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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上午袁朱高峰院士一行赴上海院士中心做工作调研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迪副主任代表学校对上海院士中心的调研接待工作表示感
谢遥 他介绍说袁朱高峰院士一直关心上海市地方高校工程教育的发展袁目前在我校已初
步组建了以朱高峰院士为代表的院士科研工作团队袁 学校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国家级高
端人才建设并为其安心工作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和支持遥王迪副主任希望在以后工作中袁
学校和上海院士中心能够互相支持袁紧密合作袁在咨询研究尧学术交流等方面与中心共
同做好院士服务遥 对此朱高峰院士和何军副主任均表示赞成遥 朱高峰院士的工作调研袁
为我校与国家智库平台的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改革发展专家咨询会在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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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高等教育发展趋
势袁把握学校大局和发展方向袁持续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袁 加快推进我校
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
建设袁4月 14日上午袁 我校在松江
校区召开学校改革发展咨询会遥 中
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尧 我校终身
教授尧 工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朱高峰袁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尧 我校名
誉教授瞿振元受邀出席专家咨询
会遥本次咨询会由党委副书记尧校长
夏建国主持袁 副校长王岩松及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遥

夏建国校长代表学校对朱高峰
院士和瞿振元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袁 并感谢两位专家长期以来对
我校的关心尧支持和帮助袁期望两位
专家能够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建言献
策遥两位专家就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尧
野双一流冶高校建设以及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三个问题袁 同与会人员进行
了交流和探讨遥

瞿振元教授首先介绍了当前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尧 理念
和形势遥 他指出袁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及其配套文件叶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 渊2018原2022年冤曳
的颁布实施袁 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袁 文件体现的
工具主义与人文主义价值观尧 人的
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教育理

念袁值得我们思考遥 此外袁面对高等
教育大众化和高职扩招 100万的挑
战袁高校需要在高等教育理念尧录取
方式尧教学改革尧人才培养等方面做
出大胆改革和实践遥 关于野双一流冶
高校建设袁瞿教授认为袁我国野双一

流冶高校要进行分层分类发展袁特别
是要进行分类评价遥

朱高峰院士在会上指出袁 高等
教育中的很多问题要充分考虑社会
的因素袁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要思考
社会均衡发展尧 社会阶层的利益关

系尧社会制度等问题袁教会学生将做
人与做事相结合袁 根据产业的发展
趋势和发展需求培养人才遥

夏建国校长在咨询会上对两位
专家的观点进行了回应遥他认为袁高
等教育体系建设首先应该对高等教
育的类型和层次进行理论研究袁清
楚界定类型和层次是高校分类管理
的前提遥 他对瞿教授提出的 野双一
流冶 高校需要分层分类发展的观点
表示赞同袁认为野双一流冶建设需要
泛化袁 各类型的院校都要有这一类
型中的一流遥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袁
夏校长指出袁 加强高等工程教育的
国际化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遥此外袁
两位专家就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
理体制尧高等教育相关法律体系尧资
源分配尧 高校教师发展等问题同与
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研讨遥

此次咨询会袁 两位专家聚焦高
等教育改革及我校改革发展面临的
问题袁 以高屋建瓴的观点指导我校
未来发展袁 不仅开阔了参会人员的
视野袁 也为学校今后的具体工作厘
清了思路袁指明了方向遥

渊王秀秀冤

为有效推进学校人才强校战
略袁 积极营造和保障国家级人才在
校工作的良好条件袁4 月 16 日下
午袁校党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国袁副
校长王岩松袁 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在行政楼 208会议室专题调研朱
高峰院士工作团队情况袁 并就学校
工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9年的
工作进行了交流遥

学校于 2018 年底引进朱高峰
院士工作团队袁并依托团队成立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工程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袁中心归属高等研究院袁是校级研
究机构遥 在此次调研中袁工程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嘉乐教授介绍了
中心建设情况和 2019年工作计划袁
主要包括中心发展计划和目标尧近期
和中远期的课题研究规划尧中心人员
配置及软硬件配置的需求等遥

中心名誉主任朱高峰院士表
示袁 中心工作的着力点应结合国家

教育发展战略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的具体实际做好顶层设计袁 独立思
考尧守正扬清尧踏踏实实做好基础工
作遥 结合国内外工程教育发展现状
和多年来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工作实
践袁 朱院士针对工程教育领域提出
了若干思考袁 如工程大的工程教育
实践尧工程学与工程哲学的关系尧工
程教育学科建设的思路和逻辑尧人
文社科与工程技术的融合等问题袁
并希望结合教师的教学实践袁 行政
管理团队通力配合袁 推进我校工程
教育的改革实验试点工作遥

夏建国校长指出袁 国家级人才
建设是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
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袁 关系到我
校的水平提升和长远发展遥 他希望
通过深入走访和调研袁 动员学校力
量袁 为院士及其团队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袁做好保障工作遥 夏校长认为袁
中心工作聚焦在应用型工程教育的

站位是准确的袁 完全支持姜教授提
出的野将中心建设为工程教育智库冶
的目标定位袁 对朱院士提出的若干
工作思路表示支持遥

夏校长对中心工作提出了建
议尧思路和期望袁如中心应关注工程
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尧 编撰高等
工程教育系列丛书尧 建设教育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尧 中心开展研究生培
养尧倡议筹建工程教育博物馆等袁支
持并将满足中心在人员配置尧 经费
保障尧工作场地尧设定校内研究课题
等方面提出的需求遥

此次校长专题调研是国家级人
才年度工作计划调研的第一站袁充
分体现了学校对国家级人才团队的
关心和重视遥 学校各职能部门将积
极为院士团队和国家级人才提供支
持和保障袁为国家级人才在校落户尧
生根尧 发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
人文环境遥 渊王迪冤

4月 19日袁 党委书记李江袁党
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国袁党委副书
记尧副校长朱晓青率相关部门尧学院
负责人前往产学研合作单位上海交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流走访遥

党委书记李江对上海交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学校发展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遥 李江
书记指出袁工程大与交运集团的合
作历程悠久袁合作机制务实有效袁合
作能级不断提升遥 双方不断深化拓
展产学研合作袁聚焦双方的发展目
标尧关键任务尧科研攻关等事项袁扎
实推进平台建设尧人才培养尧项目合
作等多个层面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
展遥 在转型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袁
校企双方要探索创新合作模式袁紧
密和深化战略合作遥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尧董事长张仁良对工程大一行
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袁他指出袁交运集
团非常重视与工程大开展产学研合
作袁需要高校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
为企业做技术支撑遥双方发挥各自优

势袁互利共赢袁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合
作空间巨大袁 希望双方合作延续袁友
谊延续袁产学研合作再上新台阶遥
校长夏建国回顾了 2018 年工

程大的发展情况遥 他指出袁工程大始
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袁以贡献求
支持袁以服务求发展遥 工程大的发展
离不开交运集团等战略合作伙伴的
支持和帮助遥 新的时代袁新的合作征
程袁呼唤新的合作平台尧合作项目与
合作成果遥希望双方建立校企合作命
运共同体袁真正实现利益共生尧情感
共鸣尧价值共识尧发展共赢与责任共
担袁在联建大团队尧共建大平台尧开发
大项目尧承担大课题尧争取大经费和
申报大奖项上有新的推进遥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尧总裁朱戟敏代表公司对
多年来工程大为交运集团输送众
多优秀人才表示感谢遥 随着上海交
运集团的快速发展和业态整合袁对
人才资源和科技支持的需求将不
断提升袁双方的合作将不断迈向新
的征程遥 渊邓娜冤

人才强校

学校开展国家级人才年度工作计划调研

依托朱高峰院士工作团队建设工程教育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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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 2019届毕业设计展开幕
以野融合冶为主题的艺术设计

学院 2019届毕业设计展袁4月 16
日在艺术楼广场开幕遥 党委书记
李江袁党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兼党
办主任王陈袁科研处处长陈思浩袁
学生工作部渊处冤处长朱蓓袁中韩
多媒体设计学院院长吴亚生袁校
团委书记王佳杰袁 机械工业出版
社艺术设计分社社长饶薇袁 上海
维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道柏袁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办周成以及学院全体党政
领导班子等参加开幕式遥

党委书记李江宣布野融合冶艺
术设计学院 2019届毕业设计展
开幕后袁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学生
的设计作品袁 听取了关于毕业生
情况及毕业作品的介绍袁 还与师
生亲切交流作品的创意理念尧制
作过程袁 听取他们对作品内涵的
阐释遥 李江书记对毕业设计作品
中所表现出的人文情怀尧 独特创
意尧艺术思考给予了高度评价袁对
于作品中表现出融合创新的特点
给予肯定遥

据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高瞩介
绍袁今年毕业设计的主题野融合冶袁意
为设计学以人为核心袁横跨哲尧理尧
工尧文袁融机电工程尧艺术学尧计算机

辅助设计等于一体袁 艺术与科技相
融合袁协调各种矛盾因素遥从这个角
度来讲袁 设计本质上就是融合的艺
术遥面对技术发展尧产业变革带来的

不确定性袁 一方面设计学给我们提
供了应对的策略袁 另一方面设计学
也确实需要摆脱原有的桎梏袁 真正
能够运用跨学科的知识与智慧袁协

调各种矛盾因素袁 在历史发展的
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本次展览将通过轮流展出的

方式袁先后展出工业设计尧产品设
计尧艺术与科技尧环境设计尧视觉
传达设计尧数字媒体艺术尧摄影等
7个专业 200多名同学的毕业设
计作品遥 自去年 12月份开始袁同
学们在导师的指导下袁走街串巷袁
深入调研袁精心琢磨设计方案袁日
夜奋战袁 力图为自己的大学本科
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遥
艺术设计学院坚持 野艺工并

举袁产教融合冶的办学特色袁在教
学改革项目立项尧 高层次人才计
划尧国家级基金项目尧高水平论文
和作品发表尧 省级以上奖项等方
面取得丰硕成绩遥 在 2018野软科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冶中袁学院设计
学学科在全国 178个设计学一级
学科排名中袁 首次进入全国软科
前 50%渊列第 63位冤袁 标志着设
计学学科水平和科研实力方面取
得了历史性突破遥

渊杨爽冤

为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
代会精神袁 做好六届一次教代会布
置的 2019年各项任务袁帮助各二级
单位科学谋划全年工作袁2月 26日
至 4月 19日袁校党委副书记尧校长
夏建国率行政领导班子及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深入各院尧部尧中心开展
思路调研遥

夏建国校长在调研中强调了
2019年行政工作的总体要求袁提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袁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上海
市教育大会精神袁解放思想尧提高
站位袁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
展遥 夏校长明确了野一围绕尧五聚
焦冶的主要工作任务袁即围绕第三
次党代会提出的建成国内一流的
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
学的总体目标袁 聚焦巡视整改尧博
士点申报尧 机构改革与干部聘任尧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尧二期工程
项目全面启用五大任务袁着眼综合
实力尧综合竞争力尧办学活力尧社会
影响力和师生凝聚力的提升袁创新
发展理念袁明确发展目标袁卯足发
展动力袁理清发展路径袁提高发展
绩效袁突破发展成果遥

夏校长对各二级单位提出了
七项任务遥 第一袁紧扣国家尧国际尧
高端尧重点尧重大尧一流六个关键
词袁坚持人无我有袁人有我优袁实现
高端人才的突破尧 高端平台的突
破尧高端项目的突破和高端成果的
突破袁力争达到创国内同类院校一
流尧填国内同类院校空白尧争领域
示范的目标曰第二袁牢固树立入主
流尧重规律尧上水平尧提质量的意
识袁掌握社会发展尧行业发展和学
校发展的大趋势袁 以创新求发展袁
以改革促发展曰第三袁深化学院定
位研究袁围绕内涵抓重点袁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袁全力以赴提升学院
内涵水平袁花大力气解决可持续发
展问题曰第四袁始终坚持以学科为
龙头地位袁关注教师和学生两大主
体袁教学和科研两大主业曰第五袁推
动学院之间尧学科专业之间的协同
发展曰第六袁更多地向社会尧向市场
争取资源袁紧贴行业尧融入行业袁努
力成为行业的支柱曰第七袁调动全
体教师的积极性袁创造实现教师价
值的空间袁 提升教职工的归属感尧
成就感尧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夏校长还对二级单位班子提出
了三点要求袁一是要提高站位尧拓宽

视野袁全力以赴服务学校发展曰二是
要紧抓凝聚力工程袁坚持文化引领袁
聚人心袁重人气袁促和谐袁内求发展
人气袁外求发展亲和力袁努力建设团
结向上的学院曰 三是要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袁做到思想不乱尧队伍不乱袁
努力打造担当廉洁的班子遥 夏校长
希望袁 各二级单位要多关注国家战
略和上海战略袁结合自身发展情况袁
办扎根中国大地的学院袁 成为上海
乃至国家的智囊和智库遥

调研组其他成员结合各自条
线工作对各二级单位的工作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袁就 2019 年主要工
作指标与学院交换了意见袁 并对
学院提出的困难和问题一一做了
回应遥

本次调研采取先现场参观袁再
座谈研讨的方式进行袁 深入一线听
意见摸实情袁 旨在用调研助力重点
工作推进落实袁 用调研助力短板问
题集中解决袁 用调研助力工作制度
健全完善遥调研中袁校领导认真听取
各二级单位 2019年工作思路汇报袁
详细了解工作开展情况袁 对重点教
学科研设施设备使用尧 维护情况进
行实地查看袁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协
调解决袁 并对做好今后工作提出具
体指导意见遥

此次调研共收集二级单位反映
涉及师资队伍建设尧 办学空间尧经
费尧绩效改革尧考核等的问题和建议
30余条遥 会上袁校领导详细记录了
提出的问题袁 对大部分问题当场给
予明确解答和回复袁 对于一部分需
要学校再做进一步研究的袁 责成职
能部门带回研究解决遥 校长办公室
也将配合此次调研袁 继续追踪相关
问题的落实解决袁 确保调研中反映
的问题尧 意见和建议得到切实的回
应和落实遥

此次集中调研为全校上下明确
方向尧统一思想尧提振信心袁对全面
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尧 推动
野一围绕尧五聚焦冶工作的落实具有
重要意义遥 渊陈路路冤

4月 17日上午袁近 200名老同志
济济一堂袁党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国以
叶继往开来袁砥砺前行袁开创现代化工
程应用型特色大学建设新局面曳为题袁
为离退休老同志作了校情报告遥

夏建国校长的报告内容详尽丰
富袁 他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袁凝心聚力推动学校事业发展曰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 切实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曰 全力配合巡
视工作袁认真整改袁压紧压实责任袁
将巡视整改任务落到实处曰 全面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袁 落实人才政
策尧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尧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曰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袁全
面推进内涵建设曰优化资源配置袁提

升管理服务效能曰从严要求尧加强班
子自身建设等 7个方面向老同志们
详细介绍了学校 2018年的工作情
况遥 从野一个围绕冶尧野五个聚焦冶院围
绕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目
标袁聚焦巡视整改任务尧聚焦博士学
位授权单位建设任务尧 聚焦机构改
革及干部聘任任务尧 聚焦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建设任务尧 聚焦二期项目
搬迁使用任务袁对学校 2019年的工
作进行了展望遥
通过报告会袁老同志们详细的了

解了学校发展的累累硕果袁也看到了
学校欣欣向荣尧 宏伟发展的前景袁激
励老同志们进一步为工程大的蓬勃
发展贡献经验和力量遥 渊李静冤

为弘扬产学合作教育办学特
色袁 促进 2019届毕业生充分就业袁
学校于 4月 11日在松江校区图文
信息中心博学广场举办 2019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产学合作教育双向见
面会暨地校联合毕业生春季专场招
聘会遥 副校长王岩松袁校党委常委尧
党委宣传部部长兼党办主任王陈袁
松江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尧 区工商联
党组书记杨仁娟袁 广富林街道党工
委书记吴浩波尧 街道办事处主任庄
寿云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姚继干袁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尧副
主席许明华等深入招聘会现场指导
工作遥

招聘会现场袁 校领导与松江区
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加强区校合作进
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遥 作为上海唯

一一所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和毕业生
就业联合校园招聘会的高校袁 本次
招聘会共吸引了近 400家用人单位
参加袁涵盖交通运输尧计算机尧通信尧
机械尧化工尧医药尧管理尧经济尧教育尧
外语等众多学科领域和专业门类袁
提供产学合作教育工作岗位和毕业
生就业岗位共 7000 余个袁6000 余
名学生参加了现场应聘遥

2019年袁 学校共有 9600余名
学生参加产学合作教育尧近 5600名
毕业生即将步入社会遥 学校将继续
深化野走出校园促发展冶袁不断加强
与各企事业单位尧政府机关尧行业协
会尧创业园区等的交流合作袁大力拓
展各类岗位资源袁 努力为广大学生
提供更多尧 更高质量的产学合作教
育与毕业生就业岗位遥 渊高致宇冤

校行政领导班子
深入学院开展思路调研

学校举办 2019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产学合作教育双向见面会暨
地校联合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

7000余岗位资源 6000余学生应聘

校情报告会全面展示学校办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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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野材料加
工工程冶 团队骨干教师吴日铭老师
在大截面高性能模具钢稳定试制的
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袁近日袁
在本学科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遥
模具产业升级对模具材料的

综合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袁 其中袁
大截面高性能模具钢材的稳定生
产是制造大型模具型腔的必备条
件袁材料尺寸效应严重阻碍了常规
固态相变规律在生产中的实施遥 因
此袁 综合考虑大截面模具钢温度
场尧 组织场和应力场的耦合作用袁
成为稳定试制大截面高性能模具
钢的技术关键遥
吴日铭老师及团队基于对生产

中大截面模具钢温度场进行有限元
模拟和实际监测袁并应用新型的 Q-
P-T工艺调控模具钢心部组织袁实
现对不可回避的残余奥氏体配分稳
定并回火消除袁 不仅细化了心部粗
晶组织袁 而且明显降低了大截面模
具钢心表硬度差距袁为稳定生产 1.2

米厚度模具钢提供了技术参考遥
该研究表明袁 传统的淬火加回

火的工艺路线生产的 500mm 厚度
模具钢材心部硬度比表面偏低 3-
5HRC袁而且随着冷却的加剧袁模具
钢材外层的马氏体结构抑制了心部
马氏体转变遥采用新型的 Q-P-T工
艺路线袁 可以充分利用外层马氏体
抑制相变的应力环境和碳配分特
征袁实现心部残余奥氏体的稳定袁并
经回火转变为等温马氏体和贝氏
体袁硬度趋近于钢材表层硬度袁最终
心表硬度差降低至 1-1.5HRC遥
相关工作及成果以野Improved

uniformity of hardness by continu鄄
ous low temperature bainitic trans鄄
formation in prehardened mold
steel with large section冶 为题发表
在刊物 Materials Science & Engi鄄
neering A杂志上渊IF: 3.414冤遥 该研
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渊批准号
Nos. 51375294 and 51301105冤资
助遥 渊学科办冤

4月 12日下午袁为充分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尧 客观评价
学生学习效果袁 我校高等教育研究
所尧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华中科
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研究所
所长尧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
分会秘书长陈敏教授来校做学情评
估专题报告遥 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
院长袁我校终身教授尧工程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朱高峰院士袁工
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尧原叶高等
工程教育研究曳 主编姜嘉乐教授出
席讲座袁各院渊部/中心冤系渊室冤主
任尧 教学团队负责人及骨干教师参
加培训遥 讲座由教务处处长陈浩主
持遥

陈敏教授以 叶院校研究范式下
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的研究与实
践曳为题袁从院校研究的特征尧职能
出发袁 介绍了国内外学情调查研究
的兴起背景袁 探讨了院校研究范式
下如何了解和掌握一所高校的本科

生学习与发展状况及其原因袁 详细
介绍了院校研究范式下本科生学习
与发展调查渊简称 SSLD冤的开发背
景尧指导思想尧基本原则尧理论框架
以及实施办法等遥讲座以野服务学校
教学尧促进学生发展冶这一调查理念
的独特魅力袁 引发了老师们的浓厚
兴趣遥讲座结束后袁参训教师围绕讲
座内容袁就学生主动性学习与成效尧
应用型高校展开 SSLD调查的适应
性尧 社会环境及其相关指标在学情
调查中的价值与作用等问题与陈敏
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遥 讲座现场气
氛热烈袁参训教师兴趣浓厚遥

陈敏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校研究所所长尧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秘书
长袁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院校研究尧高
等工程教育研究遥 近年主持的项目
主要有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课题野30年来中国工程教育模式改
革和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冶尧学校委托

课题 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学习与
发展情况调查冶等遥近年发表的论文
主要有 野本科生学习与发展调查的
系统开发及其组织实施要要要基于华
中科技大学的实践冶尧野基于多源流
理论的课程改革过程研究冶尧野我国
院校研究数据系统建设现状及发展
建议冶等遥
其领衔自主研发的本科生学习

与发展调查渊简称 SSLD冤作为适合
我国国情的一种本土化大学生学习
效果测评工具袁 是聚焦于中国高等
教育现阶段实际问题并为其改进提
供有效依据的重要测评手段遥 对我
校以学生为中心袁 了解学生学习需
求尧关注学生学习效果袁不断改进教
学成效袁具有重要价值遥本次专题培
训对我校了解学情评估袁 以学生为
中心袁 改进教学评估相关工作具有
重要启发作用袁 为我校参与并开展
学情调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认知经
验和理论基础遥 渊魏晓艳冤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袁野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遥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冶袁 提升我校
学生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袁充分展现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 野知行大课堂 2.0
版冶的创新成果袁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特举办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微视频冶比赛遥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院

一尧指导思想院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全面落
实全国高校思政治工作会议要
求袁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尧理论性
和亲和力尧针对性遥

二尧参赛对象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全体本科
生渊含预科生冤尧专科生与研究生遥

三尧参赛内容院

以 野风雨七十年 追梦新时
代要要要献礼建国 70 周年冶 为主
题袁围绕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曳尧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曳尧叶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曳尧叶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曳及叶形势与政策曳课等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相关内容袁 制作完整
的一集微视频遥
四尧参赛要求院

1. 每部参赛作品时长 5-10分
钟袁 画面清晰袁 适合常规播放器播
放曰

2. 可采取微电影尧 采访式尧学
生讨论尧辩论尧师生互动等能够呈现
主题的形式曰

3. 内容选择要求切入点小袁以
小见大袁既密切联系现实生活袁又能
演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命题曰

4. 要求题目自拟袁 主线明确袁
重点突出袁思路清晰袁资料详实袁具
有可观赏性曰

5.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
作品袁未在相关媒体上发表过袁无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内容曰

6. 对获奖作品袁 主办方拥有
包括提供给新闻媒体进行刊播尧
展览尧出版尧网络推广等非商业性
质的作品使用权袁 制作者享有署
名权曰

7. 各学院报送微视频数量不
限袁个人或集体参赛不限遥 原则上袁
每个微视频作者不超过 5人遥

五尧奖项设置院

1.本次比赛设院
一等奖 3项院 奖金 3000元袁并

颁发获奖证书曰
二等奖 6项院 奖金 2000元袁并

颁发获奖证书曰
三等奖 10项院 奖金 1000元奖

金袁并颁发获奖证书曰
优秀奖 10项院 奖金 500元袁并

颁发获奖证书遥
2.本次提交的参赛作品袁将作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环节成
果袁结合主题内容袁根据学校教学管
理规定袁 根据课程安排袁 在 2018-
2019 年度第二学期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平时成绩中适当体现遥

六尧评审程序

本次比赛将由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袁并颁奖尧展示尧予以表彰遥

七尧时间节点

作品提交截止时间院2019 年 5
月 30日

比赛结果公布时间院2019 年 6
月 30日遥

八尧参赛邮箱院

请将参赛微视频和参赛回执
渊见附件冤放入一个邮件袁邮件以野组

长姓名院视频名称-所属学院冶命
名袁发送至院

邮箱院756698136@qq.com
联系电话院67791105曰

19802116197
联系人院王政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党委宣传部
校学生工作部渊处冤
2019年 4月 12日

材料工程学院吴日铭博士发表重要论文

大截面高性能模具钢稳定试制
关键技术取得新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陈敏教授受邀来校做学情评估培训

风雨七十年 追梦新时代要要要献礼建国 70周年
关于举办 2019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大学生微视频比赛的通知

附件

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微视频冶比赛参赛回执
负责人

作品名称

小组成员

参赛学院 作品指导老师

以下为负责人个人信息填写

邮箱 联系电话

学号 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码 开户支行

是否是上海本地银行卡

填写注意事项院
1. 回执信息提交后不得修改袁请务必确认曰
2. 负责人姓名与身份证信息尧银行卡信息需保持一致曰

3. 请确保负责人邮箱尧联系电话能够保持联络曰
4. 若无指导老师或组员袁请填在相应项中填野无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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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发布 年图书借阅排行榜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读书馆发布了 2018年图书借阅排行榜遥
联合国将 4月 23日确定为野世界读书日冶袁目地是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参与到读书这一项伟大而又不乏人生乐趣的活动中袁从而增加知识储备量袁让内心得以丰盈起

来遥 图书馆是大学的重要支柱之一袁这里提供的不仅是书籍袁更是通往浩瀚知识海洋的通道袁大学生野泡冶图书馆袁与书相伴袁就是在其中汲取知识的精髓遥
作为工科学校袁工程大学子的借阅排行榜袁确是野文艺范儿冶十足袁叶红玫瑰与白玫瑰曳渊张爱玲著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冤位列借阅榜首袁叶平凡的世界曳尧叶围城曳尧叶活

着曳等中国作家的作品袁在排行榜上锁定前几位曰外国名著叶百年孤独曳尧叶月亮与六便士曳尧叶追风筝的人曳等也成绩不俗曰社科名著叶人类简史曳更是高居借阅榜第三位袁显示
工程大学子的人文情怀遥

希望更多的同学热爱图书馆袁在书中探索知识的奥秘袁在书中提升眼界的高度袁在书中感受生命的宽度遥

叶平凡的世界曳上榜四次
在 2018年的图书借阅 TOP50排行榜中袁 因国际标

准书号渊ISBN冤尧索书号的不同袁叶平凡的世界曳一书上榜
四次遥 叶平凡的世界曳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
的小说袁 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
长篇小说袁全书共三部遥我校图书馆馆藏的是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2017年出版的版本遥 该书以上世纪 70年代中
期到 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袁 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袁
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袁 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

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袁劳动与爱情尧挫折与追求尧痛苦与欢乐尧日常生活与巨
大社会冲突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袁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
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遥 叶平凡的世界曳曾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 2018年社会科学图书借阅 TOP10
排名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ISBN 索书号 复本数 借阅次数 借阅比率

1 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978-7-5302-1115-1 I246.7/A29 6 31 5.17
2 放学后 渊日冤 东野圭吾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0 978-7-5442-4551-7 I313.45/A214 3 26 8.67
3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 2版 渊以冤 尤瓦尔窑赫拉利著 中信出版社 2017 978-7-5086-6075-2 K02-49/A5=2 5 24 4.80
4 围城.第 2版 钱锺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978-7-02-009809-5 I246.5/A21=2 3 23 7.67
5 解忧杂货店 渊日冤 东野圭吾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978-7-5442-7087-8 I313.45/A419 4 22 5.50
6 百年孤独.2版 渊哥伦比亚冤加窑马尔克斯著 漓江出版社 2005 7-5407-2046-8 I775.45/A3=2 6 21 3.50
7 十宗罪:中国十大变态凶杀案.3 蜘蛛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978-7-5404-5642-9 I247.5/C159:3 2 20 10.00
8 活着 余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978-7-5302-1559-3 I247.5/D246 3 20 6.67
9 我不 大冰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978-7-5404-8219-0 I247.7/A990 2 20 10.00
10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978-7-5302-1678-1 I247.5/C959:3 3 19 6.33

排名 书名 作者尧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ISBN 索书号 复本数 借阅次数 借阅比率
1 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 韩中庚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7-04-016328-4 O141.4/A9 6 15 2.50
2 有限单元法 王勖成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7-302-06462-8 O241.82/A1 6 13 2.17
3 模具设计与制造简明手册.3版 冯炳尧袁 韩泰荣袁 蒋文森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978-7-5323-9305-3 TG76-62/A7=3 7 12 1.71
4 ABAQUS有限元分析常见问题解答 曹金凤袁 石亦平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978-7-111-25379-2 O241.82-39/A47 4 12 3.00
5 精通 MATLAB最优化计算.第 2版 龚纯袁 王正林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978-7-121-14734-0 TP391.75/A39=2 2 12 6.00
6 Python网络爬虫从入门到实践 唐松袁 陈智铨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978-7-111-57841-3 TP311.561/A116 2 12 6.00
7 Python网络爬虫实战 胡松涛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978-7-302-45787-9 TP311.56/A795 2 12 6.00
8 C语言从入门到精通.第 3版 明日科技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978-7-302-45778-7袁978-7-89395-904-2 TP312/A636=3 2 12 6.00
9 C Primer Plus 渊第 6版冤 中文版 渊美冤 史蒂芬窑普拉达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978-7-115-39059-2 TP312C/C224 2 12 6.00
10 冷挤压实用技术 洪慎章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7-111-15146-1 TG376.3/A1 6 11 1.83

社科图书借阅排行榜院工科生有颗爱文艺的心
东野圭吾九部作品上榜

在 2018年的图书借阅 TOP50排行榜中袁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
吾堪称王者袁他的 9部推理小说在排行榜上占了 10个位置袁其中一部
作品的两个版本分别上榜遥这些作品分别是院叶放学后曳尧叶解忧杂货店曳尧
叶假面饭店曳尧叶恶意曳尧叶时生曳尧叶嫌疑人 X的献身曳尧叶神探伽利略曳尧叶彷徨
之刃曳和叶白夜行曳遥

东野圭吾 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袁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
专业袁之后担任生产技术工程师袁并进行推理小说的创作遥1985年袁凭借
叶放学后曳获得江户川乱步奖袁从此成为职业作家袁开始专职写作遥 其作

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了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袁将其残酷与冷峻的一面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袁在冷酷无
情的现实面前袁人性的善与恶展露无遗遥 他同时也十分具有人文关怀袁他的小说袁最终打动读者的可能不
是精彩的推理袁而是案件背后那份让人难以忘记的感情袁这也是其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源所在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8年自然科学图书借阅 TOP10

自然科学图书借阅排行榜院学科竞赛引领阅读风尚
叶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曳

主要是根据野数学建模冶课程的教
学和数学建模竞赛培训活动的实际需
要袁以及作者多年从事相关工作的实践
经验和体会编写而成的袁从内容上突出
体现了野广尧浅尧新尧用冶的现代应用特点遥
主要内容包括量纲分析袁集合分析尧微分
方程尧差分方程尧插值与拟合尧层次分析尧

概率分布尧数理统计尧回归分析尧线性规划尧整数规划尧非线性规划尧动态
规划尧排队论尧对策论尧随机性决策分析尧多目标决策分析尧图论尧模糊
数学和灰色系统分析等 20大类数学建模方法袁 每一种方法都有相应
的应用案例分析及参考案例遥最后附有历年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和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问题袁以及MATLAB的使用简介遥

叶有限单元法曳
全书分为两篇共 17章遥 第 1篇 渊第 1要7

章冤 为基本部分袁 包括有限单元法的理论基
础要要要加权余量法和变分原理曰弹性力学问题
有限单元法的一般原理和表达格式袁 单元和插
值函数的构造袁等参元和数值积分袁有限单元法
应用中的若干实际考虑袁 线性代数方程组的解
法袁有限单元法的计算机程序遥 第 2篇渊第 8要

17章冤为专题部分袁包括渊杆尧板尧壳冤结构力学问题袁场和动力问题袁
以及渊材料尧几何尧接触冤非线性问题 3个部分遥 本书反映了有限单
元法的学科上和应用方面的发展水平袁 凝聚了作者本人和所在教
研组长期教学实践的经验遥书中每章附有复习思考题和练习题遥书
末还附有用于求解不同类型线弹性问题计算机实践的教学程序遥

叶模具设计与制造简明手册曳
全书共五篇袁 前三篇分别

叙述了冲压挤压模设计尧塑料模
设计尧 金属压铸模及其他模设
计袁第四篇介绍了模具材料和热
处理袁末篇综述了模具制造遥 附
录中列出了与模具设计制造有
关的通用数据表和模具名词术

语汉英对照遥全书文字简明袁图表数据翔实袁阐明有
关成形工艺特点尧 模具设计一般原则及制造要点袁
并举以典型实例遥 这本书主要供从事模具设计尧制
造的技术人员阅读袁也适于大专院校模具尧机械加
工尧塑性成形等专业的师生参考遥 渊来源院图书馆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