态 　

115 赵道亮 消防安全 　

116 赵怀林 智能控制 　

117 赵 喆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 郑 丹 物理化学、燃料电池及电化学 　

119 钟晓勤 机械工程 　

120 周洪文 路桥工程 　

121 周小理 食品新资源深度开发与利用、新型食品添加剂的应用研究 　

122 周 妤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123 周玉梅 生态学 　

124 朱勇强 环境工程 　

125 邹劲柏 交通工程 　

【附录四：引进高层次人才一览表】

序号 部门 姓名 职称

1 艺术与设计学院 陈玉飞 教授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于本海 教授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于新东 研究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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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兼职（客座）教授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工作单位

1 金嬿红 机械设计制造 高级工程师 上海亚虹模具有限公司

2 王 峰 机械设计制造 高级工程师 上海亚虹模具有限公司

3 郑道生 机床设计 高级工程师 上海机床厂（退休）

4 徐居仁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5 方 正 内燃机结果强度研究 高级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6 沈利群 车辆工程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7 李大平 模具设计制造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8 鞠金鑫 模具设计制造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9 于星江 模具设计制造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0 张传顺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1 胡肖俊 模具设计制造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2 梅纪先 机械 讲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退休）

13 朱国良 机械自动化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退休）

14 宋 进 机械制造与工艺装备 副教授 上海大学

15 唐成龙 机械工程 教授、高级工程师 上海宝钢集团研究院

16 任 伟 电气工程 教授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17 蒋东翔 热力与动力工程 教授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

18 吴关良 日化调香 高级工程师 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协会

19 盛君益 香料香精 高级工程师 华宝香料香精有限公司

20 李成亮 应用化学 工程师 海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程朝辉 生物工程 工程师 上海绿晟实业有限公司

22 杨 焱 生物化工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23 李景军 生物化工 高级工程师 江苏雨润肉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4 杨捷琳 生物化工 高级工程师 上海出入境检疫局

25 武爱波 生物化工 研究员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26 金其璋 香料香精法规 高级工程师 上海香料研究所

27 谢卫青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28 瞿旭东 生物化工 正高级 武汉大学药学院

29 尚亚卓 胶体与界面化学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30 王忠华 管理工程 高级经济师
上海乐惠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31 姚 望 国际贸易 高级国际商务师 博鳌亚洲论坛、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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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工作单位

32 雷 鹏 企业管理
高级经济师、高级统

计师
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33 徐培成 医院管理 主任医师 上海市徐汇区牙病防治所

34 金文国
IT 行业、医疗设备、

电气
高级工程师

上海金地金属制品厂、上海金道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金端电气有

限公司（董事长）

35 顾晨冬
证券、法务、

内审、投资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张正权 党务 高级工程师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汪建根 涉外经济专业 高级经济师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 方三军 投资管理 注册评估师 上海瑞财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9 黄海霞 知识产权 高级工程师 上海恒锐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40 储祥银 国际贸易 教授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北京市分会、

副会长

41 龚维刚 会展
高级商务师高级会展

师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副会长、副秘

书长

42 王啸中 信息安全 高级督察
公安部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

研究中心

43 吴成丰 企业理论 教授 台湾静宜大学

44 邢陆宾 信息管理 终身教授
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大学商学

院

45 瞿彭志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教授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信息

管理系系主任

46 过聚荣 会展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EMBA

办公室主任

47 刘大可 会展 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会展管理系、系主任

48 宫 克 医务社工 主管护士 华东医院

49 顾勤华 社会工作 中级社工师 奉贤思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50 陈忠强 管理 工程师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经

营公司

51 吴 光 劳动与社会保障 讲师 奉贤区就业促进中心

52 潘艳红 人才管理与服务 中级 奉贤区人才开发服务中心

53 陆春彪 戏剧文学 副研究员 松江文化馆

54 徐永祥 社会工作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55 严胜雄 农业管理 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委巡视组、原市农委书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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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工作单位

56 王浣尘 管理工程 教授 上海交大

57 郭重庆 机械 院士 同济大学

58 吴新元 桥梁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59 夏 旻 桥梁与隧道工程 高级工程师
英国合乐集团上海合乐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60 孙 斌 桥梁与隧道工程 讲师 同济大学

61 陈 臻 交通土建工程 工程师 上海城建设计院

62 胡建强 结构工程 工程师
苏州立诚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63 钱广集 安全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64 徐凡席 英语 教授 上海纽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65 陈莲勇 电气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奉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66 王 班 建筑设计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7 王 毅 建筑设计 高级工程师 上海金创缘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8 林金伟 建筑设计 高工 / 德国注册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院宁波分院

69 钱仁卫 建筑设计 高工 /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院宁波分院

70 原永杰 暖通 工程师 上海申坚机电安装

71 唐伟栋 暖通 工程师 上海建安

72 王开颜 暖通 高级工程师 中船九院

73 许金蓉 动力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上海宝钢股份

74 方崇华 仪表检测 高级工程师 上海赫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75 戴永阳 暖通 高级工程师 上海迪夫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6 夏惠芳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工程师 上海寰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7 董 震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78 李宝华 结构工程 工程师
CCDI 悉地国际（深圳）设计顾问

有限公司

79 李 岩 工民建 高级工程师 上海同固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80 李 瑛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81 刘 晓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2 王银志 结构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上海同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3 俞建勇 纺织材料 院士 东华大学

84 柴之芳 医学 院士 苏州大学医学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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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陈少军 应用化学 高级工程师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协会

86 马大为 应用化学 杰青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87 纪红兵 精细化工 杰青 中山大学

88 汤文军 应用化学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89 刘玉亮 生物工程 高级工程师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魏少敏 生物医学 教授级高工 上海家化联合股分有限公司

91 王光雨 技术管理 高级工程师 华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2 陈 军 理化检测 高级工程师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93 周永生 EMBA 高级工程师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4 何洛强 香料专业 高级工程师 广东铭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95 黄 健 应用化学 高级工程师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 李庆龙 有机合成工艺 高级工程师 深圳波顿香料有限公司

97 吕 智 化学 高级工程师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98 姚 雷 应用化学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99 董银卯 化妆品科学与技术 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

100 张晓鸣 精细化工 教授 江南大学

101 贾卫民 有机化学 教授 黄山科宏生物香料有限公司

102 彭亚锋 食品化妆品质量检验 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03 张 葵 精细化工 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104 庄建民 包装设计与产品研发 高级工艺美术师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

Moore 

Daryl 

Joseph

艺术设计 教授
美国 Willian Partson  University 艺术

与设计学院

106 Peter Lloyd 艺术设计 教授 英国索伦特大学艺术学院

107
Nicholas 

James Long
艺术设计 教授 英国索伦特大学艺术学院

108 M.A.Hann 艺术理论 教授 英国 利兹大学设计学院

109 范圣玺
设计行为学研究、设计

认知学研究
教授 同济大学创意与设计学院

110 马新宇 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 教授 上海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111 赵永泉 艺术设计 教授 上海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112 周旭东 艺术设计 教授 上海戏剧学院

113 仲星明 艺术设计 教授 上海大学数码设计学院

114 姜进章 管理、文化传媒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文

化与创意产业学院（中美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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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陈 健 艺术设计 教授 同济大学创意与设计学院

116 朱 淳 艺术设计 特聘教授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117 徐亚非

电脑平面设计，二维、

三维动画设计、影视编

辑与合成

教授 东华大学服装与设计学院

118 吴桂香 艺术设计 教授 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

119 张 展 艺术设计 教授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20 李光安
服装企业形象设计与品

牌策划研究
教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21 许传宏 艺术设计 教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122 丁力平
油画、水彩画、电视美

术设计
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

世博会开幕式及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设计师

123 胡明华 管理 高级经济师 上海市委宣传部事业产业处处长

124 钱建平 影视业 教授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集

团策划创作部

125 闵冬潮 哲学 教授 上海大学

126 胡大超 机械工程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127 谈 理 现代机械设计与制造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128 俞安琪 光源与照明检测 教授级高工 国家光电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29 李 亢 计算机辅助机械设计 工程师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30 吴彦俊 项目管理 教授级高工 泛华建设集团

131 王照云 产品开发 高级工程师 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

132 史志东 机电一体化 专利工程师 上海市技术转移协会副会长

133 龚小智 照明仪电 高级工程师 上海照明协会顾问秘书长

134 魏雪纹 制药工程 高级工程师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135 李锦红 光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级工程师 广东科谷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136 王务同 无损检测 教授 无损检测原主编

137 胡隆胜 医药产品开发 高级工程师 劳龙斯（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38 孙宝国 应用化学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

长

139 石 碧 高分子材料系皮革工程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四川大学教授

140 陆 靖 化学系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141 肖作兵 生化工程专业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学院院长

142 毛海舫 化学工程与工艺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续表）



538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序号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工作单位

143 吴范宏 有机化学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44 邓 维 有机化学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45 佘远斌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146 彭孝军 精细化工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147 赵谋明 食品工程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148 朱为宏 应用化学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

149 申有青 生物纳米材料 教授 浙江大学

150 韩 生 应用化学 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51 纪忠杰 金融统计学 高级分析师 上海东方飞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152 颜德岳 自然科学 中科院院士、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153 岳建民 化学 研究员 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154 周永丰 高分子材料与化学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155 张 亮 指挥 一级指挥 上海爱乐乐团

156 张 轮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教授
同济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留学生办公

室

157 严祯荣 特种设备质量与安全 教授级高工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158 王 震 工业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59 徐进涛 仪表管理 工程师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160 王哲刚 仪表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161 陈学军 轻工化工 高级工程师 浙江光翔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162
Marc 

Dumas
灯光设计 教授 法国照明设计师协会

163 赵海升 HSE 管理 工程师 液化空气投资有限公司

164 路 文 职业健康 / 个体防护 工程师 3M 中国有限公司

165 吴 越 化学 副教授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166 都时禹 化学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167 刘 磊 化学 教授 清华大学

168 周敏莉
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

及管理
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轨道交通公安消防支队

169 张 炜 绿色化学 教授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170 周其林 有机化学 教授 南开大学

171 江焕峰 有机化学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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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陈克复
制浆造纸工程

和环境工程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173 李迎九 工程建设 教授级高工 上海铁路局

174 任立志 隧道及地下工程 教授级高工 中国电建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175 曾坚 石油化工 教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176 李志杰 高分子材料 高级工程师 上海英科实业有限公司

177 许清风 结构工程 教授级高工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178 张亚君 施工技术管理 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铁第八督导组

179 庞广廉 化学 教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180 刘乃东 照明与智能化工程 一级建筑师 上海翰远集团

181 张群星
高纯溶剂及溶剂循环

利用
研究员 上海星可高纯溶剂有限公司

182 吴巍 建筑设计与环境景观 总建筑师 上海应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83 史吉平 生物催化与工程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84 邬锐 戏剧 研究员 上海市气象局

185 王爱群 环保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照明规划研究所

186 李胡生 知识产权 教授 上海知识产权局

187 陈玉飞 环境艺术 教授 常州大学

188 孙峰 会展、多媒体 工程师 上海龙展展示设计工程公司

189 王传顺 建筑室内设计与管理 教授级高工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190 徐纺 建筑室内设计与管理 编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1 楼志斌 电子信息 高级工程师 上海科学院

192 林轶 半导体照明 高级工程师 上海科锐光电发展有限公司

193 高红兵 土木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94 宋振骐 采矿工程 教授 山东科技大学

195 蒋宇静 安全工程 教授 山东科技大学

196 喻卫刚 消防监督 工程师 上海市消防局

197 张留禄 金融管理 教授 广州银行

198 李文博 微电子 高级工程师 浙江亿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99 孙力 政治学理论 教授 国防大学

200 倪锦平 建筑防水材料 高工 上海白蝶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 刘岩 建筑材料 高级政工师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02 任和 工业设计 教授 上海商飞飞机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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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2017年度考核优秀部门及人员】

1. 部门考核结果

（1）学院考核优秀名单（按名次排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2）一、二、三等奖获奖部门：

一等奖：工会 学生工作部 学生处 校长办公室

二等奖：宣传部 教务处 科学技术处 继续教育学院

三等奖：党委办公室 教师工作部 人事处 后勤保障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3）单项奖获奖部门：

财务处 研究生部 人民武装部 安全保卫处

离退休工作委员会 基建处

2. 考核优秀及表扬个人名单

（1）中层正职

优秀名单：王化田 张淑梅 侯建生 徐卫萍 徐家跃 袁 翔

表扬名单：王宇红 王敏飞 林 迅 曹 扬 魏立群

（2）校聘教师一、二级岗

优秀名单：毛海舫 王占勇 冯 涛 田怀香 肖作兵 金鸣林 胡晓钧 韩 生 潘仙华

（3）其他人员优秀名单

专任教师：

于圣洁 于晓庆 于燕燕 马 皓 马宝娣 方 华 牛云蔚 王一非 王凤超 王志敏

王贵成 王朝阳 王筑娟 包树芳 卢建宁 叶 菁 叶 铮 叶 静 叶明华 田 甜

艾 萍 艾辉林 任丽莉 刘一君 刘振江 刘彩霞 刘惠平 孙 逊 孙红英 孙志青

孙揭阳 孙瑞金 安玉莲 庄 葳 成汉文 毕劲松 池振明 汤 曙 汲伟明 余 迅

吴 威 吴声白 宋丽莉 宋诗清 张 娜 张 洁 张 萍 张 晴 张 锋 张乐川

张兴华 张成姝 张建国 李 丹 李 岚 李 杨 李姿娟 李家骅 李培刚 杨 娜

杨 雪 杨波波 杨瑞君 汪浩泳 沈 刚 沈 娟 沈国忠 邹 璇 陈 瑜 陈文博

陈志红 周洪文 周祖新 周美华 周雄才 居家奇 林 钦 欧阳丹丹    俞 俊

俞 梅 姚跃良 姜 伟 宣蒙蒙 施 谊 胡 猛 胡 燕 赵 芳 赵 慧 赵越华

原鑫鑫 唐有绮 徐 春 徐 晗 聂文忠 贾润萍 郭 琼 郭娜娜 高 慧 曹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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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丰 菅肖霞 黄春华 彭亚萍 彭章娥 舒明磊 葛坚坚 董雷雷 蒋继波 蒋燕玲

薛庆水 魏 兰 魏拴成

行政及其他教辅人员：

丁 元 于李芳 于解颐 尹佳佳 王 真 王 震 王向荣 王奇帅 王振华 代 晨

冯 蕾 史洪云 宁雪霏 皮平涛 刘 敏 刘晨霞 安博麒 朱 光 朱 菁 吴龙根

吴金枝 吴涵韵 宋伟杰 张海青 张艳敏 李 明 李 婷 李怀成 李国庆 李起敏

杞万村 汪 洁 沈 伟 沈民华 陆玉蓉 陈 红 陈 勇 陈 辉 陈 静 陈正康

陈晓鹏 陈浩淼 卓碧蓉 周春宝 周婉萍 岳去畏 林学渊 林洪纬 范 荣 洪月娥

赵 倩 赵 健 钟家春 徐兰婷 谈钦华 郭宏伟 黄 晨 黄凯金 游颖异 谢晓雯

熊佳妮 薛 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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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

【概况】学校以党的十九大及全国、上海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引领，着眼学校发展

大局，围绕学生成长需要，积极探索专业化、科

学化的学生工作管理模式，大力开展校风学风长

效机制的构建与实践，充分彰显立德树人、育人

为本的工作理念。

创新思政工作载体，充分发挥“上应微学

工”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易班育人功能，系统性设

计喜迎十九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核

评估、毕业季、迎新季等主题推送，为网络思政

教育提供了新实践、新思路。多举措加强研究生

思政教育工作，实现了研究生党建进楼宇、研究

生事务服务进楼宇。以教育部41号令《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为契机，修订完善《学

生手册》，推进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专业化。积

极推进365青年成长计划，继续开展“校长奖”

评选、校长奖宣讲会，“学习标兵”“学习型寝

室”和“优良学风班”评选，充分发挥榜样力

量、朋辈楷模的示范作用。

加强精准指导，努力提升毕业生更高质量就

业。全年共举办6场全校规模的校园招聘会，70

余场各类专场招聘会及宣讲会，共有近1200家用

人单位参与并提供招聘岗位10000余个。近年来

毕业生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岗位就业的热情不断

高涨，2017年共有26位同学走上服务基层的工作

岗位。

坚持精准资助，持续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继续实施“远修无忧”计划，出资10.33万元资

助15名贫困学生参加海外交流项目。扎实做好研

究生“三助一辅”工作，2017年研究生担任助管

428人次、助教344人次、兼职辅导员18人，资助

金额达41.7万余元。

完善了《辅导员年度考核办法》，出台《研

究生担任兼职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

列文件，举办辅导员专题培训班、辅导员论坛、

辅导员职业技能竞赛，配备新疆籍少数民族专职

辅导员，开展少数民族学生工作专题培训，开展

学工系统乒乓球混合团体赛、辅导员龙舟赛等团

队建设项目，扎实推进辅导员队伍科学化管理。

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营造

“全员健心”的心理健康文化氛围。2017年对

4817名新生开展心理普测，共筛查出重点关注学

生182名，心理危机干预12例，为莘莘学子建立

了一道心理防护墙。 （袁� 翔、兰书琴）

思想政治教育

【概况】学校继续在全校大力推动“365青

年成长计划”，开展学院学风建设特色项目，

有效带动扎实学风；举办毕业典礼、毕业晚会、

新生开学典礼，发挥仪式教育作用；依托“校长

奖”“学习标兵”等评选等活动发挥大学生优秀

典型示范作用；着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和工程师文化教育工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品牌为载体大力推进思政教育进社区工作；以易

班体验中心为阵地打造线上线下互动互联的网络

思政工作，实现思政教育全员参与、全方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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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任玉英）

【开展学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工程师文化教育】  开展2017年“学习标

兵”“学习型寝室”“优良学风班”“优良学风

示范班”、第七届“校长奖”评选、“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校长奖宣讲会等活动，在全校范

围内营造“优秀学子”“朋辈楷模”、榜样力

量”氛围；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利用社区“微讲堂”在全校学生社区广泛开展学

习大讨论，发挥学生主体价值，发挥社区“微”

文化育人优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人

文学院开展首届社区“中华诗词大会”等活动，

养成核心价值观学习的氛围。 （强成文）

【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

活动】 着力在大学生中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组织师生党员代表参加“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千名高校优秀辅导

员‘校园巡讲’和‘网络巡礼’活动（上海首

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校

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和‘网络巡礼’（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专场）”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不忘成长初心，牢记时代使命，在实现

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

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强成文）

【举行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 学校在体育

馆举办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4900余名新生身着

天蓝色定制文化衫、佩戴校徽参加典礼。典礼进

行了振奋人心的新生入学宣誓仪式，全体新生立

志牢记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担当，扬帆上应，成

就精彩华章。  （任玉英）

【打造“上应微学工”新媒体育人平台】

2017年3月6 日，学工部正式上线运营官方微信

公众号“上应微学工”，本着将思政育人模式从

“说教”向“自我教育”转变的育人工作理念，

坚持“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引领学生”的工作

宗旨，构建了覆盖重点聚焦、学工速递、榜样引

领、就业指导、资助育人、心灵相约六大功能的

网络思政育人微体系，系统性设计了喜迎十九

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核评估、毕业

季、迎新季、名师荐书等主题推送，为网络思政

教育提供了新实践、新思路。 （兰书琴）

【思政教育进社区】2017年度，社区思政教

育工作重点开展了“社区微讲堂”品牌创建和

“社区特色文化”沉淀工作，通过开展微讲堂，

营造社区“微”文化；逐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形成了10个社区特色：

学风建设进社区、文明礼仪进社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社区、科技文化进社区、心理健康教育

进社区、创新创业创意进社区、花文化进社区、

职业生涯进社区、安全教育进社区、党团驿站

等，部分社区特色内容体系也逐渐形成并完善。

社区思政教育工作由学生工作部（处）牵头，联

合安全保卫处、后勤保障处、团委开展，通过载

体的搭建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学生的社区意识有

了极大增强，社区学习与文化氛围也有了很大的

提高；社区思政教育工作也取得了应有的实效，

社区思政教育功能亦得到充分发挥。 （强成文） 

【开展第八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

为强化教书育人的丰富内涵，弘扬尊师重教的优

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我校学风和教风建设，学校

开展了第八届“我心目中的好老师”评选活动。

经二级学院学生推选、全校学生代表现场投票、

易班网络投票、评审小组审议等多个环节，并报

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公示，最终胡洪江、张政、

颜睿、周及人、宣蒙蒙、王栋、傅涵智、魏晋、

郑寒、杨晓萍等10名教师被评为第八届“我心目

中的好老师”荣誉称号。 （强成文）

【推进易班建设】学校易班推出的“第七届

校长奖”评选、“辅导员年度人物学生测评”等

专题网页受到全校师生好评，学校易班工作站团

队荣获2017年上海高校易班十佳工作站。陆续承

办易班名记者进校园讲座、365青年成长计划交

流会、辅导员沙龙等，并接待美国、日本、加拿

大等国际交流高校师生访问。易班举办了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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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发展论坛、第四届高校易班创意文化设计大

赛、易班新生节、校园好声音、校长午餐会等特

色活动。 （任玉英）

【承办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华东区域赛】11

月，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央网信办网络

社会工作局主办，易班网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承

办的“唱响青春中国梦”第三届全国高校“校园

好声音”华东赛区区域赛落下帷幕，来自上海师

范大学天华学院、浙江音乐学院、蚌埠学院、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所高校

的选手唱响校园好声音。浙江音乐学院和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校队获得区域赛总分第一、第二，携

手晋级全国总决赛。最终，学校荣获全国校园好

声音大赛十六强，学校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任玉英）  

【举办第四届研究生“明学节”】4月至6

月，学校举办了第四届研究生“明学节”系列活

动。本届“明学节”系列活动围绕弘扬“工匠精

神”，着眼于培育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自我认

知能力，沟通交际能力和自我降压能力，设置了

人文道德、敬业务实、学术创新和团体协作四个

版块十余项活动。 （袁凌杰） 

学生管理

【概况】学校以教育部41号令《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颁布为契机，修订完善各项学

生管理条例，改版各学制《学生手册》，推进学

生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扎实做好第

七届“校长奖”（学生）评选、校长奖宣讲会等

活动，规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和标准，

加强对学生办事窗口的管理，规范学生事务办事

流程，提升学生管理办事服务水平。

 （兰书琴）

【举行第七届校长奖（学生）评选及校长

奖宣讲会活动】 3月至5月，学校举行第七届校

长奖（学生）评选活动；11月，学校举办主题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校长奖”宣讲会，

树立自立自强、品学兼优的学生典型，充分发挥

榜样的力量引领学生共同进步、营造优良学风。

 （任玉英）

【举办2017年优良学风班评选】 10月至12

月，评选出10个优良学风示范班，40个优良学风

班，有力的推动了学校优良学风氛围的营造和创

建。 （强成文）

【举办2017年“学习标兵”“学习型寝

室”评选】10月至12月，经各学院初选、上报申

请，学校综合评判，共评选出了100个“学习标

兵”和93个“学习型寝室”。 （强成文）

【举行“教育部41号令及《学生手册》”专

题培训】学校根据教育部41号令全面梳理并修订

完善了学生管理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于2017年

6月份完成了规定审核备案材料提交并顺利通过

市教委审核。为进一步加强对教育部41号令及新

版《学生手册》的学习和理解，学校于2017年8

月举行了辅导员专题培训班、面向2017级全体新

生开展了新版《学生手册》网上测试工作，进一

步规范学生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学生工作。

 （兰书琴、任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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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与资助工作

【概况】学校以“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为基本目标，坚持“全程、全员、

全方位”的育人理念，构建“奖、贷、勤、补、

助、减、免”六位一体的资助育人格局，建立

“以助学贷款为基本帮困渠道、勤工助学为主要

帮困方式、奖学金为激励手段，助学金和临时困

难补助等形式为辅助措施”的帮困资助体系，确

立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资助工作理

念，教育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贫困是暂

时的，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改变未来”的励志

观，构建了“他助—自助—助人”的资助育人新

模式。

2017年，学校奖励或资助的学生人数多、覆

盖面广、力度增大、渠道增宽、形式多样。应优

尽优，认真开展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获奖学生623人，奖

励金额达321.4万元。应奖尽奖，通过校内各类

优秀奖学金评选的获奖学生人数达13784人次，

奖励经费575.569万余元。应认尽认，2017-2018

学年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人数2481

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16.3%，其中一般困难

学生1396人，特别困难学生1085人。应助尽助，

通过开展国家助学金评审、帮困类奖学金评定、

冬令送温暖、一次性临时补助、节假日补贴、

学费减免等活动，共为9382人次的学生发放奖助

资金达999.16万元。应贷尽贷，认真贯彻国家助

学贷款的相关政策，深入宣传，积极开展国家

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国家助

学贷款发放到位。2017年度，共有1790名学生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其中校园地贷款326人，生源

地贷款1464人，贷款总金额1213.317万元。应勤

尽勤，学生参与学校组织的校内外勤工助学工

作达12702人次，通过学校财务处发放的勤助工

资费用共计536.97万元；其中，2017年校外勤工

助学参与学生539人次，工资总额达168.55万。

校内勤助岗位参与学生12163人次，发放工资达

368.42万余元。应补尽补，2017年完成188名服

义务兵役学生的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申

请，总金额达238.92万元。其中，毕业生学费补

偿、贷款代偿22人；在校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96人；退役复学学费减免70人。

举行“十载匠心育人，筑梦共创未来”资助

育人活动月暨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颁

奖典礼，“让诚信助飞青春的梦想”学生资助诚

信摄影作品、海报征集评选，“诚信月”系列活

动之舞台剧比赛、“勤工助学服务之星”比赛、

“职业经理人”比赛，“感恩勤助，逐梦前行”

勤工助学感恩系列活动表彰大会等，发挥榜样

引领作用，励志成才。继续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能力和素质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项目，立项

资助困难学生开展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继

续发展壮大微光志愿者队，定向服务上海南站，

定期举行校园清扫、幼儿园志愿服务、海湾旅游

区清扫志愿、医疗志愿者等活动。在2017年“让

诚信助飞青春的梦想”上海市高校学生资助诚信

教育宣传画征集活动、上海市高校“青春助我圆

梦”主题征文活动、“谁的青春不奋斗”故事讲

演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 （朱美陶、牛亏环）

【举行寒假留校学生迎春茶话会】  1月25

日，学校举行“金鸡报喜”寒假留校学生迎春茶

话会。党委书记刘宇陆，校长陆靖，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张艳萍与近50余名师生喜迎新年。

 （陈亦辰）

【举行春季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招聘会】3月2

日，学校举行春季学期首场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招

聘会。共有30余个机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参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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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机关助理、校园电视台、体教部等200多个

岗位，现场共收到500余份应聘简历。

 （陈亦辰）

【举行2017毕业季献爱心系列活动】3月30

日至5月11日，学校举行了“相离莫相忘，爱心

不散场”2017毕业季献爱心系列活动，内容包

括慈善工作站logo和吉祥物征集活动，“时光信

箱”—放飞明信片活动，倡议毕业班学生积极捐

献旧物及大型义卖活动等。 （陈亦辰）

【启动研究生资助工作】通过家庭经济困

难认定的研究生人数为62人。2017年新生入学报

到时，学校为74名研究生新生提供了绿色通道服

务。2017年，参加研究生助管助教工作的研究生

达到1028人次，党委学工部发放助管薪资18.65

万元，助教薪资19.6万元，兼职辅导员薪资12.1

万元，总计50.35万元。 （袁凌杰）

【举行“外地新生看上海”活动】 10月29

日，学校举行“新生看上海一日游”活动， 16

个学院共359名师生参与。新生们参观了东方明

珠电视塔和上海科技馆。各学院同步开展 “新

生看上海”主题征文比赛和摄影比赛，让学生们

的留影与感悟在竞赛中共享与留存。 （陈亦辰）

【举行“感恩勤助，逐梦前行”2017年勤

工助学感恩系列活动颁奖典礼】在11月开展勤工

助学感恩系列活动月，进行“最勤人”评选，

“职业经理人”大赛，开展“我与勤助的故事”

征文及摄影作品的评选系列活动。11月23日，举

办感恩系列活动颁奖典礼。 （陈亦辰）

【爱心汇聚“增名助学金”基金项目】 继

续做好增名助学金爱心接力棒工作，截止到2017

年12月，共收到23名受助毕业生向该基金注入资

金 5.83702万元。 （徐同玲）

就业工作

【概况】  2017年，学校共有毕业生3749

人，其中研究生254人、本科生3319人、专科生

176人。截至8月25日，毕业生签约率88.93%，就

业率98.99%。

加强就业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就业工作能

力。全年共举办《辅导员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师资专题培

训》《辅导员就业指导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等三

场校内专场师资培训，参与人次达120人次。2项

课题获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相关建设

项目立项。

积极组织校园招聘活动，加强招聘信息发

布平台建设和就业市场建设。全年共举办用人单

位校园招聘宣讲会78场，校园招聘会10场，总计

有1674家企业参加了各类校园招聘会。组织毕业

生参加“自贸区人才需求专场招聘会”“临港漕

河泾专场招聘会”“上海市2018届高校毕业生秋

季校园招聘会暨港澳台侨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和

“新疆籍少数民族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校外专

场招聘会。

加强精准指导，积极做好毕业生就业帮扶援

助工作。2017年学校累计发放290位毕业生的求

职创业补贴290000元；奖励成功考取研究生的毕

业生176人，奖励金额105400元；奖励2017年上

海市优秀毕业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优秀毕业生

575人，奖励金额76700元。

2017届毕业生中，44人参加国家地方项目

（含预征入伍），其中2人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16人参加“三支一扶”计划，8人被

西藏日喀则市专招项目录用，18人应征入伍。       

 （王�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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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交流

会】5月16日，学校举行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新创

业工作交流会。此次交流会邀请了台湾十余家企

业的管理者以及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投资公司高

管。学校14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了路演，部分

项目引起现场企业代表的浓厚兴趣，并在会后与

学生项目团队进行了进一步的洽谈交流。

 （王� 真）

【举行2017届毕业生座谈会】6月22日，学

校举行主题为“思源致远，寄语未来”的2017届

毕业生座谈会。校长陆靖与2017届毕业生代表畅

谈大学生活及母校发展，毕业生代表们踊跃发

言，纷纷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分享大学期间

学习、生活的收获与体会。

 （王� 真）

【举行“初梦犹在 高歌远行”2017毕业晚

会】 6月26日，“初梦犹在 高歌远行”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2017毕业晚会举行。校党委书记刘宇

陆，校长、校党委副书记陆靖，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宋敏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

萍，副校长陈东辉、副校长张锁怀出席晚会并亲

切慰问参演人员。各学院及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全体辅导员及4000余名学生一同观看了晚会。

（王� 真）

【举行201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6月28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7届本科

生毕业典礼举行。校长、校党委副书记陆靖，校

党委副书记宋敏娟，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

萍，副校长陈东辉、张锁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委员，各学院院长、党总支（委）书记，各相关

职能部（处）负责人，教师代表，校友代表，

毕业生亲友等出席，共同见证2017届毕业生的成

长。 （王� 真）

【研究生就业】2017届共有毕业研究生

255人，研究生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专业对

口率达到90%以上。其中进入国有单位（包括

科研院所）工作研究生占比4.35%，民营单位

占比81.64%，外资企业占比2.54%，科研单位

9.42%，其中12名研究生升学至清华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等知名学府攻读博士学

位。 （袁凌杰）

学生工作队伍建设

【概况】 2017年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

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充

分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不断优化管理机制、

营造氛围，全面提升辅导员的综合素质与职业能

力，着力推动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2017年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辅导员共11

人，其中上半年引进新疆籍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

1人，下半年10人。

举行“2017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评选出

王云杰等10名“2017辅导员年度人物”。陈文博

获“2017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实现了学校在此奖项评选中零的突破。

组织开展了2017年辅导员工作创新项目的申

报工作。共受理申报课题58项，经专家评审共有

15项被批准立项。

制定《关于2017年辅导员工作室、辅导员工

作创新项目资助经费使用管理的规定》，并对其

中两个工作室重新进行了主持人的聘任工作。

邀请中医药大学少数民族工作室的专家及老师召

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教育

服务工作室”建设研讨会。举办2017年辅导员论

坛，1篇论文荣获第十四届高校辅导员论坛征文

二等奖。

 （张�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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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概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加强校际

交流与合作，拓展心理健康教育视野，提升心理

健康教育队伍专业素养与能力。

建立心理危机预警机制，组织开展优秀班级

心理委员评选。开展以“健康校园，美丽心灵”

为主题的 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活动。承办了

海湾高校案例研讨会，主办第二届优秀班级心理

委员进阶教育培训。开通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继

续为学生服务。组织各学院开展新生入学心理

健康教育讲座，组织全校专科生、本科生及研究

生共4817人进行了心理普测，并根据测试结果组

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建立心理档

案，并对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进行及时干预。

承办了上海市高校区域心理中心主任沙龙

暨海湾地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医教结合”交流

会。在第八届上海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移动微课程

大赛中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肖君政、佘� 壮）

附  录

【附录一：各学院2017届毕业生就业率情况】

2017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统计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25 日）

学院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签约人数 签约率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74 273 99.64% 268 97.81%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180 179 99.44% 175 97.22%

机械工程学院 196 196 100.00% 183 93.37%

轨道交通学院 152 152 100.00% 140 92.11%

工程创新学院 117 116 99.15% 106 90.6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6 215 99.54% 195 90.2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58 155 98.10% 142 89.87%

理学院 69 69 100.00% 62 89.86%

外国语学院 111 111 100.00% 99 89.19%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69 362 98.10% 325 88.08%

经济与管理学院 517 507 98.07% 447 86.46%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116 114 98.28% 98 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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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签约人数 签约率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407 401 98.53% 343 84.28%

人文学院 226 226 100.00% 190 84.07%

艺术与设计学院 211 211 100.00% 164 77.73%

本科生合计 3319 3287 99.04% 2937 88.49%

高职学院 176 171 97.16% 160 90.91%

研究生学院 254 253 99.61% 237 93.31%

合计 3749 3711 98.99% 3334 88.93%

【附录二：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名单】

研究生：

吴曲阳 魏蒙月 李心驭 陈红艳 廉 翔 薛 原 刘金宝 张道明 谢 涛 杨文亚

吕博鑫 耿 涛 蔡 萌

本科生：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颜雪佳 倪 欢 王慧婷 章 斌 曾 瑞 江文娟 冯雪纯 沈莹琪 仇彦崴 毛 剑

林丹丹 毛艳霏 黄 莉 梅婧妮 王琳怡 王 茜 毕智嫱 吕慧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文倩 张静静 张 佳 谢冰莹 赵兴权 陆 雷 黄雪霏 王彤彤 韩晓婷 吴 晨

谢 晨 唐怡雯 雷 爽 张彩云 陆逸婷 施佳怡 孙婷婷 李衡之 梁皑琛 田 亿

王胜民 袁小英 段卓冉 华 旻 武少琛 周鲁泉      

○�艺术与设计学院：

丁雅雯 周 琳 丁练雯 沈夏雯 杨燕妍 郑江华 潘 睿 潘鑫鑫 张育雯 陆 一

倪 颖     

○�电气与电气工程学院学院：�

崔 婧 姚宏杰 郑智威 肖 华 罗小龙 郝家琳 杨佳淼 常 昕

○�人文学院：

魏佳佳 王君仪 毛娟萍 许茜茜 何菁菁 翟 月 周 智 沙先月 丁奕琳 黄雨婷

谭秀云 徐金晶    

○�工程创新学院：

刘境廷 刘天宇 王智彦 邢德正 聂 震 冯忠森

（续表）



学生工作  553

○�机械工程学院：

郑 烽 朱万鹏 贾 桥 吴淑萍 葛 凤 彭 丹 李翰锦 刘晓东 杨 凯 巫书萍      

○�轨道交通学院：

张 宇 孙天骄 俞苗苗 韩鹏凯 姚泽东 杨 光 刘雪桦 张梦恒

○�理学院：�

郝 刚 郝佳琪 钱幸璐 李思萌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姜浩竣 刘丁浩 杨颜宇 陆旭峰 唐秀云 孙琳珺 于 颖 马骏豪 李慧玲 郭子文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李 敏 郑儒雅 周 帅 刘 晋 余佩纹 吴诚骏  

○�外国语学院：

郑晓婉 万彬滢 王哲祯 梁欢欢 谢邱燕 杨天惠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 蓉 王丁丁 焦欣悦 方玥飏 李 辉 吴丰凯 周淑琰 王诗云 宋泽盛 万 婕

杜广峰 纪宇昕 康圣婕 唐瑭 康晓蓥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杨璐颖 伍 婷 唐晓琳 杨海明 黄海玲 田 扬 谢晓琳 朱有为 张铜城 赵 媛

赵蔚怡 金 枝 黄玉卿 卜胜武 金航飞 马日克姑    蒲传东 王 培 吴 波

于黎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玲玉 常文秀 王 蓉 梁华丽 常新建 孙亿琴 伍凤云 王若枫 沈 晓 潘汉殿

吴郢珊     

○�高等职业学院：

唐泽峰 濮奚玮 仇岳萍 李 鑫 黄佳莹   

【附录三：2016-2017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研究生（20人）：

赵志成 韦焕明 刘 平 刘 行 李 宽 陈达明 姚征民 陈彦宇 郦 琪 丁艳花

郑新峰 肖 鹏 佘晓磊 黄 彪 白 鹏 汪顺舟 许 俊 张博文 徐 强 张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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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芸芸

机械工程学院：

陈 龙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吴诗瑶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陆昊伦 许玉兰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陈立早 晏 辛 王绍凡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姜伟杰 吕欣婕 王爱萍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杜培婷

艺术与设计学院：

谢梦霏

经济与管理学院：

姜浩天 王 婧 应婉露 童兴刚

外国语学院：

张琛艳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贺晓斌

轨道交通学院：

孙 楠

人文学院：

胡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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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包昱欢

工程创新学院：

邱靖钧

高等职业学院：

朋 洁

【附录四：2016-2017学年上海市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乐平 万 通

机械工程学院：

吕明忠 叶源飞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张杰荣 蔡汉康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沈鑫豪 伍尤鹏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陈 勇 耿庆庆 邓 骁 陈梓雨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周丽萍 毛香丽 杨 行 陈 晨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欧国娟 居艺朵

艺术与设计学院：

孙舒文 崔君杰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熠茜 吴阳苇 沈铭焕 史雁楠 俞若曦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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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悦乔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盛媛媛

轨道交通学院：

吴冰雪

轨道交通学院：

王 宁

人文学院：

何浙雯 张炳功

理学院：

王惠婷

工程创新学院：

舒健禛

高等职业学院：

陈晓薇

【附录五：第七届校长奖（学生）获得者名单】

校长奖：

陈靖磊（工程创新学院）

校长奖提名奖：

梁晓晶（经济与管理学院） 沙先月（人文学院）

“365青年成长计划”之爱英语“战神组”（詹立成团队）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王若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长奖入围奖：

吴诚骏（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韩鹏凯（轨道交通学院）

谢梦霏（艺术与设计学院）   蒲传东（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黎芳源（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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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

【概况】2017年，校长办公室深入学习贯彻

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以十九大精

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

持改革创新，圆满完成办公室各项工作和领导交

办的各项任务。

加强组织协调，保障学校重要工作和重大

活动。作为学校窗口部门，主动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质量，加强与各部门组织协调。做好学

校每周会议安排、会议室管理及会务接待工作。

全年安排会议2399场，组织会议接待81项，徐汇

校区管委会审核协调各级各类会议、接待、活动

569场。接听各类业务咨询、投诉及校友来电。

积极组织、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圆满完

成了毕业生离校、毕业典礼、学位授予仪式、迎

新和新生开学典礼、学校运动会等工作任务。组

织新春团拜会，与相关职能部门一起协调开学、

放假等学校运行秩序和安全稳定工作。

强化服务意识，提升办公室管理水平完成校

级各类报告、讲话稿、学校介绍、文件、函件等

文稿合计超过5万字；完成学校介绍PPT等。做

好学校年度报告工作。全年共审核发布各类公文

473份，收发上级单位来文467份，流转和协调处

理各部门请示件81件，收发机要200余件。做好

校长办公会议议题征集与安排、会议通知、议题

材料收集发放和纪要征求意见等工作，起草并印

发《校长办公会议纪要》25期。

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在学校主页及信息门户

行政信息发布9641条。编印出版了《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年鉴（2017版）》，编辑发布《每周工作

动态》共37期。

认真做好行政印章、法人证章、组织机构代

码证、介绍信及校领导印鉴等管理。全年共用印

10020件，办理部门及教师各类业务申领教育部

更名函、“三证合一”证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共426件，开具介绍信共61封。全年形成校长办

公会议决议35份。校长信箱来信处理195封，流

转过程信件548封。

统筹协调并组织实施教育部下发的2017年度

高教统计工作，零差错完成上报，组织高基表统

计培训工作，各部门临时数据统计工作。完成76

名教职工编制信息上报工作和112名教职工编制

信息减少工作。完成全校编制人员的党员信息、

职称、岗位变更等数万个数据的更新工作。

� （秦� 凤）

【概况】徐汇校区管委会充分发挥协调监督

和联系纽带的作用，积极服务领导、服务部门、

服务基层，保证学校各项决策顺利实施和管委办

的高效运转。

整合公共资源，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管理

职责，加强对徐汇校区楼宇、场地等的整体监督

和协调管理，有效提高公共服务能级，提升校区

资源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徐汇校区的地域优势作

用，截至目前，本年度通过管委办审核协调的

各级各类会议、接待、活动共计569场/次，其中

323场/次由管委办直接提供会务和接待支持，比

2016年增加了25%。

加强与徐汇校区校属各办学部门、学生工

作、后勤工作以及各外来进驻单位的定期工作联

系及交流的工作机制。妥善处理轨道交通十五号

线征地强拆“钉子户”的补偿安置相关问题。配

合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轨道交通十二号线、

十五号线建设施工借地、征地的前期调研、场地

落实及协议签订等相关协调工作。加强对徐汇校

区房屋使用的管理。

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徐汇校区道路管理和停车

收费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及设备更新，确保校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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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运行秩序井然；协调安排公务接待的车辆停

放及管理相关问题，为学校大型活动外访人员提

供超过1200车次的免费停车服务。做好与外来进

驻单位及徐汇校区周边街道、小区居委会的日常

协调沟通工作。

 （华� 兰） 

财务工作

【概况】2017年，财务处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秉持着坚持规范为根本，坚持科学合理性为

基础，合理编制、实施学校的预算方案，规范经

费管理与使用，积极推进预算执行率，认真做好

学校各项财务管理与服务工作。

规范财务运行，针对2016年出台的《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关于市内交通费的修订办法》等几个

财务制度的执行上，不仅在各个层面上宣传新制

度，在报销的过程中还不厌其烦地向师生解释各

项制度，坚持原则执行制度。

加强预算执行分析，从每季度分析一次改为

每月进行分析。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项目负责

人沟通，及时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尤其是政府采

购情况），尽一切可能把有限的资金用好。

继续开展信息化平台建设，完成了预算申

报平台建设，将预算申请、调整、审核和汇总通

过系统信息化、一体化，实行预算申报流程化管

理，实现财政“一上”“二上”数据的自动化生

成，也为学校项目库建设做好准备。通过财务信

息化平台建设，规范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提高

财务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团队精神，提升业务能

力。由于经费的增加，财务工作量猛增（目前增

量已达10%），通过进行内部岗位调整以及年内

新招两名财务人员，平稳做好了新老同志的工作

衔接。积极鼓励大家参加校内外的培训和职称晋

升的考试，1人获高级会计职称资格，1人参加上

海市财政局举办的“2017年第三期本市总会计师

素质提升工程培训班”，提升了整体业务能力。

积极主动与市教委、市财政和税务部门沟

通，准确把握政策，积极为学校争取经费和政策

的支持。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积极配合学校相

关部门完成工作。

2017年学校年初预算收支总额为74,139.37

万元，比2016年增加993.77万元，增长1.36%。

2017年年度执行中预算调整增加7,369.97万元，

调整后预算收支总额为81,509.34万元。预算调

整主要原因：主管部门代编项目预算年中下拨

7,369.97万元。

2017年决算收入总计109,854.45万元，其

中：年初结转结余决算数为19,205.90万元；本年

收入决算数87,178.38万元，本年收入完成率为

106.96%。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7,178.31万元，

占全部收入的65.59%；事业收入26,791.65万元，

占全部收入的30.73%；其他收入3208.42万元，

占全部收入的3.68%。

2017年支出决算总计92,204.11万元，增加

10,694.77万元，预算支出完成率113,12%，其

中：教育支出73,533.94万元，占全部支出的

79.7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04.54万元，占

全部支出的7.3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312.26万元，占全部支出的2.51%；住房保障支

出1,615.64万元，占全部支出的1.75%；其他支出

7,937.73万元，占全部支出的8.61%。

2017年末学校资产总额357,075.05万元，比

2016年末增加11,082.52万元，增幅3.20%；主要

原因：固定资产增加14,086.59万元，在建工程增

加3,194.31万元，无形资产增加366.78万元，流动

资产减少6,565.16万元。2017年末学校负债总额

12,514.72万元，比2016年末减少2,002.26万元，

减幅13.79%；主要原因：流动负债减少1,673.80

万元，偿还长期应付款328.47万元。2017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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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概况】2017年，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对标学校建设有国际影响

力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定位目标，在学校工作

大局中谋划部门工作，有机融合，在物资采购、

资产和实验室等方面规范管理，较好地完成各项

工作。 

进一步完善学校招标文件，修订合同模版

条款，新增投标人资格前审环节等。新增项目负

责人与中标单位签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招标采

购廉政协议》，并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相

同的法律效力。2017年全年共完成采购设备、服

务的招标工作673项，共计金额7824.41万元，其

中进口设备采购1141.64万元（37台套），国产

设备6682.77万元（校内询价设备、服务96个，

金额770.1万；委托招标60个，金额5738.65万；

委托政府集市采购合同517个，金额707万；自购

设备金额608.66万）。启动项目执行率100%，

财政资金完成率大于99%。全年共接收采购申请

表687份，审批、签订并统计合同905份，合同执

行率达到100%。日常采用“专人保管、登记造

册”的办法，认真做好集市采购目录中的电脑与

打印机等设备、硒鼓与复印纸等耗材、家具设备

的零星采购及报账工作。对采购流程中形成的采

购申请表、招标文件、评标资料、采购合同等各

类文档资料，进行分类排列编目，保障资料完整

性。

规范有序，精准管理，全面提升资产管理新

效能。每月与财务处核对资产账目，确保数据唯

一。全年新增家具入库931条，在市财政局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录入新增设备995

件，完成各类设备（含家具）调拨281件。及时

梳理学院（部门）拟报废设备，提请报废处置

2761件，金额达20，042，020.73元。全年完成

报废资产的评估，在市教委对报废设备的抽查工

作中，点检率达98%。认真做好新旧房屋数据信

息与图纸信息的建档与及时更新、租借房屋的管

理、行政办公设备与家具的日常维护保养等日常

工作，全年共新装空调179台，移机18台，拆机

72台，教学楼空调保养75台，复印机维护保养20

台。

严格把控，助力学院，推进实验室安全管

理跨上新台阶。规范危险化学品的采购、使用与

贮存，对危险及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实行全流程

监管。全年审核易制爆化学品91笔，易制毒化学

品299笔，为学院配置PP试剂柜、净气型易燃品

贮存柜、易燃品、毒害品贮存柜共计104个。对

学校危险品仓库进行了清理整顿，安装易燃易爆

报警装置、应急喷淋、维修屋顶冷却系统，全年

处置实验室废旧试剂两批次，销毁剧毒化学品1

批次，处理废液量约12吨。安全教育是防止各类

事故发生的重要手段。全年为400个实验室安装

安全信息牌，提供安全警示标识4000余张。完成

2017级新生和研究生的入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培

训3378人次，并组建实验室安全协管队伍，加强

每月例行和飞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巡

查中发现操作不规范及时予以指正，切实维护学

校安全稳定。全年完成94台单价10万元以上的大

型仪器设备登记、建表和拍照，分别对全校349

校资产负债率为3.50%，处于较低水平，主要

负债为学校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6,800.20万元。

2017年末学校净资产总额344,560.33万元，增加

13,084.79万元，增幅为3.95%，增加的主要原

因：因学校基本建设、购买设备和无形资产使非

流动资产基金增加17,647.68万元，因动用历年非

财政结余资金而减少事业基金3,019.03万元，财

政补助结转减少2,137.73万元，非财政补助结转

增加582.17万元。

� （吴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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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套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效益和497台套大型仪

器设备的机时使用情况进行审核，提高设备的共

享开放程度，增加有效使用机时数。

创新手段，推进资产与实验室管理信息智

能化。坚持“以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全面

梳理部门规章制度，全年废改立相关文件18份、

表单7份。启用低值材料管理子系统，将资产管

理内控制度以节点化流转呈现，方便学院和部门

的资产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化学品采购、实验室

安全教育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等平台的设计和规

划，推进实验室安全信息化管理建设。

 （岳去畏）

审计工作

【概况】2017年，学校审计处围绕学校定位

与发展，注重学习，规范管理，强化监督，做好

学校工程审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以及校属企业

年报审计等工作，提升审计服务学校发展的深度

与广度。

落实学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校43位

部门负责人实施了在任、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

作。本次审计涉及2个校区的18个二级学院（含

高职、继教）、13个机关处室、2个校属企业及

后勤服务中心等34个单位，并首次在10个二级学

院进行了书记、院长同审。按照《上海市经济责

任审计工作“十三五”规划》的精神，在学校公

告栏里对43位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进行了3个

月网上公示。实施了2016年度16个部门负责人的

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并对2013年以来50个部

门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进行了“回头

看”。

规范工程项目审计管理，为学校工程项目

节省资金。参与并配合投资监理做好学校特教大

楼、综合实验大楼、安防设备更新改造以及徐汇

校区新食堂供电系统改造工程等项目的全过程跟

踪工作。配合和督促投资监理完成学校三期学

生公寓、体育场、体育馆等基本建设项目及校

内零星修缮项目的审价工作。2017年共完成学校

建设、修缮工程项目审计113项，总计送审金额 

31522.29万元，核减项目资金5594.20万元（核减

率17.75%），为学校节省了资金。

完成校属企业2016年年报审计及整改工作并

上报市教委。

完成了“上海高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的专

项审计工作，形成了审计报告，提出了4条审计

建议。稳步推进审计项目、审计结果公开力度，

不断完善审计管理系统，逐步建立了审计项目

数据库。参与学校合同审批管理、工程项目评标

与验收、资产采购评标等工作，并做好学校有关

经济活动的咨询、服务、评价、检查等工作。配

合监察部门参与机械工业学校与材料工程学校的

专项巡视工作，并参与了对二级学院 “思政工

作、意识形态、党风廉政”的督查调研工作。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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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

后勤管理与服务

【概况】2017年学校攻坚克难、扎实推进硬

件设施建设。综合实验楼工程为国家产、教、

融项目，包括新建一幢综合实验楼、一栋3.5万

伏变电站。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0852平方米，其

中：综合实验楼地上建筑面积约37400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3.5万伏变电站建筑

面积852平方米；总投资2.43亿元（其中部分资

金为中央财力资金）。该项目于2017年5月取得

扩初批复，8月取得规划许可证，9月底前取得施

工许可证，并于9月28日正式开工。

根 据 学 校 “ 十 三 五 ” 事 业 规 划 及 学 校

“十三五”基建规划，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通过现场调研，初步同意我校奉贤校区四期游泳

馆为“十三五”正式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4000

㎡，总投资约4000万元。目前正在抓紧编制四期

游泳馆项目建议书，并已基本形成初稿，等待发

改委给出正式批复后修改完成终稿报发改委评

审，争取四期游泳馆成功立项。

完成第三学科楼通风系统改造工程方案。已

完成改造工程方案及估算，等相关资金落实后即

上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评审。

为了改善奉贤校区1-10号学生公寓楼学生居

住条件，配合制定好了相应电力扩容外线供电的

供电方案，准备明年启动实施该工程。

特教大楼工程自2015年10月10日开工建设

起，于2017年6月底竣工，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

特教大楼为央财支持的项目，工程结构为框架结

构，地上4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为13958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009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为1949平方米，总投资7800多万元，

2017年共完成11个招标项目，签订合同约40

份。包括：完成特教大楼外线及高低压柜、变压

器安装工程施工招标及合同签订。完成特教大楼

视频报告厅视音频系统工程施工招标及合同签

订。完成第四学科楼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实验室装修工程施工招标及合同签订。配合完

成奉贤校区综合实验楼（含35KV变电站）工程施

工总包、工程监理、桩基检测招标及合同签订。

做好各校区及相关二级学院的零星改造工

程。全年共成了第四学科楼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实验室的装修工程、城建学院试验场地

浇筑工程。同时完成了徐汇校区12号食堂改造工

程、16号学生公寓修缮工程、图书馆消防改造工

程、奉贤校区行政用办公室改造工程、第四学科

楼半导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装修工

程、第三学科楼A410实验室改造等6项工程的最

终审价决算工作，总审定的金额达到1080.78万

元。 （龚� 芳）

【概况】2017年后勤管理与服务工作以践行

服务育人为理念，全心全意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

作。以提高管理水平为根本，不断推动学校内涵

建设。在食品安全、校园环境、设备保障、宿舍

管理、健康校园等方面，不断强化全局意识、责

任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不断



564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提升后勤管理和服务水平。

配合学校完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建校63周

年校庆、上海高校校长杯乒乓球比赛、完成2017

届毕业典礼、新生开学典礼、校运会期间的会场

布置、校园环境、活动用餐、休息落实、班车调

配、医疗保健、安全卫生等各项后勤服务工作。

加强食堂监督管理，提高食堂服务质量。

经过新一轮食堂招标，2017年年初徐汇校区食堂

由上海颐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中快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分区运营， 8月奉贤校区第二食堂由

上海同茂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中标、第三食堂由

上海秋林阁饮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应标。落实食

堂价格稳定，通过平抑基金确保学校食堂菜价稳

定，维护广大师生的利益。

做好学校食品卫生和安全检查工作，坚持食

品卫生天天查，食堂管理周周查，食堂伙食监督

小组月月查。形成了检查结果记录反馈制度，建

立了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确保学校食品卫

生安全。

加强食堂管理和饮食文化建设，组织海湾旅

游区市场监督管理所专职人员为食堂工作人员进

行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开展了餐饮岗

位练兵比武和校园美食评比活动。奉贤校区第三

食堂通过了6T达标工作。

根据学校规划做好校园绿化布局、调整和种

植，落实奉贤和徐汇校区的日常绿化养护工作。

提交了徐汇校区花园单位的申请报告，完成了

“先贤语迹”项目的建设工作，奉贤校区获上海

市绿化合格单位称号。

2017年共安排住宿5000余人次（包括新

生），办理宿舍调整1100余人次，退宿申请5300

余人次。做好学生宿舍的空调安装申请工作，截

止至2017年12月，奉贤校区学生宿舍空调安装率

已达到78%，大幅度改善了学生的宿舍条件。每

周进行卫生安全检查，全年无安全责任事故。

认真做好学生公寓“6T”管理达标创建工

作，奉贤校区学生公寓13#、21#、25#、26#宿舍

楼通过了上海市教委专家“6T”现场检查评审标

准。

经过新一轮政府招标，2017年4月由临客嘉

物业经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承接奉贤校区

1-10学生公寓和三期的物业管理，新老物业公司

做到全程无缝平稳交接，同时做好奉贤特教大楼

和徐汇C楼的物业接管工作，保障新校区各项工

作有序平稳进行。

做好学校医务中心的门急诊工作，重点做

好新生体检、军训医护等健康保障，确保校园环

境卫生、疾病预防安全可控。2017年全年门急诊

12472人次；其中夜间门诊量3696次；外出就诊

17次；传染病及发热门诊就诊256人次，其中水

痘8次，肺结核病人3例；办理学生医药费审核报

销2825人次；完成新生体检4868人次。

成立了奉贤区海湾高校VCT监测点。承办了

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为爱坚持·科学避孕”主

题活动和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开展的“第

三十个世艾日”活动。全年共培训了105名救护

员，700名普及员，先后开展了14场15个二级学

院急救、防艾培训，首次做到大一新生全覆盖，

受众人数达4806人。“大手牵小手”预防对接活

动覆盖金山区、奉贤区10余所高中，进入约110

个班级课堂，收益中学生达5000人次左右。

2017全年校红会共荣获2个国家级项目、2

项市级项目、4个市级集体奖项、12个市级个人

奖项。2017年完成义务献血1793人份，超额完成

134人份。

2017年共完成各类报修、抢修1000多项，签

订各类合同149份，其中工程维修合同81份。维

修保养水箱20只、电梯67台、水泵房15座、变电

所18座、空调565台、开水机和直饮机157台、洗

衣机94台、热水器272台等。为确保专用电器设

备的正常，制定了日常巡检、维修保养的有关规

定，对发现的故障问题进行及时处置。全年没有

出现重大设备故障，确保全校特种设备的保养维

修工作。

做好防汛防台、应对灾害的各项防范措施。

2017年后保处引进第三方企业投入300多万为徐

汇校区每一栋学生公寓设计建造了公共浴室，彻

底解决了徐汇校区学生洗澡困难的老大难问题。

对奉贤校区楼宇防雷实施设备检测和整改，完

成地下消防水管查漏和抢修22处，生活水管道5

处，做好突发事故抢修工作。 （张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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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卫

【概况】2017年以“踏石留印 服务师生”

的工作作风，围绕“开拓创新，创建平安校园”

的目标，团结协作，全面贯彻落实校园安全相关

工作，从安全（反恐、消防、治安、交通）、户

籍管理、技防建设、综合治理、队伍建设等方面

开展部门工作。

消防工作。针对学校实际情况，本着“全员

消防，重点关注”原则开展消防安全工作。2017

年共查处安全隐患38起，整改完成36起。开展安

全防范知识宣传教育与逃生灭火演练等活动，组

织全体新生开展逃生疏散演练2次，组织学生、

部门安全员、物业、食堂工作人员灭火演练7

次，邀请消防支队和高校派出所警官开展安全知

识讲座5次。通过消防安全系列展板展示，校内

播放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片，悬挂安全宣传横幅，

寒暑假张贴安全提示全面开展学校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 通过定期组织部分实验人员、各重

点部门安全员、特殊工种人员、易燃易爆化学危

险品管理人员、宿舍管理员等，参加市教委、市

消防局、市安监局组织各类证书培训，共有25人

次参加。配合学校相关宿舍楼宇“6T宿舍楼”

创建工作，为2017年新建学生宿舍高层建筑添置

逃生救援工具箱29套；增设疏散逃生指示图1126

块；对走廊562只一体式应急照明灯进行改造。

根据市消防局的要求，徐汇和奉贤校区各成立一

个微型消防站，配备义务消防员，每月定期进行

训练，确保了校园安全。 

治安工作。加强校园治安防控巡查，加强对

大型活动、校园设摊、广告派发等管理，维护校

园总体安全。与奉贤区建交委开展校园周边整治

黑车宣传工作，与奉贤区610办、高校派出所通

过演出和发放材料的形式展开反邪教宣传工作。

面向全校发起做禁毒志愿者网上注册活动，注

册志愿者1000余人。配合高校所妥善处理校园交

通治安案件140余起，案件中物品遗失及失窃61

起，交通事故18起，传销、校园贷、诈骗类共12

起，违规发放传单、违规销售物品9起，为建设

一个安全文明校园环境做好工作。

交通安全工作。针对学校道路基础设施建

设，加大校园环境优化整治，加强校园交通安全

意识等方面为重点进行工作。对标识标牌进行改

造，规范校内交通，明确相关区域的功能；对校

内道路交通标线划线，更换和新增校园标牌标识

37个，规划新停车位约400余个，设计并制作了

新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通行证”（可现场网络

查询车主信息）893张。在全校（奉贤校区）范

围内对外卖电动车实施校区内禁行，处理违规外

卖车辆60余起。清理校内“僵尸”摩托车28辆，

警民联动开展校门口黑车及电动车整治等活动，

约谈共享电动车4家公司，解决校内共享电瓶车

乱停乱放的现象。2017年5月保卫处与奉贤区交

警支队，高校派出所，学生处联合举办“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交通安全整治宣传活动”。申报并获

批上海市教委“远郊校园智能交通应急处置管理

平台”，获批支持资金80万。此项目实施可以有

效提升我校交通管理手段和智能化，为我校交通

安全工作再创新路径。

技防工作。完成奉贤校区监控室改造工作，

定期对监控系统进行检测维修，确保校内监控系

统的正常运行；制定了相关监控工作制度，加强

对保卫干部和监控队员的业务培训，使技防监控

工作逐渐成长为学校安保工作的坚实保障。

户籍工作。2017年接受新生户籍494名，教

工及教工子女户籍39名。配合公安部门对我校开

展“两个实有”人口登记和管理工作，排摸我

校428名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信息。全年开具学生

户籍证明1020个，开具学生与教工迁出证明809

份，开具学生补办身份证明350份，开具学生临

时居住证明352份，开具教工居住证明45份。

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对2017级全体新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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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防、交通、防诈骗、反邪教等内容的安全

教育。给新生发放4500余份安全防范宣传资料。

邀请高校派出所和消防支队为学校学生开设公民

警校课程，开设新生“安全教育系列讲座”。联

系上海市武警消防部队为新生讲授“消防安全知

识讲座”。组织2017级新生进行大规模疏散逃生

演练和灭火演练。保卫处下辖的学生组织“联防

队”获得学校“十大好人好事”的荣誉。积极响

应上海市教委“安全教育三年计划”要求，面向

2016级全体学生展开“大学生安全教育标准化考

试”工作。选拔学生参加“上海市第二届大学生

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在中片区14所高校当中取

得第3名的好成绩，在上海市第二届大学生安全

知识竞赛复赛中荣获优胜奖。选拔学生参加“上

海市大学生射击比赛”获得男子团体1等奖和3个

男子个人3等奖的好成绩。 （王� 震） 

离退休工作

【概况】2017年，学校全年在册退休职工

1816人（其中新增退休人员83人，70岁以上911

人，占50.2%，80岁以上388人，占21.4%，90岁

以上25人，占1.4%。，当年新发大病20人，去

世32人）。 2017年参加市总工会住院补充医疗

保险人数为1787人，保险金额45.03万元。获保

理赔3038人次，理赔金额52.4487万元；市退管

会特困补助7人。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和部门的规

章制度，75岁以下退休人员自愿参加学校组织的

美年、仁爱、国宾体检中心的体检，体检费全部

由学校承担，共139.3698万元。2017年老年大学

学费报销达到172人次，共计16740元。继续做好

1758名退休职工的疗休养工作和“双送”工作，

2017年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工作被慰问总

人次达到700多人次，慰问支出金额达到39.8万

元。2017年，离退委党总支带队对高龄多病和大

病的老同志进行上门慰问，专程到医院、家中探

望等共计1200多人次。

举办健康讲座、辅导报告、参观考察等形

式的活动20余场，参加人次3800余人，组织趣味

运动会、文艺汇演等各类文体社团活动180余场

次，参加人次约3500余人次。 （陈� 红）

【学校举办退休女教职工集体祝寿活动】3

月7日，学校为当年60周岁的退休女教职工举行

了隆重的集体祝寿活动，共有三十余位老同志们

出席了本次活动。 （陈� 红）

【关工委网页获“2016年上海市教育系统

关工委优秀网页”】2017年3月，上海市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文表彰了2016年度上

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优秀基层网站、网页，并在

基层关工委秘书处负责人会议上进行了颁奖。学

校关工委网页喜获“2016年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

委优秀网页”。 （陈� 红）

【举行退休教职工趣味健身活动】学校举行

退休教职工趣味健身活动。党委副书记、离退委

主任宋敏娟到会致辞。共有三个片区约200名离

退休老同志代表和领队参加。经过几轮欢快而友

好的角逐，最终姚云等20位同志分别摘得各单项

第一，共颁发了180多人次奖项，三个片区摘获

组织奖，6位同志荣获幸运奖。 （陈� 红）

【举行二级退管工作总结交流会暨表彰会】

12月7日，学校举行二级退管工作总结交流会暨

表彰会。23位二级学院（部门）党总支书记或者

分工会主席分别围绕党政班子校情院情通报、二

级退管工作网络建设、荣退欢送、帮困慰问、

节庆关怀、座谈联欢、回娘家活动开展等工作

情况，从不同的维度交流了2017年度本学院（部

门）关爱退休教职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体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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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化建设

【概况】2017 年，信息化技术中心继续围绕

“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以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为主线，突出信息化技

术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工作理念，稳步推进各

项信息化建设工作。

目前学校校园网出口总带宽 1.8G，无线网

AP（Access Point）数 1438 颗，有线网络信息点

32027 个。托管虚拟服务器主机 24 台，虚拟服

务器 86 台，虚拟桌面 274 台，瘦客户机 100 台。

按照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工作要求，完成 3

个信息系统的定级备案和等保测评工作。清理僵

尸网站 12 个，双非网站 11 个。受理办公网络故

障电话报修 2450 次，上门服务 1200 次。

新建网站 9 个，开发应用系统 2 个。完成移

动校园平台（二期）的项目开发，实现业务模块

分布式部署。新增二维码考勤、食堂实时客流、

表决器、移动图书馆等 12 个应用功能，累计实

现 22 个应用功能。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底移动

校园平台累计访问量达 70891 人次。

完成特教大楼综合布线工程、室内无线覆盖

工程、校园广播系统工程、有线电视系统工程、

校园一卡通及消防门禁系统工程、安防监控系统

工程、楼宇自动化（BA 系统）工程、报告厅视

音频系统工程。

完成安防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包括：

安防监控中心装修和气体消防工程、24 块高清

拼接屏、1200T 监控数据存储、10 个机柜、安防

监控统一平台软件、2.5D 校园监控地图 ；图书馆

区域 76 路数字高清摄像机的更新改造 ；体育场、

体育馆、25 号楼、26 号楼、特教大楼已安装的

117 路数字高清摄像机设备接入集成。

完成 101 间多媒体教室的电脑更换成瘦客户

机，34 间多媒体教室的电脑进行升级，更新了

158 间多媒体教室的教师机显示屏。同时对 130

间教室的中控机进行更换和升级，对 56 间教室

投影进行了更新。多媒体教室承担全校计约 3320

门次课，18 万课时数。了方便学生直观了解教务

信息和课程信息，在三个教学楼安装部署了 20

块教务信息大屏，为学生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

通道。

全年共承担了约 133 万人时数的各类教学上

机、上课任务。承担《国家普通话水平计算机

测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

上海市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二、三级）上

机考试、全国卫生资格考试、全国护士职业资格、

心理测试等各类上机考试任务约 19076 人次。承

担学生网上选课、数模竞赛、“第二届全国人力

资料管理技能知识（踏瑞杯）”、上海市晨光计划

结题答辩等比赛、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上海市

本科春季招生、专升本考试、中本贯通招生考试

等比赛、招生的设备网络保障服务工作。

 （陈佳庚）

就退管工作中碰到的难点和细节问题进行了交

流。 （陈� 红）

【获市教卫系统“离退休干部为党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活动”表彰】12月13日，在市教卫工

作党委系统举行“离退休干部为党的事业增添正

能量活动”表彰大会上，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宋敏娟领衔的调研成果《从我校离退休干部践

行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的若干形态引发的思考

与建议》获市老干部局“上海市老干部工作部门

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和“教卫系统老干部工作

调研成果”三等奖；离休老干部祝尔纯老师和退

休教师柳生根获“教卫老干部的新故事”主人翁

（个人）表彰；退休教师邓安华的《我为反贪叫

好》获“我看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征文活动二

等奖。 （吴�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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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

【概况】 2017年图书馆围绕学校内涵建

设，深化图书馆综合改革，努力推进《图书馆

发展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

划》）所确定的项目，强化学科服务，提高情

报分析能力，不断优化馆藏。全年完成文献资

源建设600万元，其中纸质书刊购置164万元（包

括中外图书4.05万册，中外期刊394种），数字资

源（数据库）436万元，试用了世界竞争力报告

年鉴、超星中文电子期刊、维普期刊等5个数字

资源；新增“艺术和建筑类”学科专业网络免费

资源。到2017年底共引进数据库45个，电子图书

86.65万册，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的采购比例达到

2.7：7.3。今年加大对网络免费资源的开发和组

织，在原3个大类基础扩大到8个大类（包括艺术

类、化工类、工程与技术类学科、材料科学与工

程类、生物学与生命科学类、语言与文学类、商

学与经济学、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类等），涵盖学

校的主要学科专业，共挂网504个数据库索引。

2 0 1 7 年 基 于 《 图 书 馆 智 慧 服 务 系 统

（RFID）》项目的投入使用，对图书馆原有工

作流程进行了调整，又以新一期聘任为契机，调

整部门设置，捋顺部门岗位，实现服务流程的优

化。对图书馆154个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

出版了2017版的《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完善

全馆数据的统计和呈报制度，改进图书馆二级电

子档案的管理，对图书馆的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点

整理，完善馆内资产使用管理制度。改变往年对

全馆统一培训的做法，分上下半年，对新聘任的

主任以及具有研究生学历和高级职称的馆员进行

了分类培训，共有38人次参加，促进关键岗位馆

员的业务能力提高。

2017年图书馆完成《图书馆智慧服务系统

（RFID）》项目后续建设工作，包括门禁改造

更新和社会科学书库的扩建工程，调整文献分

布、完善阅览环境。嵌入学校的移动校园APP项

目，初步完成“移动图书馆”建设。充分挖掘自

身潜力，调整现有空间，建立“第二社会科学图

书阅览室”，同时推进微型《学习空间建设》项

目建设，在原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阅览室

内，设立新书阅览区，丰富阅览内涵。申报《文

献集成管理系统》的更新项目，做好“全文免费

数据库建设”“图书馆资源统一检索平台”和

“讨论室自助管理系统”的可行性调研工作等。

2017年图书馆积极听取师生意见，在资源建

设中建立外文资源教师阅览室平台，采用单刊订

购的模式，首选10种外文电子期刊，以弥补数字

资源的不足。全年落实荐书建议132份，其中中

文图书123种，外文图书9种。当年12月13日，召

开年度资源建设工作会议，邀请了香精香料、化

工、生态、城建、机械、电气、计算机、外语等

13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参会，通报了2017年数字资

源建设情况和2018年的建设计划，听取对图书馆

数据库及平台的后续建设意见和建议。

2017年图书馆共接待读者50.39万人次，借

阅图书11.56万册，图书馆主页访问量为45.72万

次，随书光盘下载量为1329.54G，数字资源总访

问检索量达2160.66万次，文献总下载量104.52万

篇。全年为132人次的师生查引查录339篇（其中

SCI收录 256篇，EI收录96篇，ISTP收录16篇），

完成查新报告32份；提供检索辅导629人次，讨

论室接待读者754人次，对全校新生（含研究

生、本科、高职）进行全覆盖的入馆教育等。为

弥补本校数字资源的不足，图书馆基于QQ，创

新建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学科服务群，服务

人数253人，涉及17学院、6个处室、提供文献服

务达900余篇。

2017年4月22日至29日，组织策划以“腹有

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的图书

馆第五届世界读书日活动；在9月4日至9月8日，

首次举办“2017年奉贤校区新书展阅服务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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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

【概况】2017年，档案馆继续秉持“服务

为本”的理念，强化工作方式，以“服务”来

贯穿整个档案管理工作，较好地完成2017年学校

档案管理工作。其中，文史档案归档入库：3020

卷、8525个文件；归入声像光盘、照片57张（包

括2017年毕业班的合影）；毕业生档案交寄4029

份；接收、整理新进人员人事档案85份，整理转

出档案27份，收集、归入散片材料6000多张。

在归档过程中，档案馆强化“一对一”工

作方式，指导兼职档案员立卷、归档。除了对归

档案卷进行审核、修改外，还承担了档案的整理

（包括编制页码等）、装订工作。

全年各类文史档案查询900多卷次，打、复

印材料2500多张材料；校内档案借阅273卷；为5

位“老三校”五、六十年代支内、返乡校友办理

回沪，提供他们所需档案材料，解决了他们的实

际问题。接待查借阅档包括任免表核查、工资核

定、干部考察、工作经历的审核、各类公证、悼

动；在11月13日至12月13日，举办以“享读书之

趣，品文化之味”为主题的第七届“读者服务

月”活动。走进二级学院，创新开展学科专业

的深度服务，做到每周有活动，全年走进11个二

级学院，举办讲座和专题咨询共22次，有965人

次参与。针对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购买的

图书入库量多问题，图书馆上门现场办理相关手

续，满足读者的特殊需求。在学校学科评估和化

学工程专业评估工作中，从图书、期刊、电子资

源的文献支撑材料的组织，到专家的到馆接待介

绍，图书馆全力以赴，顺利完成学校交办的任

务。举办公益活动，做好文化服务宣传主场，

2017年10月28日协助上海图书馆成功举办阅读马

拉松活动；举办“诚信免押金读者证”服务活

动，为学校师生办理首期办证300余张上海图书

馆的阅览卡。为了丰富学生业余生活并促进图书

馆服务工作，图书馆指派专门老师，全年组织图

管会（学生社团）学生活动35次，共计830多人

次参与。

2017年编制出版《图书馆年度报告（2017

版）》和《我校国家自科基金、高水平论文和中

国专利分析报告（2017版）》，权威发布图书馆

数据，为学校提供决策咨询。与校宣传部合作开

展读者阅读推广活动，每个月向宣传部“书香校

园”栏目推荐15本图书。不定期地设立图书专架

和主题活动，如“诗词之美”展示活动、数据库

展示直通车等。

2017年图书馆组织校级及以上课题申报4

项、实施6项（结题3项），完成专题调研7项，

馆员公开发表论文11篇。有16人次参加了图书

馆系统的各类学术活动，举办学术报告8场，共

311人次参与；在全馆新聘主任以及具有研究生

学历和高级职称的馆员中进行分类培训，共有21

人参加，占全馆35%。图书馆制定年度业务学习

计划，组织馆员学习新修订的规章制度，了解新

的工作流程，并利用每周五的学习时间，分部门

交流业务，提高服务能力。走出校园开展情报服

务，与北京雅酷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情报服务

协议，提供情报服务。

2017年图书馆坚持党员亮牌上岗，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升服务水平；支部号召党员

主动关爱部门中生病、体弱、家庭困难的职工，

为他（她）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促进部门的凝聚力。赴崇明烈士陵园和长兴岛江

南造船厂，缅怀先烈，接受革命教育活动。举办

“好山好水好风光”主题摄影展，举办人文讲

座，提高馆员素养。分工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关心生病和困难职工，组织参观学习和各种文体

活动，开展的“一日捐”活动，组织退休职工回

娘家活动等。 （孙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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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等。学生档案电话咨询2800余次，办理包括参

军、插班、退学等学生档案的交寄、整理计157

份；其他如外调查、政审、公证等现场咨询近

150余人次。

校史馆接待校内外领导、离退休员工、老校

友和在校师生员工共计88批1588人。 （张永吉）

产业管理

校友联络工作

【概况】2017年，上海应翔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学校在编人数73人（其中，在编在岗：26人，

长病假：2人，期刊社：3人，下属公司：7人，

休岗：35人）。

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429.56万元，完成年度

预算营业收入487.50万元的88.11%，实现净利润

161.5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净利润121.95万元的

132.43%。

按照市教卫工作党委下达的《关于做好系统

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要

求，完成十八家公司的清理规范方案，获市教委

的同意批复后，开展了企业清理规范的注销及保

留工作。

承办“2017上海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与

东阳花园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技术对接，丁

文胜教授与对方签订《隔墙用蜂窝纸板复合墙体

材料施工工艺总结及改进》项目。与东阳花园集

团共同组建《东阳应用技术产业研究院》。与贵

州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共同组建上海技术转移分中

心。

促成专利转让项目18项。“果酒酿造器”

项目转让给光芒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并帮助光

芒集团产业化。和上海波虎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组

建上海巢岗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转移公司以专利

《功能性路面材料技术集成》入股，占股30%。

波虎实业出资1000万元，占股70%。

应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原

物业有限公司自2017年7月起，终止与政通路311

弄业委会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许吟、刘晨）

【概况】2017年，学校校友会紧紧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不断加强校友联络和服务工作，不

断凝聚校友力量，积极服务于校友返校活动。完

成了学校63周年校庆校友接待工作。校友会及学

院分会共完成1500多人次校友接待、走访工作。

开展寒暑假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校友寻访活动30余

场。

校友会牢记服务校友宗旨，积极宣传母校

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广泛联系校友，挖掘校友

资源，加强校友和母校之间、校友之间的联系。

搭建平台，积极开展校友联谊活动和校友文体活

动，增强校友和母校之间的情感。11月成功举办

了以“上应奔跑 精彩传承”为主题的校友健康跑

和以“上应拾忆桥牌叙情”为主题的校友桥牌邀

请赛，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二届校友运动会，

有将近200余名校友返校参加了此次校友联谊活

动。

校友会不断加强信息化网络建设，注重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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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

【概况】2017年，教育发展基金会紧密围绕

学校中心工作，不断加强和广纳社会资源，积极

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在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基金会资产总

额持续增长。截至2017年底，基金会累计接收捐

赠收入达1259余万元。

教育发展基金会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

例》和相关规章制度要求，履行职责和义务。完

成了2次理事会的召开和相关决议的审议工作，

完成了2017年基金会各种奖助学金的规范申报、

审核、发放和材料归档工作，完成了2017年度基

金会年检网上申报等工作。

积极开展公益捐赠活动，鼓励校友捐资办

学，鼓励校友和社会知名人士设立捐助奖学金，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勤奋学习，完成学业，

使其成为品学兼优、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目前，

学校奖助学金项目有詹守成奖学金、詹沛霖教育

基金、“忠诠一尔纯”思想政治教育奖、兆广奖

学金、校友励志奖学金、天勤助学金、勤学基

金、心系母校校友奖助学金、应翔设计奖学金、

大学生科技创新（东富龙）助学金、禾泰精英助

学金、“吴音”明学帮困助学基金、“吴音”明

学远修无忧助学金、“辰竹”创新创业奖学金、

“众溪实业杯”专项奖学金、“舟水”奖学金、

材料学院“教授奖学金”“上名精工”奖学金、

“高裕”专项奖学金和“亚虹杯”专项奖学金等

20余项奖助学金。2017年共捐赠收入4068300元，

其中大额资金是詹守成家属于11月份向基金会再

捐200万元分别用于追加詹守成奖学金和詹沛霖

教育基金资金。发放给学生的各类奖助学金达

50.5万元，资助我校百余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极大缓解了这些学生的求学压力，帮助他们顺利

的完成了学业。

 （贾书果）

活动的线上宣传和报道。2017年校友会办公室不

断完善和优化校友会官网、校友会官方微信公众

号信息平台，利用多种线上途径不断优化校友服

务功能，及时传递校友服务信息。 （贾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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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固定资产管理】

部门名称 台件 金额

总值 52716    2，358，289，255.16 

其中 ：教学设备 36498      586，744，584.8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929       66，122，115.53 

机械工程学院 1768       60，680，876.2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526       41，715，185.88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99       17，427，364.52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2109       47，411，894.98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4570       96，302，015.24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2781       66，115，806.97 

艺术与设计学院 1287       13，989，588.54 

经济与管理学院 954        8，827，339.59 

外国语学院 593        4，098，875.00 

体育教育部 765        8，931，045.06 

高等职业学院 655        5，593，732.99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 882       11，019，930.25 

轨道交通学院 796       21，188，777.85 

工程创新学院 1080       21，979，797.46 

马克思主义教育部 142          666，105.00 

人文学院 496        4，289，676.62 

理学院 1835       15，381，575.61 

信息化技术中心 9733       75，212，074.14 

工程训练中心 496       10，935，920.79 

行政部门 6518       54，478，979.58 

继续教育学院 588        5，387，378.51 

图书馆 789        7，419，923.00 

后保（含乙方） 1433       14，297，442.94 

其它（含校办厂） 5523    1，516，414，986.79 

图书藏书量 / 册 　       59，105，617.60 

家具 　       87，660，6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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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台件 金额

房屋 　    1，483，379，101.06 

交通车辆 / 辆 22        9，021，418.29 

教学仪器统计1000元以上的设备

【附录二：档案情况统计】

项目 数量 单位

一、馆藏全部档案

  全宗 4 个

  案卷 88583 卷

  录音、录像、影片 64 盘

  光盘 873 盘

  照片 2264 张

二、本年进馆档案

  案卷 7937 卷

  光盘 73 盘

三、馆藏资料 12118 件

四、档案编目情况

  案卷目录 202 本

  全引目录 209 本

五、本年移出档案 4056 卷

六、本年利用档案人次 1850 人次

七、本年利用档案卷次 2550 卷次

八、本年利用资料人次 25 人次

九、本年利用资料件次 28 件次

十、本年复制档案、资料 2500 页

十一、档案馆建筑总面积 956 平方米

  其中 ：档案库房建筑面积 648 平方米

十二、机读目录 19.76 万条

  其中 ：案卷级 4.48 万条

  其中 ：文件级 15.28 万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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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概况】2017年，国际交流处（港澳台办公

室）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

若干意见》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十三五”发

展规划（2016-2020年）》部署，坚持国际化办

学思路，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抓好国际合作各项

常规工作和重点工作，致力于学校的国际化建设

和发展并取得明显成效。

全面谋划国际化，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根据学校实际，起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际化

战略规划》。建章立制，拟定并发布《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因公短期出国境管理规定》，《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学生海外交流项目管理细则（试行）

的补充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确保

国际交流合作有序开展。

构建全球合作网络，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

新领域。截至2017年底，我校已与美国、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116所大学建

立了校际联系与合作，新签、续签共15个合作协

议。其中，新增了与匈牙利赛切尼伊斯特万大学

等8所海外高校及机构的合作交流。

进一步加强对因公出访的管理力度，规范办

事流程。全年共办理了各类访问、交流、国际会议、

合作研究以及进修等出国（境）手续共计 47 批

94 人次。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

韩国、爱尔兰、新西兰、比利时、瑞典、德国、

法国、荷兰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54 批次 179

人次来访。来访团组包括美国密苏里大学，美国

肯塔基大学，法国斯特拉斯堡等国际知名高校及

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学生团，通过教育

理念和办学模式等交流洽谈，寻求合作机会，扩

展学生海外项目，以及提升学校的国际知名度。

优化发展合作项目，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

2017年我校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交

流交换项目，学生海外交流活跃，国际化流动

频率显著提升，成为我校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的

重要举措之一。2017年度共执行学生海外学习实

习项目33个，派往海外院校学习、实习和培训的

学生393人次，其中长期交流生（3个月及以上）

202人次。在去年成功获批与德国汉堡应用科学

大学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优秀本科生国际交

流项目（简称优本项目）的基础上，今年又新获

批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优本项目。开展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应看世界”校园国际文化节系列

活动，组织学生海外学习实习交流会，引导、鼓

励优秀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丰富中外师生

校园生活，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

拓展引智渠道，推进师资队伍国际化。2017

年共聘请长期外籍教师共49名，短期来校讲学外

籍教师18名。继续设立市校两级“海外名师”专

项经费，聘请校级“海外名师”1名，邀请法国

斯特拉斯堡大学等海外专家教授来校进行讲学与

指导。

发展国际教育，促进来华留学与交流。2017

年我校外国留学生总数达到253人次，同比增长

22%，其中，长期生249人次，同比增长32%，

学 历 生 1 0 0 人 ， 学 历 生 占 外 国 留 学 生 总 数 的

39%，“一带一路”沿线国生源占一半以上。努

力规范留学生日常管理，讲好中国故事，修订

完善并印发《留学生手册2017版》，组织新生

入学教育及全体学生的学籍管理教育，开展对

留学生上课情况的巡视常规化，组织留学生观

看十九大开幕式、参加上海市2017年留学生中

国诗文诵读大会、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比

赛等活动以及中外师生迎新联欢会等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帮助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加深

其对中国文化及社会的了解与认同，完善外国

留学生人才培养体系。 （张赟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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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国际交流活动

【陆靖率团赴法国德国荷兰团组】11月12日

至21日，应法国国际香料香精与化妆品学院、

法国巴黎大区商会、德国特里尔应用技术大

学、荷兰方提斯应用技术大学邀请，校长陆靖

率团对上述四校开展访问交流。与法国国际香

料香精与化妆品学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双方

就调香师联合培训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与法

国巴黎大区商会就开展轻化工程专业人才联合

培养、博士点联合培养等事宜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应特里尔应用技术大学邀请，此行访问

我校交流生所在的贝肯菲尔德校区（德国第一

个零排放的环保校区），与环境学院相关负责

人会谈，实地查看我校学生在当地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访问荷兰方提斯应用技术大学，与经

管学院相关负责人会面，洽谈开展交换生项目

事宜，使学分以及课程互认常态化，推动落实

两校在的学生交流项目。 （宁雪霏）

【宋敏娟率团访问瑞典、波兰】6月14日

至21日，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率团对

瑞典哈尔姆斯塔德大学、瑞典西部大学、波兰

格但斯克工业大学、波兰罗兹技术大学进行了

交流访问。2017年是我校和瑞典哈尔姆斯塔德

大学建交10周年。应瑞典哈尔姆斯塔德大学邀

请，回顾10周年来两校的交流合作成果，并继

续致力于已有学生短期交流项目质量的提升，

就开拓化工专业、计算机专业和材料专业学位

项目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瑞典西部大学就

定期开展教师学术交流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

并具体探讨了交流的形式、规模和组织方式；

与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商讨两校化学工程学

院项目的细节问题，使学分以及课程互认常态

化，推动落实两校在化学工程专业的学生交流

项目。在新的专业学科领域 （理学院、信息工

程等）评估相近专业合作潜力，讨论开展交流

项目合作的可能性。 （宁雪霏）

【张艳萍率团访问英国、爱尔兰】9月21

日至28日，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率团对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

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霍学院进行了交流访

问。与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就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专业教师培训和开展国际会计专业的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

沟通学生项目反馈，以改进和提升合作项目质

量，深化两校在艺术与设计专业领域的合作联

系；与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霍学院就开展学生

暑期研修项目合作达成意向。 （宁雪霏）

【张锁怀率团访问匈牙利、爱沙尼亚】6

月6日至6月13日，副校长张锁怀对匈牙利赛

切尼·伊斯特万大学、匈牙利佩奇大学、匈牙

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爱沙尼亚塔林国

立理工大学进行了交流访问。此次访问与匈牙

利赛切尼·伊斯特万大学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与匈牙利佩奇大学续签了两校合作备忘录。维

护我校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与佩奇大学工

程与信息技术学院建筑学专业在建筑学专业

4+1&3+2教育项目，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合作项目

课程和学生质量进行商讨；与匈牙利布达佩斯

技术与经济大学就轨道交通工程方面开展合作

达成了初步意向；访问爱沙尼亚塔林国立理工

大学洽谈研究生联合培养事宜。

 （宁雪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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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尔弗国际商务培训中心

留学生工作

【概况】2017年，上海泰尔弗国际商务培

训中心共有104名学生申请继续出国留学深造

（其中英国87人，美国5人，澳大利亚8人，新

西兰4人）并由我们提供留学服务。签证率达到

100%。

2017年，上海泰尔弗国际商务培训中心为30

名应届毕业生提供国内就业推荐，成功率达到

97%。目前已有40多家中外合资及著名企业与我

们建立互动合作关系。

共接待国外11所大学近30位外宾来访。举行

各类专业讲座12场，其中有英国提赛德大学为数

媒艺术设计学生举办的作品辅导和分析三场。

“泰尔弗商学院”被联合国正式认证为联

合国有责任教育联盟成员（UN PRME）。国际

业务连续性管理（中国）协会（DRI China）授

予上海泰尔弗国际商务培训中心教务长Michael 

Howbrook“荣誉成员”称号并向他颁发荣誉证

书。 （徐大刚）

【概况】（见留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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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签署协议（备忘录）一览表】

序号 国别 协议名称 日期

1 荷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荷兰方提斯应用技术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7/01/20

2 日本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日本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合作备忘录 2017/03/23

3 美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美国芳邦大学国际学术合作协议书 2017/04/03

4 意大利 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意大利 Intercos S.p.A 合作意向书 2017/04/11

5 英国 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英国林肯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7/04/25

6 英国
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暑期夏令营项目

协议
2017/04/28

7 加拿大
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加拿大圣力嘉应用艺术与技术学院教

职人员交流协议
2017/05/10

8 匈牙利 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匈牙利赛切尼伊什特万大学合作协议 2017/06/07

9 匈牙利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匈牙利佩奇大学合作协议 2017/06/08

10 法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法国国际香料香精化妆品高等技术学院合

作备忘录
2017/11/03

11 英国
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视觉传达专

业本科生 2+2/3+1 项目合作协议
2017/11/01

12 加拿大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圣力嘉应用艺术与技术学院在信息技术的

合作
2017/11/27

13 台湾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龙华科技大学合作交流备忘录 2017/11/29

14 日本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合作备忘录 2017/12/29

15 澳大利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合作协议 2017/12/29

【附录二：重要出访活动】

序号 日期 出访人员姓名 出访地

1 2017.6 张锁怀一行 5 人

匈牙利技术与经济大学

匈牙利赛切尼·伊斯特万大学

匈牙利佩奇大学

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

2 2017.6 宋敏娟 5 人

瑞典哈尔姆斯塔德大学

瑞典西部大学

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

波兰罗兹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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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日期 出访人员姓名 出访地

3 2017.9 张艳萍一行 5 人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

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霍学院

4 2017.11 陆靖一行 6 人

国国际香料香精与化妆品学院

法国巴黎大区商会

德国特里尔应用技术大学

荷兰方提斯应用技术大学

【附录三：接待境外来访情况】

序号 时间 来访单位 来访人数

1 2017.2.26 澳门市之设计 1

2 2017.2.27 美国肯塔基大学 2

3 2017.3.13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 2

4 2017.3.13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4

5 2017.3.16 费尔菲尔德大学 2

6 2017.3.16 美国芳邦大学 1

7 2017.3.24 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 1

8 2017.3.27

德国爱科特教育集团

6中德商会科技项目合作促进中心

德国全球合作伙伴巴伐利亚协会

9 2017.3.28 爱尔兰卡洛理工学院 3

10 2017.4.6 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1

11 2017.4.10 加拿大汤姆逊河大学 2

12 2017.4.12 美国罗文大学 2

13 2017.4.18 欧洲知识产权学院 1

14 2017.4.21 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 4

15 2017.4.25 加拿大圣力嘉学院 2

16 2017.5.3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 1

17 2017.5.10 圣力嘉学院 3

18 2017.5.19 意大利莹特丽集团来访 1

19 2017.5.26 意大利莹特丽集团来访 5

20 2017.6.4-5 香港城市大学 1

21 2017.6.5 美国肯塔基大学 3

22 2017.6.12 日本味之素中国有限公司 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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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单位 来访人数

23 2017.6.6-14 方提斯大学 1

24 2017.6.20 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学生团一行 19

25 2017.6.22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2

26 2017.6.27 加拿大汤姆逊河大学 5

27 2017.6.29 欧洲创新学院 10

28 2017.7.6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 4

29 2017.8.28-30 西门子智能制造挑战赛金砖国家观摩团 23

30 2017.9.12 奥塔哥理工学院 2

31 2017.9.20 法国国际香料香精与化妆品学院 2

32 2017.9.28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2

33 2017.10.14 加拿大圣力嘉学院 2

34 2017.10.16 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 3

35 2017.10.20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 2

36 2017.10.24 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洛斯分校 2

37 2017.10.24 奥克兰理工大学 3

38 2017.10.25 德国史太白大学 2

39 2017.10.26 比利时根特大学 3

40 2017.11.1 巴黎大区商会 2

41 2017.11.1 台湾大叶大学 2

42 2017.11.2 美国肯塔基大学 3

43 2017.11.6 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 1

44 2017.11.7

45 2017.11.13 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 2

46 2017.11.27 加拿大圣力嘉学院 3

47
2017.11.27-

11.31
2017 年亚洲平面双年赚 12

48 2017.11.27 英国林肯大学 2

49 2017.11.29 巴黎东部马恩 - 拉瓦雷大学 1

50 2017.12.1 美国肯塔基大学 3

51 2017.12.11 加拿大汤姆逊河大学 3

52 2017.12.15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 1

53 2017.12.18 美国阿克伦大学 1

54 2017.12.15 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 3

（续表）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583

【附录四：公派出国进修、访学教师名单】

序号 日期 出访人员姓名 出访地 内容

1 20170831 邹维娜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科学研究

2 20170705 谢 琨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 科学研究

3 20170201 刘 烽 美国斯克利普斯大学 科学研究

4 20170105 陈 岚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科学研究

5 20170120 侯梅芳 美国康奈尔大学 科学研究

6 20170915 王 旻 杜伦大学 科学研究

7 20171231 丁 斌 威廉帕特森大学 科学研究

8 20171027 汪 娜 华盛顿大学 科学研究

【附录五：校级海外名师名单】

序号 受聘学院 姓名 国籍 来自院校

1 体育教育部 保罗·迪明斯 新西兰 新西兰奥塔哥理工学院

【附录六：外籍教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聘任期限 国籍

1 Victoriano Andaya Charidel 2016.01-2017.01 菲律宾

2 Cornelius Andries Petrus Loggenberg 2016.06-2017.06 南非

3 Riley G Calvo Hopkins 2016.07-2017.01 美国

4 Evelyn Hernandez 2016.07-2017.01 美国

5 Julieta Torralba 2016.07-2017.07 菲律宾

6 Edilor Diesta Orbase 2016.07-2017.07 菲律宾

7 Jenifer Delos Santos Shoucair 2016.08-2017.08 菲律宾

8 Jared Allen Weber 2016.08-2017.08 美国

9 Patrick Kabinda 2016.09-2017.01 赞比亚

10 Jeloned Bartosz 2016.09-2017.01 波兰

11 Mariya Ivanova 2016.09-2017.01 加拿大

12 Andrew Bregary Buck 2016.09-2017.01 美国

13 Shane McDonnell 2016.09-2017.01 爱尔兰

14 Nathan Davis Banfield 2016.09-2017.01 美国

15 Anas Challigui 2016.09-2017.01 加拿大

16 Bernhard Egon Heinz Schwagele 2016.09-2017.06 德国



584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序号 姓名 聘任期限 国籍

17 Konou Vang 2016.09-2017.08 美国

18 Jazmine Michelle Campos 2016.09-2017.08 美国

19 Jaaza Simone Clark 2016.09-2017.08 美国

20 Deidra Sue Mills 2016.09-2017.08 美国

21 Marissa Kyong Brem 2016.09-2017.08 美国

22 Tiffany Sasha Bostick 2016.09-2017.08 美国

23 Suzanne Sun Sim Sin 2016.09-2017.08 美国

24 Ronald Herbert Cornelius 2016.09-2017.09 加拿大

25 Rudolf Herholdt 2016.09-2017.09 南非

26 Bradford Austen Bahl 2016.10-2017.10 美国

27 Joycelyn Howbrook 2016.12-2017.11 英国

28 Nathan（NATE） 2017.02-2017.07 美国

29 Martin Kellie Sun 2017.02-2017.07 美国

30 Patrick Kabinda 2017.02-2018.01 赞比亚

31 Jeloned Bartosz 2017.02-2018.01 波兰

32 Eston Japheth Samu 2017.02-2018.01 南非

33 Christian Kay Vopel 2017.03-2017.04 德国

34 William Lindsey White 2017.03-2017.04 新西兰

35 Chengxiang Peng 2017.05-2017.06 美国

36 Kumar 2017.05-2017.06 美国

37 Daniel Chen 2017.05-2017.06 美国

38 Frank Cheng 2017.05-2017.06 美国

39 Molu Olumolade 2017.06-2017.06 美国

40 Warveni Jap 2017.06-2017.07 加拿大

41 Eric Lien 2017.06-2017.07 加拿大

42 Li Zhang 2017.06-2017.07 加拿大

43 Edilor Diesta Orbase 2017.06-2018.06 菲律宾

44 Jenifer Delos Santos Shoucair 2017.06-2018.06 菲律宾

45 Julieta Torralba 2017.06-2018.06 菲律宾

46 Justus 2017.09-2018.01 德国

47 Kateryna Verba 2017.09-2018.01 乌克兰

48 Christopher Sean 2017.09-2018.01 美国

49 Jaaza Simone Clark 2017.09-2018.08 美国

50 Julian Christopher Azan 2017.09-2018.08 美国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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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聘任期限 国籍

51 Katie Lynn Podlasinski 2017.09-2018.08 美国

52 Leeah Marie Stickelmaier 2017.09-2018.08 美国

53 Lorean Leslie Foster 2017.09-2018.08 美国

54 Suzanne Sun Sim Sin 2017.09-2018.08 美国

55 Sydney Marie Comer 2017.09-2018.08 美国

56 Tiffany Sasha Bostick 2017.09-2018.08 美国

57 Ronald Herbert Cornelius 2017.09-2018.09 加拿大

58 Rudolf Herholdt 2017.09-2018.09 南非

59 Jack Chen 2017.11-2017.12 新西兰

60 Sara Masoomi 2017.11-2017.12 伊朗

61 John Robertson 2017.12-2017.12 新西兰

62 Lu Jun 2017.12-2017.12 新西兰

63 Warveni Jap 2017.12-2017.12 加拿大

64 Muhammad Moihuiddan 2017.12-2017.12 加拿大

65 Paul Clark 2017.12-2017.12 加拿大

66 Eric Lien 2017.12-2017.12 加拿大

67 Joycelyn Howbrook 2017.12-2018.11 英国

【附录七：学生出国留学游学一览表】

序号 国别（地区） 类型 所属院系 项目名称 交流周期

1 新西兰

中外合作

办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

学院

应用化学（中新）专业本科合作

项目
1 年

2 加拿大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中加）专业本科合作

项目
1 年

3 美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美）

专业本科合作项目
2 年

4 美国
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美）专

业本科合作项目
2 年

5 美国

联合培养

全校
美国密苏里大学本科“2+2”联合

培养项目
2 年

6 美国 全校
美国肯塔基大学本科“2+2”联合

培养项目
2 年

7 匈牙利
城市建设与安全

工程学院

匈 牙 利 佩 奇 大 学“3+2”/“4+1”

联合培养项目
2 年 /1 年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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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别（地区） 类型 所属院系 项目名称 交流周期

8 澳大利亚

联合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信

息工程学院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2+2”联合

培养项目
2 年

9 美国 机械工程学院
美国奥克兰大学本科“2+2”联合

培养项目
2 年

10 瑞典

交换生 

交流生

全校 瑞典西部大学交流（换）生项目 1 学期

11 瑞典 全校
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交流（换）

生项目
1 学期

12 德国 全校
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交换生

项目
1 学期 /1 年

13 德国 全校
德国汉堡应用科技大学交换生项

目
1 学期

14 台湾 全校 台湾静宜大学交换生项目 1 学期

15 台湾 全校 台湾大叶大学交换生项目 1 学期

16 台湾 全校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交换生项目 1 学期

17 美国 艺术与设计学院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交流生

项目
1 学期

18 法国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交流生项目 1 年

19 德国 外国语学院 德国欧福大学交流生项目 1 学期

20 波兰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波兰格但斯克工业大学学期课程

合作交换项目
1 学期

21 爱尔兰
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
爱尔兰塔拉理工学院交流生项目 1 学期 /1 年

22 新西兰

暑期研修

全校
新西兰奥塔哥理工学院暑期研修

项目
2 周

23 加拿大 全校 加拿大圣力嘉学院暑期研修项目 2 周

24 台湾 全校
台湾大叶大学暑期研修专班（干

部 / 学生）
2 周

25 英国 艺术与设计学院
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暑期研

修项目
2 周

26 德国 工程创新学院
德国西门子柏林技术学院暑期研

修项目
2 周

27 德国 外国语学院 德国不莱梅大学暑期研修项目 4 周

28 英国
化学与环境工程

学院
英国林肯大学暑期研修项目 2 周

29 全球各地区
海外实习

全校 爱因斯特全球专业实习项目 6-12 周

30 美国 全校 暑期美国带薪实习项目 3 个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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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别（地区） 类型 所属院系 项目名称 交流周期

31 美国

海外实习

全校
美国迪士尼旅游与休闲管理人才

培训项目
6 个月

32 德国、英国
香料香精技术与

工程学院
ADM 海外实习项目 2-4 周

33 新西兰 市教委 新西兰友好城市项目（市教委） 2 周

【附录八：外国留学生的国别和类型】

序号 国别
长期生 长期生 

小计

短期生 短期生 

小计
合计

语言生 普进  预科 本科 高进 硕研 短期

1 布隆迪 1 0 0 0 0 0 1 0 0 1

2 多哥 1 0 0 0 0 0 1 0 0 1

3 冈比亚 1 0 0 0 0 0 1 0 0 1

4 刚果（布） 0 0 0 1 0 0 1 0 0 1

5 刚果（金） 3 0 0 0 0 0 3 0 0 3

6 吉布提 1 0 0 0 0 0 1 0 0 1

7 加纳 5 0 0 0 0 0 5 0 0 5

8 加蓬 1 0 0 0 0 0 1 0 0 1

9 津巴布韦 2 0 0 0 0 0 2 0 0 2

10 喀麦隆 23 0 0 0 0 2 25 0 0 25

11 科摩罗 15 0 1 30 0 0 46 0 0 46

12 肯尼亚 2 0 0 0 0 0 2 0 0 2

13 卢旺达 1 0 0 0 0 0 1 0 0 1

14 马达加斯加 1 0 0 1 0 0 2 0 0 2

15 马里 1 0 0 0 0 0 1 0 0 1

16 莫桑比克 2 0 0 0 0 0 2 0 0 2

17 南非 1 0 0 0 0 0 1 0 0 1

18 尼日尔 7 0 0 6 0 0 13 0 0 13

19 塞内加尔 4 0 0 0 0 0 4 0 0 4

20 坦桑尼亚 2 0 0 0 0 0 2 0 0 2

21 突尼斯 1 0 0 0 0 0 1 0 0 1

非洲小计 75 0 1 38 0 2 116 0 0 116

22 哥伦比亚 2 0 0 0 0 0 2 0 0 2

23 美国 1 1 0 0 0 0 2 0 0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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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别
长期生 长期生 

小计

短期生 短期生 

小计
合计

语言生 普进  预科 本科 高进 硕研 短期

24 墨西哥 1 0 0 0 0 0 1 0 0 1

美洲小计 4 1 0 0 0 0 5 0 0 5

25 爱尔兰 0 0 0 0 0 0 0 4 4 4

26 俄罗斯 4 0 1 1 0 0 6 0 0 6

27 法国 1 0 0 0 0 0 1 0 0 1

28 罗马尼亚 1 0 0 0 0 0 1 0 0 1

29 瑞典 1 0 0 0 0 0 1 0 0 1

30 乌克兰 1 0 0 3 0 0 4 0 0 4

31 西班牙 1 0 0 0 0 0 1 0 0 1

32 匈牙利 1 0 0 0 0 0 1 0 0 1

33 英国 1 0 0 0 0 0 1 0 0 1

欧洲小计 11 0 1 4 0 0 16 4 4 20

34 阿富汗 0 0 0 1 0 0 1 0 0 1

35 巴基斯坦 1 0 0 0 0 0 1 0 0 1

36 菲律宾 3 0 0 0 0 0 3 0 0 3

37 哈萨克斯坦 2 0 0 0 0 0 2 0 0 2

38 韩国 3 0 0 0 0 0 3 0 0 3

39 老挝 0 0 0 1 0 0 1 0 0 1

40 马来西亚 1 0 0 2 0 0 3 0 0 3

41 蒙古 6 0 1 12 0 0 19 0 0 19

42 尼泊尔 1 0 0 0 0 0 1 0 0 1

43 日本 1 0 0 0 0 0 1 0 0 1

44 塔吉克斯坦 0 0 0 1 0 0 1 0 0 1

45 泰国 0 0 0 0 1 0 1 0 0 1

46 土耳其 1 0 0 0 0 0 1 0 0 1

47 土库曼斯坦 22 0 3 28 0 3 56 0 0 56

48 乌兹别克斯坦 4 0 0 8 0 0 12 0 0 12

49 伊朗 3 0 0 0 0 0 3 0 0 3

50 印度 1 0 0 0 0 0 1 0 0 1

51 越南 2 0 0 0 0 0 2 0 0 2

亚洲小计 51 0 4 53 1 3 112 0 0 112

共计 141 1 6 95 1 5 249 4 4 25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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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学院和部门】

序号 学院、部门 本科生
硕士

研究生
语言生

普通

进修生

高级

进修生
预科生 短期生 合计

1 国际交流处 0 0 0 0 0 5 0 5

2 经济管理学院 26 0 0 0 0 1 0 27

3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36 3 0 0 0 0 0 39

4 外国语学院 13 0 0 0 0 0 0 13

5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0 1 0 0 1 0 0 2

6 机械工程学院 2 1 0 0 0 0 0 3

7 电气工程学院 1 0 0 0 0 0 4 5

8 计算机学院 14 0 0 0 0 0 0 14

9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2 0 0 0 0 0 0 2

10 艺术与设计学院 1 0 0 0 0 0 0 1

11 泰尔弗国际商务培训中心 0 0 0 1 0 0 0 1

12 继续教育学院 0 0 141 0 0 0 0 141

共计 95 5 141 1 1 6 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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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工作

【概况】2017年，党委办公室在学校党政和

分管书记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紧扣学校内涵式发展，牢固树立使命意识、

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承担起“承上启下、联系

左右、沟通内外”的角色，坚持统揽不包揽、抓

大不放小、到位不越位，扎实做好以文辅政、统

筹协调、督查落实、安全稳定、机关党建等各项

工作，以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一流的服务

发出党委声音、树立党委形象、确立党委权威，

当好党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不断

提高办公室工作水平。

始终紧跟党委工作节奏，把握党委工作脉

搏，聚焦学校发展中心，权衡好工作主次、急

缓，牵头或参与了事关学校全局的重要工作：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建党96周年、贯彻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学习十九大精神、校工会换届等。

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始终站在大局的高

度、领导的角度，领会意图，把握精神，谋划大

事，切实做好党委的“左膀右臂”。一是加强调

研。全年陪同领导围绕学校重点工作推进、党建

主体责任落实等内容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把握

影响全局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可

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二是文稿起草出精品。坚

持“大文稿”定位，关注国情、世情、党情、校

情等各类信息，综合各方信息和文件，起草文稿

出思路、出观点、出真招，努力领会上级精神，

把握党委意图，结合学校实际，使文稿成为服务

领导决策的“直通车”。全年编写常委会、书记

办公会等会议纪要近30份，制发《党委常委会决

议执行单》近30份。起草、审核、制发党委及党

办发文近80余件。高质量完成20余篇文稿起草工

作。三是当好“耳目”。主动顺应学校发展变

化，加强信息收集、综合分析研判。汇编《党

史大事记》12期、《上海高校每周动态》近 50

期、报送信息近100篇。

建立督办工作机制，对党委重要会议做出的

决策、重要文件提出的要求、党委常委会做出的

决定、基层调研时重要的指示和党委统一部署的

重大活动，通过领导督查、专项督查、信息搜集

等多种方式，一个一个跟踪问效，一个一个推进

落实，推动了重点工作、重大事项、重点任务落

实落地。全年共开展 2 次党委常委会决议执行督

查情况。

做好综合协调，使党委开展工作有序高效，

使学校安全稳定。发挥党办综合办事机构作用，

全力做好办文、接待、安全保障等综合协调和服

务保障工作，为党委领导全校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一是协助党委落实“三大主体责任”。牵头

协调相关党委职能部门有效落实“三大主体责

任”。通过年初制定要点、开会部署、年中推进、

年底开展专项督查的机制有效推进三大主体责任

落实。组织校领导完成了“四书四会三报告”，

召开了党建工作会议，牵头开展了八项规定精神

自查和二级单位落实三大主体责任专项督查。

二是协调组织好党委重要会议活动。协调

好学校的每月主要工作和党委领导的每周工作安

排。做好党委大型会议和重要活动的组织、协调

和落实，做到会前有方案、会中有督促、会后有

总结。做好党委全委扩大会议、干部大会、党务

工作例会、建党96周年表彰、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启动仪式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

班报告会等大型会议和活动的筹备、组织和服务

保障工作。在协调中注重活动的有效性，可减少

的减少，可合并召开的合并召开，比如将党委全

委会和干部培训班合并召开，将以前的几个党建

工作会议合并召开等等。协助党委召开党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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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1次、书记办公公会议10次。

三是协调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将校园和谐稳

定工作努力从“战斗机”向“预警机”转型，明

确部门职责，加强值班应守机制。组织协调了两

会、十九大等关键节点的校园维稳工作，有效落

实了上级部门“零报告”的有关要求。着力完善

信访工作网络系统，开展了信访事项排摸工作。

全年共计接待来信来访人员105次（其中复访件

7件），全部办结，接待校内来信来访14余件，

办结率达100％；配合做好双周五校领导接待日

活动8次；认真做好12345市民热线和电话信访工

作，做到3天内将信访问题及时化解。

四是强化日常服务的规范性。规范做好文

件、印章管理。新配置了高标准机要保密室，加

强了保密日常管理规范。处理上级机要文件450

余件、代管收发校内机要文件360余件。把好全

校党口印章刻制的审核关，审核加盖党委、党办

印章1000余次。精心做好各项接待工作。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接待了来自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上海市委宣传部、奉贤区政协、上海博

物馆、湖南工程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

五是全力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坚持机关党

建围绕中心、建强队伍的定位，着力构建“人文

机关、高效机关、廉洁机关、服务机关”，提高

机关党建工作质量。根据机关党员特点，有效开

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抓队伍建设、

抓理论学习、抓基础建设、抓特色建设、抓业务

结合、抓人文关怀、抓志愿奉献有效推进机关党

建。指导工会圆满完成换届。组织25人参加新生

志愿者接待工作，组织10人参加暑期爱心学校志

愿者。机关党总支获评学校十佳好人好事和2017

年度二级退管工作先进集体。 （陈浩淼）

组织工作

【概况】2017年组织部贯彻落实全国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以提升

组织力为重点，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纵深发展。

优选精育，从严从实选用干部。适应“大

学”发展要求，做好干部选任和总支换届改选。

继续做好援疆干部的选派。通过举办后备干部培

训班、各类中层干部培训班、干部沙龙等，提升

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选派优秀干部参加国

（境）外培训和挂职，拓展干部视野。同时，坚

持党管人才，配合做好落实“人才30条”的督查

及“青年拔尖人才”培训等工作。

紧扣发展大局，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规范支部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

化。适应高校组织结构特点创新支部设置。在

“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上建立临时党支部，依托

重大项目设置专业认证临时党支部，建设书院党

支部助推卓越人才培养。落实主题党日。坚持

“全覆盖、固定化、求实效”的目标要求，将主

题党日与二级学院人才培养、教风学风建设等紧

密结合，使主题党日成为加强师生教育管理，引

导师生服务学校发展，践行“合格党员”标准的

创新实践。学校主题党日观摩交流活动被上海教

卫党建网宣传报道。开展“支部亮牌”。在“做

强品牌，深化特色”的基础上，以4家单位作为

试点，启动党建示范项目创建，推动“支部亮

牌”。同时，围绕学校重点任务的落实开展典型

案例征集及微信平台的宣传展示活动，引导广大

师生勇做干事创业的模范。

学校基层党建工作多次被上海基层党建网头

条报道并手机短信推送，还被人民网等多家媒体

转载。基层党支部工作获教育部支部风采展、入

选中组部党员教育教材；1个教师党支部获批市

教卫系统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培育项目，并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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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

【概况】2017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中央历次全会精神，

突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为主线，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狠抓落实，切实发挥了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技

术大学中的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

化支撑作用。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和市委精神，思想政

治建设进一步加强。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围绕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

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特别是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化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学习领会，着力强化了全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武装工

作。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开辟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网站，深

入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不平凡历

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积极宣传上海改革发展重

要成果，壮大主流声音，唱响主旋律，营造喜迎

十九大良好氛围。在建国68周年暨喜迎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之际，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活动，营造

了全校师生期盼十九大的浓厚氛围。在党的十九

大召开之际，组织开展全校师生收看开幕会活

动，迅速组织有关师生代表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报告精神体会。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制定

全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组建

宣讲团，组织开展系列宣讲活动，促进全校师生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上来。在上海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后，做好相关

宣传引领，推进全校贯彻落实委市政府领导讲话

精神，立足学校实际为上海各项重点工作的有力

推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深入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规则》，进一步推进校、院两级中心组理

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将中心组学习列入主要

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组织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10余次，

紧密结合形势与任务，提升理论学习报告会的水

平与质量，促进了中心组成员“四个意识”的大

力增强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扎实推

进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组织校

作为上海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

落实31号文件精神，以党建护航立德树人。

召开全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进行“党建”责任制签约。出台

“二级单位抓党建工作考核试行方案”，制定

了可具体考核的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指标。将党

建工作作为重大事项之一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

体系。定期发布党建工作督导工作提纲，加强

分类指导。在全校二级学院配备专职组织员，

明确了岗位职责。通过党务例会、书记沙龙等

方式强化党组织书记的教育培训。我校党委副

书记在教卫系统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上进行

专题授课和经验介绍。

 （赵�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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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全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在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基

础上，根据中央和上海市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牵头制定了学校

《实施意见》。筹备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积极完成市委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督查工作。

认真落实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研究

制定了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意见，

推进形成分工明确、配合有力的工作格局。制

定了机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书，经校领导与部门和学院负责人签署后，积极

做好督查落实工作。

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认真贯彻

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关于构建上海高校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的实施意见》精神，促进思

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专业课三位一体的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推进成立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领导机构，着力推进全校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工作。积极参与和谋划全校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工作，发挥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广大

教师积极参与的作用，挖掘各类专业课程的思政

教育资源，打造“课程思政”立体化育人品牌，

努力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参与中国系列课程、校本综合素养

课程以及全校专业育人课程的有关设计与改革工

作，推进了全校课程思政工作。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文

化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活动。面向师生，搭建平

台，举办国学系列宣讲活动。支持参与中华母亲

节系列活动、萱草文化节系列活动等。制作安装

了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

发挥了校园电影院育人功能，近2万师生进院观

影。面向2017级新生播放的电影《建军大业》，

面向师生免费播放了《战狼2》《难忘的岁月》

等影片。

推进校园环境文化规划完善与建设。修订完

善了校园环境文化建设规划，并在教代会上向代

表们做了宣讲解释工作。按照“总体规划、分步

实施”的原则，启动具有传统文化气息的文化景

观建设，完成先贤语迹文化景观阶段性建设工作

并揭幕。

紧扣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发展，舆论

氛围更加良好。围绕中心做好新闻信息发布。把

握发展大势，紧扣学校党政工作中心，及时传播

和引领全校中心工作。围绕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打好校内宣传“组合拳”，增强评估政策知

晓度和引领力。紧扣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教学改

革、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学科科研发展、社会服

务、文化创新等，开展有成效的宣传引领活动。

完善了校园网及电视台、校报等平台新闻采、

编、审、发流程机制。

创新举措推进对外宣传。加强统筹、注重策

划，分阶段、有重点地向外推送学校改革建设发

展重大事件，展示上应精神，拓展社会辐射面。

紧接地气、面向一线，分轻重、有选择地向外推

送我校师生充满正能量的鲜活事迹，讲好上应故

事，增强社会感染力。积极融入社会大宣传体

系，“对标搭线”，全年外宣工作中，在国家媒

体发布稿件24篇，在地方媒体发布稿件64篇，彰

显了上应特色，增强了上应社会美誉度。

推进新媒体平台建设。创新举措，有重点、

有特色地推进新媒体特别是官方微信平台建设，

实现网络、校报与微信、微博新媒体的深度组

合，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发布实施《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新媒体平台建设管理办法》。官方微信进

一步增强灵活度，读者量、点击量、点赞量大

幅提升，在全市高校中排名基本稳定在前20名。

 （王� 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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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纪检与监察工作

【概况】2017年，统战工作紧紧围绕学校中

心工作，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学校现有四个民主

党派基层组织：民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

102人；九三学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支社76人；

民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54人；民建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支部19人。现有两个统战团体：上海

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分会74人，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55人。另

有，归侨6人，少数民族教职工34人。

 （许� 丽）

【举行“区校联动·共筑同心圆”活动】7

月4日，学校与奉贤区统战系统“区校联动·共

筑同心圆”活动举行，校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区

校、校企合作座谈交流会。市教卫党委统战处处

长金勤明，奉贤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包蓓英

及奉贤区20多家企业代表一行出席并参观部分学

院实验室。 （陈� 勇）

【校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举行换届大会】

11月30日，学校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换届选举

会议举行。副校长张锁怀出席并讲话。上海市知

联会副秘书长、市委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处

副处长何倞围绕市知联会工作、高校知联会工作

作建议报告。校知联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黄俊革

对知联会过去十年工作作总结，并对今后五年工

作计划做简要汇报。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

会成员及领导班子，黄俊革当选为新一届校知联

会会长，胡晓钧为副会长、安子良为秘书长。

 （许� 丽）

【概况】2017年纪委（监察处）在上级纪委

和学校党政的领导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效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严肃执纪问责、加强自身建设、

完善工作机制，完成工作任务。

认真发挥纪委一级组织的功能，组织起草

纪委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等各种文稿，起草党

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制度。筹备和组织2017年学校

党委全委扩大会（暨2017年度学校党风廉政建设

干部大会）；完成4位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特邀监

督员新聘工作和二级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

财经民主小组成员调整工作。起草制定《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二级单位（部门）党风廉政监督员

工作暂行办法》《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二级学院

（部）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试行）》《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纪委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

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工作流程》《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

规则（试行）》等文件。协助党委开展《二级单

位贯彻落实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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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专项督查调研》工作。协助

党委完成《学校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自查报

告》、协助完成市教卫工作党委检查学校“三大

主体责任”的相关支撑材料等工作；2017年12月

校纪委为试用期满干部、新上岗干部和财务、资

产、基建、后勤关键岗位干部共计50余人进行集

体廉政谈话教育工作。精心组织好每月一次纪委

例会，财务、审计、监察三方联席会议，深入研

究讨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风险点和制度建设，

为学校党委和纪委的决策提供依据

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一是编

印《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制度选编》和《学校反腐

倡廉教育资料汇编》给党员和干部学习，及时将

中央纪委精神和典型案例通报给各部门负责人；

二是组织第六轮新上岗和转岗干部30余人的党风

廉政知识测试工作；三是组织校纪委委员、党员

干部和人财物重要岗位干部观看专题电视片《巡

视利剑》。四是利用纪委监察处网站、“清风”

微信群等进行廉政文化的宣传教育。

开展监督监察工作。完成2017年春季招生录

取、2017年三校生和专升本的招生录取、2017年

秋季招生录取监察工作。完成学校基建项目（近

30项）、学校资产物资采购（近50项）的招投标

监察工作；完成后勤修缮和物业管理、食堂、商

铺等招标续标等监察工作；参与学校人才引进和

职称评审的监察工作；参与工会的体检、疗休养

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项目的监察工作。协助党

委继续做好有关（巡视）专项自查自纠整改等工

作的落实。 （魏立群）

【查信办案】根据上级纪委要求，完成上

级纪检组转办信访件（1件）调查、反馈和办结

工作；完成校纪委自办信访件5件的初核办结

工作、协助处理信访1件、完成学校2016年年报

审计3件复核工作；党纪处理干部1人（党内警

告）、诫勉谈话2人、提醒谈话5人、一般谈话4

人、参与谈话3人，进一步践行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工作常态。

 （魏立群）

【开展信访问题线索专项检查和整改工

作】  根据上级纪委要求，完成学校2016年重点

督办件复查办结工作（1+1）、完成纪委2016年7

月-2017年6月信访问题线索自查工作和5件信访

件的材料完善工作。 （魏立群）

【开展对二级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调研检查工作】2017年上半年完成了21个二级

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调研检查工作。

2017年下年完成了对具有独立法人单位的两所托

管的中专学校——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上海市

材料工程学校进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检查。通过

检查，进一步促进二级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

立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规范工作

流程和制度建设等。 （魏立群）

【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水

平】  坚持每周的部门例会，会上认真学习上级

文件、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

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纪委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等专业知识，充分开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的交流、学习和讨论，有力促进纪检干部的政

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同时完成学校160余

位校管干部的廉政档案建设工作。 （魏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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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教代会工作

【概况】2017年，校工会认真落实中央和市

委关于加强党的群团工作要求，把握增强群团组

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总基调，紧紧围绕

学校中心工作，全面履行工作职责。

组织召开了学校四届六次“双代会”，指导

完成了24个分工会的换届工作，顺利完成了学校

教代会的换届工作，成功组织了五届一次“双代

会”。组织学校教代会代表民主评议学校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促进二级教代会规范化制度

化运行，坚持代表提案制度，进一步夯实校务公

开工作内涵。校工会修订完善了《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二级单位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

促进二级教代会规范化制度化运行。

校工会努力探索教代会闭会期间的民主管理

工作模式，多项举措推进民主管理工作常态化。

坚持代表提案制度，完善电子提案系统，实行提

案工作365，坚持工会常务副主席列席校长办公

会和教代会代表旁听校长办公会制度。坚持实行

二级部门工会主席参加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采取

个别访谈、座谈、调研等形式，了解教职工需求

与建议，形成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良性

互动机制。

组织召开了教师节表彰座谈会，组织开展

“30年教龄、30年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战线工作30

年人员荣誉表彰”、年度退休教职工答谢恳谈

会、新进职工欢迎会。工会与妇工委联合开展了

“弘扬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系列活动，

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精心组织

“三八节”系列活动，通过先进表彰、女教工风

采展示、举行“巾帼风华，德润校园”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组建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发展促进会，

广泛开展专家讲座、观摩名师授课、开通公开课

等多种教学活动。组织参加“上海市优秀发明选

拔赛”获金奖 1项。在2017年上海市教师板书、

书法、钢笔大赛中我校教工获得三等奖。组织

教师参加上海教育工会举办的“展风采、铸师

魂”2017年上海教师影视配音大赛，并荣获三等

奖、优秀组织奖。

组织开展全校性教工田径运动会、趣味运动

会、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等传统的群众参与度

高的体育项目。2017年组织近百名教职工参加五

年一次的上海市职工运动会开幕式、龙舟比赛、

田径类、趣味类比赛，荣获了：男子B组铅球第

二名、女子A组100米第二名、女子A组跳远第

七名、男子B组跳远第四名、男子A组铅球第六

名、男子B组1500米第七名等多项荣誉。

各类协会（社团）多达20余个，有传统的舞

蹈、摄影、棋牌等，更有近年来日益活跃的合

唱、书画篆刻、瑜伽、健美等，学员达700多人

次。2017年在学校迎新团拜会上、学校毕业生文

艺晚会上工会的舞蹈社、合唱团出演了精彩节

目。举办了健康1+N系列活动，包括“食补话养

生，健康自然来”冬季健康养生厨艺现场交流活

动、微信养生知识小课堂等。

坚持每年为教职工提供体检保障一次，坚持

为全体职工提供补充医疗保险，购买了市总直保

的“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坚持精心

组织职工暑期疗修养，坚持校、院两级工会开展

为职工送温暖工作，为职工过生日、送蛋糕节日

送慰问品等。充分整合资源，研究政策，新增为

职工拔发一次性伙食补贴，经过阳光招标合校以

来首次为每位职工送春节大礼包，教师节免费喝

咖啡、招待《战狼》电影。

校工会为困难职工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每

年慰问困难职工超过300人次，补助金额达30多

万元。坚持组织开展“一日捐”活动，全校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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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教职工捐款，按规定捐款全部用于大病患者的

帮困。

开办第五期“暑托班”。结合“六一”节开

展系列亲子活动。为学校百余名人事代理职工办

理了入会手续。

为每个分工会购买了咖啡机，同时加大工会

开放力度，全年承担学校与部门会议、联谊活动

近百场。

创建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及

时传递工会工作信息，成为广大教职工乐于关注

的新平台，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中，彰显了工会

工作新格局。 （张淑梅）

共青团工作

【概况】2017年，校团委在校党委的领导和

团市委的指导下，积极落实群团改革精神，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深入打造校园文化艺术品牌，紧抓社会实

践项目质量，推进“三创”工作的全面落实，开

创群团工作的新局面。

校团委结合团中央以及团市委下发的共青团

改革文件的重要指示，认真做好十九大宣讲以及

“一学一做”工作任务。今年全校共开展团日活

动556场，评选出校级精品团日活动41个，特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专项，其中不乏有专业特色、有思想深

度的团日活动。与上一年度相比，团日活动的质

量整体有很大提高，活动形式也更加丰富。

学生在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中共9项创业项目晋级市赛，并取得1项二等

奖、4项三等奖、4项优秀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荣

获优秀组织奖。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上海市二等奖1项、三等奖1

项。学科型社团数量达到64个，凝聚在校大学生

近6000人，组织逾300人次参观“挑战杯”上海

市赛、SLUSH上海创投大会、2017工博会等综合

性创新创业展览，承担了学校审核评优、新生三

创展等大型展示工作，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了

优异成绩。

2017年寒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共立项334

项，4个项目荣获2017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

生社会实践项目大赛二等奖，1个三等奖，学校

再次斩获上海市社会实践“优胜杯”。

“才聚语海·天天讲”共举办讲座108场，

“艺伴学涯·月月演”共举办14场，4000余名

学生观看各类演出。“十大歌手”“主持人大

赛”“第三届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华东区区

域赛”等文艺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校研究生会工作继续在市学联、校党委的

领导下，在校团委的指导下，以26号社区楼宇宣

传为阵地，以开展广大研究生乐于参与的科研、

生活、娱乐活动为载体，打造研究生“26号楼创

新创业共同体”，引导研究生积极参与“挑战

杯”“协鑫杯”“互联网+”等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开展了研究生科普展、大学生考研咨询会、

迎新晚会等一系列活动。 （吴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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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工作

妇工委工作

【概况】2017年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

会根据既定范围实施工作，并决定将科学商店服

务中心合并入志愿者服务中心，增设科学商店部

门。经调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

会下设9个部门：办公室、外联部、文艺部、体

育部、组织部、学术部、科创部、实践部和宣传

部；3个中心：社团发展中心、志愿者服务中心

和传媒中心。12月通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二次

学生代表大会，戴逸洁当选为新一届校学生会主

席兼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校学生会全体成员

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校团委的悉心指导下，

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会章程》为导向，以

《学生会工作指导手册》为依据，积极引导全校

同学坚持“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

理念，不断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创意”的意

识与热情，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

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将各项

事务服务专门化、工作专业化发展，同时结合我

校特色开展了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

2017年校学生会以习近平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引，积极响应群团改革新要求，开启新

时代的长征路。学生会将“从严治团”深入基

层团支部，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团的各项工作和

活动，大力构建“网络共青团”， 以“青年之

声”为重点，开设“团在上应·上应青语”“团

学直播间”，形成“互联网+共青团”格局，实

现团网深度融合、团青充分互动、线上线下一体

运行。举办“365青年成长计划”一周年表彰大

会。 （陈贝妮）

【概况】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妇工委是党委领

导下的群众组织，目前全校有女教职工数 875 名，

占全体教职工数的 50.38%。女大学生数 8083 名，

占全体学生数的 50.51%。女教授联谊会 107 名。

2017年召开了以“巾帼风华德润校园”为主

题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107周年暨建功表

彰会。申报了2017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上海市

及教育系统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创建

评选活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艺术学院“聋聪

合一普特互渗”教学团队，荣获2017年全国巾帼

文明岗。借助《馨园心语》微信群开展线上线下

的互动交流，组织女性研究中心课程建设研讨及

“校园环境与女性发展”馨园沙龙，2017年共开

设了16次讲座。申报2017年第十届“上海市巾帼

创新新秀奖”的评选，为优秀青年女教师的成长

和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组织我校教师参加2017

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比翼双飞模范佳侣”评

选活动。组织部分青年教师家庭参加“爱的传

递——2017上海教苑亲子嘉年华”活动。

校工会、妇工委在全校教职工中开展“弘扬



602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系列活动之优良家训

征集评选、教苑最美家庭评选活动。本次活动共

征集到家风家训50条，申报教苑最美家庭36个。

经学校相关部门组成的评委会对所征集到的家风

家训和申报的教苑最美家庭进行评议、投票，

评选出优良家训10条、教苑最美家庭20个；举办

“多彩六一·快乐童年”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活动。全校有近300个教职工家庭的子女参加了

活动。2017年7月开办了为期五天的“爱心暑托

班”，保障了学校期末教育教学主战场安稳有序

的进行。组织开展全校女教工趣味运动会、经贸

考察、美容讲座等纪念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同

时各二级分工会也自行组织女教工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活动；

组织部分女教师参加2017年“党的光辉照我

心——上海女教师综艺展演”活动，获最佳表

演奖。完成了2017年度全校青年教职工子女的托

费报销作。完善了全校教职工独生子女费申领工

作。完成了2017年生育的女教工（双教工家庭）

“妈咪礼包”补贴申领工作。 （龚� 蔚）

人民武装

【概况】2017年度，人民武装部（安全保卫

处）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一步抓好学生国防教

育，完成市政府征兵计划，做好学生军训计划与

军训实施等工作。 （王� 震）

【征兵工作】完成了在校生兵役登记任务，

兵役登记完成率在徐汇所有高校中排名第一 ；征

兵工作最终完成送兵 111 人，其中男兵 106 人，

女兵 5 人超额完成上海市征兵办下达的征兵任

务。校武装部（保卫处）邀请分管校领导、宣传部、

学工部、教务处召开“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入伍学

生欢送会”，为 2017 年入伍学生送行。 （王� 震）

【军训工作】2017年顺利完成了4260名学生

的军训工作。按上级部门的要求实施了军训年度

计划和军事理论教学，邀请了东部陆军73181部

队的官兵来校担当教官。在军训中保持与教官、

辅导员和学生的沟通，并在军训中做好了教官和

学生的安全、管理、育人、服务等相关工作。

 （王�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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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或奖励的集体

（排名不分先后）

第六届上海高校辅导员团队拓展活动团体三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第三届全国校园好声音华东区域赛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上海高校易班十佳工作站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工作站

2017年度上海市“谁的青春不奋斗”故事讲演大赛”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市第八届心理健康教育“移动微课程”大赛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市第八届教工运动会“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教师影视配音大赛三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中组部《“三会一课”案例选》党建读物推荐书目

计算机科学与信心工程学院党总支

教育部“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支部推荐展示“特色作品”奖

机械工程学院 科创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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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团队 （负责人：周小理）

2017年度上海市“妇女之家”示范点

妇委会

2017年度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

第二课堂服务中心青年团队 （负责人：王晓琳）

2017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单位

团委

2017年第九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优胜杯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建行杯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工程创新学院梁垚）

2017年全国三位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第三届“郑和杯”中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团委

2017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7年度上海高校技术合同管理先进集体

科技处

2017年度上海市科技统计协会科技统计先进集体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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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个人获奖情况

（排名不分先后）

2017年度扬帆计划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张 硕、徐兰婷

2017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陈 臣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展品特等奖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韩 生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展品二等奖

理学院：邹 军

2017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工程创新学院：陈文博

第十四届（2017年）上海高校辅导员论坛征文二等奖

机械工程学院：陈 雷

党委学工部：强成文

2017年上海高校易班十佳指导教师：

党委学工部：任玉英

上海市第八届心理健康教育“移动微课程”大赛优胜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孟 军

2017年“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人民武装部：王 震 张正东 吴龙根

2017年“徐汇区征兵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人民武装部：张正东

2017年“高校保卫工作30年奉献奖”

人民武装部：吴龙根 陆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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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提名）

教务处：周小理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六届校长奖（教工）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黄俊革

2017年第五届“金创意奖”国际大学生空间设计大赛最具贡献导师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王 卓

201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优秀组织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务处：陆林德）

第十届全国商科院校展示设计大赛最佳辅导教师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丁 斌

2017年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工程创新学院：梁 垚

第九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华 容

马克思主义学院：颜 睿、马光霞

经济与管理学院：杨 雪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沈 忱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工程创新学院：梁 垚

2017年度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

机械工程学院：蔡汉跃

上海市总工会“技师创新工作室”称号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赵 岩 何 静

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经济与管理学院：刘一君

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经济与管理学院：刘 娟

上海教师书法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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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孙国琴

上海教师钢笔字比赛三等奖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徐兆康

第五届上海大学生原创音乐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团委：陈贝妮

第四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张英强

第二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指导老师

机械工程学院：米红林

第七届全国计算机仿真大奖赛优秀指导老师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崔 柳、石艳娇

第十届“新道杯”全国大学生创新会计人才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经济与管理学院：谢 琨 顾 海

第十一届上海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优秀指导老师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金东元

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大赛暨第四届“发现杯”互联网软件设计大奖赛优秀指导老师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曹 杨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马向华、张 僖

第三届“莱州华银.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生材料综合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郭艳辉

第五届“蔡司.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生金相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泽民

第十一届国际青少年艺术节上海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外国语学院：郑 晶

2017年度辽宁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王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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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雅珍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张婉萍

2017年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马向华

2017年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韩建秋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石春香 高 洁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宗 剑 张 僖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肖立中

理学院：戴翠霞、罗 纯

经济与管理学院：张金福

机械工程学院：张 珂、褚 忠

轨道交通学院：安子良

艺术与设计学院：史争光、孙立强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王 伟 唐 文

外国语学院：孙志青

人文学院：李正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叶明华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周祖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陈 锟

第七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大赛金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叶 铮

中国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庆典活动中设计荣誉证书和纪念章最佳设计制作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牛传成

2017年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二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戴晓玲

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科课程教学竞赛二等奖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王 丽

第二十九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金奖和银奖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韩 生

2017年度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会高校专委会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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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委：宋敏娟

2017年度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会高校专委会党建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

党委组织部：田 钦

2017年度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科技处：胡 静

2017年上海高校最美思政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国娟

2017年度上海市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田怀香

上海市教育系统比翼双飞模范佳侣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陈桂娥、许振良夫妇

2017年度上海市奉贤区青年五四奖章

理学院：葛坚坚

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银行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别贡献奖

团委：周雄才

2017年度上海青春在线青少年公共服务中心心理咨询优秀志愿者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杨 欣

2017年度上海高校技术合同管理先进个人

科技处：刘子贤

2017年度上海市科技统计协会科技统计先进个人

科技处：赵华强

2017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先进个人

科技处：董建功

第八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奖）金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叶 铮

2017年第三届全国校园好声音优秀指导教师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何 劼

团委：周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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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上海赛区（TI杯）优秀指导教师

机械工程学院：龚德利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汲伟明

2017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上海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外国语学院：迟 娟

第十一届创意中国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艺术与设计学院：汤 曙 吴飞飞 王 卉

全国大学生“智汇杯”多组织企业供应链虚拟仿真经营决策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王 辉

全国应用型技能大赛金蝶云管理创新杯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吕占陆 童 钟 周雄才

第三届“协鑫杯”国际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及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理学院：罗 纯

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造价技能及创新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柯翔西

第三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艳：齐良锋 姜 蓉

2017年“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写作大赛（上海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外国语学院：康添俊

2017年“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写作大赛（全国总决赛）优秀指导教师

外国语学院：康添俊

第23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优秀指导教师

外国语学院：缪素琴

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技能比赛优秀指导老师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柯翔西

2017年应用型人才技能大赛“匠心·民族魂”平面设计创新创意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高等职业学院：刘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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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市航空服务礼仪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高等职业学院：刘基河

2017年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机械工程学艳：孔令超

获表彰或奖励的学生

2017年上海高校易班工作站十佳站长：

陈张露

2017年第三届全国校园好声音总决赛十六强：

赵佳龙 刘懿霆 陈青莹 陶欣茹 唐越泽 陈艾英

2017年上海市高校学生“谁的青春不奋斗”故事讲演大赛二等奖

凌 燕

2016年上海市高校学生“让诚信助飞青春的梦想”主题宣传画一等奖

华中杰

2016年上海市高校学生“让诚信助飞青春的梦想”主题宣传画三等奖

何钧天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高浩元 陈浩玮 钱凌君 陆勤睿 肖明望 包昱欢 

三等奖：王乃宸 欧梦珊 郝佳祺 廉 凯 郭巍仑 翁凯胜 解斌斌 赵梓羽 陆升阳

金创意奖国际大学生空间设计大赛

金奖：吴怡嘉

银奖：薛珺懿

十佳设计奖：张 昕 

铜奖：胡彦哲 

第三届大学生国际研讨会

优秀论文奖：黄钰文 

宣读交流论文：金 迪 沈诗韵 杨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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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英文朗诵）

国际奖：童兴刚赵怡沁 

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英文电影配音）

国际奖：童兴刚 杜程玲 

第二届“求是杯”国际诗歌创作与翻译大赛

三等奖：周嘉兴 

2017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踏瑞杯）总决赛

二等奖：汪昊昌 欧晓妍 孙雅勤 韩 硕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决赛运动系统设计实施赛项

一等奖：孙 楠 吴诗瑶

二等奖：包天宇 鲍 祺 马诗芸

三等奖：秦 瑜 邱莉莉 陶俊伟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嵌入式设计与开发大学组

三等奖：陈荣标 

优秀奖：陈之凯 孙家琦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单片机设计与开发

三等奖：陈荣标 

2017RoboCup中国赛

一等奖：赵梓羽 王金山 康力文 郑文杰 李佳锴 伍明毅 洪 欢 严胜恒 李彦锋 

二等奖：赵梓羽 王金山 康力文 郑文杰 李佳锴 伍明毅 洪 欢 严胜恒 李彦锋

2017中国服务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季军）：郑文杰 伍明毅 王金山 康力文 陈志豪 王 鑫 

二等奖（季军）：郑文杰 伍明毅 王金山 徐琳淏 陈志豪 李彦锋 康力文 高鸿花 

二等奖：郑文杰 伍明毅 王金山 徐琳淏 陈志豪 李彦锋 康力文 高鸿花 王 鑫

    严胜恒 蒋武林 徐非凡 蔡建飞

三等奖：伍明毅 王金山 康力文 陈志豪 徐琳淏 郑文杰 严胜恒 王丽霞 李 杏

    郭巍仑 廉 凯 张鹏飞

2017全国机器人大赛

二等奖：李彦锋 康力文

三等奖（季军）：王陵琛

三等奖：王 鑫 严胜恒 许方桥 蒋武林 吴寅超 徐非凡 蔡建飞 李乾坤 孙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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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晨 高鸿花  

第十五届“21世纪·华澳杯”全国大学生中澳友好英语大赛

国家级：田 颖

2017年第九届商业英语辩论大赛

二等奖：董 洵 罗可心 丁超杰 李佳婧    

三等奖入围奖：李 静 朱圣瑛 马文彦 张语涵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

一等奖：马明阳 鲁昌凡 李鲲鹏 黄 蕾   

二等奖：王再平 王文博 何佳波 杨雁博   

三等奖：曹嘉伟 徐 日 程 路 叶庆丰    

第十七届CaTIC网络赛

优秀奖：张泽平 张泽一

一等奖：王嘉靖

二等奖：徐炜钦

三等奖：杨雨衡 莫丽珍 刘 欣

三等奖（个人优先）：王嘉靖

三等奖（女生优先）：莫丽珍

团体三等奖：王嘉靖 杨雨衡 张泽平 莫丽珍 刘 欣  

第五届“蔡司·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生金相大赛

一等奖：朱力润 

二等奖：林洪仕 王 韬 

第三届“莱州华银·金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生材料综合技能大赛

一等奖：李 艳

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

三等奖：赵 阳 佘晓磊 胡守明 王 炎     

2017年第十二届“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信标创意赛

成功参赛：马明阳 赵强强 江永林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二等奖：王唯充 韩明睿 范丹妮 陈世梅 周钰玮   

第七届“国药工程杯”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大赛

一等奖：何东林 葛 鑫 毛香丽 钱 帆 魏华征 苟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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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大赛（发现杯）

全国一等奖、最具投资潜力奖：张 峰 王智宇 刘 宇 杨 行  

一等奖：蔡雨欣 吴诚骏 贺晓斌李 辉赵佳盛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二等奖：蔡雨欣 贺晓斌 李 辉 

优秀等奖：陆少凯 

2017 ROBOTCUP 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胡文康 陈 奇 陆云帆张 楚 李慧栋   

2017 中国机器人大赛

三等奖：陈 奇 秦明阳 李慧栋刘文祥     

2017 MOS大赛中国区选拔赛

一等奖：钱 亮 

三等奖：刘泳杰 王鸿轩 

第五届“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

三等奖：许渊聪 耿子钊 于 言 

成功参赛奖：魏廷江 赵昀海 江春光 

全国大学生“智汇杯”多组织企业供应链虚拟仿真经营决策大赛

三等奖：孟恩德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优秀奖：许渊聪 于 言 杜宏晋 孟恩德 邓雨沐   

全国大学生“智汇杯”多组织企业供应链虚拟仿真经营决策大赛

三等奖：邓雨沐 乔薛鹏 杜宏晋 

2017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三等奖：叶协康 

全国应用型技能大赛金蝶云管理创新杯大赛

三等奖：许渊聪 曹绪龙 于 言 

第三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广联达软件）

二等奖：陈昌天昊 蒲传东 陈丽露 张天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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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BIM应用技能网络大赛

三等奖：陈昌天昊 蒲传东 陈丽露 张天翔

第三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鲁班软件）

一等奖：吴 波 韩万里 于黎明 晏 辛 高明文   

二等奖：祁亚东 马日克姑    程 露 李嘉诚 夏园园   

三等奖：王飞鸿 郑 超 黄 磊 朱逸涛 晏 辛 高明文 吴 波 韩万里 于黎明 

优秀奖：叶泽坪 黄理江 吕智剑 石正东

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造价技能及创新竞赛

三等奖：张明玥 济晨露 冯诗雱 

第三届“科创杯”最佳BIM院校应用奖

优秀奖：吴 波 韩万里 于黎明 晏 辛 夏园园 祁亚东 马日克姑 程 露 苏朋辉

    牛 现     

2018年“新人杯”全国大学生室内设计竞赛

鼓励奖：胡彦哲 张 昕 薛珺懿 叶鑫凯 叶昀儒 周迅劼 

第七届“远华杯”全国大学生会展创意大赛

一等奖：周汶颖 刘晓霞 李昕悦 张昳虹 谢梦霏 金梦莹 吴 杰 

2017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一等奖：黄佳乐 

二等奖：陈之仪 

三等奖：陈梦洁 毛佳璐 浦佳晴 陶逸韵 谢博伟 杨译淞 

鼓励奖：夏炜泓 张 健 潘 睿 

2017创意中国设计大赛

二等奖：陈子悦 吉 莉 陶静宜 

三等奖：谈心怡 陈隽梅 金梦莹 吴 杰 谢梦霏   

优秀奖：樊开元 廖仙凤 陆旖菱 石 韵 王爽爽 吴晓玉 许子健 殷世钰 张 晖

    张丽娜 章宇坤 周依茗 曾玮琪 何长宽 范思嘉 李沁箐 陶炜程 周 益

    金佳贝 吴青颜 夏 炎 钱爱丽 陆嘉栋 金佳伦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竞赛

一等奖：王晓飞 李佳慧 张体峥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三等奖：卢凌欣 叶诗雨 揭欣悦 支 骥 纪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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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陆勤睿 肖明望 包昱欢 王 哲 赵 今 王 芳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创业团队赛全国选拔塞

一等奖：李 辉 蔡雨欣

三等奖：贺晓斌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创业团队赛全国决塞

二等奖：李 辉 蔡雨欣 贺晓斌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java软件开发

优秀奖：陆少凯

第三届“协鑫杯”国际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优胜奖：高浩元 

华东大学生化工竞赛

二等奖：王唯充 韩明睿 范丹妮 陈世梅 周钰玮   

2017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华东区赛

二等奖：周丽萍 李箫磊 管友鑫 

网中网财务决策大赛

优秀奖：王伟法 王 靖 李嘉琪 黄绮思 杜程玲 陈高敏 

2017年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华东1赛区逻辑控制设计开发赛项

优胜奖：田 跃 任光照 蔡海兰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华东赛运动系统设计实施赛项

特等奖：包天宇 鲍 祺 仇文施 廖颢宇 刘宗林 马诗芸 孙 楠 吴诗瑶

一等奖：戴润熠 高仁豪 黄 河 钱 艳 秦 瑜 邱莉莉 陶俊伟 王文卿 席麒钧

    夏文源 徐佳杰 杨为华 周雯洁

二等奖：谷明壮 侯 鹏 荆柏人 鲁国庆 吕少飞   

三等奖：曹海燕 张建清 邹 磊 

优胜奖：蔡海兰 洪 炎 江永林 蒋慧婧 解斌斌 李 萌 李 煜 李梓菁 陆升阳

    曲佳睿 任光照 田 跃 王 靖 周仲阳 

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大赛

一等奖：何佳波 江 松 侯晓佳 徐亦丰 陆嘉琛 马明阳 朱伟毅

二等奖：王文博 苑 捷 刘宗霖 徐金勇 韩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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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杯先进成图技术大赛（二维组）

一等奖：刘 欣 鲁昌凡 王 琦 王文博 莫丽珍   

二等奖：王 卉 谭一舟 王 宁 苑 捷     

上图杯先进成图技术大赛（三维组）

一等奖：鲁昌凡 

二等奖：吕明忠 任佳伟 吴俊杰 王文博 鲁昌凡 秦 楠 韩 硕 马明阳

上图杯先进成图技术大赛（创新设计模块）

二等奖：王文博 

2017年第十二届“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二等奖：孙家琦 鲜浦东 马明阳 廉 胤 陈舟峰 孙松帅 朱庆贤 严宇宙 张晟昊

    黄晓陆 叶锦浩   

三等奖：陈荣标 王亚明 沈泽皓 贾 瑞

成功参赛：陈 鹏 卫梓晟 庄海滔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二等奖：孙家琦 沈泽皓 陈舟峰 赵强强 周 鑫 江永林 

三等奖：王璟璠 陈之凯 曲佳睿 

成功参赛：朱庆贤 陈荣标 张晟昊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一等奖：曹嘉伟 徐 日 沈 逸 叶庆丰 马明阳 鲁昌凡 李鲲鹏 黄 蕾

二等奖：赵佳盛 熊祚强 严宇宙 戴文亮

三等奖：王再平 王文博 何佳波 杨雁博

上海市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二等奖：王唯充 韩明睿 范丹妮 陈世梅 周钰玮

第十一届上海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二等奖：贺丽蓓

三等奖：贺丽蓓 袁 倩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一等奖：陆少凯 蔡雨欣 贺晓斌 李 辉

二等奖：张新敢

三等奖：邱靖钧 彭涵骎 刘梓韦 汪明珠 黄以表 康力文 沈泽皓 



620  2018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

上海市应用能力大赛

三等奖：李彦锋 朱玉花 

优胜奖：许渊聪 耿子钊 赵晓磊 于 言 梁展龙 宋子申 

2017 MOS大赛华东区选拔赛

一等奖：陈祥祥 刘泳杰 王鸿轩 钱 亮

二等奖：彭雅鑫 胡欣怡 石昊男 熊江林 卓德宁 谢云洁 

三等奖：李锦燕 许圣洁 林家宝 赵禹涵 金绍彬 倪伟杰 秦钰凌 罗洋洋 姚 远

    吴嘉琳 滕 浩 曹小岗 陈 敏 王海宇 刘 雨

全国应用型技能大赛金蝶云管理创新杯大赛

一等奖：许渊聪 曹绪龙 于 言 

三等奖：陈蕴旎 周清婉 张 琳 

优秀奖：吕红哲 孟宇璇 张会琦 

优秀团队奖：叶协康 耿子钊 赵晓磊 朱诗翀 赵 今 王 芳

第七届“上图杯”先进成图技术与创新设计大赛

一等奖：王乐益 周天阳 黄启迪 石 婕     

二等奖：王乐益 周天阳 黄启迪 陈育玲 蔡 晟 钟洁仪 石 婕 沈 莹 张昕奇

    陶子恒 周帆憶 瞿嘉欣 陈 豪 杨艾沁 刘怡若 周 婷 秦莞清

2017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踏瑞杯）第五赛区

三等奖：张秋石 郭巍仑 翁凯胜 程 振 温 创 郭秦祎琳 孙庭舒 韩 硕

    欧晓妍 孙雅勤 汪昊昌   

2017纸上艺术设计展

优秀奖：顾 晓 周 琳 宋森妮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竞赛

一等奖：王晓飞 李佳慧 程洋洋 揭欣悦 纪伟康 张体峥 

二等奖：冯晨阳 应婉露 刘 杰 

上海市企业经营沙盘模拟大赛

三等奖：卢凌欣 叶诗雨 支 骥 周 牡 庞安邦 张体峥 

第十三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上海赛区）英文朗诵

金奖：周伊人 金 迪 

第十三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节（上海赛区）英文电影配音

金奖：周伊人 金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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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二等奖：谢 宇 汪靖轶 万 通 王祉琪 张 楚   

三等奖：张秋石 郭巍仑 翁凯胜 施宇轩 黄笑彤 熊轩诚 张海玥 孙搴慧

第33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一等奖：杨佳晚 

二等奖：史译森 

三等奖：陈羽雯 江春光 刘 军 

蓝桥杯——单片机设计与开发

一等奖：陈之凯 陈荣标 

二等奖：赵梓羽 朱庆贤 

三等奖：张秋石 郭巍仑 翁凯胜 廉 凯 蔡海兰 周 鑫 鲜浦东 

上海市大学生中国智能挑战赛运动系统设计实施赛项

一等奖：包天宇 鲍 祺 马诗芸 孙 楠

三等奖：谷明壮 吕少飞

优胜奖：李 萌 唐 婧 周仲阳 

上海市大学生中国智能挑战赛逻辑控制设计实施赛项

一等奖：高仁豪 黄 河 吴诗瑶 徐佳杰     

二等奖：仇文施 戴润熠 廖颢宇 刘宗林 钱 艳 杨为华 周雯洁 王文卿

优胜奖：蔡海兰 陈之凯 洪 炎 江永林 蒋慧婧 解斌斌 李 煜 李梓菁 陆升阳

    曲佳睿 任光照 田 跃 

上海市大学生中国智能挑战赛连续过程应用实施赛项

二等奖：侯 鹏 荆柏人 

三等奖：曹海燕 张建清 邹 磊 

优胜奖：陈章杰 王 靖 

上海市大学生中国智能挑战赛智能创新研发实施赛项

一等奖：秦 瑜 陶俊伟 夏文源

二等奖：鲁国庆 

上海市大学生中国智能挑战赛连续过程设计开发赛项

二等奖：邱莉莉 席麒钧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二等奖：周 鑫 赵强强 江永林 孙家琦 沈泽皓 陈舟峰 

三等奖：王璟璠 曲佳睿 陈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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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徐 康 周 明 王 鑫 王文卿 鲁国庆 杨为华 高仁豪 黄 河 黄恒茂

    赵梓羽 徐非凡 李彦锋 郭巍仑 翁凯胜 廉 凯

蓝桥杯——嵌入式设计与开发

一等奖：孙家琦 

二等奖：贾 瑞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上海赛区JAVA软件开发大学B组

三等奖：沈泽皓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java软件开发

二等奖：张新敢

三等奖：彭涵骎 邱靖钧 康力文

第八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C/C++程序设计

三等奖：刘梓韦 汪明珠 黄以表 

第二届“外教社”杯上海市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

三等奖：周勉伍 童兴刚 胡祺媛 

第十二届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上海赛区）英文朗诵

市级：童兴刚 赵怡沁 

第十二届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上海赛区）英文电影配音

市级：童兴刚 杜程玲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上海赛区

上海赛区一等奖：邱逸佳 田 颖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三等奖：张琛艳 

第23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上海市级：杨逸帆 田 颖 

2017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富龙”杯智能车竞赛暨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选拔赛

一等奖：黄晓陆 陶李成 廉 胤 陈 鹏 卫梓晟 鲜浦东 

二等奖：王亚明 李娅铨 陈荣标 朱庆贤 贾 瑞 陈舟峰 孙松帅 黄国军

三等奖：沈泽皓 严宇宙 叶锦浩 张晟昊 孙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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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十二届“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信标创意赛

一等奖：赵强强 周 鑫 江永林 

ADM威尔德调香竞赛

一等奖：刘宜桥 张臻杰 

二等奖：袁安琪 常 路 孙搴慧 

三等奖：马丹阳 韩梦鸽 陈丽年 周幸妮 王亚晨   

“丽华杯”调香竞赛

一等奖：袁安琪 

二等奖：任 真 潘 晖 

三等奖：李含莹 李丹菁 徐生立 

LED灯具结构散热设计技能竞赛

一等奖：裘王霄 邵启媛 任 禛 

二等奖：王 健 戎皓晟 徐晓斐

三等奖：高 珏 朱昕晔 吉雨豪

第三届“创意都市 创意文化”创意研究大赛

一等奖：朱书云 戴逸洁 赵渠成 王昌冬 包凌燕   

二等奖：陈志豪 景 璟 王金山 李彦锋 朱家希 钱 坤 蒋武林 高鸿花 于野萍

    周铭宥 王雨桐 章佳妮 顾 欣 吴佳韵 

三等奖：施 翌 钟健健 张 璐 旦增央金    张试昌 胡国强 何冬梅 郁欣蔚

    胡仪仪 杨馥荣 李金浩 郭园元 周祎芸 吴玟萍 林天阳 李周怡 朱圣瑛

    高锡青 刘陈安之    石鉴尘 范金明 

原创文学征集大赛

一等奖：赵紫煜

二等奖：赵紫煜 李鑫博

三等奖：谢 蓓 李雨露 金奕雯

优胜奖：陈晓薇 熊江林 沈 祺 张 敏 弄小琳   

汉字听写大赛

冠军：沈慊倚 马 旭 倪 格 田东龙     

亚军：赵紫煜 沈 祺 季一帆 吕雁翎     

季军：王思愉 史 诺 谭祝平 欧秋萍     

2017年学科竞赛优秀组织奖

全国优秀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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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华东区优秀组织奖

2017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分赛

第十三届MOS大赛

上海市优秀组织奖

中国日报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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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上海市人大代表】

刘宇陆，男，1959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

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党委书记。

1978－198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学士、

硕士学位。1988－1992年，在上海工业大学力学

所力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曾赴美国加州伯克利

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力

学所副所长，上海工业大学建工学院党委副书

记，上海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研究生部

主任，上海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校长办公室主

任，上海大学校长助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

长、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主要从事流体力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在湍流

理论、环境流体力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1996

年入选全国百千万工程百人计划，1997年起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入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曾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成果奖，所编

写的教材荣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两次

荣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的光荣称号。曾荣

获“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教育部优秀骨干

教师”、“上海市科技启明星”、“上海市曙光

学者”等光荣称号。

【上海市政协委员】

陈东辉， 男 ， 1 9 6 0 年 5 月 出 生 ， 汉 族 ，

“九三”学社上海市市委常委，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1978年9月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

高分子材料学科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年3

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应用材料学科攻读博士学

位。1990年8月东华大学纺织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院任教、副教授，1993年9月东华大学环境科学

和工程学院任教、副院长、副教授，1994年6月

东华大学研究生部主任，1996年9月破格评为教

授，1999年9月指导环境科学和工程学科博士研

究生，2002年11月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

长，2003年1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2006年12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工程和废物资源化与

生态环境建设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90多篇，其中SCI和EI收录论文近30篇，指

导博士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10人。曾获上海市科

技启明星，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教育部优秀

骨干教师等基金，荣获上海市优秀教育成果二等

奖，上海市优秀青年科技论文奖，1993.1995和

1997年连续三届荣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的荣誉

称号。担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工程分会副理

事长。

吴范宏，男，1968年3月出生，汉族，民进

会员。现任民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支部主委、、

民进上海市委委员、曾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

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1985-1989年复旦大学

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攻读学士学位；1989-1992

年，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专业

攻读硕士学位；1992-1995年，中科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1995

年7月至1997年6月复旦大学化学系博士后；1997

年－2002年，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副教授；2002年－2009年，华东理工大学化

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主要从事手性含氟药物以及含氟生物活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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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合成研究；心血管系统药物和中枢神经系统

药物等医药原料药及其化工中间体等产品开发和

创新工艺研究。

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和正在进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联盟计划、上海市科

委、上海市人才发展基金等纵向项目，以及浙江

圣达药业有限公司、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东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等大企业研究课题28项。在国内外

发表研究论文140多篇，其中被SCI/EI收录论文44

篇。申请发明专利61项，已授权9项。出版专著

（译著）2部。“叠氮磷酸二苯酯的工业化生产

新技术（20073041－3－R01）”获2007年上海市

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三等奖。“工业化环保

新工艺合成低成本高纯度1－（氨甲基）环己烷

乙酸”2009年获第十二届上海市优秀发明奖。作

为华东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先后指导毕业硕

士研究生60多名，目前指导博士研究生7名，硕

士研究生13名。主讲“高等有机化学”等课程。

【上海市徐汇区人大代表】

张锁怀，男，1962年6月生，汉族，陕西宝

鸡人，学历研究生，工学博士，教授，1985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4月参加工作。现任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1980年9月—1984年7月，在西北轻工业学院

机械系学习。1984年7月—1987年4月，在西北轻

工业学院机械系学习，硕士研究生毕业。1987

年4月—1995年7月，为西北轻工业学院机械系教

师。1995年7月—1997年3月，1995年7月任西北

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副主任，1996年7月为西北轻

工业学院副教授。1997年3月—1997年9月，任西

北轻工业学院机械系教师。1997年9月—2000年

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工程与科学研究所学习，

博士研究生毕业。2000年12月—2002年3月，为

西北轻工业学院机械系教师，2001年12月任西

北轻工业学院教授。2002年3月—2004年1月，任

西北轻工业学院机电学院院长（期间：2001年3

月—2003年12月，在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博士

后流动站学习）。2004年1月—2004年6月，任上

海应用技术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

2004年6月—2010年6月，任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院长，2010年6月—2013

年6月 任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2013年06—2016年6 月任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副院

长，2016年06起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2000年被授予咸阳市十佳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奖、咸阳市新长征突击手；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项、2008年上海市人才发展基金资助人员、上

海市教学成果奖1项，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级、

省部级和企业委托项目35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3项、发明专利1项。

【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

杨益群，女，生于1957年11月，汉族，工学

硕士，教授，民盟盟员。1979年湖北黄石市工业

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4年6月武汉工业大

学自动化系自动化专业研究生毕业。1994年至

2000年历任湖北黄石高等专科学校电气工程系主

任助理、副主任、自动化系主任。2002年到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务处副处长、教

学评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兼）、高职学院副院

长、常务副院长。

从事自动控制领域的最优控制、多目标优化

控制、纯滞后系统优化控制等方面的理论及应用

研究，华东理工大学控制学科硕士导师。

【上海市奉贤区政协委员】

钱平，男，1960 年 2 月出生，民盟盟员，教

授。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电气学院院长。主要学

术兼职有中国电源学会理事、上海电源学会理事、

全国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教育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等，上海海事大学和安徽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电工程系。1991年

毕业于上海大学工业自动化方向研究生。82年分

配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原上海冶高专） ，先

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9年被评

为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8－2000年连续

三年被评为INTEL优秀教师，2009年指导“天华

杯”全国电子专业人才设计与技能大赛决赛个

人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2010年获得宝钢优秀教

师称号、2009年获中国工博会高校展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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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获上海市产学研合作项目鼓励奖，获多

项发明专利，主编了“伺服系统”“变频器技

术”“电气自动化控制类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教

材（PLC应用技术及电气传动应用技术）”“交

直流调速控制系统”等著作教材，先后被校聘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科带头人和专业带头人。

金鸣林，男，1960年5月出生，汉族，博

士、教授，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安徽工业大

学煤化工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4-1986年

毕业于教育部与华东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化学

工程专业研究生班。2000年7月毕业于南京工业

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2005年加拿大McMaster

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科技部聘任专家，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专家。2001-2007年材料系主任，

2007-2010年高等职业学院院长、书记；2010

年-2012年科技处处长，085工程办公室主任等。

长期从事化学化工方面过程开发与放大研究

工作，坚持以科学为基础，技术创新为目标。自97

年以来主要从事沥青炭材料及沥青化学研究，资源

综合利用与环保新材料开发工作。先后承担了和参

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

专项基金、上海市重点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创新

基金、产业化基金等。同时承担了宝钢、马钢、

攀钢以及华谊等大型企业集团科技攻关项目二十

多项。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EI收录20多篇，获

得多项发明专利。先后被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工

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聘为研究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

刘宇陆（见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介绍）

陈东辉（见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介绍）

陆靖，男，1962年6月生。籍贯：上海市。

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理学博士，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兼任教育部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化学与化工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

理事、上海市高等教育学院副会长、上海市研究

生教育学会理事长、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兼秘书长、中国化学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

市化学化工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长期从事物理化学教学、理论化学的研究

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分子反应

动力学理论、超快反应及其光谱理论、生物体系

电荷转移理论等。所主讲的“物理化学”和“谱

学导论”均为国家精品课程。是国家首批优秀教

学团队（物理化学）的主要成员，主持过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项

目、教育部“化学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实

践”、教育部“研究型大学理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进

展状况、成果示范和评价机制分析研究”、上海

市曙光计划等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

表研究论文三十多篇，教学论文二十多篇，参与

编写《物理化学》《谱学导论》等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四部。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过上

海市优秀教师、上海市教学名师，上海市“我最

喜爱的老师”、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宝钢

优秀教师奖等荣誉。两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七次获得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吴范宏（见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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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国，男，1957年出生，汉族，中共党

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院长。兼任中国风景园林学

会园林植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土壤学

会土壤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草学会

草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2年在山东农学院获土壤学专业学士学

位，1989年在山东农业大获学土壤学专业硕士学

位，1995年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获博士

学位。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于1992年1月至1995

年10月赴美国肯塔基大学农学院学习。1996年12

月进入山东农业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

究工作，出站后留校工作。任山东农业大学土壤

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方向博

士生导师。2006年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工作。

主要从事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景观生态、

植物景观设计方向的研究，先后承担国家教委、

国家林业局、山东科技厅、中美合作、企事业合

作及园林规划等项目50余项。发表论文70余篇。

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主编

全国统编教材两部，副主编一部，专著一部。选

育的五个观赏植物新品种已通过省级林木种苗审

定委员会审定。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一项。

徐家跃，男，1965年9月生，中共党员，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兼任中国能源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硅酸盐学会晶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光学

会光学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硅酸盐学会理

事、上海新材料协会理事、全国频率器件选择用

压电材料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国家人工晶体材料

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人工晶体学报》《硅酸盐

学报》《无机材料学报》等刊物编委。

198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电子科学系半导体化

学与材料专业，获学士学位。1991和1999年在中

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别获得硕士、博

士学位。1997年晋升副研究员，2000年晋升研究

员，2005年聘为博士生导师。1999-2000年在葡

萄牙Aveiro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曾任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晶体中心副主任、压电晶体

课题组组长。2008年6月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材

料工程系主任。2010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

人计划。

长期从事先进无机材料研究，涉及功能晶

体、光电子材料、生物活性陶瓷、微晶玻璃等研

究方向，特别擅长坩埚下降法晶体生长技术。作

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过国家863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

（3项）、上海市重大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重

点基金等重要研究课题20多项，在国内外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180余篇（SCI收录80余篇、EI收录

约100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已授权6

项），出版专著5部（含合作），其中，《新型

弛豫铁电晶体：生长、性能及应用》是国际上第

一本系统总结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专著。参与研

制的“新型压电晶体Li2B4O7及其新生长方法”

研究成果获得1993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

奖、1995年度国家发明二等奖。近年来，主要承

担“硅酸铋闪烁晶体的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上海市重点项目）、“ZnO快闪烁晶体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GaAs单晶生长

新方法及产业化研究”（上海市重点项目）等项

目。主持《材料学概论》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

常程康，男，1972年出生。汉族，中共党

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7月，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博士毕业。2000

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博士后出站后

留校工作，同年获得副教授资格。2004年4月－

2006年3月，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NIMS）高级

访问学者，聘为该研究所特别研究员。2006年回

国后，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任职副教授，

特聘博士生导师。2010年5月，调任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任职教授。目前

为上海硅酸盐学会会员，新能源材料专业委员

会委员，日本应用物理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无

机纳米能源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相关性能测

试。参加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教育部骨干教

师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启明星人才

计划多项。独立主持国家博士后基金、上海市纳

米专项、上海市优秀青年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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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上海市自然基金等纵向科研计划。项目经

费总额500余万元，其中独立主持项目费用150万

元。目前在无机材料、能源材料相关国内外学术

期刊发表文章近50篇，其中SCI论文近40篇。论

文它引次数400余次。2006年度，获得上海市优

秀青年教师和上海市浦江人才称号。2009年，获

得上海高校优秀学生科研指导教师称号。

蒋晟，男，1976年6月出生，教授，博士生

导师。现任美国化学会会员；中国化学会会员。

2000年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专业

博士，2003年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癌症研究所药

物化学方向博士后； 2009起在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任教授。学科专业及主攻方向：1. 针对特定功

能蛋白如蛋白裂解酶、组蛋白去乙酰酶和EGFR

等酪氨酸蛋白激酶等靶点合理设计和合成结构新

型的小分子和多肽类化合物，并进行构效关系

研究，旨在发现和开发新的抗肿瘤的药物。2. 具

有干细胞调控活性的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设计与

合成。近年来，发表了20多篇SCI论文，其中，

“Rationally Designed Inhibitors Identify STAT3N-

Domain as a Promising Anticancer Drug Target”在

国际刊物ACS Chemical Biology 上发表后，引起

了国际同行的浓厚兴趣，被评选为该刊物2008

年第一季度最热门文章之一。同时，完成了以

下项目的研究：（1）国家四类新药非那雄胺的

工艺改造，并实现了产业化。（2）抗肿瘤天然

产物Annonaceous Acetogenins类似物的设计和合

成，其中，化合物AA019目前处于临床前研究。

（3）天然环肽类似物的设计和合成工作。该项

工作的后续开发成果已转让至Dendreon Corp。

（4）Grb2-SH2的多肽类抑制剂的设计和合成工

作。（5）STAT-3的环肽类抑制剂的设计和合成

工作。该项工作发表在“ACS Chemical Biology”

并且被ACS评为2008年第一季度阅读最多的论

文。（6）作为主要合作者之一参与美国密西

根大学王少蒙教授主持的Bcl-2家族蛋白广谱抑

制剂类抗肿瘤药物AT-101.Spirooxindole类p53-

MDM2相互作用阻断剂、异黄酮类Bcl-2家族蛋白

抑制剂以及蛋白IAP小分子抑制剂等新型抗肿瘤

药的开发。

邓维，男，1977年10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现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院长，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学

者，浦江学者。

1996年9月至2005年7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5年到

2008年，在日本大阪大学理学部担任JSPS特任研

究员工作；2008年到2010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化

学系NIH博士后工作；2010年到2011年，在联合

利华投资有限公司研发部担任研发经理工作；

2011年到2015年，在上海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

究中心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至今，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担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和副院长。

2004年，获香港求是科学基金会奖，2007

年，获25届日本环糊精研讨会奖，2010年，获上

海市“东方学者”，2011年获上海市“浦江学

者”。主要从事绿色化学和能源化工等领域的教

学与科研工作，研究方向涉及有机合成方法及其

工艺产业化研究、智能生物和医药材料研究、

纳米能源材料研究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 60余

篇，发表专著1部，申请授权专利5项，美国专利

2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科委纳

米专项、上海市教委创新重点、上海市科委基础

研究重大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参与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项目（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专项）、上海市公共研发服务平台

先进复合材料设计与制造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东

莞-上海大学纳米技术研究院等多个研发和技术

平台建设；参与上海大学材料复合及先进分散技

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纳米功能材料

中试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上海高校创新团队/教

育部创新团队等多个学科建设；承担浙江新东港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林氏精化新材料有限公

司、江苏雅仕保鲜产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产

学研合作项目。

李以贵，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微光机电系统（MEMS），微传感器与微执行

器研究与教学。先后共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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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上海浦

江人才计划项目1项，航空基金2项，回国人员基

金1项。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00余篇研究

论文，其中SCI论文30余篇，EI论文70余篇。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52项，其中已授权31项。

近三年主持项目3项（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

科平台建设项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博导启动基

金项目，联盟计划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

发表论文15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

赵喆，男，1973年5月生，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994 年在天津大学获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学

士学位。1997 年在清华大学获无机非金属材料专

业硕士学位。2000 年在清华大学获材料学专业博

士学位。2000 年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2002 年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助理教授、

副教授。2008 年任瑞典皇家工学院助理教授、副

教授。2012 年起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

目前的研究领域为能源陶瓷材料，一方面

是继续开发陶瓷的快速节能制备技术，另一方面

是研究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光催化陶瓷材料。

重点研究陶瓷材料中材料显微结构与材料性能之

间的相应关系，以及如何利用陶瓷工艺来实现所

需要材料精细显微结构和材料性能。在透明、

纳米铁电陶瓷和放电等离子烧结等领域的成果

被国际同行高度评价。发表SCI学术论文44篇，

其中在材料领域的顶级国际期刊《Nature》和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各发表1篇，累

计他引1267次。其中单篇引用次数超过200的有3

篇，SCI个人h-index达17，平均单篇论文被引次

数27.72。

赵喆（见博士生导师介绍）

陈璞，男，1963年9月生，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方学者讲座教授。

1998年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任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助理教授。2003年任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化学工程系、物理系双聘副教授。2004年

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副教授。2004年任美国

哈佛—麻省理工健康科学与工程联合研究院访问

科学家。2004年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家研究讲

席教授。2008年起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工程

系、物理系双聘正教授。

主要从事纳米生物医学、能源、纳米生物材

料、生物界面工程、界面热力学、聚合物材料等

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同行的

广泛好评。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96篇，被

引用超过1000次。拥有15项国际专利。

作为创始人之一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创办了

北美第一个体系完善的纳米技术专业，并在新能

源和生物技术及纳米技术等新兴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水系电池和多肽序列

设计及其生物医学应用方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引领着世界范围内水系电池和多肽自组装研究的

潮流。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商业化。

伍林，男，1971年10月生，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1997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机械工程

专业硕士学位。200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获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任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助理研究员。2003年任美国内布拉斯加

州立大学助理教授。2009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和美国加州大学访问教授。2012年任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是不同微纳米系统中的摩擦学、

流体力学和传热学，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重要的与

特聘教授（上海市东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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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摩擦学和微纳米制造技术相关的物理机理问

题，建立了一系列包含这些物理参数的物理与数

学模型，并利用这些新模型发现了前人还没发现

的新物理现象。同时紧密结合高新技术的发展把

这些新建立的模型应用于信息存储技术和微纳米

加工技术等的研发。部分研究成果更正了麦克斯

韦在推导气体分子在固体表面上的滑移边界条件

时不完善的地方，该成果已被部分发表在国际主

流学术期刊上的他引文章以“Wu’s slip model”

命名。

曾海波，男，1977年4月生。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

授。2006在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获凝聚态

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并留所工作。2007年至2011年

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日本国家材料研究所任

访问学者、博士后等工作。2011年起任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独特微结构纳米材料物理化学与器

件应用研究，先后发展了亚稳纳米颗粒的“液相

激光烧蚀”通用生长方法，提出了氧化锌紫篮色

发光的“间隙锌”缺陷态机制，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白石墨烯氮化硼二维晶体纳米带的构筑及其

“绝缘体—半导体”转变，探索了纳米结构光催

化、场发射性能的结构增强效应。

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SCI论文80余篇，被

引用2000余次，单篇引用超过150次的3篇，SCI

个人h-index达到24。

吴东清，男，1979年7月生。上海交通大学

副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2001年在郑州大学获应用化学专业学士学

位。2004年在华东理工大学获应用化学专业硕士

学位。2008年在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获合成化

学专业博士学位，此后继续在该所任博士后研究

员。2010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有机功能芳香化合物合成及性质，

并据此为原料制备新型碳材料等研究。发展了光

化学脱氢制备有机稠环芳香阳离子化合物的方

法，合成了一系列分别含有氮、氧和硫等不同杂

原子的新型稠环芳香阳离子化合物。设计合成了

一系列新型两亲稠环芳香阳离子化合物并对其超

分子化学进行研究，率先发现通过改变其对离子

和疏水链可以有效控制这类分子在结晶相、液晶

相、溶液及相界面的自组装行为。开发了一种通

过离子间相互作用分散石墨烯材料的简单高效的

方法，并进一步利用化学改性石墨烯与其他功能

组分间的离子作用，制备了多种新型石墨烯基二

维复合功能材料。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SCI论文22篇，

其中影响因子高于8的10篇；论文他引达550次。

张欣，女，研究员，分别于天津大学高分子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获得学

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

得生命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法国国家健

康与医学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2010年回国任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研究员。

主 要 从 事 生 物 材 料 的 设 计 、 制 备 以 及 应

用，包括药物输递、医用检测以及香精剂型等

领域。迄今为止，在Nano Letters、Biomaterials以

及Bioconjugate Chemistry等国际重要SCI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近30篇，论文共被他人引用300余次。

受邀撰写学术章节：《分子仿生》（科学出版

社）。承担或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863项目、中科院先

导专项等。

孙洪涛，男，博士，教授。2002年毕业于

齐鲁工业大学，获学士学位；2007年获中国科学

院上海光机所博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光电研究中心、日本神户大学做博士后和

JSPS特别研究员。2009年10月至2012年3月任日

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家中心研究员

（tenuretrack），合作者为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

Yoshio Sakka教授。2012年4月任北海道大学助理

教授（tenuretrack）。2013年8月回国，任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五年来，一直在新型无机光功能材料和

器件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从理论预测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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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元素激活特种发光材料的物化性质、实验探

索光功能材料的合成技术到开拓它们在集成光

子学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近五年来，以通讯作者在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JACS，Adv. Mater.， Small， J. Mater. 

Chem.， APL， Opt.Lett.等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

论文80篇，应邀为国际权威综述期刊Progress in 

MaterialsScience撰写长篇综述1篇，并应Sci. Tech. 

Adv. Mater.主编邀请撰写荧光金属团簇综述1篇；

发表的论文中3篇被选为杂志热点文章、重点

收录和Asia Research News介绍。目前是JACS、

Small， J.Mater. Chem.， Opt. Lett.等知名期刊以

及日本学术振兴会基金的评审人。近五年来先后

主持北海道大学助理教授启动经费、日本国立材

料科学研究所重点研究项目、日本学术振兴会特

别助成基金等项目；作为共同研究者参与英国

EPSRC和日本兵库科技财团等项目；累计经费共

计600余万元。应邀担任第三届国际陶瓷会议分

会主席，获得的奖励包括英国皇家化学会国际作

者杂志奖、中国科学院刘永龄奖学金特别奖、上

海－应用材料研究与发展基金研究生奖学金、澳

大利亚和中国科学院必和必拓奖学金、日本学术

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奖学金等。

廖梅松，男，博士，教授。任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1992年至1996年在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读本科，1996年至2001年在湖北宝石集团公司工

作。2001至2004年在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院读硕

士。2004至2007年在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读博士。2007年7月进入日本丰田工业大学

先端光子技术中心工作。研发出了硫系-碲酸盐

复合微结构光纤、超大孔芯径比碲酸盐纳米光

纤、变芯径碲酸盐微结构光纤等新型光纤，研

究了高非线性光纤的低阈值宽带超连续谱的产

生、三次谐波、高阶拉曼散射、孤子与色散波的

自陷效应等非线性过程。2010年3月获丰田研究

奖励赏。2011年获日本JSPS博士后研究基金（当

期成功比率为130/1163=11%）。现已发表学术

论文100余篇，其中影响因子3.0以上的文章30余

篇，第2分区以上论文45篇。先后有三篇论文被

“Nature Photonics”介绍（highlighted）。一项研

究成果曾被“Laserfocus world”作为2010年度代

表性技术进展加以介绍。2013年4月到中科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同年11月被评聘为

研究员，12月获博士生导师资格，目前为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为光子晶体光纤、光纤超连续谱的产生及其应

用、软玻璃微结构光纤及其非线性效应等。

杜永，男，1983年7月生，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青年东方学者特聘教授。2004在安徽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07年在安

徽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12年

同济大学获得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专业博士学

位，2010.10—2011.12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组织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从事科学工作。2013年起在澳大利亚迪

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14年起任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教授。

研究兴趣主要在高分子材料、纳米材料及

复合材料领域。其项目—导电高分子的合成，

热电器件及其性能的研究；导电高分子-无机纳

米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热电性能研究；热红

外隐身涂料粘合剂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是在

973项目（2007CB6075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0872095）、国家留学基金委（2010626110）

以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2006KJ038A）资助

下完成的。至今已发表论文26篇， 其中第一作

者11篇被SCI收录（包括第一作者论文，2013

年的影响因子高达26.854，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2012，37：820-841）。参加五次国

际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其中在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Industrial，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Melbourne， Australia

国际会议上获得最佳口头报告奖。国家发明专

利：已国家发明专利申请3项。

刘美娜，女，1979年1月生，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青年东方学者特聘教授。2002年获得河北师

范大学化学学院化学教育学士学位。2006年由中

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金属有机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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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室和河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获得硕士

学位。2006年起无锡药明康德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上海）担任合成研究员。2013起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化工系高分子设计中心担任博士后研

究员。2014年至今沙特阿拉伯国王科技大学催化

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科研兴趣主要在于过渡金属催化、可控高

分子聚合反应、仿生不对称催化。其在2011-

2013年作为第一实验完成人完成了澳洲ARC科研

基金Organic-Inorganic Hybrids via a Combination 

of ROMP， Thiol-Ene ‘Click’’ Chemistry and 

Sol-Gel Reactions.，（AUD$360，000），2014年

起作为化学项目负责人完成Saudi-aramco生物催

化项目（US$1000，000）。

吴越，男，1978年9月生。任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2001年7月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学

位，2006年6月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2014年5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

2014年6月至今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化工与生物

工程系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如何利用纳米材料

独特的电学和热学性质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和

开发新的洁净能源和高效储能。

主要研究工作：首次开创性地基于液相化学

反应用于大规模生产新型的高效率热电转化纳米

材料，具有优秀的将低温废热转化为电能的转化

效率，其结果多次发表于《Nano Letters》上，并

被《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Nano Energy》，《Annual  Review of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作为全

文特约邀稿。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会

的《Nano Letters》上，并被《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Nano Energy》，《Annual 

Review of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作为全文特约邀稿。《Nano Letters》是纳米科技

领域影响力第二高的学术期刊。除此之外，与工

业界有很多开发合作，比如说杜邦，英特尔，三

菱化工，Electric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魏巍，男，1985年6月生。任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2008年7月获得黑龙江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学士学位，2011年3月获得上海交通大

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硕士学位，2015年4月获

得马克思普朗克高分子研究所材料化学博士学

位，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新能源材料用于高效率能源存储及转化。

主要研究工作：构建一种三维石墨烯/Fe3O4

复合泡沫材料用作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此

项成果发表在2013年《先进材料》杂志上，目前

他引次数达212次（ESI高被引用文章）。揭示了

一种基于石墨烯、具有确定介孔尺寸的氮掺杂碳

纳米片（NDCN）的制备，并用于高性能燃料电

池非金属氧还原催化剂。此项成果发表在2014年

《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并得到德国化学会和

布伦瑞克科学院的表彰。提出了一种高效、简

易地液相处理并自组装电剥离石墨烯的方法。J. 

Am. Chem. Soc.杂志评审人评价这项工作为“have 

pioneered inthis research direction； strongly recommend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nice work in JACS”。

黄庆荣，男，1968年12月生。任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东方学者”讲座教授。

1989年获得上海科技大学学士学位，1998年

获得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博士学位。2002

年起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工作。现任美

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食品科学系终身正教授

（Professor）。根据NationaResearch Council 和 

Academic Analysis罗格斯大学食品系全美排名

第2。他于2002年建立美国第一个食品纳米实验

室。他的实验室被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指定为全球二个

农业纳米技术培训基地之一（另一个在康奈尔大

学）。他的团队致力于食品高分子与纳米功能

食品研究，已开发出非常完整的功能因子输送

平台。作为团队负责人，已从美国农业部，美国

陆军，美国化学会，百事可乐等多个公司获得

超过400万美金的资助以及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海外合作计划（原先的海外杰青）和两个基

地计划的资助。发表高水平文章超过140篇，为

Journal of FoodScience杂志2010年引用率最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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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次被众多新闻媒体采访，包括Forbes， 

Science News， Small Times，NanoTechNews-

News in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European Food 

ScientistMagazine， Food Processing， Safefood 

News，同时被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食品

工程师学会（IFT），美国化学会（ACS），美

国油脂化学家学会（AOCS），以及威斯康星大

学，伊利洛伊大学，马里兰大学等著名大学等邀

请为学术讲座主讲人，并担任《胶体与界面科学

新进展》期刊的特邀编辑，以及Journal of Cancer 

Science& 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Food 

Technology和Food Science and Human Wellness等

杂志的编委。

赵喆（见东方学者介绍）

张帆，男，1969年1月生。上海交通大学研

究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千人计划特聘教

授。

199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应用化学专业学

士学位；2000在吉林大学获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学

位。2001在德国汉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

起先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德国乌尔姆大学和

美国图兰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2010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2012年任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涉及有机合成化学、金属有机化

学、高分子材料和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等多个学科

和领域，在有机光电和能源材料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近年来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30余篇。现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

委重点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基金各一项，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973项目1项，同时兼任德国默

克集团总公司“AdResMS10”科技创新项目首席

研究员。

陈峰，男，196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

市。少年就读于鲁迅小学和绍兴市第一中学。 

1986年考入上海水产学院食品系食品科学专业。

1990年考入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就

读于食品科学与工程系食品工程专业，1992年12

月获工学硕士学位。1993年1月赴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立大学食品系学习，1998年春获得食品科学

博士学位。同年进入该校奥德本制糖研究所，进

行博士后研究。期间发明了糖醇实用生产技术，

同时申报了美国和世界专利，并进行了专利转让

和糖醇工业化生产。1999年3月转入该校昆虫系

进行白蚁生物防治技术研究，取得和转让了3项

美国专利。2000年4月由博士后晋升到研究助理

教授。2001年8月被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克莱姆森

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聘为助理教授，2007年晋

升为终身副教授，2011年提前两年晋升为终身正

教授，是当时美国各大学食品系中少数华人教授

中最年轻的正教授。目前兼任校参议院议员兼学

院议员主委。2011—2012年期间，应邀成为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食品学部终审评

委。至2013年年底，共发表了120篇SCI论文，11

篇专著综述，共同主编了两本学术专著，发明申

报了5项美国和世界专利。同时担任了多本国际

食品学术刊物的副主编和编委。

徐志民，男，1964年5月23日生，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立大学食品科学专业，目前主要从事研究

领域：（1）食品或农产品中促进健康功能成分

的提取，分离和鉴定方面的研究；（2）利用促

进健康功能成分改善食品的质量和提高附加值；

（3）对食品加工过程中的风味物质和色素的鉴

上海“千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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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检测以及变化的研究；（4）利用色谱技术

分析食品中的微量营养成分和掺杂物。目前已在

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曾连续获得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罗尔荣誉奖（2005—2014），食

品科学杂志《Journal of Food Science》2007年最

多引用论文奖。

主要围绕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香精”

特色学科，开展了以下工作：第一，正在建立一

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包括教授1名，

副教授2名，讲师3名；第二，利用自身优势开展

了国内特色资源风味学与功能评价方面的研究工

作，例如帮助团队成员冯涛教授进行国产银杏酒

风味和功能评价方面的研究，该项成果已发表在

2015年《Food Chemistry》上；第三，积极寻找与

上海周边相关中小食品企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为进一步将科研成果转化创造条件。

刘海涛， 男，1978 年 10 月 生。 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 2016 年 上 海“ 千 人 计 划 ” 专 家， 美

国匹兹堡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要主要从事 DNA 纳

米材料，碳纳米材料，以及半导体量子点的制

备和开发应用性研究。近年来在“Science（影

响 因 子 31.03）”“Nature Materials（ 影 响 因 子

35.75）”“Chem. Soc. Rev. （影响因子 24.89）”“J. 

Am. Chem. Soc.”“Nano Letter”“ACS Nano” 等

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 40 多篇。

 工作主要进展：对纳米材料的合成以及机

理研究进行理论和实验技术上的指导；光电化学

转换、能量存储的二维纳米材料构建的关键技术

研究；开展一系列纳米技术的前沿学术讲座；讲

授一门面对化学，材料，生化专业方向研究生和

教职员工的前沿课程。致力于新型功能纳米材料

的研发和应用，尤其是新型低维纳米碳材料的制

备和光电应用等方面有着突出的建树，在高水平

杂志“Science”“Nature Materials”“Chem. Soc. 

Rev. ”“J. Am. Chem. Soc.”等发表了大量高水平

的文章。

韩生，男，1973年4月生。现任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科技处处长、教授，上海市领军人才、上

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市曙光学者、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科学中国人（2015）年

度人物”、奉贤区科技特派员，曾获上海科技进

步二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上海市产学

研优秀项目奖、上海市优秀发明金奖，等省部

级科研奖励10余项。2005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应用化学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同时，担

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理事、全国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论坛常任副理事长、中科院青岛能源所客

座研究员、精细石油化工特约编委、中国石油学

会会员，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Asi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Current Biomarkers及

Adsorp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特邀编委。

主要从事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石墨烯能

源材料等方面的研发工作，着力于研究柴油、

生物柴油、润滑油等油品性能改进。以第一发

明人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00余项其中，已授权约

50项，转让9项；此外，以第一完成人主持国

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曙光计划、上海市领军

人才计划、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

重点项目等各类课题40余项。同时，以通讯作

者或第一作者在Advanced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ngew. Chem. Int. Ed、 

Fuel， Energy&Fuel，等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SCI收录100多篇，论文

总他引次数在1300次以上；在国际国内具有一定

知名度，受到同行广泛认可。

上海市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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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月3日  校长陆靖代表学校党政向离休老干

部、退局老领导送上新春问候与祝福，会议由党

委副书记宋敏娟主持。

1月4日  学校举行2016年“三创”教育与社

会实践表彰大会，副校长叶银忠出席。

1月5日  学校城建学院黄俊革教授圆满结

束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返沪，校长陆靖，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田钦前往上海市委党校迎接。

1月5日  校长陆靖应邀出席上海设计学Ⅳ类

高峰学科暨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揭幕仪式。

1月6日  学校召开2016年度退休教职工答谢

座谈会，党委书记刘宇陆、校长陆靖、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宋敏娟出席。

1月6日  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中国智

能制造挑战赛委员会委员大会暨颁奖仪式举行，

大会确定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承办2017年第十一

届西门子杯大学生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

赛，同时，学校承办的2016年华东一分赛区竞赛

获优秀组织奖。

1月8日  学校举行2016年学院学风建设特色

汇报会，党委书记刘宇陆、校长陆靖，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张艳萍，副校长陈东辉、叶银忠等出

席会议，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并担

任汇报评委。

1月8日  学校6项课题获2017年度上海学校

德育研究课题立项，其中德育理论研究类课题1

项，德育实践研究课题5项，获得立项数位居上

海高校前列。

1月8日   艺 术 学 院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专 业

13109331班团支部获2016年全国高校“活力团支

部”称号。

1月10日  学校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月11日  学校召开2016年校企合作人才培

养教育工作会议，副校长叶银忠出席并致辞。

1月12日  学校与上海悠仙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举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签约授牌仪式。

1月12日  学校召开2016年度校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党委书记刘宇陆主持会议。

1月12日  在2016年度上海高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月总结会暨第十三届辅导员论坛上，学校首

次获得上海高校辅导员团队素质拓展一等奖，理

学院牛亏环老师获2016上海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提名奖，机械学院辅导员强成文老师等获第十三

届高校辅导员论坛征文三等奖。（学生处）

1月 1 2日   “ ‘ 理 ’ 想 同 行 · 心 心 相

‘应’·齐聚‘师’大·金鸡迎新”奉贤海湾三

校辅导员新春联谊会举行。

1月16日至17日  学校举行“学习全国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辅导员专题学习班，党委书

记刘宇陆出席并讲话，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

萍就网络思政工作作专题报告，市教卫工作党委

宣传处处长曹荣瑞应邀作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解读专题辅导报告。

1月19日  学校与靖江光芒集团就智能家电

（果酒酿造器）项目合作签约。·  1月22日，学

校举行2017年新春团拜会，党委书记刘宇陆致

辞，校长陆靖主持。

1月22日  学校召开2017年对外宣传工作研

讨会，党委书记刘宇陆致辞，校长陆靖介绍学校

近期情况。

1月25日  学校“金鸡报喜”2017年寒假留

校学生迎春茶话会举行。

二月

2月14日  学校举行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文本点评会，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

2月16日  学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部署新阶

段新一年学校工作。党委书记刘宇陆、校长陆靖

发表重要讲话。

2月16日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党委书记刘

宇陆、校长陆靖发表重要讲话。

2月17日  校长陆靖、副校长叶银忠会见了

前来学校考察调研体育工作开展情况的市教委体

卫艺科处处长丁力一行。

2月19日  上海市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

进疆工作。机械学院米红林副教授、经管学院

汪朗峰副教授被选派到新疆喀什大学参加援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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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月19日  校香料学院青年博士陈臣的申

报课题《基于系统生物学策略的发酵乳中丁二

酮合成途径的解析与应用》获批入选2017年度

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B类），项目编号

17QB1404200，建设周期三年，项目资金40万。

2月20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副校长陈东辉

接待了优秀校友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兼上海电动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于建刚一行，双方举行座谈。

2月20日、23日  上海市教学名师、校长陆

靖教授主讲公开课，学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发展

促进会成员及化工学院部分教师观摩。

2月21日  学校举行首场辅导员专题培训报

告会，副校长叶银忠出席并讲话。

2月21日  副校长叶银忠出席工程创新学院

与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合作办学研讨会。双方

签约设立“辰竹创新创业奖学金”及校企合作培

养基地。

2月23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推进大会，校长陆靖主持并作讲话。

2月26日  学校与奉贤区政府洽谈共建“东

方美谷”和合作办学。

三月

3月1日  副校长张锁怀接待了奉贤海湾旅游

区党工委书记王秋萍一行，双方举行座谈。

3月3日中午，后勤服务中心举行“2017第一

食堂餐饮服务学生座谈会”。

3月3日  学校举行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第四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简称四届

六次“双代会”）开幕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

3月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市长苏海棠

一行来学校洽谈合作事宜，党委书记刘宇陆会见

了苏海棠一行。双方就产学研合作进行了初步洽

谈。

3月7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会见了奉贤区政协

主席陈勇章、秘书长程晓峰一行。

3月8日  学校举行以“巾帼风华·德润校

园”为主题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7

周年暨建功表彰会。

3月8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交

流汇报会，校长陆靖出席会议并讲话，对各学院

认真做好审核评估工作提出要求，会议由副校长

叶银忠主持。

3月10日  学校举行第四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暨闭幕式。

3月10日  副校长叶银忠会见了来校调研并

牵线学校与意大利莹特丽集团合作办学、联合培

养国际化美妆人才的奉贤区副区长顾佾一行。

3月11日  以“同向同行，协同育人—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全员育人中的责任和担当”为

主题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学校举行。

3月14日  学校应用型本科核心通识课程

《中国古代技术》开课，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徐家跃教授主讲第一讲。

3月15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座谈会，党委书记刘宇陆出

席会议并讲话。

3月15日  校长陆靖会见了来学校调研人事

工作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校长万峰一行。

3月16日  学校召开校院两级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郑

惠强应邀来校传达“两会”精神。

3月16日  校长陆靖应邀出席学校与金华市

“花卉苗木产业研究院”签约仪式并作讲话。

3月22日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前期指导

（一阶段）工作会议在学校举行。评估专家组组

长、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原

院长王奇出席并主持学校汇报会和指导意见会。

3月23日  学校举行“2016辅导员年度人

物”评选大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及学

生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作为评委出席。

3月25日  上海市高原学科“香料香精技术

与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学校举

行。校长陆靖在会上致欢迎辞，副校长陈东辉主

持会议。

3月22日  学校作为第一申报单位联合上海

高罗输送装备有限公司等申报的《多层微纳米超

硬涂层技术应用》项目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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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3月26日  高职学院举行校友分会成立暨建

院十年总结大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出

席会议。

3月26日  机械工程学院科技创新党支部提

交的作品《“跨界联合协同创新”助学习教育显

成效》获得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

活动支部推荐展示“特色作品”奖。

3月26日  关工委网页获得“2016年上海市

教育系统关工委优秀网页”荣誉。

3月27日  学校召开“互联网+”大赛暨长

三角联盟高校竞赛论坛工作协调会议，副校长叶

银忠出席并讲话。

3月28日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带

队赴上海中医药大学调研“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

3月29日  上海化学工业区—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战略合作交流会暨上海化学工业区应急响

应能力提升班开班仪式在上海市化工区管委会举

行。校长陆靖、上海化工区管委会主任马静出席

会议并讲话。

3月29日  副校长叶银忠会见了新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全宝一行。

四月

4月1日  学校召开课程思政指导委员会会

议。党委书记、课程思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宇

陆出席并讲话，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课程思

政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课程思政指导委员会主

任宋敏娟主持会议。

4月5日  学校四届六次“双代会”代表建议

落实情况反馈通报会召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宋敏娟出席并主持会议。

4月9日  计算机学院党总支提交的案例作品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党总支依托“五

个课堂”探索教育新途径——要想早成才，你到

支部来》被选用编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全国

党员教育教材《“三会一课”案例选》中。

4月9日  计算机学院在2017 RoboCup机器人

世界杯中国赛中获国家级三等奖。

4月11日  学校与意大利莹特丽集团签约仪

式在东方美谷核心区举行。副校长陈东辉代表学

校与法拉利签订合作总框架协议及国际合作办学

框架协议。

4月12日  东方美谷产业研究院建设讨论会

召开，副校长、东方美谷产业研究院院长陈东辉

主持会议并讲话。

4月12日  中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三届委

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召开，党委书记刘宇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校

长陆靖主持会议并讲话。

4月14日  党委组织部、化工学院召开化工

专业认证临时党支部成立会议，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宋敏娟出席。

4月15日至16日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

协调司指导、学校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

“2017’知识产权南湖论坛·新发展理念与知识

产权法治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

心举行。

4月16日  学校学生在2017年美国大学生数

模竞赛中获二等奖6项，三等奖9项。

4月16日  学校代表队在2017RoboCup机器

人世界杯中国赛暨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中获服务

机器人综合赛及分项赛全国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三等奖1项。

4月17日  “迎校庆63周年”校大学生艺术

团专场演出举行。

4月18日  学校获（2015-2016年度）“上海

市文明单位”称号，自2000年至今已连续9届获

此殊荣。

4月18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会见了来访的

欧洲企业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安东尼·丁特里希

（Antoine Dintrich）。

4月18日  学校举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前期指导（二阶段）工作会议，评估专家组组

长、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原

院长王奇主持会议。党委书记刘宇陆会前接待了

专家组一行。

4月19日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第一季孵化

项目入驻签约仪式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举行。台湾斯考利集团CEO

陈敬仁、基地校长熊华英出席入驻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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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甄食科技有限公司”和“绿色能源研发工

作室”两个大学生创业项目正式入驻。

4月20日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的第五届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交会）

上，学校10个项目参展。

4月20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63周年校庆暨

首届学术月教授讲坛开幕，党委书记刘宇陆，校

长陆靖，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出席。

4月21日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领

衔的调研报告《对高校离退休干部践行为党的事

业增添正能量的若干思考与建议》获“2016年度

上海市老干部工作部门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4月22日举行的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

大赛暨第四届“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网软件

设计大奖赛总决赛上，学校入围的“We校APP”

项目获“最具投资价值”创业大奖、全国总决

赛一等奖；“植物管家”项目获全国总决赛一等

奖；肖立中、曹扬老师获“优秀指导老师”称

号。

4月23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

二次会议，会议由张艳萍主持。

4月23日  党政领导刘宇陆、陆靖、宋敏

娟、张艳萍、陈东辉、叶银忠、张锁怀及学校

广大干部师生欢迎返校校友回家共庆母校63岁生

日。

4月23日  校 友 伉 俪 代 表 参 加 “ 情 回 上

应”—校友伉俪返校活动，校长陆靖出席座谈会

并致辞。

4月23日  校友吴音女士在校设立帮困助学

基金。

4月23日  学校报送的《应用技术型高校构

建协同创新平台实践研究》入选上海市教委教育

综合改革重点推进项目。

4月23日  学校学生的两幅作品在2016年上

海市诚信教育宣传画征集活动中分别获一等奖和

三等奖。

4月25日至26日  学校举行春季无偿献血活

动，数百名在校学生报名参加献血。党委书记刘

宇陆、校长陆靖专程到献血现场关心、慰问献血

学生。

4月26日  学校举行上海市教育系统“劳模

创新工作室”揭牌仪式，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宋敏娟出席为工作室揭牌。

4月27日  第八届中华母亲节系列活动之

“北堂萱草，为爱奔跑”活动举行，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宋敏娟出席并致辞。

4月30日  学校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状”称号。

4月30日  学校生态学院科学商店青年团队

获得2017年“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

化工学院15107322团支部获得“2016年上海市

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五月

5月4日  学校举行“一学一做”主题团日活

动，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

时的重要讲话，解读新时代的五四精神。

5月4日  “孕育希望的新芽”—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365青年成长计划一周年表彰大会在校举

行。

5月7日  学校召开“华亭古海塘申报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讨论会。校长陆靖出席并

致辞。

5月8日  学校红十字会举办“十年风雨怀初

心一世红会上应情”十周年纪念晚会暨上海奉贤

区海湾高校VCT检测点揭牌仪式。

5月9日  校长陆靖深入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

学院、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工程创新学院、轨

道交通学院、图书馆等专家集中考察点，听取有

关学院和部门关于迎接专家集中考察准备情况汇

报，就进一步做好有关工作提出要求。

5月9日  2017年高雅艺术进校园—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起飞在即》专场演出在校展演，学校

300余名师生共同观看了演出。

5月10日  校长陆靖、副校长叶银忠会见了

来校访问的加拿大圣力嘉学院校长大卫·阿格纽

一行三人。

5月10日至11日  学校举办工会干部培训

班，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宋敏娟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

5月11日和18日  首届学工系统乒乓球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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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比赛举行，12支队伍参赛，校长陆靖观看比

赛。

5月12日  学校召开干部大会，动员部署迎

接审核评估专家进校考察工作。党委书记刘宇

陆、校长陆靖发表重要讲话。

5月12日  学校召开干部大会，学习传达中

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

5月12日  学校召开课程思政指导委员会扩

大会议，研讨部署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党委书记、课程思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宇

陆出席并讲话。

5月12日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会见

了来校进行学生工作调研及学习交流活动的上海

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赵娟及该

校2017年学生骨干研修班学员一行。

5月13日至14日  由微软（Microsoft）中

国、Pearson培生VUE和上海腾科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计算机学院承办的第十三届微软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大赛华东区复赛在

奉贤校区举行。

5月15日至17日  深圳市龙岗区人大代表业

务素质提升研修培训班在学校举行。副校长叶银

忠会见了深圳市龙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陈少雄。

5月16日  学校举行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新创

业工作交流会，交流会邀请到台湾十余家企业的

管理者和北京和上海的投资公司高管。

5月17日  学校和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会、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2017上海

产学研合作创新论坛”在市政协举行，论坛主题

为“成果转化、协同创新、突破瓶颈”。

5月17日  学校召开第五届上海市中学校长

高招改革及招生宣传研讨会，校长陆靖出席会议

并讲话。

5月18日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

做客干部讲坛，以“中国大学的国际学术影响

力”为题作报告。讲坛由党委书记刘宇陆主持。

5月18日  校长陆靖以“学在大学”为题，

做客“才聚语海”天天讲，为广大学子作专题讲

座。

5月20日  在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机械工程

创新大赛中，学校获大赛一等奖2项，并取得明

年全国大赛上海预选赛参赛资格，另一团队项目

获二等奖。

5月21日  学校举行“萱草生北堂，母爱满

中华”第八届中华母亲节晚会，晚会以“弘扬中

华美德，传承母爱亲情”为主题。

5月21日至25日  学校接受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

5月22日  学校艺术与设计学院特教班学生

凌燕在上海市高校学生“谁的青春不奋斗”故事

讲演大赛决赛中获二等奖。

5月24日  第二届“东富龙”杯智能车竞赛

暨全国“恩智浦”杯选拔赛举行。

5月25日  学校举行“十年匠心育人、筑梦

共创未来”2017年诚信月闭幕式暨上海市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颁奖典礼。上海市学生事务

中心副主任周红星、上海市教委学生处余梦梦应

邀出席。

5月27日  机械工程学院教师蔡汉跃“倾情

照顾‘无肠’妻子30年、创造人间奇迹”的感人

事迹，被评定为2016年度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

统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

5月31日  市教委高校食品安全专项督查组

专家一行到学校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副校长

张锁怀出席。

六月

6月1日  学校党委召开党务工作例会，党委

书记刘宇陆主持会议，就进一步推进当前学校工

作发表重要讲话。

6月2日  由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上

海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促进成果转化基金会

主办的2017年度上海市“联盟计划—难题招标专

项”项目评审会在学校举行。

6月3日至4日  2017年上海大学生企业经营

模拟沙盘大赛决赛在校举行，学校参赛队获三等

奖。

6月3日至4日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主

办，学校人文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人力

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华东地区）竞赛举行，学校

参赛队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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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学校举行“5﹒25 我爱我”大学生

心理健康活动月闭幕式暨第五届校园心理情景剧

决赛。

6月4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副校长陈东辉会

见了来校访问的意大利莹特丽集团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达里奥·法拉利（Dario Ferrari）、亚太区总

裁马丁·布鲁埃（Martin Breuer）及中国区总裁

弗朗哥·卢卡（Franco Luca）一行。

6月4日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2018首届

中国（宁波）国际迷宫展览会”参赛项目在第七

届“远华杯”全国大学生会展创意大赛中获一等

奖。

6月4日  在 第 十 三 届 M O S （ M i c r o s o f t 

Office Specialist）全国总决赛中，钱亮同学获

2010PowerPoint组一等奖，董天祯老师获优秀指

导教师奖。（计算机学院）

6月6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

作会议。

6月7日  第七届“校长奖”（学生）终评会

举行。

6月7日  学校召开化妆品技术与工程目录外

应用型本科专业专家论证会。

6月7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会见了来校访问的

荷兰方提斯应用科技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时尚趋

势分析学者卡尔·罗德（Carl Rhode）。

6月8日  学校与浙江东阳花园集团共建“东

阳应用技术产业研究院”举行签约仪式，副校长

陈东辉出席。

6月9日  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科技创新党支

部在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以党

建之光照亮卓越工程师成长道路—“我与企业导

师共话成长”主题党日观摩交流活动。

6月11日  由上海市计算机教指委主办，学

校计算机学院承办的“上海市计算机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论坛”举行。

6月13日至14日  学校召开教学成果奖申报

汇报交流会。

6月14日  学校召开工会换届工作布置会

议。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并讲话，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张艳萍主持会议。

6月15日  学校召开人才培养特色及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研讨会，校长、党委副书记陆靖出席

会议。

6月15日  学校2017年“健康杯”教工乒乓

球团体赛举行决赛和颁奖仪式。

6月16日  副校长陈东辉应邀作客环境系

列天天讲，围绕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十三五”规划开展讲座。

6月17日  校长、党委副书记陆靖应邀作客

闵行中学生涯讲堂，以《挑战课本—化学教学中

的科学前沿》为题为全体高一学生作讲座。

6月17日  学校16个学院的招生宣传小组成

员参加上海市30余所普通高校大型招生咨询会，

招生宣传咨询工作全面展开。

6月18日  经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专家

组评审，特教大楼工程项目被评为上海市建设工

程“白玉兰”奖。

6月19日  学校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动员部署会暨学习贯彻市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党课。

6月20日  校长、校党委副书记陆靖会见了

来访的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东亚学院院

长兼孔子学院院长姚万祥及商学院学生团一行。

6月22日  学校举行“思源致远，寄语未

来”为题的2017届毕业生座谈会。

6月26日  “初梦犹在高歌远行”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2017毕业晚会举行。

6月27日  由市教委原副主任王奇、市教委

巡视员蒋红任组长的市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

督查第三督查小组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实

地督查。

6月28日  学校举行2017届本科生毕业典

礼。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主持毕业典礼。

6月29日  学校举行建党96周年暨先进表

彰、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

并发表讲话。

6月29日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高层论

坛在校举行。校长、党委副书记陆靖出席并致欢

迎辞。

6月29日  学校到全国各地的27个招生宣传

小组已顺利返沪，在上海市中学的宣传于7月2日

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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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由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上

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17年度《联盟计划》签约

颁证暨科促会专家聘任大会”举行。

6月30日  国家半导体照明应用系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发展战略论坛暨上海半导体照明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校召

开。

6月30日  副校长陈东辉会见了欧洲创新学

院副院长瑞克·拉斯穆森（Rick Raussen）、项

目经理桑德拉·麦希斯（Sandra Metsis）一行，

双方表示希望能加深了解、开展合作。

七月

7月2日  学校举办了2017萱草文化节，这是

首次以观赏类萱草为主题举办的活动。

7月2日  在首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

（科交会）上，学校多项科研成果参展，肖作兵

教授主持的“香气协同与控制释放关键技术与应

用”项目获优秀项目展示奖，科技处张钰获先进

个人奖。

7月2日  校长、党委副书记陆靖前往新疆，

考察喀什大学并慰问学校第九批援疆教师。

7月4日  学校与奉贤区统战系统“区校联

动·共筑同心圆”活动举行。

7月4日  2017年上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

术”研究生暑期学校开班，副校长张锁怀，特聘

长江学者西安交通大学赵玉龙教授、上海九高节

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李曼萍教授级高工出席。

7月5日  学校2017年辅导员论坛第二场专

家报告会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出

席。

7月6日  由党委副书记宋敏娟带队，校课程

思政临时党支部、课程思政团队教师一行40余人

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

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8日  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教育论坛在

校举办。

7月9日  “2017上海化妆品科学论坛”在

校举行。论坛主题为“天然活性原料的开发与应

用”。

7月9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千人计划特聘

教授赵喆科研团队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申

报的“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专项“高强韧陶瓷

复合材料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获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

7月9日  化工学院院长胡晓钧教授入选2017

年度“曙光计划”。

7月22日至24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副校长

陈东辉率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和部分学院主要负责

人前往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考察调研

2017年7月-8月，学校创业团队在建行杯第

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

赛区中获得大赛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优胜奖

4项，并获得优秀组织奖（集体），工程创新学

院梁垚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八月

8月5日  学校与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的第一届绿色建材论坛举行。副校长陈

东辉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辞。

8月17日  学校圆满完成2017年秋季招生录

取工作，学校共招收秋季本科生3867名，高职学

生203名。

8月18日  学校原校长卢冠忠同志的遗体告

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8月26日至30日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系统仿真学会联合

主办，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承办的2017年（第十一

届）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

赛总决赛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在

学校举行。

8月27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第三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

九月

9月3日  学校代表队在2017上海市大学生

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暨全国大学生西门子杯中国

智能制造挑战赛中获华东赛区特等奖4项、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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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5项，上海市大学生工业自动化挑战赛一等奖5

项、二等奖6项。

9月3日  在第五届“蔡司·金相学会杯”全

国高校大学生金相大赛和第三届“莱州华银·金

相学会杯”全国高校大学生材料综合技能大赛

中，学校获得金相技能全国一等奖1项、二等奖1

项、材料综合技能全国一等奖，王泽民和郭艳辉

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9月4日  2017级中本教育贯通班开学典礼暨

家长见面会在校举行。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与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等6所中职院校的校领导共同

出席。

9月6日  学校召开“学科建设五大工程研讨

会”。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到会指导，副校长

陈东辉主持会议。

9月6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党委副书记、

校长陆靖待了来校访问的红河学院校长甘雪春一

行。

9月8日  学校举行“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好学

生引路人”庆祝第33个教师节座谈会。

9月9日  教务处处长周小理教授获2017年上

海市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

9月10日  学校1973级校友近200人毕业40

年后齐聚母校，与当年培育他们的老师共度教师

节。

9月12日  学校聘任保罗·迪明斯（Brendon 

Paul Timmins）为校级海外名师。党委书记刘宇

陆出席仪式并颁发聘书。

9月13日  鲁班书院揭牌仪式举行，刘宇

陆、陆靖共同为鲁班书院揭牌。

9月15日  学校举行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

4900余名新生参加典礼。

9月15日  学校举行2017年军训汇报大会，

大会由张艳萍主持。

9月16日  学校1987级有机合成专业8715班

30余名校友返校聚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

萍，市教委老干部处处长、8715班原班主任李坚

真出席。

9月18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以“厚德精技砥

砺知行—在追梦路上谱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

为题，为2017级4910名全体新生讲授了“第一堂

思政课”。

9月18日  学校举行三十年教龄、教育工作

者及教育战线工作三十年表彰会，会议由张艳萍

主持。

9月18日  学校为2017年入伍学生举行欢送

大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出席并讲话，

全体入伍学生和部分入伍学生家长参加送兵大

会。

9月19日  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副校长

陈东辉会见了来访的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张桦，党委委员、副校长徐琤颖等

代表团一行。

9月19日至21日  副校长陈东辉应邀出席第

八届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并代表学校参加了

“全球化工安全教育网络”签约仪式，学校正式

成为“全球化工安全教育网络”重要成员。

9月20日  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为鲁班书

院新生主讲题为“学在大学”的入学讲座。

9月20日  副校长陈东辉会见了来访的法国

国际香料香精与化妆品学院执行总长塞西尔·埃

卡勒·蒙泰尔（Cécile Ecalle Montier）女士及巴

黎商会教育对外事务主任玛丽安·康德·萨拉扎

（Marianne Conde Salazar）女士。

9月21日  上海市首批“高本贯通”学生开

学典礼暨家长见面会在校举行。

9月22日  由上海市有色金属学会与学校共

同主办、上海有色金属协会协办的“有色金属智

能制造研讨会”在校举行。

9月22日  学校举行网络信息安全专题培训

会议，副校长张锁怀出席并主持。

9月26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再次为上海高校

“中国系列”课程《中国智造》第三季开启首

讲。

9月26日  学校与市计生委、市计生药具管

理中心联合开展以“为爱坚持科学避孕”为主题

的2017年世界避孕日宣传活动，党委副书记宋敏

娟出席活动。

9月26日  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副校长

陈东辉会见了来校访问的上海化工区知联会会长

杨延辉一行，双方举行座谈。

9月27日  北京市残疾人艺术团来校为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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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不忘初心梦的起航”特殊文艺演出。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出席并致欢迎辞。

9月27日  “迎祖国华诞展赤子初心—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思政课社会实践主题作品展”

开展仪式举行。

9月27日至28日  学校组织开展2017年下半

年无偿献血活动。全校共768名师生参加无偿献

血。

9月28日  副校长陈东辉会见了来访的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梁熙东博士

和MBA项目主任洪大淳博士。

9月28日  学校举办国庆电影招待会，师生

代表共同观看了电影《血战湘江》。

9月29日  学校离退休工作委组织退休教职

工舞蹈队携新疆舞《掀起你的盖头来》，参演

“爱我中华共筑中国梦--上海市教育系统离退休

老同志文艺演出。

9月30日  学校举行“致敬五星红旗—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师生国庆升旗仪式”。

9月30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会见了来访的湖

州师范学院校长张立钦、副校长马志和一行。

十月

10月10日  学校组织召开上海应翔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战略发展研讨会，党委书记刘宇陆，

副校长、应翔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陈东辉出席。

10月12日  学校与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0月12日-14日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

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在广

东佛山举行。计算机学院参赛队共获得二等奖四

项。

10月13日  学校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召开会议，评审A级文明单位、文明窗口，研究

部署学校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10月13日  学校举行“先贤语迹”文化景

观暨忠诠—尔纯塑像、詹守成塑像揭幕仪式。

10月16日  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会见了

洛阳理工学院校长刘国际一行。双方就两校开展

全面战略合作相关事宜进行洽谈。

10月16日  学校举行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蒋宇静教授受聘仪式。党委书记刘宇陆为其颁

发兼职教授聘任证书。

10月17日至18日  副校长陈东辉率队分别

赴东莞理工学院、厦门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

交流学习。

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全校师生通过

电视、网络、新媒体等途径积极收听收看十九大

开幕会直播。

10月19日  学校举行全体中层干部培训班

暨课程思政教师及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10月20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五届教职

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市教育工

会常务副主席王向群出席并致辞。

10月20日  副校长陈东辉会见了来访的浙

江省东阳市科技局局长郭丽君、花园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冯金刚一行，并出席“东阳应用技术产

业研究院”揭牌仪式。

10月25日  学校纪委组织召开纪委委员

（扩大）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10月27日  学校在奉贤校区举办“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大学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研讨会”。

10月27日  学校召开离退休干部庆重阳暨

敬老月座谈会。

10月30日  学校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双代会”）第一

次会议举行闭幕式。党委书记刘宇陆以《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开启新征程，共筑美好强校

梦》为题作重要讲话。

10月30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率领全体校领

导、第五届“双代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各代表

团正副团长等，集中参观了“奋进新时代共筑

中国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3—2017主题成就

展。

10月30日-11月1日  以天津大学贾绍义教

授为组长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组一行5人，

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开展为期三天的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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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1月2日晚 《十送红军》、《映山红》等

熟悉的旋律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响起，上

海沪剧院的大型沪剧《回望》在学校精彩上演，

300多名师生观看了演出。

11月2日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热

情接待了甘肃省教育厅宣教处长张发旺领队的甘

肃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培训班学员一行。

11月3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马克思主义

学院直属党支部与上海市信访办读书小组、市

教委信访办共同举办的党的十九大精神联组读书

会。

11月3日  继续教育学院航空服务专业办学

十年总结汇报会举行，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

景、党委书记刘宇陆出席并讲话。

11月3日  党委书记刘宇陆、副校长陈东辉

带队，与崇明区人民政府洽谈参与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合作事宜。

11月8日  学校在第一教学楼举办课程思政

教学公开课活动。党委副书记宋敏娟全过程指导

并出席公开课活动。

11月9日  学校举行“先贤语迹”文化景观

詹守成塑像瞻仰仪式，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

敏娟出席并讲话，詹守成先生家属詹君湜先生及

夫人周新美女士应邀出席。

11 月 12 日  今年的第 19 届工博会上，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多项接地气的科研项目引人关

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赵喆教授团队提供了为

齿科陶瓷修复体数字制造提供完整的 3D 打印解

决方案。

11月12日  2017年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

能大赛金蝶云管理创新杯大赛全国总决赛于在云

南财经大学隆重举行。计算机学院团队，荣获总

决赛三等奖。

11月12日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中

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主办，易班网和学校承

办的“唱响青春中国梦”第三届全国高校“校园

好声音”华东赛区区域赛在奉贤校区体育馆圆满

落下帷幕。

11月12日  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与山

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1届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大会在济南举行，学校与协同创新平台协作

单位合作成果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11月13日  党委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议，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章程》，重温入党誓词。

11月14日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原主任委员、

市教卫工作党委原书记、市教委原主任薛明扬，

市人大预算工委原主任、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

任连友等市高等教育投入评估咨询委员会一行来

学校就 2017 年预算执行管理情况进行调研指导。

11月16日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

贯通培养研讨会在徐汇校区举行。

11月17日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的专业

技术指导培训师为工程创新学院教职工进行创业

师资培训。

11月17日  上海高校区域心理中心主任沙

龙暨海湾地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医教结合”工

作交流会在学校召开。

11月17-18日  2017年材料节暨材艺大赛

在奉贤校区举行，全校共有600余名同学参与比

赛，来自材料学院、机械学院、理学院、化工学

院的40名同学在材艺大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

等及单项奖。

11月19日  心系母校，詹守成先生家属詹

君湜先生及夫人周新美女士向学校捐赠了200万

元。

11月19日  2017年校企共赢育人机制研讨

会在学校举行，奉贤区科委相关领导、机械工程

学院相关负责人、教师及学生代表，以及近40家

企业和高校代表参加研讨会。

11月19日  学校辅导员团队获得第六届上

海高校辅导员团队拓展活动团体三等奖。

11月20日  机关党总支第八党支部召开专

题组织生活会，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围绕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党章的主题，给全体党员上

党课。

11月24日  党委举行中心组（扩大）专题

学习会，邀请党的十九大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原主任张力教授来校作专题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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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中法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论

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党委书记刘宇陆应

邀出席论坛。

11月26日  第十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

讨会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举行，德

中两国教育部门、各应用型高校与企业的校长及

专家参加会议。

11月28日  由学校与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

计创新研究院、第四届上海-亚洲平面设计双年

展组委会主办，艺术与设计学院承办的“2017第

四届上海-亚洲平面设计双年展暨国际互动媒体

设计论坛”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11月28日  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辉

一行来访，双方就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推

动教育国际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交

流。

11月29日  学校党委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启动仪式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

讨班报告会。党委书记刘宇陆作动员和首场宣讲

报告。

11月29日  由如皋市委组织部人才办、南

通第十批科技镇长团主办，学校承办的“人往皋

处走”—如皋·上海人才对接峰会在学校举行。

党委书记刘宇陆热情会见了参加活动的南通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办副主任吴陈钢，如皋市

委书记陈晓东等相关领导及嘉宾。

11月30日  学校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

（简称知联会）换届选举会议举行。上海市知联

会副秘书长、市委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处副

处长何倞，华东理工大学知联会会长胡爱国，紫

竹国家高新区知联会会长朱建凯及学校知联会会

员参会。

11月30日-12月1日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宋敏娟带队赴贵州财经大学考察，围绕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大数据发展与高

校人才培养创新等，实地调研了解了该校的经验

和做法。

十二月

12月3日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曹扬曾荣获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优秀党务工作

者、上海市首届“教学新星”提名奖获得者。

12月3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二次学生代

表大会召开。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以《行

动引领行动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迎接新时

代》为题致辞。

12月4日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第八

届“校长奖”宣讲会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陆靖出席，党委学工部各学院相关负责人、新生

辅导员，各学院大一新生等300余人共同参会。

12月5日  学校召开2017年本科教学工作会

议，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出席会议并讲话。

12月5日  学校举行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服

务工作交流研讨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

萍，上海中医药大学“洪汉英工作室”主持人洪

汉英及工作室成员玛丽亚·居乃丁、关琳子应邀

出席研讨会。

12月5日  副校长陈东辉热情会见了如皋市

政府副市长高峰、市科技局局长马军华及如皋企

业代表团一行。

12月6日  学校召开《应用技术学报》第一

届编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2月5日  昆山市副市长肖立中、科技局局

长陆陈军率科技镇长团全体成员、乡镇科技负责

人及相关企业负责人来校进行产学研对接活动。

12月6日  学校纪委组织召开纪委委员（扩

大）工作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为

全体纪委委员作题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水平” 的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辅导报告。

12月6日  学校召开学位点申报工作总结会

暨文科发展工程推进会。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

出席并致辞，副校长陈东辉主持会议。

12月8日  华东华东师范大学后勤保障部副

部长刘长雪等学生公寓“六T”专家组到学校实

地检查公寓建设情况。

12月10日  《景观物语草木关情—文化校

园九讲》是学校新开的一门综合素养类课程，这

门课的首讲由党委副书记宋敏娟向学生讲述校史

拉开序幕。

12月12日  学校举行2017年学院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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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汇报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艳萍出席。

12月12日  在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的牵线

组织下，浙江省武义县副县长李庆峰率队到学校

参观考察。

12月13日  在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举行

“离退休干部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表彰

大会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领衔的调

研成果《从我校离退休干部践行为党的事业增添

正能量的若干形态引发的思考与建议》、离休老

干部祝尔纯老师和退休教师柳生根、退休教师邓

安华的《我为反贪叫好》分别获奖。

12月14日  学校召开“弘扬优良家风·树

立家国情怀”教苑最美家庭和十大优良家训表彰

大会。

12月14日  2017年“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

项目奖”表彰大会举行。

12月15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千名高校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和“网络

巡礼”活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专场报告会在学校

举行。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热情接见了巡讲团

成员，并与他们亲切合影留念。

12月16日  期刊主编沙龙在学校举行，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上海市学生德育发

展研究院（筹）书记、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副主

任宗爱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12月17日  在2017年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

践成果展示暨上海高校大学生理论学习型社团年

会中，学校连续获得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

“优胜杯”荣誉。学校团委被团中央学校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授予“优秀单位”称号。

12月18日  市教卫工作党委“人才30条”

专项督查与调研组一行来学校检查工作，对学校

落实“人才30条”相关工作情况进行实地督查与

调研。

12月19日  学校纪委组织召开干部集体廉

政谈话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宋敏娟为学

校试用期满和新上岗中层干部、人财物重点岗位

干部作题为“做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的党员干部”的廉政谈话。

12月21日  副校长陈东辉会见了来访的江

西省金溪县县长高连珠及县政府办、商务局、工

业园区管委会一行，双方签订了“金溪县-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12月21日  轻量化、智能修复材料协同创

新平台筹建会议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国家复合

改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与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共同组建上海技术

转移中心挂牌仪式在学校举行。

12月22日  由市纪委驻市教卫工作党委纪

检组组长杨永和带队来学校对2017年度校党委落

实三大主体责任情况进行了调研检查。

12月24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第一届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在徐汇校区举行。

12月25日  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为研究

生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近500名研究生参会。

12月27日  学校党委召开2017年度老干部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2月27日  党委副书记、校长陆靖应邀到

江苏太仓明德中学开展《挑战课本—化学教学中

的科学前沿》科普讲座，近800名师生聆听了讲

座。

12月27日至28日  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

术研讨会暨2017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

政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召开，副校长陈东辉应

邀出席，并作了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与应用型

高校发展”的主题发言。

12月27日至28日  由上海教育系统网络文

化发展研究中心指导、学校党委宣传部主办的上

海南部片区高校网络舆情应对与网络文化引导研

讨会在奉贤校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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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名单

化学工程与技术（132人）

曹茂庆 常 兴 超文正 陈 晨 陈大伟 陈红艳 陈 翔 陈晓梅 陈祎桐 程凤凯

崔伟娜 代国法 戴国勇 董晓晓 杜三艳 杜亚辉 段龙辉 方龙伟 冯晨萁 付 宁

高晓东 郭晨婷 郭 磊 国媛媛 贺延昌 胡明慧 胡中志 华玉喜 黄 冲 黄大康

霍娟娟 纪英豪 蒋立雪 康满满 孔佳丽 孔令站 李丹丹 李丹凤 李 东 李浩克

李 静 李 南 李 爽 李心驭 李 勇 廉 翔 刘东伟 刘功益 刘杰飞 刘林炎

刘 晴 刘泰驿 刘文斌 刘晓婷 罗 军 罗 敏 罗永恒 罗宇明 罗志敏 吕 欣

梅贤义 孟 珂 聂雷涛 全阳平 芮 银 桑 敏 申永波 沈 婷 沈唯唯 沈亚莉

舒启胜 司改改 孙威广 陶瑞衡 王 超 王丹凤 王红玲 王 惠 王娇娇 王 珂

王 明 王 荣 王 蕊 王三国 王雪里 王耀锋 王 越 王 震 魏蒙月 温 文

文 静 吴 琼 吴曲阳 谢 涛 谢婷婷 邢阳阳 徐春叶 徐丽娟 徐培丽 徐善凤

徐 涛 许 鹏 薛 原 颜 浩 杨慧娟 杨文亚 叶 乐 于利辉 岳 齐 臧洋洋

詹 兵 张 骋 张晶晶 张立恒 张 苗 张 妮 张 冉 张松幸 张 伟 张 燕

张 玉 张治文 章 开 赵海燕 赵韦韦 赵永新 周慧芳 周 建 朱 婷 庄 兵

庄榆佳 左红梅

机械工程（52人）

安明明 蔡丹凤 蔡 萌 陈明珠 陈培东 陈 强 陈 胜 董嘉炜 范建祥 高相龙

葛 欢 葛玉静 耿 涛 胡立力 胡守明 黄 远 冀宝霖 蒋红杰 金 晶 赖见涛

李家贤 李林茂 李 伟 廖华栋 刘力力 刘 洋 罗二宝 吕博鑫 孟永政 盛育东

石 升 苏 俊 孙婧怡 涂田刚 万荣庆 汪泽涛 王红彩 王琴雪 王 帅 王希同

吴华杰 徐 佳 颜 平 叶秋泽 张海军 张 伟 赵 杰 赵 楠 赵志繁 周梦影

祝 可 邹新寅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71人）

曹伟光 曹伟伟 陈 彬 陈雪平 邓淋滔 范秋敏 冯海威 付 琳 龚雪磊 韩晓韦

何抗抗 何学刚 黄成杰 黄 俐 霍浩华 霍孟飞 贾 兵 贾少杰 江新泽 江 扬

姜翠翠 兰国贤 李 晨 李 晗 李金宵 李路遥 李 鹏 李勤勤 李旭祥 李迎光

李 玉 李云扬 刘建东 刘金宝 刘兰杰 刘鲁静 马文飞 孟婷婷 穆艳菡 聂圆圆

桑 建 孙功超 孙 凯 王庆宣 王 为 王孝龙 王亚萍 吴新猛 伍宏伟 薛楠楠

薛振海 杨树丽 杨雪芳 姚 波 余伟萍 余 郑 喻宁波 岳韩笑 占 升 张道明

张 峰 张 利 张芝华 赵金龙 赵 静 赵修显 赵 炎 钟国兵 周 艳 周亦文

朱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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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毕业本科生名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物理）11101411班

贲 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 121012D1班

范哲冰 伍仔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121012F2班

王一尘 李铭熙 刘 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121012F3班

秦朱博 龚治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复合材料与工程）12101311班

顾恩吉 丁浩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物理）12101412班

邹家华 李东鸣 武天雄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 131012D1班

李欣岑 程晓东 夏一凡 陈甲庚 李中皓 张振弘 赵璐欢 姚晨辉 王淳卉 马英剑

李哲杰 许燕杰 娄静洁 单昌礼 梁华丽 吴郢珊 倪帅帅 邢婷婷 金程威 常文秀

黄宇轩 孟玲玉 丁学渊 刘广运 甘祖忠 冯 敏 陆 向 沈 晓 王 昂 韩 宇

程 奎 王 栋 何 鑫 沈 凤 王 蓉 赵 曌 董 键 何 山 朱 辉 刘 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131012F2班

刘进成 王维澄 陆健聪 单海栋 傅一凡 雷仲杰 付文杰 龚立俊 曾俊恺 吴迪梁

祝博伦 杨晨鸣 赵瑛玮 沈逸轩 段程耀 潘陆钊 付 翔 雷 凡 吕 淳 孙 瑞

权 赛 李 徐 张 奇 唐 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131012F3班

刘三超 潘汉殿 沈晓栋 陈李红 常新建 秦智俊 熊瑞恺 袁保林 张若男 高丽勤

王亦青 杨占胜 付欣涛 顾佳伟 郭大卫 陈佳玺 李皓轩 熊武阳 唐乾胤 施方圆

杨 枭 兰 晨 郑 晨 张 辉 吴 翔 沈 婷 芦 瑶 蔺 杰 陈 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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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复合材料与工程） 13101311班

陈青宝 贾学晨 汤学成 夏双成 杜利春 王若枫 洪鑫广 温丽佳 渠露洁 刘志君

顾依琳 徐文龙 徐明敏 胡毓宁 丁佳琪 卢诗琦 王岑青 徐涯爽 甘传先 余芷欣

陆靖宇 刘鑫宇 高 颖 张 恒 郭 旭 孙 姝 贺 鹏 胡 灿 沈 飞 徐 栋

李 沫 曹 珍 吕 伟 温 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物理）13101411班

张贝贝 杨云光 孙一含 林剑华 韦海辉 徐诚极 郭少杰 李颖杰 朱铮捷 陈雪筠

肖英俊 林书侃 倪云丽 徐成龙 莫月平 杨美琪 谢文强 孙亿琴 喻皓若 郁赛赛

韩心童 张雅雯 梁春欣 赵敏缘 伍凤云 徐 峰 苏 芮 王 成 张 杰 曹 相

梁 芮 陆 威 宋 晨 闫 海 张 谦 黄 隆 杨 松 陈 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物理）13101412班

赛娅·达吾太  杨以诚 曹流东 孙彬峰 蒋灿焕 沈志杰 张孟洁 文新乐 刘佳莉

王月明 韩建平 程星旗 李庆秋 姚卓群 张雅荣 陈昕茹 李宏苏 蒋颖穗 陈丹婷

龙沛霆 陈小伟 季灵贤 戴庆旭 王海艳 顾贝易 许嘉奕 郝 鹏 李 岳 吴 旭

彭 俊 周 豪 季 蕾 周 鹏 卢 瑛 朱 妍 范 杰 王 磊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1105121班

吕祝平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学）11105202班

高韵之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11105512班

周凌阳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11106501班

周旭红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11106502班

刘林飞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2105121班

赵华兵 黄真霖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2105122班

单明博 顾天文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210512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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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澄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12105161班

胡震豪 邓立云 谢金志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学）12105201班

张舜安 许炜彬 李雪尔 岳永烽 莫永辉 刘盛键 郭林杰 石钰琨 李嘉乐 谢晓琳

杨雅淇 翁志强 赵宵莎 王茂婷 叶娉婷 朱有为 方钰雯 王吉祥 周曦妍 陈江洋

陶天洋 韦涵州 段 旭 张 锋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学）12105202班

戴宗波 尹秋晨 朱奕蝶 周岸涵 高小涵 郝宇行 张竹君 陈耀奎 邱佳敏 胡晓鸣

金松男 卜胜武 王萱夷 唐依莹 孔天宇 胡哲雨 丁 勇 施 炜 陈 帅 郭 瀛

林 烨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12105511班

赵子路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安全工程）12106312班

陈永娇 陆干明 李 虎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建筑节能方向）] 12106511班

童纯铖 朱至杰 陆 标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业节能方向）] 12106521班

王志军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3105121班

令狐毅波    陈昌天昊    李羽诚 赵一丁 蒲传东 石正东 刘笑冬 谢一夫

罗昭晖 吕智剑 黄理江 姚沥军 楚微澜 朱学磊 马永良 陈丽露 叶泽坪 马小倩

龙冠维 郑哲文 张天翔 何 星 刘 凡 季 峰 黄 磊 罗 锋 吴 尧 毛 宁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3105122班

马日克姑    徐翊超 陈志德 祁亚东 杨本昊 杨程鸿 项思佳 彭泽莉 陈学亮

彭少龙 于黎明 王倩倩 黄泽权 张应顺 杨雨亭 谢武伟 王鸿霄 张宇雄 李聚义

徐 浩 郑 超 胡 威 张 晋 顾 燕 程 露 郑 策 闫 爽 车 萌 海 旺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13105123班

唐库丽·海拉提 张为诚 刘天驰 金航飞 龚姝菡 刘小行 葛世皓 王飞鸿 洪伟健

高君杰 韦人杰 韩万里 周思龙 刘启龙 朱寒璐 陆凯敏 陈一鸣 朱佳琪 刘尚晴

汪文书 朱逸涛 邹涵韬 季智炜 郭想想 倪睿一 吴 波 王 培 励 益 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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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靖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13105161班

祝沈美子    王克波 周天超 陆文迪 刘江海 胡才昊 陈宇辉 张正力 都家琦

朱国强 金玉青 鲍庆庆 高佳玮 赵明西 梁百星 黄静琰 朱晨烨 车承烨 杨 翃

李 铭 蒋 婷 何 勇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工程管理）13105611班

顾克斌 陈裕锋 郑礼庚 宋晓康 罗进丽 张亚楠 魏佳琦 王桦倩 吴菁沁 黄玉卿

李浩然 蔡昕睿 房奕晟 张霞婷 郑花婷 赵晓雅 陈宇扬 陈思瑶 赵蔚怡 王欣易

陆君懿 朱鹏宇 章 涛 金 枝 张 玲 陈 涛 张 帆 秦 燚 傅 晨 苏 强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13105711班

王梓畅 张铜城 卢茂聪 侯旖迪 沈逸凡 蒋臻辉 朱佳君 石超俊 张智柯 陈晏灵

朱倩翎 何毅民 霍佳琪 姜彦青 雒小伟 叶年雪 陈智昱 周子钰 王浚元 延晨越

张艳云 周 亚 赵 珉 张 波 韩 阳 贾 巍 李 光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13105712班

朱金灿 张怡辰 黄晓东 黄治钒 王书峰 郭少华 孙国华 奚毅杰 陈梦洁 劳源奎

杨苗苗 朱诗敏 姚依娜 苏兆年 杨凯宁 李泽鹏 沈雨青 杜宝庆 王槐涛 唐斐骁

柳艳艳 盖朝阳 汪海洋 王 斌 陶 悦 赵 舟 赵 媛 金 宇 齐 丽 徐 超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安全工程）13106311班

张贝贝 何贝贝 乔超超 刘沛东 赵雪菲 孙一鹤 周建华 凌佳慧 丁雨杰 陆颖洁

匡亚南 周梦倩 张启锐 张慧婷 施怡雯 金政旭 朱瑾怡 张天燚 王萌照 陈 頔

曹 伟 何 平 沈 欣 程 颖 汪 鑫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安全工程）13106312班

王海宝 陈贝儿 金一帆 娄星浩 曾献华 吴晓菁 刘会娟 石佳琳 黄海玲 施俊龙

杨海明 叶序楠 曹丹妮 吴冰清 王帷韬 许灵烯 彭远翔 杨佳燕 连璐瑶 冷玮怡

杨璐颖 杜 军 张 剑 郑 杰 蓝 颖 张 婷 王 印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节能）] 13106611班

李锦超 周轶初 张伟春 何晓东 范一栋 姜凌卉 王逸娇 徐晓杰 唐晓琳 李帅龙

冯冰璐 施倩妮 倪仁倢 贾金锐 鲍珊珊 王启珅 吴哲生 嵇天炜 李思扬 汪臻尧

徐卿尧 陈鑫尧 廖章耀 王天宇 王嘉贇 程 灿 陈 悦 赵 斌 张 威 党 雪

伍 婷 夏 漾 纪 松

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节能）] 13106621班

申鹏飞 张会锋 刘俊锋 邵思国 翟雨佳 杨天骄 张海杰 杜隆坤 蒋玲敏 罗基平

汪君奇 史方锐 杜嘉顺 胡春颂 姬文彦 王舒钥 李润泽 陶 伯 张 嵽 周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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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晨 王 舜 赵 斌 周 健 田 扬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中美合作）] 11103221班

朱浩麒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 111032Y1班

宋泓良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12103101班

袁佳成 林智捷 黄 菲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12103102班

郑经城 吴玉枫 龚麟健 陈鲍杰 凌亦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13103101班

柴巴乐森    赵励冰 徐智超 夏鹏程 肖轶凡 胡宇峰 赵嘉豪 姚宏杰 潘海婕

张嗣静 陈小康 刘伟伟 江立文 潘晨翔 王小兴 方佳燕 李嘉忆 陈哲意 蔡佳渊

郁晓舟 方 爽 严 江 孟 凡 杨 静 崔 婧 孙 瑜 郑 斌 马 涛 张 昊

王 娅 朱 毅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3103201班

夏依旦·西尔艾力    文嘉辰 顾良承 周文豪 卿文华 李泓江 周诜杰 刘韩杰

李家君 杨明君 罗小龙 韦杰敏 徐向鸣 倪玮平 魏思琪 石砚秋 杨奕瑞 沈怡婷

钟玉婷 郑智威 曹世微 莫剑文 徐李鑫 石弘洋 胡彬怡 金宗轶 胡迎迎 王思由

颜 兴 龚 岑 邓 拓 郑 霏 卢 娜 任 梁 金 鑫 李 阳 肖 华 项 楠

周 捷 杨 瑞 周 垚 黄 珊 田 旺 后 月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中美合作）] 13103221班

孙宇宸 周慧聪 李晨笛 卢义夫 孙旭华 王绍杰 徐子杰 肖龙瑾 杨佳淼 陶亦珉

杨愉铭 史则楠 杨凯强 李冰清 杨泓涛 陶旭阳 邵嘉逸 饶岚影 陶哲源 刘 潇

施 鹏 赵 新 凌 怡 殷 铭 崔 豪 张 义 金 航 叶 冲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 131032Y1班

陈华彬 李文博 刘中川 胡慎刚 宋颖涵 沈佩衡 陈晓辉 明金杰 周雨洁 王奕力

李兆龙 张维纳 张文涛 陆炜炜 郑天祥 云河旭 郭晨阳 李尧尧 吴莹莹 曹智昱

邢德正 孙 敖 侯 煊 方 帅 范 超 耿 枫 程 浩 孔 雷 许 晨 聂 震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13103301班

陆士超 钟雄锋 王金平 杨凡奇 吴佳琦 冯炎麒 瞿秉涛 赵筱玮 王泽文 陆可欣

傅伟兴 翟志勇 李东宇 任天元 陈泽洲 陈 龙 王 轲 章 涛 王 辉 刘 麒

常 昕 刘 煜 陆 孙 王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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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13103302班

任思昶 丁城城 庞天昊 彭顶鸿 杨林华 郭雨佳 何青杰 张志力 黄小力 金俊林

郝家琳 谢子蒙 蔡依涛 梅嘉炜 朱婉欣 戴旭中 钱 诚 刘 硕 肖 敖 吕 昂

王 杰

轨道交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轨道通号技术）] 11115111班

王榆鹭

轨道交通学院 [通信工程（轨道通号技术）] 12115111班

左德佩

轨道交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辆工程）] 12115211班

陈从从 曾晨康 汪 茹 魏 榕 郎 剑

轨道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轨道工程）] 12115412班

王天臣

轨道交通学院 [通信工程（轨道通号技术）] 13115111班

冯扬程 倪刘海 戴睿涵 施天浩 应顺杰 曹旻杰 黄彦恺 张红可 刘启亮 张跃胧

张元铭 叶颖宁 王利森 何亭亭 王婧雯 周晗晓 王晨阳 许芮珧 汤艺怡 周皓瑜

谈熙祯 丁 彦 任 强 陶 洪 田 晗 薛 璇 张 宇 张 媛 陈 曦

轨道交通学院 [通信工程（轨道通号技术）] 13115112班

陈雪冬 庞江浩 施泽弘 李菁华 黄瑞华 孙天骄 瞿愉君 谢学良 俞苗苗 邱叶培

崔文祺 谢金秋 滕金栓 夏佳伟 陈嘉文 牛延翔 肖丹阳 潘思洋 张恺月 朱增争

沈 金 孙 浩 黄 尉 刘 琴 秦 成 王 峥 闫 喆 朱 宝 李 思

轨道交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辆工程）] 13115211班

姚泽东 周炜豪 张艺佳 韩鹏凯 周佳励 任文廉 殷中林 李兵强 张政融 俞帆盛

朱京伟 刘曦伟 杨俊伟 蔡冲炜 武凯文 邱静雯 樊金稳 王启鑫 朱东亚 周鑫瑶

丰智毅 吴梁宇 刘 鹏 陈 涛 周 佳 周 勇

轨道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轨道工程）] 13115411班

游云翀 韦卫闯 田晟栋 余良奋 齐帅夫 陈韬瀚 陈烨恒 张之翃 崔字家 王元康

杨晓磊 陶宗樑 杨旭敏 吴文倩 金龙世 谢雨微 于庆玺 王冠雄 许静怡 余合义

程梦宇 顾成周 刘 策 曹 欹 马 丹 钱 晨 王 斌 杨 光 张 健 徐 攀

袁 棚 陆 利

轨道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轨道工程）] 13115412班

王宇琛 马顺程 张梦恒 龚姝华 刘雪桦 邓永洁 陈忆静 黄仁君 顾天乐 王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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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鹤茜 陈薪如 刘奕韬 王振祥 陈润潇 汤晓欣 钟华轩 庞崧苡 王皆毅 牛永友

彭浩哲 杜 威 凌 浩 马 莹 秦 洋 苏 烨 方 蕾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 11107341班

季淑依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 11107342班

石服雨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12107111班

朱镇超 张荪禹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药物制剂）] 12107221班

刘玉坤 李校益 杨骏雨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 12107341班

郑川川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表面精饰工艺）] 12107351班

马力玮 吴宇哲 张 宇 赵 建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表面精饰工艺）] 12107352班

班晓龙 孟 鼎 张 璇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13107111班

宣建斌 乔新超 岳映达 林丹丹 李腾飞 徐炜刚 蓝春贵 李润航 陈汇豪 周仲华

李鹏辉 周玉来 曾韦陵 李雪梅 郑加强 滕彦溯 孔地威 邓志伟 王嘉新 赵启新

白雨馨 贾一鑫 白进轩 陆新艳 武泽洋 黎星宇 李坤远 邹瀚增 诸葛臻 毛 剑

陈 媛 林 楠 李 易 瞿 军 沈 桐 唐 路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 131071Y1班

张永灿 李凡丁 杜嘉杰 庄怡洁 张雅静 康国立 董芸利 余雅楠 刘新琦 张智强

廖裕升 李丛盛 刘境廷 王晶婉 刘天宇 王曼玉 付明月 王天璋 张 琦 胡 玲

汪 洋 敖 燕 张 琦 宁 聚 兰 悦 黄 河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化学制药）] 13107211班

买迪娜·艾比布拉    李顺昌 吴昊成 马子淳 曾慧芳 毛艳霏 李智峰 陶柳宏

施伟佳 陈仁杰 陈宇捷 翟依静 朱堉雷 卢晓磊 丛富林 涂小品 刘雄威 张绮雯

林智翔 赵德新 李靖妍 王志燕 李喆垚 李秋野 代创业 岳朝颖 金文洙 杨 洋

沈 婕 杨 勇 王 俐 金 藓 台 茹 徐 凌 李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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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药物制剂）] 13107221班

孙蓓蓓 冯雪纯 杨思帆 晁圣慧 马丽佳 童雯健 何嫣娇 李峰佼 杨凉九 王弼君

徐欣磊 刘耶礼 冯伊丽 朱张丽 范娇丽 孙宸祺 王为谦 王佳倩 夏田钦 杨小霞

王焱艳 蔡震艳 唐巧燕 胡梦瑶 陈嘉毅 夏祖毅 朱佳颖 沈 琦 沈 杰 顾 丹

张 薇 杨 阳 金 艳 凌 烨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药物制剂）] 13107222班

杜洛丹牡    艾丽菲娜·阿力甫    顾聿成 王晓达 施晓东 姚晶晶 潘佳靖

江文娟 史怡珺 周诚琳 丛培凌 陈佳露 吕佳妮 马斯奇 罗安琪 王昕祺 赫雯清

翟义群 邵彦嵘 袁啸天 顾舒婷 祁豫皖 周海武 王乙旭 陈雪莹 刘森潆 夷 磊

崔 好 李 丹 李 旺 邓 杰 富 静 张 钰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分析与监测，中新合作）] 13107321班

刘烨城 傅鸣春 吴俊浩 李朝辉 杨尧嘉 李俊杰 章羽婧 常小磊 吕晶琦 李典庭

吴依炜 施逸雯 刘嘉熙 徐若鑫 张雯艳 张皓洋 沈晓瑜 胡兆岳 盛 情 雷 粤

朱 情 曹 伟 黄 思 曾 瑞 蒋 爽 王 舒 刘 羽 江 怡 吴 瑄 李 扬

李 毅 杨 旸 陈 磊 胡 锐 马 帅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分析与监测，中新合作）] 13107322班

王贾琦琛    柳雨辰 褚晨宸 罗淑丹 罗学耕 邹中杭 张艺洁 陈世金 任之俊

张钰琳 李苗苗 徐静娜 熊任韬 王慧婷 陈禹同 蒋依薇 黎铭文 朱彦旭 金开颜

方家尧 刘致远 陈思远 刘心月 张 湛 袁 烨 孙 玥 章 斌 刘 烨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 13107341班

李秋晨 肖正城 李春华 肖志寰 浦景辉 蔡怡洁 佟冰洁 张晶晶 孙传坤 张成坤

韩兰兰 刘淼淼 彭驰茗 詹庆南 陈怡宁 沈莹琪 陈传申 仇彦崴 李东旭 孙如一

王琳怡 宋星宇 雷诗雨 汪子嫄 李金泽 朱 琳 张 瑜 沙 霏 陈 姁 刘 卉

汤 强 沈 杰 陶 佳 夏 姝 关 莹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 13107342班

张东昌 孔令辰 尉锦铖 那丹丹 计梦凡 阚文华 朱盛佳 林志杰 杨琪杰 奚雯洁

唐以晶 吴志康 王韵敏 梅婧妮 吴冬旎 毕智嫱 鲁世庆 陈怡滔 于海天 任大伟

方玥璇 林陈琰 朱佳艳 康博洋 陆佳瑶 顾心怡 邱珏莹 付 可 李 琳 谢 南

黄 莉 王 茜 张 楠 刘 言 陈 浩 黄 冬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表面精饰工艺）] 13107351班

喻子诚 吴逸帆 周千帆 谢晓方 茹欣豪 朱隆嘉 薛培杰 宋南瑾 张文丽 吕慧玲

刘剑平 吕龙庆 蒋君胜 史鹏涛 董珺雯 温金熙 褚宸啸 孙瑶馨 初胜亚 潘舒怡

曹 杨 夏 卿 徐 悦 余 程 吴 涛 金 豪 李 扬 张 鹏 张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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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表面精饰工艺）] 13107352班

吉胡尔的    杨增彬 董文博 费诗豪 王圣洁 吴梅梅 杨依明 伍永茹 吴泓杉

李奕燊 姚婷婷 陆依婷 李雯婷 王亚雄 郭宏阳 陈志依 沈之昱 吴清源 吴严哲

徐 超 吕 冲 于 杨 王 尤 王 骏 黄 凯 凤 菁 顾 强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环境工程）13107411班

昂萨尔·加尔恒 胡乾昊 邵天鹤 杨振宏 陆思嘉 彭守江 魏紫静 施慧琳 朱麒霖

刘潇蔓 潘尉铭 张若楠 唐泊宁 林少钦 徐姗珊 赵权孙 周敬堂 李高天 郑子维

陈树熙 顾天翔 王颢翔 赫明鑫 胡晓耘 胡 玮 吴 弘 张 超 刘 瑾 倪 欢

籍 语 黄 晨 曹 徐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3107511班

刘笑辰 王一丁 田博方 白宇飞 郭子豪 颜雪佳 宫英捷 冀子琳 陈彦名 陆康平

刘安琦 宋翕如 吴团团 叶子薇 朱明维 李晨溪 胡晓艳 池名洋 李敬尧 姚劲宇

王彩云 林康子 张 帆 郁 砚 李 晶 马 瑜 党 旭 陈 畅 高 嘉 李 建

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0102212班

李泽喜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数控技术应用，中美合作）] 11102151班

杨天成 陆 帆 张 宇

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1102212班

梁志远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21021A2班

李博文 刘君元 于 寒 何 添

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2102211班

杨鹏飞 叶茂华 杨世琦 申小强 马 旭

机械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2102311班

王文涛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数控技术应用，中美合作）13102151班

罗杰尔 吴洋帆 李宇涵 涂子豪 潘宇嘉 袁延科 周欣立 陈恩霖 杨宗霖 王志鹏

巫书萍 周靖人 柯佳圣 郑维伟 许宗耀 丁兆熠 张晓宇 潘星宇 谢玮韵 李炜增

程 莹 周 晨 董 越 杨 凯 谈 臻 蒋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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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31021A1班

吴雨晨 庄连串 刘晓东 徐骏风 范艺豪 吴志豪 沈元辉 朱佳铭 程小普 朱凯麒

林会群 沈祥瑞 林楠森 曹惠婷 朱雨霆 张广鑫 童 坤 吴 靖 郑 烽 陈 巧

陆 遥 金 鑫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131021A2班

张元峰 贾晨光 吴雨豪 解天红 徐振杰 李翰锦 吴玉婧 侯家俊 袁顺利 吴小亮

马黎明 丁琦琦 杨海琦 董珊珊 曾玉仕 黄炜霆 杨晨星 王昕哲 林 轩 周 强

陈 毓 印 振 张 涛 杨 涛 杨 林 徐 伟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131021B1班

樊天池 胡雪刚 夏文昊 施遵昊 陈俊宏 李俊康 黎润镭 张发明 张玉青 师学瑞

陈国双 林顺涛 胡煦炜 王骏霞 沈文昕 赵海旭 黄晓阳 张桑馀 瞿陈宇 彭 丹

吴 凯 王 鑫 张 律 葛 凤

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3102211班

刘金博 邓晓峰 叶明晖 艾思佳 陈俊杰 汪晶晶 潘学康 胡广良 卫海苗 李纪鹏

武云鹏 高阳平 吴淑萍 汤瑞琦 王兴强 陆承天 荣家鑫 刘一阳 张 盼 吴 昊

费 斐 李 鹏 韩 梁 王 炎 应 悦 韩 冰 陈 诚

机械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3102311班

武天保 彭文彪 吴子恒 李强杰 陈思杰 管昱瑾 陆今晶 周劢柯 田志林 刘江南

林昊南 王诗琦 祝世伟 丁逸文 简东旭 陆子扬 邵嘉奕 刘子赢 张金玉 夏旭泽

邵 钦 李 瑶 李 梁 鲁 尧 贾 桥 雷 潇 李 辉 丁 聪 王 鑫 韩 诚

机械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3102312班

娜迪拉·阿拉比亚提   祖力喀尔·麦麦提江   瓦热斯江·麦麦提    朱帝成

谢仁聪 李英达 缪苏刚 金世航 华中杰 张俊杰 王彬杰 丁孟峻 朱万鹏 李加新

刘昶延 朱星宇 常书源 侯步跃 汪纯运 张守志 叶 翰 冯 劲 吴 烨 陈 宇

黄 俊 周 颖 詹 鹏 徐 晶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游戏软件制作开发）11104181班

刘昱洋 杨 坚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工程）111041B2班

王霁樑 文 松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网络工程）11104301班

李文斌 李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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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2104111班

俞 宙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项目管理与开发）] 12104221班

倪嘉豪 刘 波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项目管理与开发）] 12104222班

张文佳 张 粟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游戏软件制作与开发）] 12104241班

陈天成 姚思琦 杨芳桥 顾家鑫 王 益 周 晖 张 斌 金 鑫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 121042Y1班

蒋唐奇 汪文清 赵诚运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 12104333班

何靖辉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3104111班

祝正彬 卢鸿彬 姚沁池 林家欢 计聆杰 李嘉隽 吴丰凯 谢家明 王琨明 韦隆庆

郑国庆 曾新瑞 刘静贤 毛瑞星 姚文琰 周何燕 李屹宇 茅天宇 赵 磊 王 莉

张 川 唐 朝 雍 银 唐 瑭 胡 怡 尤 静 顾 晔 许 莹 赵 伟 唐 昕

朱 杰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3104112班

古扎努尔·买买提    龚立诚 陆铭烽 吴士豪 施帅杰 吴梓敬 刘润立 艾德龙

李润楠 丁泓荣 应嘉润 费成珽 张要通 张志伟 王彤阳 玄昭宇 郭宏宇 刘宗越

韦白云 李 杲 黄 俊 黄 诚 周 璇 杨 帆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项目管理与开发）] 13104221班

艾孜买提·吐尔逊    欧阳赏智    任世超 张继超 刘青辰 胡廷聪 王吉东

王芳芳 李雄峰 耿宏辉 徐亚娟 汪敬军 迟皓坤 陈天亮 杨东明 赵倩倩 陈轩儒

王道通 钱晨伟 杨志文 周淑琰 刘敦宇 王子园 徐慧越 罗 勇 张 壮 兰 飞

李 辉 陈 凯 戴 焜 谢 阳 罗 蒸 焦 静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13104231班

早丽木·努尔兰 顾仪超 王丁丁 郭佳栋 王灵恩 杨汤富 张心红 李应辉 单家辉

徐思佳 叶朝洁 葛玉洁 杨沅金 王懿蕾 陆忆婷 方玥飏 刘倍莹 郑伊莹 焦欣悦

王诗云 金继中 朱 凡 杜 娟 李 静 王 爽 赵 晨 徐 晨 徐 蝶 任 意

陶 舒 王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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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游戏软件制作与开发）] 13104241班

段嘉辰 陈剑峰 潘贻海 罗预航 李昱恒 印靓慧 谷俊凯 李铠铠 朱玉立 陈慧敏

卞进明 宣德奇 范书萨 袁乐韬 牟悦为 杨博文 茅欣怡 刘彬瑜 刘宏宇 戴亮宙

夏 劲 袁 龙 郑 科 平 凡 吴 涛 张 羽 唐 皓 钱 璟 魏 哲 朱 泉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 131042Y1班

史雪冰 冷元琛 王乃宸 石演峰 丁凤华 杨丰佶 符永健 朱华杰 兰远君 王慧君

陈靖磊 吴语默 刘俊朋 葛孟茹 冯忠森 欧梦珊 唐诗雅 王孟莹 贺泽宇 黎 健

王 帅 石 阳 李 桥 白 天 潘 威 李 杰 伏 陈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 13104331班

邵昕波 沈霜晨 朱致成 赵志成 冯吉淳 夏叶帆 郝昱吉 谢伟杰 管文杰 张成骏

唐肖亮 唐安娜 朱晓泉 宋泽盛 陈恒实 甘林一 沈欣怡 靳子毅 康晓蓥 姜振宇

蓝培元 彭佳圆 杜欣源 车文哲 王梦珠 钱 旻 许 泷 曾 丽 诸 纪 林 健

邱 潘 闫 欢 张 阳 李 深 陆 哲 张 于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 13104332班

王少波 彭文博 王伊帆 杜广峰 邓旭峰 蔡仕杰 张诗婕 罗文骏 杨佳林 周浩林

张天琦 刘艺雯 于金星 孙金旭 蔡智远 杨雨悦 章贤哲 周恩治 崔 鹏 季 嵩

杨 超 栗 志 曾 健 董 雯 万 婕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物联网技术）] 13104341班

韩东东 吴晓东 方誉涵 郑津涵 吴寸晖 乔英杰 柒伟捷 康圣婕 魏淑坤 薛佳楠

盛淋强 田青松 李子涛 曹煜炜 施博文 纪宇昕 周奕欣 孙忠新 巩士歆 杨哲洵

陆超亿 周梦宇 郝方圆 冯好运 陆怡舟 倪 杨 李 婧 陈 露 张 曼 曾 旺

熊 峰 刘 洋 于 豪 汪 浩 张 萌

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1110812班

方佳妮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11110911班

花尚菁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工业工程与生产管理）] 12105621班

张斯纯 徐瑞政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中加合作）] 12110312班

郭良怡 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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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12110341班

方银英 胡 显

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12110342班

干刘洋 张柯尹

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2110612班

艾启强 江伟亚 叶 权

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2110812班

尹 楠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工业工程与生产管理）] 13105621班

邱域博 邸小晨 廖绾晨 朱旭冬 何鹏飞 梁广锋 李嘉豪 杜丽姣 朱晏捷 孙旭捷

尹玉娟 丁文兰 张泽立 陈逸敏 李雅奇 蒋国庆 雷国庆 陆逸婷 张秦伟 施佳怡

王新圆 贾远远 张彩云 安欣泽 罗珍珍 王 頔 李 玉 肖 月 邱 晓 张 琴

张 豪 曹 頔 梁 超 谢 栩 李 荃 周 添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13110131班

李嘉琛 周嘉晨 王云川 屈丹丹 刘伊凡 王路方 吕丽菲 黄舒涵 陈泉昊 惠雨嘉

潘远姣 朱葳洁 黄园靖 宋玲玲 孙佳琪 余亦倩 段卓冉 郭家瑞 沈颖煦 王辰妍

朱明燕 邵舜仪 顾星怡 赖炜垠 王粲滢 刘淑雨 李文远 李衡之 叶 超 田 亿

李 珂 黄 悦 陈 康 夏 逸 乔 磊 刘 颖 沈 鑫 张 杉 孟 想 卢 迪

杜 梅 李 杨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13110132班

吴必成 柏一丹 陈小凤 蔡高吉 时运佳 张尉兰 许沁灵 白秀梅 王胜民 沈佳琪

施凡千 王音乔 邹炎芹 刘雨晴 王莎莎 王雪婷 徐宇彤 金哲苇 陈科文 陆佳雯

赵晓雯 耿梦晓 苏雨欣 程赢萱 范春燕 叶依依 袁梦颖 王笑雨 李小专 郭 威

赵 曼 甘 杰 刘 凯 王 晗 边 苗 刘 佳 贺 倩 袁 仪 李 顺 张 静

陈 馨 符 卉 马 彦 张 平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13110133班

欧阳雯佳    梁皑琛 武少琛 杨逸菲 李玮华 严向静 杜中丽 陈慧梁 段艳玲

莫雅铃 赵海仑 周海伦 周红梅 郑嘉美 王赛男 张艳妮 朱子钦 陈婉晴 周鲁泉

张琬瑈 许羽桑 龚呈伟 田春祥 李昕昕 徐欣欣 徐欣星 蔡纯雪 刘飞雪 阚亚亚

陈珏妍 梁思宇 王文彧 钱 堃 杨 珺 赵 昀 郭 艺 雷 洁 杨 熠 钟 敏

徐 涛 钟 凌 肖 瑶 孙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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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中加合作）] 13110311班

曹梦飞 韩玲凤 胡佳晖 刘华青 顾思铨 郑浩群 施文婷 韩晓婷 贺兴旺 金从雯

林娴雯 陆春欣 高炳鑫 蒋晨鑫 许天弈 黄天意 谢冰莹 刘晓颖 王晓瑜 唐传宇

孙鑫源 曾 涛 王 璐 万 琪 王 聪 吴 超 汪 杰 沈 聪 梁 珂 彭 蕾

谢 晨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中加合作）] 13110312班

徐鹏飞 童俊琥 姜天娇 刘文杰 蔡培濛 胡小明 陆佳妮 俞佳琪 吴可钦 何梦琴

池龙威 申书贤 解清馨 田彩馨 林亨鑫 彭若嫣 陈飔飏 李洋洋 吴婧瑶 施昕钰

陆 霏 陈 静 柯 勐 曹 力 万 磊 吴 晨 张 威 张 瑜 丁 宁 袁 柏

毕 瑜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营销工程师）] 13110341班

谭世超 张意迪 周彧非 徐楷辉 颜嘉慧 刘玉洁 王代军 涂义可 程奥林 陈超林

马琳铭 郑路平 蔡茗茜 商艺仁 吴梦荣 陈泽生 张东晟 沈晓雯 周憬贤 干心怡

严可逸 蔡芷樱 魏庆钰 魏世云 叶慧云 王 懿 崔 倩 夏 凯 黄 蕾 高 锲

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13110342班

董艾迪 姚晓东 陆晓菲 吉家豪 李佳浩 何嘉杰 陆树明 华宗培 钟志鹏 宋岩鹏

陈思齐 赵兴权 王道顺 胡黄韬 唐怡雯 夏旻忞 李少雄 袁小英 陈旭滢 王双颖

罗思雨 李安钰 邓竹韵 张 秋 陈 茵 周 婧 黄 涛 雷 爽 黎 宁 陈 诚

孙 博 徐 多 张 瑶 陈 烯 吴 玉

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3110611班

高孟迪 黄雪霏 苏嘉昊 李诗皓 温一皓 朱荣恒 思映辉 蒋玮慧 霍雨佳 陈天骄

王成俊 田祥霖 王传龙 张嘉敏 吴海南 潘佳能 徐文祺 容雨燃 庄艺婷 徐本鑫

蔡佳鑫 郝晓阳 赵梓伊 李 智 陆 雷 倪 婕 王 斌 刘 奇 姬 韬 王 晨

余 勃 张 航

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3110811班

尹士斌 赵兴斌 马世超 陆俊丞 李奕迪 丁叶栋 高宇涵 金曦荷 周晓慧 马梦娇

谢雅婕 刘明昆 杨秀丽 戴张玲 路衍鹏 梁宇琪 宋怡钦 严世松 马芳婷 毛梦婷

汤佩雯 顾烨霞 杨晓欣 高映雪 钱枝叶 张恺晔 翁丽仪 姚倩颖 毕馨予 张望予

李明玥 艾婉芸 李曼圳 康念宗 苏 菲 张 彭 郭 晋 席 彤 张 佳 陈 璐

何 亮

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3110812班

林瑞宸 刘雪晨 敬雅涵 诸盛豪 王令昊 王若皓 张惟嘉 吴梦娇 张静静 蒋怡珺

郑萱琳 陈冬菱 吴一民 赵子墨 历丽娜 张雯妮 张文琪 罗沛琦 陈淑倩 刘珞童

赵雨薇 肖诗薇 俞雯妍 马睿阳 刘中一 徐馨怡 韩露音 赵梦雨 宋欣悦 杨宾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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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哲洙 严 澍 周 敏 曾 静 孙 越 赵 巧 黄 杰 余 薇 张 磊 黄 丹

陶 晟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13110911班

曹亦峰 冯兆涵 龚晓华 孙胜杰 陆秋婕 汤宇婧 马鑫莲 杜爱玲 殷云露 曾繁淼

马瑞南 王佩佩 钱璐萍 王若琦 王文倩 沈佳倩 陈文青 陈思婷 沈楚婷 刘鑫彤

王彤彤 李荔欣 茅嘉瑶 华诗怡 杨珍易 曹嘉奕 黄兰玉 陆琳玉 黄心悦 杨诗韵

李 佳 窦 馨 朱 特 李 可 董 宇 李 涓 胡 颖 倪 静 程 霄 钟 磊

程 泓 储 晴 邱 慧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13410151班

杨振兴

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15410821班

蓝钦臣 黄宇尘 朱圣成 汤家栋 许益帆 傅逸凡 李奕霏 于文涵 申欢欢 胡佳欢

贺玮杰 张雪洁 刘湘娟 陈雨恺 李仡宁 沙燕青 黄小情 孙婷婷 丁文雯 周岩岩

陶晟洋 沈玥祎 陈天宇 丁光宇 陆诗雨 陈文渊 倪朝芝 乐梅洲 裴 杰 王 琦

高 见 方 成 华 旻 蒋 蕾 陆 民 沈 忱 沈 丽 王 建 肖 乙 谢 雯

俞 慧 张 雯 徐 颖 黄 艳

理学院（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11122211班

王 博

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12122111班

张三帆 周 威

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13122111班

张秋红 余继虎 周枫蕾 谢子良 李思萌 周慧敏 徐伊铭 凌思琦 盛御仁 卫朝容

侯耀伟 张力文 刘世喜 黄珮莹 曹丽云 徐洲舟 朱 骏 姚 琪 窦 广 张 蕾

陆 怡 郝 刚 文 淏 文 艳

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13122112班

孙爱春 王鹏飞 钟兴广 李善佳 马万里 郝佳祺 吕闻清 周高琼 刘家威 支敬文

唐筠湘 周思雨 周心昱 王状状 贾 娟 陈 媛 施 炵 黄 威

理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13122311班

袁塨晨 张家翰 周伟佳 钱幸璐 施喆沁 王佳蓉 朱珊珊 何世潭 高文涛 李卓桐

万林伟 何希文 刘宁心 宋心怡 陈贞屹 朱梦雨 尚俊钰 谢光源 祁 迪 徐 波

王 若 胡 超 徐 欢 徐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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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社会工作）11121112班

瞿晋廷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12121111班

王馨苑

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12121312班

余子祥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13121111班

余晓超 谭轶斐 刘冯瀚 张预欢 聂云江 丁万杰 祝雯洁 何菁菁 李张蕾 马莉莉

黄逸敏 缪宇培 沈逸清 段金如 马锦田 金智伟 李俊玮 王婷文 张佳雯 梁可心

王思鑫 徐盛泽 任 静 邱 悦 魏 元 陈 帆 潘 超 程 琤 戴 镜 梁 雪

高 晨 华 晔 兰 坤 邓 琪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13121112班

伊利达 魏秉晖 薛嘉慧 寇玉杰 原道宽 陈圣理 吴浩亮 楼璐敏 贺丽娜 许茜茜

芮仪钦 李晨锐 郝天瑞 姚又姗 姚丛天 何润甜 林方婷 史韶伟 葛怿玮 徐文蔚

王淑霞 杨泽欣 陈陆尧 李璐瑶 张翕圆 沈辰悦 周 智 余 前 付 宁 祝 佳

翟 月 周 祺 朱 诚 王 露

人文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13121211班

竹文波 颜晓晨 金耀东 樊国芳 万汝佳 赵丽洁 徐金晶 贺晶晶 张怡静 杨鑫磊

骆冬梅 严姜苗 王青平 刘美茜 刘晓庆 邹艳蓉 沈倩雯 李晨曦 焦柯鑫 陈文艳

汪露瑶 倪诗怡 王蕴莹 孙希瑜 张莉玉 李乐园 王 绮 俞 懿 苗 韦 杨 玲

赵 明 潘 鸣 周 磊 丁 静 李 燕 顾 程 金 鑫 张 洁

人文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13121212班

孙园冰 周一博 冯宇超 吴社稷 张洛嘉 郑晶晶 胡进兰 吴彦雷 谈雯蕾 丁奕琳

夏丽玲 潘辰璐 叶璐露 朱秋梦 李亚敏 顾艳茗 苏文铭 龙丽娜 董洁妮 王艺倩

郭夏琴 朱雨晴 顾嫣然 黄雨婷 唐苏新 刘小燕 吴梦杨 吴静怡 汪佳莹 王懿颖

谭秀云 严 丹 庄 颖 刘 锦 庄 旭 施 慧 罗 燕 王 婷 王 泽 吴 飞

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13121311班

潘楚安 杨尧东 徐艺璠 刘杨方 杜家毫 王爱乐 杨书铭 李旖旎 刘淑琴 陈伟沁

金施施 王诗韬 陆云婷 宣雨薇 金倩文 陈绍文 范红艳 马昌燕 杨文燕 王君仪

曹聪仪 刘兴远 沙先月 倪梦云 王怡云 杨柳云 魏士钊 赵永祯 潘 婷 陈 翔

刘 骁 郭 璐 杨 央 商 谈 李 瑶 安 敏 谢 璘 刘 欢 陈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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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13121312班

肖繁超 朱梦飞 陈凯豪 周雨卉 张无讳 陆佳慧 魏佳佳 郑亦杰 叶雯君 蔡易坤

王佳磊 袁艺琳 冯晓璐 曾淑敏 陆惠宁 毛娟萍 欧伟强 王珍如 郭秀翔 李嘉欣

张静祎 瞿弘毅 杨佳盈 华剑宇 廖诗羽 金丽媛 褚逸芸 徐 成 金 莹 周 淼

孙 媛 吴 玥 唐 继 杨 叶 雷 剑 杨 闯 刘 威 王 钰 秦 瑾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园艺）12114211班

石骏宇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园艺）12114212班

赵 明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园林）13114111班

张宇辰 李汉成 张梦鸽 万正辉 孙鲁佳 张许佳 万慧杰 卞林敏 王蓓妮 杨嘉琪

曾阳青 尹春涛 刘一翔 卞舒欣 王哲一 赵佳谊 孟梅莹 郭浩宇 王晓雨 郭 宜

李 敏 李 想 盛 钗 王 锟 肖 翰 杨 婧 杨 悦 李 飞 刘 晋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园林）13114112班

姚潘梦婷    李海波 孔建春 杨菲凡 郭旭辉 葛卫佳 沈士俊 张鑫磊 高东妮

曹翩翩 黄元琪 陈俊睿 邓晓苏 王文婷 许伊望 郑儒雅 彭子烨 张唯一 李璐颖

李 立 刘 欢 陆 蔚 栾 鑫 陶 艺 徐 博 杨 婷 杨 雪 周 帅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园艺）13114211班

曹颖博 吕义飞 苟金锋 印佳华 张玉娇 刘俊杰 徐丽君 陆宇磊 张凯琳 肖晴晴

唐双婷 赵奕雯 陈诗雯 刘世霞 张嘉新 陈佳艳 寿高燕 陈依依 徐晨怡 范玉盈

乔博园 周 婷 方 俊 计 忆 冀 轩 李 昊 李 敏 罗 丹 闻 铭 高 勋

杨 蕾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风景园林）13114311班

钱雪翀 吴廷峰 朱晟豪 蔡晨皓 万佳欢 赵佐慧 王铭慧 霍冰洁 吴诚骏 赵文丽

王彬郦 付其蒙 陆黎敏 徐皓楠 韦雨蔷 王海庆 张正威 张康伟 余佩纹 华思懿

夏嘉懿 杭玥颖 赵思雨 沈叶蓁 陈加州 张 妍

外国语学院 [英语（国际会议会务）] 12111161班

张 颖

外国语学院（德语）12111211班

高棹隽 张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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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英语（国际贸易）] 13111141班

涂晓菲 汤菲菲 刘文菲 陈晓凤 梁欢欢 顾雯洁 吴伟敏 徐伊宁 任彦齐 戴佳颀

钟玮蓉 王俪儒 谢雨婷 黎玥玮 周婧雯 夏翌宵 郭珂欣 徐嘉忆 朱佳莹 陶思瑜

王哲祯 杨灵芝 周 楠 周 雯 杨 熠 苗 津 夏 晔 芦 洋

外国语学院 [英语（国际会议会务）] 13111161班

麦吾鲁代·苏来曼    胡沁蓓 曹云帆 张一凡 周立航 马永昊 罗沄佳 郁唯佳

秦依菁 贾靖靖 周一乐 李松林 宋海玲 曾倩倩 潘尚瑞 孙泽璇 谢邱燕 陈佳阳

俞心怡 贺誉莹 李 骁 胡 珊 陈 默 李 敏 李 冲 葛 藤

外国语学院（德语）13111211班

赵镜迪 黄晨晗 林小红 李佳红 吴小花 钟婳婳 黄兆辉 杨天惠 段浩佳 夏岚岚

葛瑜琳 沈艳萍 杨书祺 刘倩倩 沈楷人 李雪蓉 包田甜 张玮玮 郁旷怡 赵墅乙

张觉予 唐世昱 黄陈悦 葛 畅 张 玮 孙 黛 余 翔 陆 叶 廖 望

外国语学院（德语）13111212班

陈美慧 沈维静 胡睿娉 黄艺萍 马安琪 过骁婷 郑晓婉 周嘉兴 王晨阳 顾心怡

顾智怡 瞿莹莹 万彬滢 陈思宇 周诗雨 罗重玉 梁耀元 周 鋆 施 安 张 婕

雷 雪 王 倩 田 苗 李 鸣 倪 婷 吴 昊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工艺）] 11108231班

金凌霄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香料香精工艺）] 12108121班

马 宁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工艺）] 12108231班

李瑞卿 徐 芸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12108241班

周泽凡 董 兴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12108331班

沈甄玮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发酵工程）] 12108341班

吴舒旻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香料香精工艺）] 13108121班

古力孜拉·艾力 阿依图乃姆·艾斯凯尔  布阿依谢姆·约麦尔   魏尚斌 李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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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起成 夏铭德 夏鸿飞 徐晨光 高劭杭 马骏豪 刘丁浩 高名灏 任志和 沈志杰

郁家杰 熊英杰 顾丹洁 侯文菁 奚伟俊 姜浩竣 蔡依伦 王嘉敏 宋依宁 高友仁

吕振涛 王懿韬 曹淑雯 周志雯 王雨翔 康彦翔 刘诗宇 杨颜宇 忻媛媛 王子源

姚纪泽 水梦竹 潘 晖 陈 聪 刘 宁 张 韬 聂 磊 李 炜 刘 欣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化妆品工艺）] 13108131班

叶天赐 邹家豪 刘力嘉 洪成杰 王娟娟 方夏伦 严慧敏 李欣明 赵若楠 缪明琴

赵方婷 吴升炜 赵菁文 曹雯燕 沈佳意 朱玉英 李含莹 凌圣谕 周千资 罗 烨

于 颖 唐 礼 陈 戈 苏 妮 杨 孟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卓越）] 131081Y1班

翟佳禾 李丹菁 杜林婧 袁文俊 徐生立 徐伟林 蒋慧敏 龙进麒 陈慧思 彭邦婷

秦怡婷 李可新 王智彦 孙靖瑶 郑学颖 沈俊宇 费思源 王辰越 梁 颜 熊 玥

付 超 许 杰 沈 枫 陈 航 邵 莹 王 术 陆 楠 刘 伟 刘 蕊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工艺）]13108231班

姜永翠 唐晓凤 孙琳珺 龙宏亮 崔美娜 齐昊男 王瑶楠 林安琪 潘倩婷 杨翕元

张芯悦 陶倩赟 唐秀云 易研志 张 博 杨 振 张 宇 吕 婷 季 佳 姜 玥

盛 健 解 铜 李 瑞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13108241班

陆旭峰 解娅君 李启兰 李梦兰 罗承梅 侯雅妮 李冉冉 刘哲士 沈佳伟 姜璐璇

乔诗尧 丁佳依 杨锦玉 刘佳远 童晶贇 马欣芸 孙 欣 方 顺 沈 玥 姚 涛

秦 云 丁 蕤 刘 好 陈 婕 蒋 丽 李 昕 王 柳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13108331班

朱融博 翁子超 田闰方 卢相杰 孙海杰 洪铨骏 郑嘉康 苏丽莉 莫竣凌 陈泽民

朱诗婷 郭子文 胡亚文 吴颖雯 刘彦言 朱春耀 陆晶莹 陈 枫 马 玥 王 博

吴 楠 董 澈 徐 源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发酵工程）] 13108341班

宋世澳 陈开兵 姚天恩 沈钰皓 赵珠花 陈欢欢 李庆辉 唐晓杰 袁洪洁 李乾坤

李慧玲 王逸男 胡德平 白皓天 丁创香 王维鑫 冯诗伊 颜悦怡 邱韵怡 徐诗逸

袁园园 李 珂 王 越 陆 悦 张 骥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11109112班

姚燕萍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12109112班

季云飞 陈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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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室内设计）] 12109121班

黄 颖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 12109151班

王隆杰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会展设计）] 12109161班

杨舒萍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 12109191班

曹 淼

艺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景观设计）] 121091A1班

徐玥莹

艺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油画）] 12109221班

施凯伦 李醇玥

艺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水彩）] 12109231班

卢晓天 陈云云

艺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油画）] 13109221班

刘丹丹 余小芳 唐俊豪 臧晓宏 黄书怀 钱千惠 王炯积 倪翰明 吴文琦 解灵爽

张榔岁 殷俊文 丁练雯 韩冰雪 施金冶 孙 琪

艺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水彩）] 13109231班

张天放 蔡怡军 杨叶媚 张盼盼 张启愫 姜 情 彭 婷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平面设计）] 13109311班

张起帆 夏炜泓 何垚洁 邵辰婕 郝文俊 黄佳乐 胡栋梁 张宜林 冯琳琳 毛佳璐

潘静雯 曹久阳 林泽阳 朱清怡 杨思奕 张 健 李 萱 熊 莉 谢 仪 潘 睿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平面设计）] 13109312班

程华琛 张时丰 孙慧杰 陈梦洁 李江静 奚家骏 张亚丽 张嘉玲 魏心凝 吕梦奇

杨译凇 刘振涛 杨晓婷 王晴薇 谢博伟 张思宇 戴 鹏 张 悦 沈 健 曹 越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多媒体设计）] 13109321班

郑江华 胡文静 胡晓乐 岳晓露 包岳平 李颖清 陈沛融 何梦婷 盛雍鑫 黄紫嫣

袁尊尧 吴欣怡 毛昕煜 吴萌媛 周 菁 袁 琪 朱 宸 宋 顺 张 曜 顾 晓

刘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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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装潢设计）] 13109331班

金佳贝 陆嘉栋 张布恩 陈家豪 朱鸣吉 薛思佳 周文佳 钱爱丽 童敏亮 李伊琳

金佳伦 唐易酥 王微婷 何栋暐 洪鸷翔 吴青彦 李欣旖 彭 泓 倪 颖 夏 炎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13109411班

朱佳华 蔡李佳 杜文金 樊伊律 陆旖旎 马海宁 刘靖琪 羌佳琦 蔡昀蓉 丁璟瞳

朱靓怡 宋钏源 陈凌岳 单新芸 侯祯泽 徐铭泽 李 婷 汪 承 俞 磊 王 磊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室内设计）] 13109412班

姚羿成 金倩翡 赵芸洁 李佳琳 叶子龙 孙中天 庞梦婷 肖文婷 夏懿婷 江蒙婷

季雨馨 潘鑫鑫 焦馨仪 杜 奕 王 城 赵 灿 潘 澄 丁 琼 孙 静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景观设计）] 13109421班

徐言博 陈逸斐 施雨涵 刘逸杰 宋家俊 崔莹清 曹雅婷 代欣彤 顾锦心 杨燕妍

唐逸赟 周 天 张 林 李 杭 黄 宸 雷 丽 殷 凯 陈 洁 周 蕾 陆 一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会展设计）] 13109431班

牛凯凤 高钱梅 王安妮 陈诗琦 沈钟蕊 孙昳婷 沈夏雯 张育雯 唐倩雯 张秋璇

王歆韵 孙 辉 钟 铮 陈 旻 蔡 好 何 宁 周 琳 高 原

艺术与设计学院（产品设计）13109501班

陈旻超 吴晨菲 武贵锋 周佳锋 褚伟豪 江妍隽 杨灵翎 韩佳蓉 李晗蕊 孙剑炜

宗雅文 陈彦秀 邢晨轩 陈夏旸 徐之逸 方 霞 董 越

2017 届毕业专科（高职）生名单

商务管理 14362501 43人

马杨村 王佳凌 王毅平 王赟涛 旦增曲杰    冯 浩 刘 威 孙佳丽 孙佳昕

李贵朋 李夏军 杨雯君 吴 琪 张人格 阿力木·艾海提 陈 兰 陈华文 邵晶晶

范婧婧 金如媛 姚青青 夏 诚 钱家乐 徐兆敏 高佳豪 唐泽峰 涂洋洋 黄佳莹

黄淋淋 黄 颖 曹梦露 龚 凌 喻振锋 路 琳 薛锃熠 李少培 严江浩 李景龙

叶明轩 陆佳伟 丁 鹏 周思绪 贺艺斐

应用电子技术 14359201 39人

叶芷君 刘叶欣 刘信成 孙 宁 孙鸿浩 孙煜博 孙稳杰 苏利甦 李 坤 李婷茹

李 鑫 吴招城 何梦思 余 喆 汪林丰 张高巍 张 欲 阿尔斯兰·艾买提江

陈起宁 陈望宇 林 旭 林辰宇 罗洪陈子    胡 兆 胡超豪 袁 凯 夏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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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勒哈尔·胡马尔    顾 彬 钱子倩 黄洛城 曹雄辉 彭义强 谢志成 谢楠楠 

熊 烨 薛佳成 童健儿 班元凯

应用艺术设计 14367101 18人

丁莉倩 王 洁 王斯佳 王潇丹 石晨黎 朱沁沁 李 娜 杨峰涛 肖王艳 邱家敏

张思洲 林雨婷 周自豪 施安妮 殷 昊 殷 静 黄浩正 管锦洁 

应用艺术设计 14367102 18人

丁璐萍 王 凡 叶 唤 田佳俊 史敏怡 朱格茜 张力尹 陈天悦 陈家裔 赵 婷

夏怡蕾 高天琦 高天翔 郭 媛 唐佳雯 葛坤皓 储怡婷 濮奚玮 

应用化工技术（中高职贯通） 15353201 28人

鲍晓燕 陈一心 陈怡婷 仇岳萍 金颖茵 邱姚瑶 唐诗瑶 张嘉雯 张 怡 周 婕

蔡旭东 程俊喌 范子宇 高奕帆 黄佳颖 惠弘磊 蒋臻煜 闵 鑫 潘 鑫 屠智浩

王海川 王家鑫 王沈裕 徐钧樑 薛 铭 杨凯佳 张 赟 朱 奔

应用化工技术（中高职贯通） 15353202 28人

戴启威 周志亨 干宇豪 陈嘉郁 张 杨 朱思豪 张鑫悦 夏伟超 沈稼靖 沈岱彦

周佳程 张葛嘉 刘思源 顾唯一 潘 峰 卫 春 顾文涛 孙煜程 温国胜 邬骁枫

颜 勇 朱浩东 顾俊杰 高舒鹏 赵荣光 曹家辉 张晓蝶 陶玉婷 

计算机应用技术 12359101 1人 

巴合兰努尔·斯哈合别

机电一体化技术 12358201 1人

山 岩





《201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总第 17 卷）在学校年

鉴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付印了。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为本年

鉴编纂给予大力支持的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表示诚挚的谢

意！

本年鉴是一部综合性年鉴，我们尽可能按照年鉴的规范

以条目形式进行编纂，资料力求详实，能够真实而全面地反

映学校发展的历史。学校年鉴编纂委员会在前面 16 卷的基

础上，根据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编纂大纲和内容进行了

调整。

本卷按照新的纲目进行编纂，编辑部人员已尽最大努力

进行了数据核准和内容调整，然因时间比较仓促，可能还会

存在一些疏漏的情况，殷切地期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

出批评和建议，为提高学校的年鉴质量而共同努力！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年鉴编辑部》

2018 年 10 月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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