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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下旬，校领导到校内外开展考察调研，分

别检查学生公寓空调安装工程，考察二级学院校庆筹备情

况以及赴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扶绥基地、那

坡县定点扶贫村调研。

5 月 21 日，校领导刘正东、赵跃宇、钱健到东校园检查

学生公寓空调安装工程项目。

在学生东 5 栋宿舍区，校领导向规划基建处、后勤管理

处、实验设备处、工程施工单位负责人详细了解当前工程进

展情况，并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密切配合，确保高效高

质完成工程任务。各部门、学院也要积极为同学们创造有

利于消暑的学习生活环境，让同学们安心舒心度过盛夏。

校领导还走进学生寝室，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校党

委书记刘正东叮嘱同学们，在夏天要特别注意寝室卫生，除

经常保持整洁外，还要注意防止“空调病”，保持身体健康，

保证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工作中。

学生公寓空调安装第一期工程已于去年完成，共安装

3589台。目前进行第二期工程，在东、西两校园学生公寓共

安装 4857 台。学校有关部门正协调施工单位全力抓紧施

工，我校学生公寓安装空调将实现全覆盖。

5 月 17 日，校党委常委、总会计师、校庆办主任宁旭初

带队分别走访了农学院、林学院、商学院、文学院、机械学

院，实地了解学院的校庆氛围营造，文化展示空间，环境卫

生面貌等情况。

在农学院，宁旭初一行实地参观了农学院的学院历史

和知名校友展示走廊、校友接待场地等，还特别参观了农学

院为校庆打造的昆虫标本室。宁旭初要求做好学院的文化

展示、利用专业优势、打造学院校庆中的特色项目。在林学

院，宁旭初对学院开展的校庆氛围营造表示肯定，并就学院

整体环境面貌改善提出了建议，并要求有关职能部门要加

紧落实。在商学院，宁旭初一行实地了解了学院的文化展

示空间、校友接待场地布置的思路等，对商学院的整体环境

面貌表示认可。他要求学院要认真做好校庆规划、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积极筹备校庆。在文学院，宁旭初实地了解了

学院的历史发展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客观问题，并就文学

院提出的有关环境面貌改善请求，要求职能部门统筹考虑，

尽快落到实处。在机械工程学院，宁旭初参观了学院的有

关校友接待场地，了解了学院校友走访、校友会建设计划，

并要求学院要注意加强氛围营造，改善环境面貌，积极发动

校友参与校庆。

5月18日，校党委副书记查丹明带队赴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就“三全育人”的工作做法和经验进行

调研。

在广西师范大学，该校党委副书记旷永青就“三全育

人”工作的目标、定位、思路、特色与创新点等情况做了介

绍。党委宣传部部长黄轩庄介绍了“课程育人、组织育人、

网络育人、文化育人、服务育人、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管理

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建设方面的经

验和做法。双方与会人员就十大育人体系的具体实施方案

和目前已取得的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座谈会后，查丹明

到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实地考

察交流。各对口单位负责人也分别到相应部门进行交流。

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该校党委副书记农毅介绍了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三全育人”的做法和经验。座谈会后，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学洪陪同我校代表团参观该校

的政府数字传播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创新学院、广西高

校易班发展研究中心等。

5 月 25 日，副校长钱健、冯家勋到我校扶绥基地调研，

规划基建处、农科基地办负责人参加调研活动。

钱健、冯家勋一行重点调研了后勤服务区的建设情况，

并在现场召集相关参建单位对工程质量、建设进度、安全生

产等提出要求。校领导强调，扶绥基地后勤服务区项目是

学校90周年校庆重点工程之一，参建单位要统一思想、全力

以赴、履职尽责、形成合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保质保量

完成后勤服务区的各项建设任务。

5 月 25 至 26 日，副校长冯家勋带队到我校那坡县定点

扶贫村，看望驻村第一书记，慰问扶贫对象，了解学校扶贫

工作进展情况。

冯家勋一行实地考察并慰问了永靖村4个贫困户代表，

每到一户，校领导详细询问扶贫对象的生产生活情况，与扶

贫对象拉家常、找症结、谋发展。在城厢镇，冯家勋与我校

派驻那坡定点扶贫村的第一书记进行了座谈交流，听取大

家对扶贫工作的意见建议。冯家勋对大家所取得的成绩表

示肯定，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创新思路，为全区打赢脱贫攻

坚战贡献力量。 （兰北 张正淳 韦世栋 汤昭）

校领导到校内外开展考察调研
本报讯 5月17日，校党委书记刘正东与12名中

加国际学院的学生代表餐叙，畅谈学习生活，共话学

校发展。

晚餐伊始，刘正东亲切地问大家“咱们中加学院

的授课方式很特别，你们觉得上课好玩么？”话音刚

落，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生动课堂的喜爱，英语

专业201607班的杨淅如说：“我们专业课程的授课方

式互动性都很强，大家在课堂上能够认识到很多新鲜

的事物，还能锻炼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这种形式很

受同学们欢迎。”英语专业201612班学生卢宝盛说：

“我们学院的一位外教老师开了一门院选修课，叫“辩

论技巧”，不仅课程内容很有帮助，他的课堂也非常吸

引人，希望这样的课程能够一直开下去。”

听了同学们的发言，刘正东对大家积极的学习态

度表示肯定和赞许，他鼓励同学们继续保持积极进取

的学习热情和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夯实语言基础，

练好专业技能，争取成为“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复合

型外语人才。他还提到学校目前正在进行的综合改

革和“双一流”建设，随着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推进，同

学们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会越来越齐

全，学校给同学们提供的服务也会越来越便利。餐叙

中，刘正东还询问了2016级学生分流志愿填报的情况

和2017级学生学习生活适应的情况，并一一回答了大

家提出的问题，他鼓励分流的同学要增强自信，提前

接触新的专业知识，早日做好适应新专业的各种准

备。最后，刘正东认真听取了同学们对学校校园规划建设和学科

专业建设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刘正东表示，学校的国际化办

学需要迈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改革是学校发展的必经之路，整个

学校都会进行改革，但绝对不会让同学们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任何

不利于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 （学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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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3日至24日，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两个

调研组来校调研。

23日，以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副司长李学锋为组长的

调研组就我校如何加强学科建设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一

行16人先后到广西石墨烯研究院、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中国—东盟研究院及亚热带生物资源保护与利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考察。座谈会上，我校校长赵跃宇

简要介绍广西大学办学历史、办学成就以及“双一流”建设

等基本情况，双方围绕加强学科建设等调研主题交流探

讨。自治区民宗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我校校领导赵跃宇、吴

尽昭、范祚军以及党办校办、统战部、研究生院、人事处、发

展规划处、科技处、社会科学处、教务处、财务处等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24日，以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司长田联刚为组长的调

研组就我校开展民族语文相关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的情况

进行专题调研。座谈会上，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尽昭

介绍广西大学办学历史、办学成就及“双一流”建设等基本

情况，双方围绕民族语文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调研主题交

流探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民语委、自治区教育厅等有

关同志，我校统战部、社会科学处、研究生院、教务处、招生

就业处以及文学院负责人、师生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后，调

研组还先后到海洋学院、中国—东盟研究院、亚热带生物资

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考察。 （廖善维）

本报讯 5月24日下午，钦州学院书记赵君、校长韩峻峰

等一行8人到我校洽谈对口支援工作，我校校长赵跃宇主持

会议，副书记、副校长吴尽昭，党办校办、发展规划处、教务

处、科技处、研究生院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钦州学院党委书记赵君首先感谢广西大学长期以

来通过对口支援对钦州学院的大力帮扶，同时希望在新一轮

广西本科高校对口支援工作中，广西大学能够继续对口支援

钦州学院。钦州学院校长韩峻峰对四年来两校的对口支援

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希望两校下一步能在全面对口帮扶的

基础上，重点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

设，科研合作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赵跃宇介绍了我校近阶段的改革情况，并表示将推动与

钦州学院进一步对口合作，把与钦州学院对口支援合作意向

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吴尽昭就研究生教育、联合实验

室建设、本科生培养和干部挂职锻炼等方面提出了对口支援

工作的合作思路。我校与会人员介绍了各单位对口支援工

作情况，并表示要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做好今后

的对口支援工作。

双方还就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两校办学定位、发展思路和办

学特色展开了交流讨论。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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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调研组来校调研

本报讯 5月18日上午，泰国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

院（Confucius Institute of Suan Dusit University at Suphan-

buri）在川登喜大学曼谷校区召开 2018 年理事会全体会

议。我校副校长、素攀孔子学院中方理事长范祚军及川登

喜大学副校长、素攀孔子学院泰方理事长匹塔·詹扎伦

（Pitauk Chancharoen）等中泰双方理事，以及素攀孔子学院

中泰方院长、副院长出席会议。

会议认真听取素攀孔子学院2017年理事会会议精神

落实情况的汇报；审议2018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分析申

报年度先进孔子学院的情况，并讨论了其它有关素攀孔子

学院进一步向内涵式发展的重大议题。会议还对川登喜大

学将在7月份举行的大型文化展示活动和参加我校将在12

月份举行的90周年庆典等事项作了布置。各理事会成员

一致肯定了素攀孔子学院在过去十二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大家认为，目前素攀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的推行契机，在语言和文化交

流层面作出更多创新性的贡献。具体地说就是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让人们看到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如何为构建人类共

同体助力的真实故事，这也是2017年全球孔子学院大会赋

予每一所孔子学院的神圣使命。

会前，川登喜大学校长西洛·彭潘廷（Sirote Phonpun-

tin）会见了与会人员，就大家对素攀孔子学院建设发展所付

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力争把素攀孔子

学院建设成为一流的语言文化交流平台。 （覃聪）

素攀孔子学院召开2018年理事会全体会议

本报讯 5月16日，广西大学亚热带农科新城概念性规划终期方

案讨论会举行。校领导刘正东、赵跃宇、马少健、钱健、冯家勋、宁旭初

及相关部门、学院负责人，崇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王永超

及相关部门领导，扶绥县领导，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天柱及相

关专家参加讨论会。

会上，设计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结合该规划初期、中期讨论

会的阶段性成果，有针对性地从项目名称、目标定位、组织架构、功能分区、投资匡

算、运营管理、近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说明。与会领导及专家围绕规划

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分别从实施原则、支撑体系(目标定位)、生物安全实验、基地山

水保护及运营管理等方面对终期方案提出了富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

听取与会人员意见与建议后，刘正东指出，广西大学

亚热带农科新城概念性规划方案在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方

案日益完善，“世界一流亚热带农科新城”的总体定位愈发

清晰；各位领导专家就规划方案提出了宝贵意见，规划设计单位要认真总结、归纳

整理，消化吸收好各位领导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规划设计方案，使其更

贴近实际，更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实施性。 (汤昭)

本报讯 5 月 15 日，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清华

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比较文

学学会会长王宁教授应外国语学院的邀请做客君武大讲

坛，作主题为“全球化时代人文科学的国际化及功能与作

用”的学术报告会。会前，举行广西大学客座教授授予仪

式，校党委副书记查丹明代表学校向王宁教授颁发客座教

授聘书。

5月16日至18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我

校承办的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管理培训在南

宁举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中心、计划局、财务

局、国际合作局等部门负责人，2017年10月1日-2018年3月

31日依托单位新上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人员约

230 人参加此次培训。我校副校长马少健出席开班仪式并

致欢迎辞，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综合处

刘卫处长主持。与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

分别作培训报告，内容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概

况、各类项目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依托单位基金工作

管理办法、管理信息系统、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经验介绍

等。

5月18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办、广西大学承办的2013-2017年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我校召开。本届教指委主任委员、天

津大学冯亚青教授等化工教指委委员、委员代表，高等教育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代表以及广西化工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代表，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教师代

表共90余人出席会议。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尽昭，广

西民族大学副校长简金宝，化工教指委主任委员冯亚青分

别致开幕辞，教育部化工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我校童张法

教授主持开幕式。

5 月 19 日，植物基因型-表型组学研讨会在我校亚热带

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来自全国

22 个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 200 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

生齐聚一堂，对植物基因组学和表型组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和交叉应用进行研讨。开幕式由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

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保善教授主持，副校长罗廷

荣教授和农学院党委书记张永成研究员分别致辞。华中科

技大学曹治国教授、深圳市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研究院唐晓

艳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徐云碧研究员、慧

诺瑞德科技有限公司韩志国博士、武汉大学吴贤婷副研究

员、福建农林大学王凯教授和秦源教授、广西大学张木清教

授分别作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针对植物基因组学、表型

组学、田间视觉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育种、无人机表型、

基因编辑等主题与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5月21日，应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院

士田刚做客我校君武大讲坛，作题为《欧拉公式和计数几

何》学术报告，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尽昭主持报告会。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师生代表聆听了此次报告。田刚院士

首先从多面体等简单几何讲起，给出了欧拉公式和柯西对

欧拉公式的证明，进而证明欧几里得定理。其次给出欧拉

显性数，并证明由于拓扑不变性及凸面成立，从而把欧拉示

性数推广到高维-复形即流形上。报告会上，田刚院士与师

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当天，田刚院士

还同中国科学院另外两名院士张伟平、李安民，与数学与信

息科学学院教师代表座谈，对数学学科建设工作进行指导。

5 月 22 日，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广西大学“争创一流·砥砺前行”绿色

建筑·智慧能源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开幕，师生代表约 300

人出席开幕式。首场报告会上，我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土

木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梅国雄教授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阐述

了“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研究生同学在学习和科研

中怎么创新”等问题，并结合自身的科研项目实际与同学们

分享了创新的成果和意义。他勉励同学们要善于向生活学

习，向自然界学习，勤思考，多提问。开幕式后，论坛将围绕

“绿色建筑·智慧能源”主题开展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5月25日至27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2018年常务理

事会在君武馆第二会议室召开，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李

京文院士，陈晓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常务

副主任李一军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高自友教

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雷涯邻教授、江苏大学副校

长梅强教授等 10 余位校领导、40 余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共8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

议。我校副校长范祚军教授出席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

还积极为广西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为广西大

学“双一流”建设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会于2007年初由中国工程院李京文院士、王众托院士、汪应

洛院士、刘源张院士发起，为民政部正式批准的一级学会，

学会业务上接受国家教育部指导。

（甘霖 陶仁凯 熊炤成 邹昀 梁杰珍 姚姿婷 谢

非飞 庞木林 杨济铭 刘芳）

广西大学亚热带农科新城概念性规划终期方案讨论会举行

学术动态

P2 我校召开新一届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会议

P3 在实干中彰显党的先进性

P4 创先争优唱响学校发展的主旋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