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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要闻】

★3 月 31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金佩华做客 2021 年首期‚从游茶约‛活
动，与来各学院的 15 名优秀学生代表畅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4 月 1 日，学校召开‚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总结暨工作推
进会议‛。副校长李庆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月 2 日，我校成功举办 2021 年蚕丝绸文化新市论坛。校党委书记金
佩华出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等多所科
研院所、高等学校和文化机构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4 月 2 日，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首席领事千成焕、政务主任吴圣姬一
行访问我校。4 月 6 日，市政协副主席魏明一行来校调研。4 月 16 日，
台州学院副校长赵小明一行来校考察交流。4 月 24 日，兰州文理学院
校长郑伟强一行来校考察交流。

★4 月 7 日，我校举行浙江兴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赠仪式。从 2021 年
开始，该集团每年向我校捐赠 10 万元，连续捐助十年，支持我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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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学生发展。

★4 月 10 日，我校开展 2021 年‚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综合素质测
试。校长蒋云良、党委副书记丁敢真到现场检查指导测试工作，省、
市教育考试院领导到校对测试工作进行巡视。

★4 月 12 日，副校长潘音组织召开大学生活动中心修缮项目推进工作会
议。

★4 月 14 日，我校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理论物理专款学术交流与平台
建设项目调研座谈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理论物理专款领导小组复
旦大学的马余刚院士、北京大学的许甫荣教授、南开大学的刘玉斌教
授来校调研座谈，校长蒋云良教授、副校长李庆峰教授出席会议。

★4 月 15 日，我校召开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届四次理事会。校党委书记、
基金会理事长金佩华，校党委委员、党校办主任、基金会理事劳士健
出席会议。会议由副校长李庆峰主持。

★4 月 16 日，校长蒋云良、校党委副书记丁敢真带领发展规划处、研工
部、工学院、安定书院/创新创业学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一行，赴广东
海洋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开展‚十四五‛发展规划考察调研。

★4 月 19 日，我校与浙江嘉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联合实验室举行共建‚水务大脑‛联合实验室签约仪式。校长蒋云良、
副校长李庆峰一同出席，来自湖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安吉县的领导，
企业代表，特邀嘉宾以及我校师生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4 月，学校有序开展全校师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4 月 20 日，学校举行‚鹄望亭‛揭幕仪式。校党委书记金佩华，校长
蒋云良，德清县政协主席张林华，校党委副书记陈永华，副校长潘音
出席仪式。仪式由陈永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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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我校召开生活垃圾精准分类工作推进会。校党委副书记丁
敢真，副校长潘音，党委委员、党校办主任劳士健出席，校生活垃圾
精准分类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各二级学院副书记等参加会议。会议由
潘音主持。

★我校在浙江省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成绩优异。医学院吴崇雯、
经济管理学院于敏捷分别获课程思政微课专项比赛理科组一等奖，文
科组二等奖；医学院蒋培余、工学院魏玉兰、人文学院韩雄飞分别获
教学创新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二等奖，魏玉兰还获得教学
设计创新专项奖，‚医学整合案例教学团队‛、‚魏玉兰名师工作室‛
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获得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奖。同时，学校
获得本次大赛优秀组织奖。

★4 月 22 日，我校与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举行校企合作签约暨久兴材料学院揭牌仪式。仪式由校党委副
书记陈永华主持。

★4 月 22 日，学校举行‚税务蓝‛走入高校活动启动仪式。校长蒋云良，
副校长潘音，市税务局局长徐建军出席，学校机关党委，计财处、审
计处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师生代表参加了仪式，会议由潘音主持。

★4 月 23 日，学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由校党委书记金佩华主持。

★4 月 23 至 25 日，我校召开第二届博雅浙学·中学校长高峰论坛。本
次会议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高校与中学的应对与挑战‛为
主题，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等多所高校、教育期刊以及各地中学的 170 多名专家学者、校长参加
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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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两山‛理念研究院召开 2021 年第一次院务委员会，校
党委书记、‚两山‛院院长金佩华、‚两山‛院常务副院长王景新出
席，院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两山‛院院长黄祖辉
教授主持。

★4 月 26 日，著名画家、艺术学院李志刚教授收到了来自中国美术馆的
收藏证书。其综合材料绘画《汉风》经中国美术馆收藏评鉴委员会评
议通过，予以收藏。

★4 月 28 日，学校举行 ‚不负青春、不负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暨五四表彰大会。校党委副书记丁敢真，校
党委委员、宣传部长杜宁出席，学工部、研工部、教务处、团委负责
人与各二级学院负责人、团员青年代表共 800 人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4 月 28 日，学校举行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聘任仪式。浙
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受聘为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特
聘教授。

★4 月 28 日，我校第十六届读书月活动开幕。
★4 月 29 日，我校举行‚浙北大厦‛基金成立暨浙北员工爱心捐赠仪式。
校党委书记金佩华、浙北大厦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沈国良、校党委副
书记陈永华、副校长李庆峰，浙北大厦集团副总裁陈倩、浙北大厦集
团首席财务官张学峰出席。浙北大厦集团以留本捐息方式设立‚湖州
师范学院‘浙北大厦’基金‛，每年投入本金 1000 万元，连续五年，
总额 5000 万元。257 位浙北人募集资金 32.5 万元资助我校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4 月 30 日，我校召开‚十四五‛实验室建设项目库评审会。浙江工业
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实验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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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管理专家出席。会议由副校长李庆峰主持。

【改革动态】
 学校召开‚十四五‛专项规划汇报会
4 月 22 日，学校召开‚十四五‛专项规划汇报会，校领导出席
会议并作点评，专项规划牵头部门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书记、附
属第一医院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各专项规划牵头部门负责人从‚十三五‛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十
四五‛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工作思路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建设举
措等方面，分别汇报了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与社会服务、实验室建设、教育国际化、校园建设、党建思政工作
等 8 个专项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近期发文】
 关于印发《‚十大有影响力的党建品牌‛培育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2021-2025）》的通知（湖师院党发［2021］17 号）
 关于公布科级干部任期考核结果的通知（湖师院党发［2021］18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财务收支预算方案》的通知（湖师院发［2021］
19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通知（湖师院发
［2021］20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度教职工考核结果的通知（湖师院发［2021］21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通知（湖师院发［2021］
22 号）
 关于聘任李梦霞等 4 人为校聘教授、校聘副教授的通知（湖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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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21］23 号）
 关于印发《内部审计工作规定》的通知（湖师院发［2021］24 号）
 关于印发 2021 年实验室建设经费分配方案的通知（湖师院校办发
［2021］9 号）
 关于印发《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湖师院校办发［2021］
11 号）
 关于印发《中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湖师
院校办发［2021］12 号）
 关于印发《审计整改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湖师院校办发［2021］
13 号）
 关于印发《基本建设和修缮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办法》的通知
（湖师院校办发［2021］14 号）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湖师院
校办发［2021］15 号）
 关于印发《继续教育收入分配与管理办法》的通知（湖师院校办
发［2021］16 号）
 关于印发《继续教育培训项目专员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湖师院校办发［2021］17 号）
 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湖师院校办发［2021］18 号）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通知（湖师院校办发
［2021］19 号）

备注：文件内容详见学校网站—‚数字校园‛—‚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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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报】
 4 月 1 日，校长办公会议（第 6 次）：审定 2021 年实验室建设分
配方案；听取五项人事工作汇报；听取关于工会所持后勤服务有限公
司股份捐赠学校的情况报告；审定 2020 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书
面）；审定三项教学管理工作（书面）；听取关于 2020 年度省级一
流本科课程评选工作报告（书面）；审定 2021 年市校合作软科学研
究项目评审报告（书面）。
 4 月 9 日，校党委会（第 7 次）：党风党纪教育；审定《<学校 2021
年工作要点>重要工作安排表》；审定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等
成员名单；审定湖州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遴选推荐名单；审定
《2021 年科级干部、主管聘任工作实施方案》；审定《组织员选任
与管理办法》；听取《妇联成立暨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有关工作
报告》；审定市第八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和市侨联第八届委员会
委员初步人选推荐名单。
 4 月 15 日，校长办公会议（第 7 次）：审定六项审计工作制度；
审定三项人事工作；听取两项社会合作工作汇报；审议对和谐餐厅开
展合作经营的实施方案；听取两项继续教育管理工作汇报；审定东校
区图书馆现有功能布局与安定书院选址事项；审议科技园项目建设模
式情况报告。
 4 月 23 日，校党委会（第 8 次）：党风党纪教育；听取关于科技
园项目建设模式情况的汇报；审定《关于对和谐餐厅开展合作经营的
实施方案》；审定学校疫情防控先进评选建议名单；审定《加强全面
从严治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自查清单》《接受巡视需准备的材
料清单》；讨论纪检工作；审定学校‚两优一先‛评选建议名单；审
定全省高校‚最受师生喜爱的书记‛候选对象推荐建议名单；审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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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联工作先进个人、侨界抗疫先进个人推荐建议名单；审定《学校十
大党建品牌培育创建实施方案（2021-2024）》；讨论干部工作。
 4 月 29 日，校长办公会议（第 8 次）：审定两项人事工作；审定
校园微缩版桑基鱼塘立项建设报告；审议《引进社会捐赠奖励暂行办
法》；审定设立德清县第二中学为学校附属中学的报告；审定不再聘
任 1 人担任学校法律顾问的报告。

【组工专栏】

★4 月 16 日，湖州学院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宣布湖州学院首届领导
班子配备的决定。省委决定：朱斌同志任中共湖州学院委员会委
员、书记；马志和同志任中共湖州学院委员会委员、副书记，提
名为湖州学院院长；鲁伟权、唐华同志任中共湖州学院委员会委
员、副书记；莫汝强同志任中共湖州学院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州
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书记；丁松泉、沈月娣、陈发瑶、李
祖欣同志任中共湖州学院委员会委员，提名为湖州学院副院长。

★4 月 28 日，我校召开妇女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来
自全校各二级党组织的 107 名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妇女发展
大计。会议由党委副书记陈永华主持。
发送：全体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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