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9 日上午，我校召开

2020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会议，研究推

进落实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统筹协

调布置 2020 届毕业生离校各项具体工

作，校长付宏刚、校党委副书记丁宏

出席会议。学校办公室、组织部、宣

传部、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部）、

校团委、安全保障部、教务处、财务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体育教学研究部、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图书馆等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参会。

会上，学生工作部部长李石按照

目前省教育厅工作要求，针对在疫情

应对期间离校工作的变化，就离校工

作协调方案（征求意见稿）做了详细

解读。校党委副书记丁宏结合离校工

作方案和当前工作实际，着重强调了

几项重点工作，她要求全校各相关部

门，要竭尽全力为毕业生离校提供精

心服务，要在学生离校环节优化、精

简服务流程、推进线上办理等工作上

下功夫，切实提升服务水平和工作质

量，提高毕业生离校工作办理效率，

确保毕业生离校工作效果。

校长付宏刚对离校工作提出了四

点要求。一是精心组织，高度重视。

本年度毕业生离校工作任务既紧急又

艰巨，必须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

超前识别、主动作为，要在扎实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调动全校力量，统

筹推进毕业生离校各项工作。二是把

握重点，强化服务。要站在学生的角度，

围绕毕业生就业创业、离校手续办理、

毕业季氛围营造、毕业生情绪安抚等

为学生提供周到、细致、精心的服务，

帮助毕业生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学

生感到满意。三是细化方案，落实责任。

要强化责任落实，把离校工作做实做细，充分发挥

辅导员队伍的作用，加强对毕业生的教育引导；各

单位要创新设计、细化研判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案，

确保毕业生平稳离校。四是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各部门要充分沟通，加强协同配合，密切合作，坚

持全校上下一盘棋，以从简、快捷、高效的服务态

度和服务质量，全力做好 2020 届本科毕业生离校

工作。 党委学生工作部供稿

本报讯 近日，爱思唯尔（Elsevier）正式发

布 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榜单，本次国内共有 2163 位学者入

选。据统计，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分别来自 242

个高校或科研机构，其中大多数高被引学者来自高

校。其中，黑龙江大学付宏刚、井立强、孙书利共

3位学者入选，学校排名第 86 位。

 来源爱思唯尔官网

本报讯 日前，第 12 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公益广告《战“疫”》命题微博赛获奖名单公布，

我校新闻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王亚维、许严文创作

的系列平面广告作品《每一个小人物，都值得被记

住》获得全国一等奖，指导教师为新闻传播学院广

告系教师李连璧，该作品也是这一赛项在黑龙江省

唯一的一等奖。 新闻传播学院供稿

本报讯 5 月 3 日晚 8 时，黑龙江大学团委举行
了“五四精神 传承有我”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主
题团日活动。学校领导、教师、校友同全校青年学
生共度五四青年节，五万余人通过抖音和微博平台
观看了此次直播。

此次主题团日在《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中正
式开始。学校第二十四届校园最佳大学生的五位
获奖代表从不同角度分别讲述了自己的青春成长故
事。诗朗诵《想念黑大的每一个瞬间》表达了青年
学生浓厚的荣校爱校情怀。身处祖国各地的百余名
学生代表也相聚云端，用云接力的形式合唱了校歌。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黑大青年志愿
者毅然投身抗击疫情工作，展现了黑大青年的责任
与担当，主题团日上，通过视频的形式全景展现了
黑大青年的战疫风采。校园歌手还采取隔空云合唱
的形式演唱了《相信我们会创造奇迹》。

在这次主题团日上，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环节，
由获奖同学的父母家人为荣获学校第二十四届校园
最佳大学生的同学们颁发了奖牌，视频中父母家人
们欣慰的笑容是对黑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立优
良校风、矢志拼搏奋斗的最大褒奖。 校团委供稿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全国硕士

研究生复试工作会议精神，稳妥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5 月 3 日下午，我校召开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视频会议。

校长付宏刚、副校长董玉庭、研究生院

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招生学院负责

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研究

生院院长罗跃军主持。

付宏刚校长在会上指出，当前，我

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确

保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

统筹兼顾、稳妥有序推进我校硕士研究

生复试录取工作。付宏刚校长强调：一

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新形势下

复试工作复杂性和敏感性，为确保广大

考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复试形式改

为远程网络复试，无论形式如何变化，

务必确保复试录取工作公平公正；二是

各招生学院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

责任，招生领导小组要认真研究政策，

科学制定细则，精心组织，对本单位复

试工作全面负责；三是要严格管理，规

范流程，做好安全保密工作，要将保密

措施和要求贯穿复试全过程，重点做好

命题管理和试题安全保密工作，坚决杜

绝试题泄露等问题发生；四是采取有效

措施，积极应对远程网络复试新挑战，

坚持技防和人防相结合，防范考生替考

和作弊等行为；五是各职能部门要通力

协作，各司其职，做好复试期间宣传、

网络、场地、餐饮、防疫物资保障和复

试场所消杀等工作，全力保障复试工作

安全平稳运行。

董玉庭副校长在会上指出，硕士研

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要坚持公平与安全并

重、防疫与复试并重、创新与习惯并重、

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四项工作原则，具体

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 一是要吃透文件精

神，认真研究制定复试工作细则；二是

要提前组织模拟演练，做到各环节顺畅

衔接；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好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四是要注意工作细节，

规范操作；五是研究生院要做好政策解

读和流程培训，及时解决各学院复试中

的问题；六是要坚持底线思维，按要求

做好防疫工作。

会上，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刘凤影对

《黑龙江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

试录取工作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重

点对方案变化内容、网络复试风险点及

应对措施进行了强调。研究生院院长罗

跃军要求各学院要认真学习会议精神，

将各项要求落实到位，确保复试录取工

作安全有序推进。

据悉，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将

于 5月中旬启动。 研究生院供稿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我校优

秀青年荣获多项表彰！

我校文学院韩伟教授荣获第 22

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

我校法学院 2016 级法学专业许

一博同学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荣誉称号。这是我校学生首次获此

殊荣。

我校在全省“两红两优”表彰 

名单中荣获 6 项奖励。我校西语学院

团委、新闻传播学院团委荣获“全省

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研究生院

团委书记袁立莉，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软件学院团委书记张书洋荣获“全

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研究

生院团委学生副书记张怀天荣获“全

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我校

第 19 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研究生

院 2018 级学生赵文晶荣获“全省优

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我校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2016

级学生叶健雄，研究生院 2019 级学

生王丹阳荣获“黑龙江省向上向善好

青年”荣誉称号。 

本报讯 4 月 30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

布《关于下达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

知》，对 2014 年 -2019 年全国首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

估结果及处理意见进行公布和说明。

本轮合格评估中，我校参评的 27 个学位授权点全

部合格，其中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 个，分别为哲

学、法学、中国语言文学（国务院学位办抽评）、外国

语言文学、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7 个，分

别为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考古

学、世界史（省学位办抽评）、数学、生物学（省学位

办抽评）、统计学、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软件工程、植物

保护（省学位办抽评）、工商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5 个，分别为法律硕士、汉语

国际教育硕士、农业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省学位办抽

评）、公共管理硕士。

我校作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第三批博士

学位授予单位，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研究生学位授权点

的师资队伍建设及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工作，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把培养高质量研究生人才作为服务国家

战略实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提

升研究生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重要内涵。自 2014 年

启动首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以来，我校制定印发

《黑龙江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相继开

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动员培训、学院自评、审核评

估、整改建设、验收评估等 5 个阶段的自我评估工作，

旨在主动查找和诊断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中的问题，落实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主体责任，实现自

我约束、自我提高。

近年来，历经几代黑大人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

我校学位授权点结构布局明显优化，学科建设层次水平

显著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应该说，本

轮我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佳绩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

各培养单位与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合力建设的重要成果，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机制体制改革，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培养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我校将以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为主要抓手，以“双一流”建

设为契机，持续构建各学位授权点常态化的自我诊断和

自我提高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学位授权点建设水平，提

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为构建一流学位点和一流研究

生人才培养体系而继续努力奋斗。 研究生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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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轮学位点合格评估中
我校 27个参评学位点全部合格

我校三位学者入选 2019 年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9 年度“中国

政府优秀来华留学生”评选结果，我校化学化工

与材料学院博士生伊克拉姆（Muhammad Ikram）

入选。“中国政府优秀来华留学生”是为教育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要求，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辐射面和影响

力而设定的，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留学生的最高

荣誉。2019-2020 学年该荣誉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

政府奖学金生提供 100 个开放名额，我校的伊克

拉姆同学凭借着卓越科研成果和日常表现脱颖而

出，获得该项荣誉。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供稿

我校留学生荣获教育部
“优秀来华留学生”荣誉称号

我校王亚维、许严文同学
荣获全国一等奖

我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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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视频会议

点赞荣誉榜上的你 五四表彰

在黑龙江大学这所学校的蓬勃发展中，
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年轻人，他们充满激情、
富于创造、勇于担当，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
量。我校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我校青
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中所涌现的优秀代表，充分体现出
了在新世纪中我校青年勇于拼搏，积极进取
的优秀形象，是我校青年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