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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学校主要工作回

顾 

    1. 信息感知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获国家‚2011 计划‛认定  

    2014 年 10 月 15 日，学校牵

头组建的‚信息感知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以全国第二、行业产业类第

一的成绩，正式通过国家‚2011

计划‛认定。 

    除此之外，学校瞄准重大需求

成立陕西集成电路与微纳器件协

同创新中心，还即将与国家统计

局、陕西省共建成立丝绸之路经济

带协同创新中心，以及信息安全协

同创新中心等。 

    2. 成功召开第五届教职工代

表大会  

    提出了‚两个回归‛的理念，

完成了‚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

创建一流大学‛部署，进一步推进

了民主管理，形成 9 大类 39 小类

106条具体意见建议并分解落实，

18个代表团提交 78 件提案。通过

会议的召开，教职工精神面貌和工

作状态更加昂扬向上，从抱怨多向

主动思考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主

动要求改革逐步转变，学校可持续

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提升，主动进

取的活力持续增强。 

    3. 大学章程报教育部核准  

    根据《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

办法》规定，自 2012 年底以来，

经过组织调研，广泛征求了学院、

职能部门、教师代表的意见，先后

经教代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党委

常委会讨论审定通过，今年 11 月

底上报教育部核准。目前，以大学

章程建设为统领，积极推进制度体

系建设。 

    4. 率先启动行业特色高校综

合改革  

    按照‚现实问题倒逼、发展需

求引领‛、‚以立德树人为统领、

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的基本思

路，率先制定了行业特色高校综合

改革方案，目前已进入教育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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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是第一个提交综合改革方案

的行业特色高校，得到了教育部的

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与此同时，

推动重心下移、先改先受益，试点

方案陆续推出。学校鼓励各学院综

合改革试点，尊重学院意愿，坚持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单项

改革、多项改革与综合改革相结合

的基本原则，由学院根据自身实际

提出改革方案，学校与职能部门予

以协助完善，在达成改革共识的前

提下，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目前经

济管理学院率先试点，同时，人文

学院、通信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也积极提出了试点改革方案。与此

同时，后勤率先推出后勤综合改革

方案，并形成细化方案；产业综合

改革方案正在深化凝练。  

    5. 学校整体排名大幅提升  

    （1）《泰晤士高等教育》大

学排行榜：首次进入，位列中国前

27强。  

    （2）2014年‚中国两岸四地

大学百强排名‛：首次进入，列第

90位。 

    （3）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

学科排行榜：2012 年计算机全球

排名 101-150 名，大陆 13；2014

年计算机全球排名 76-100 名，大

陆高校第 8，上升 7 个位次。 

    （4）ESI 学科排名：2012 年

工程学排名 239、计算机科学排名

360。 2014年工程学排名 166位，

排名率 14.21%（116/1168）；我

国 61所高校进入前 1%，我校第 14

位，计算机科学 226 位；排名率

61.08%（226/370），我国 19所高

校进入前 1%，我校第 13位。 

    （5）世界大学学术表现排名

（URAP）：2012年世界排名 943、

国内排名 79；2014年世界排名 605

（上升 338 位次），国内排名 54

（上升 25位次）。 

    （6）高等教育观察（HER）中

国大学排行榜：综合排名由 2012

年 44 名上升到 2014 年 42 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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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2个位次。 

    （7）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

研究中心《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

价报告》：学校综合排名由 2012

年 52 名上升至 2014 年 49 名，上

升 3个位次。 

    6. 保铮院士荣膺‚中国大学

最牛研究生导师‛称号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

《2014 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评价

报告》：保铮院士以培养 7篇全国

优秀博士论文（4 篇正式、3 篇提

名）获得者的成绩，在 2014 中国

大学最牛研究生导师排行榜上，与

上海交通大学贺林院士并列第五，

荣膺‚中国大学最牛研究生导师‛

称号。 

    7. 郑晓静院士荣获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奖  

    10 月 29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4 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全国政

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大

会，并为获奖人颁奖。郑晓静院士

荣获 2014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这是学校第五

个获此殊荣的专家教授。 

    8. 蔡 宁 教 授 当 选 IEEE 

Fellow  

    11 月 27 日，2015 年度 IEEE 

Fellow 名单揭晓，通信工程学院

蔡宁教授因在网络编码理论和任

意可变信道领域的杰出贡献当选

IEEE Fellow，全球共有 300 人获

此殊荣，其中中国大陆 14人。IEEE 

Fellow（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

会士）是该组织授予其会员的最高

荣誉，作为会员的最高级别，IEEE

会士在学术科技界被认定为权威

的荣誉和重要的职业成就，每年当

选人数不超过 IEEE 会员总人数的

0.1%。 

    9. 成功召开本科教育质量提

升工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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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5 月 19-26 日，学校

召开本科教育质量提升工作大会，

着力解决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和教

育教学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此

次会议会期 1周，召开各类讨论会

70 余场，师生广泛参与。会议提

出了学校本科教育的改革发展目

标：积极探索构建基于激励和引导

学生自我发展的本科教育体系，努

力打造电子信息领域的一流本科

教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提升本

科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本科

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包括 8项举

措和 5个行动计划。 

    10. 深化思政课程改革项目

正式启动  

    2014 年 11 月 26 日，‚西电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育人模式研究‛经过一年多的深入

调研、认真思考和顶层策划，正式

启动并成为首个校长基金支持的

重点项目，主要瞄准思想政治课程

教育的实效性难题，以西电红色文

化为特色，致力于将西电红色文化

资源创造性的转化为教育教学资

源，探索建立具有鲜明西电特色的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同时，启动口

述校史-《西电往事》、《西电校

志》、《西电图志》等工作。 

    11. 成立全国第六个‚钱学森

班‛  

    是学校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的创新举措之一，也将成为学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又一个改革

试验田。目前，国内已经有六个高

校有‚钱学森班‛，分别为：西交

大‚钱学森实验班‛（2007）、清

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2009）、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钱学森实验

班‛（2009）、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钱学森创新拓展班‛（2010）和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班‛（201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钱学森空间科

学实验班‛（2014），各具特色，

专业方向各不相同。 

12. 新增 3 项国家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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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新增 3 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分别是刘三阳教授牵头的‚打

造一流团队和名牌课程为人才培

养提供优质数学教育‛、陈平教授

牵头的‚军地联合创建国防生‘卓

越计划’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和石光明教授牵头的‚校企协同、

教科融合、多元开放，深化现代电

子信息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 

13. 2014 年英特尔杯嵌入式

系统专题邀请赛捧得最高奖‚英特

尔杯‛  

我校应邀参赛的 4 支代表队

全部获奖。其中，由谢楷、王新怀

老师任指导教师，陈国军、郭枭鹏、

仲鸣三位同学设计的‚基于视觉体

感双平衡的防晕动系统‛在参赛的

17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夺得本次

大赛的最高奖项‚Intel杯‛。郭

枭鹏同学代表全体获奖学生在大

会上发言。此次获奖是学校自 2004

年、2010 年以来第三次获得本项

国际赛事的最高奖项，也是全国唯

一一所三次获此殊荣的参赛高校。 

14. 2014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获特等奖（OUTSTANDING）

1 项  

此 外 ， 还 获 得 一 等 奖

（ Meritorious） 7 项，二等奖

（Honorable Mention）17项，这

是我校首次获得该项赛事最高奖

特等奖，也是 2014 年陕西省唯一

一所获得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特等奖的学校。 

15. 获批进入首批全国示范

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依托昆山研究生院，2014年 9

月，学校联合昆山市政府申报的

‚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获得第一

届‚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荣誉称号，成为

首批 28 个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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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试点博士研究生入学‚申

请-审核‛制  

依托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信

息感知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博士研

究生入学‚申请-审核‛制试点，

注重对申请人的科学素养、工程基

础以及科研创新能力的考核，推动

学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机

制的改革。2014年，以‚申请-审

核‛制方式录取博士研究生 5人。 

17. 全面实施研究生新奖助

体系  

为保证研究生新奖助体系的

顺利实施，出台了 10个相关文件；

实施了研究生培养扶持基金资助、

优秀博士生延长期资助等配套政

策；完善了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

金评选方式，维护了学院、学科和

研究生的权益；完善了研究生‚三

助一辅‛制度，强化‚三助一辅‛

（助研、助教、助管和辅导员）工

作在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规范了博士

生助研工作，博士生助研津贴发放

率 96.4%。 

18. 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陕西省唯一  

2014 年 2 月，科技部公示了

2013 年度‚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入选对象名单，学校入选‚创新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是陕西省唯一

入选的高校。 

19. 学生三创体系（创新创意

创业）成效突出  

参加 2014‚创青春‛陕西省

大学生创业大赛获‚优胜杯‛，获

金奖 7项，银奖 9项，铜奖 8项；

2014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获 1金 1银 6铜。中央电视

台《中国创业榜样》对我校创新创

业团队进行了专集报道，‚蒜泥科

技‛大学生创业团队荣获‚中国创

业榜样未来之星‛奖。《精细化、

阵地化、内涵式创新创业教育及服

务》项目获团中央‚学校共青团工

作创新试点项目‛立项。 



 

 8 

20. 获评 2014 全国大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设计多层次梯度递进式的活

动载体，组建 949支大学生实践队

上万名青年学子广泛开展了形式

多样、内涵丰富、紧跟时代特点的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努力打

造校内外协同，具有西电特色的行

业‚实践育人共同体‛，获得‚2014

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阳光行动口语学校

助残项目和仁爱儿童关爱计划项

目获得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银奖。 

21. ‚西电青年‛微信平台位

居‚全国政务微信影响力排行榜‛

全国团委第三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第

30 期‚全国政务微信影响力排行

榜‛中位居全国团委第三名；中国

教育报发布的‚教育新媒体指数微

信排行榜‛单日（12 月 9 日）第

三名；新媒体指数发布单周（11

月 30日至 12月 6日）‚全国政务

类团委微信排行榜‛中位居第四、

在 12 月 8 日的单日排行跃居全国

第一，微信平台的覆盖面、影响力

和满意度位于陕西高校共青团系

统首位，跻身全国高校共青团系统

前五。 

22. 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取

得明显实效，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学生中涌现出了获得第九届

‚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的

电子工程学院学生金杰、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机电工程学院学生韩冰

冰、微电子学院学生谢泽平，深井

救人的机电工程学院学生温旭等

学生先进典型。《挖掘红色教育资

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入选教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典型案例库。 

23. 出台《本科生考试纪律与

学术规范条例》，建立研究生诚信

档案  

《本科生考试纪律与学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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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条例》对考风考纪作出了明确要

求和规范，旨在通过加强考前教

育、完善考试过程监管、加大考试

违纪处理力度，实现学生‚不敢作

弊、不能作弊、不愿作弊‛。加强

研究生学术诚信体系建设，建立研

究生学风诚信档案。 

24. 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

资助政策体系，获得教育部 1000

万绩效考核奖励  

全年累计资助金额达到 3495

万元，资助 17361人次；在教育部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全国部

属高校进行的考核中，我校位列

16名，并获得奖励资金 1000万。 

25. 实施‚辅导员能力提升工

程‛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学生个

性化指导模式的构建和探索》获

2014 年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

项目立项，是继 2013 年获得立项

后，连续两年获奖的 9所高校中唯

一非 985院校。 

26. 体育首次获批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立项，全国赛事屡获佳绩  

体育部教师高鹏飞获批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

也是我校体育部首次获批国家社

科基金课题立项。体育赛事方面，

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西电游泳

代表队创历史最好成绩，取得一金

三银三铜，其中在普通大学生组获

一银一铜，这是西电普通大学生首

次出现在全国性体育赛场上并获

得佳绩；高水平健美操队在第十届

中国大学生健康活力大赛中获得

爵士啦啦操规定动作套路和啦啦

操自选动作套路两项冠军；第十七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陕西

赛区预选赛西电男篮代表队获得

普通大学生组第一名，这是我校参

加此项赛事以来取得的首个冠军，

同时将代表陕西省参加首届 CUBL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这也是我校

大球项目首次参加全国比赛。 

27. ‚华山学者‛人才计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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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系全面实施  

对接国家人才支持体系，结合

学校发展定位，集成各类人才计划

项目与政策资源，学校全面实施由

‚菁英计划‛、‚引智计划‛和‚领

军计划‛三个子计划组成的‚华山

学者计划‛。通过聘期管理、目标

考核，实行滚动支持，选拔培育拔

尖后备人才；实施按岗聘用、择优

聘任、流动退出的管理体制，构建

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

人力资源配臵。 

28. 高层次人才不断增加，教

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新增何梁何利奖获得者 1人、

IEEE Fellow 1人、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2人、青年千人 1人、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 1人、学校首个科

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个（2014

年陕西省唯一）。教师队伍博士比

达 63%；本校、国内其他高水平高

校和国外高水平高校毕业教师比

例分别达 62.5%、35.2%和 2.3%，

学缘结构不断优化。 

29. 出台突出贡献奖励制度，

首次隆重表彰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  

在学校第五届教代会期间举

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共计表彰 109

项，学校投入专项资金 610.70 万

元，主要包括在教育教学、队伍建

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国际化

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团队和个人，鼓励教师潜心育人，

静心学术，培育大项目，产出大成

果。 

30. 新增 2 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  

分别为：数学、仪器科学与技

术 2 个博士后流动站，实现 2009

年以来获准设站的新突破。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次

突破亿元大关，在重大项目资助上

取得突破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

资助总经费首次突破亿元大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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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总经费首次突破亿元大关，相较

去年同比增长 85%，并在重大项目

资助上取得突破，首次牵头获得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资助，资助 2项。此外，学校重点

类研究项目获资助数 7项，创历史

新高。面上项目获资助数 55 项，

比去年增长 25%，资助率高达

33.33%。资助项目的学科覆盖面范

围更广，除信息学部之外，其他学

部的项目数占总量的 25%。 

32. 1 项二等奖通过国家技

术发明奖评审，1 项一等奖通过国

防技术发明奖评审，4 项一等奖通

过陕西省科学技术奖评审  

经答辩，1项二等奖通过国家

技术发明奖评审，1 项一等奖通过

国防技术发明奖评审；2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通过国防科学技术进步

奖评审；4项一等奖通过陕西省科

学技术奖评审。 

33. 高水平论文实现突破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王福副教

授，在国际顶尖杂志《PNAS》（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采用新

型环化 HSV1-TK分子探针 PET成像

活体实时动态监测细胞凋亡的最

新研究成果，是我校首篇以第一作

者单位在《PNAS》上发表的论文。 

34. 人文社科获批项目历年

最多  

人文社科类共计获批省部级

以上项目 36 项，包括国家社科基

金 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7项、

陕西省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项目获批 8 项、陕西省社科基金

12项、西安市社科基金获批 7项，

获批项目数较上一年度增长

56.5%，是历年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此外，胡新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成果‚新时期西部大开发中区域

产业转移及产业升级问题研究‛首

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 

35. 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获

批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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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获批陕西省自然科

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65 项，资助

项目数较去年增长 71.05%，计划

经费 531万元，经费增长率 4.5%。

其中省基金项目立项 40 项，较上

一年增长 1倍。 

36. 完成高性能计算中心建

设  

目前建成的系统其计算性能

超过 85 万亿次、存储容量超过

400TB，是西北地区高校公共计算

平台、单次建成的计算峰值最高的

计算系统。系统融合了‚天河一号‛

和‚天河二号‛的 CPU+GPU+MIC三

重异构计算架构，采用了业界先进

的异构加速计算技术和自适应液

态冷却系统。具备高速网络访问和

处理功能，实现灵活高效的任务调

度和运维管理。结合资源共享机

制，还分别与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浪潮集团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上海

超级计算中心西电分中心，为共享

优质资源，包括共享优质的服务理

念、服务水平打下了基础。 

37.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发展

机遇，科学筹划信息安全学院建设

方案  

响应学校成立信息安全学院

的战略决策，筹建信息安全学院。 

38. 国家大学科技园第二次

进入免税科技园名单，获批两项省

部级转换平台  

国家大学科技园第二次进入

免税科技园名单，陕西仅我校和交

大科技园获批。获批陕西省‚西电

科技园电子信息测试及研发服务

中心‛与科技部‚西电科技园无线

传感网络技术测试与研发服务平

台‛。此外，宁波研究院与中电科

（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成立‚中

海电-西电宁波研究院智慧海洋‛

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发项目。昆山

研究院成功举办‚科技行-走进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先进电子测试系

统、物联技术应用领域产学研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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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活动吸引 80 余家企业参加，

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5项。 

39. 首次举办校庆月活动  

10月上旬至 11月上旬，充分

突出‚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主

题，首次举办校庆月活动。期间，

成功举办的研究生学术年会等丰

富多彩的文化科技活动，为学生提

供了难得的学术盛宴，为他们制造

了互动交流的机会，极大地拓展了

广大师生的学术视野；推动教育教

学、对外合作交流、接受社会捐赠

的成效明显：‚钱学森空间科学实

验班‛正式揭牌、星云大师捐赠著

作和《佛光大藏经》，华润微电子、

德赛集团、陕西转业军官长城实业

等三家企业通过在学校设立奖

（助）学金等形式向学校捐赠 700

余万元，深圳校友会认捐‚长征路

上办学‛群雕的全部建设经费。 

40. 重视新闻报道选题策划

和传播效果，中央及省市媒体报道

学校的新闻条目 210 余条  

主动挖掘校内新闻热点，积极

与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沟通，策划实

施了学校宣传思想工作、人才培养

西电现象、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西电留学生培养、本科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本

科生学风建设等多个外宣选题。据

不完全统计，全年在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国教育报》、

《中国科学报》、《陕西日报》等

中央及省市媒体报道学校的新闻

条目共计 210余条。 

41. 学校视觉形象标识系统

启用  

完成学校视觉形象标识系统

（VI）的设计工作，并正式启用。 

42. 来华留学生突破 600 人  

来华留学教育已步入快速发

展阶段，呈现出生源多元化、培养

层次体系化、教育教学规范化，留

学生总人数达到 611人，其中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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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08人，国别数达到 43个。 

43. 孔子学院正式成立  

与德国帕特伯恩大学申建的

孔子学院正式获批，已与国家汉

办、德国帕特博恩大学签订相关合

作协议，着手准备 2015 年在德国

的挂牌工作。 

44. 获批 2 个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  

2014 年，学校获批与法国南

特大学综合理工学院合作举办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教育、与英国

赫瑞瓦特大学合作举办通信工程

专业本科教育两个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 

45. 派出首批教学改革与质

量提升赴美培训团  

11月 30日第一次派团组织教

育教学改革人员赴美国北卡罗莱

纳州立大学培训学习。 

46. 首次直接对处级单位开

展考核，出台第一个处级单位年度

考核评优办法  

首次对 45 个处级单位进行履

职汇报考核。同时制定了《处级单

位（非教学科研机构）评优及奖励

办法（试行）》。首次 6个处级单

位被评为优秀处级单位并予奖励。 

47. 预算执行排名在教育部

76所直属高校中综合排名第 9名，

获得 1200 万元预算执行绩效奖励  

科学编制预算，加强预算管

理，坚持国拨专项预算执行提醒制

度、检查制度、通报制度，校内专

项预算实行‚大户管理‛制度，切

实落实预算支出执行责任制。由于

学校预算执行较好，获得了教育部

1200 万元预算执行绩效奖励。截

至 2014年 10月，我校预算执行排

名在教育部 76 所直属高校中综合

排名第 9 名，为 2015 年的财政资

金申请奠定良好的基础。 

48. 教育基金会申请国家捐

赠配比额度、基金会收入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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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申请国家捐赠配比额

度 1046 万，核拨 997 万，申请额

为 2013 年的 3.6 倍；基金会收入

867.95878万，同比增长 90.04%。 

49. 东大楼整体改造工程如

期完成，主楼维修启动，改善教学

科研与办公环境，推进学院用房相

对集中  

在完成东大楼整体改造工程

基础上，10 月启动了主楼维修工

作，主要目的是改善主楼教学、科

研与办公环境，并以此为契机推进

学院用房相对集中。主楼维修跨

2014—2016 三年，一次设计、分

两部分实施（第一部分主要是主楼

中厅以东及Ⅳ，第二部分是主楼中

厅以西）。总体时间节点安排为：

（1）第一阶段计划 2014 年 11 月

初--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完工，交

付使用。（2）第二阶段计划 2015

年 10月--2016年 5 月完工，交付

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主楼

搬迁安臵工作中，各单位密切配

合、克服重重困难，展现了敢打硬

仗、协调服务的工作作风，也展现

了学校提升现代大学管理服务质

量的决心和信心。 

50. 15 门教材入选第二批‚十

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位居全国

第六，西电教材专业品牌再次彰显  

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全国共评

出‚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1688

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5

种（17 本）教材入选，入选品种

数在全国 108家大学出版社中，排

在北大、清华、人大、外研、东财

五社之后，与北师大一起并列第六

位，在陕西高校七个大学出版社中

位列第一。 

51. 关注民生改善，建设幸福

校园  

——南校区综合体育馆工程

12月顺利开工。 

——改善了包括离退休同志

在内的教职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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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就餐条件不断改善：

南校区建成教工食堂，北校区改造

西军电餐厅，筹备改造西区食堂；

中央厨房建设稳步推动。 

——稳妥推进地铁拆迁安臵。

通过多次协调及住户宣讲，61 号

楼工程方案取得广大教职工的理

解和支持，最终选址规划方案 10

月份取得西安市规划局雁塔分局

规划初审意见，现已办理好拆除重

建手续并取得相关批文。目前 61

号楼已拆除，还建工作即将进行。 

——学生公寓空调和学生班

车为学生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

境：投资约 660 万元完成线路改

造，为学生公寓安装空调 2792台，

专门开通学生班车，为学生提供更

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教职工医保正式启动：1

月 1日正式启动职工医保，各项过

渡工作及时到位，确保职工在公费

医疗向医保过渡时期的医疗保障。

12 月成功将统招统分博士后工作

人员纳入省医保参保范围。 

——坚持大巡防，发案率下降

10%：南北校区发案率在 2013年降

低 32.48%的基础上，2014 年下降

10%；2013、2014连续两年火灾零

事故；完成南校区学生公寓视频监

控系统，为近 600辆新生自行车提

供了挂牌服务。 

——云数据中心、综合服务平

台与信息安全防护为师生提供更

便捷安全的信息服务：拓展无线网

络覆盖区域，完成云数据中心建

设，实现数据库、服务器、存储等

资源的集中管理和按需分配；建设

面向师生个人的云盘系统；升级统

一认证和服务门户，实现统一登录

和主要部门业务系统的数据交换

与共享；建立教师个人数字档案，

减少个人报表填报内容；加强网络

与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摘自

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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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作动态 
1、 学校领导看望慰问老领导、老专家 

2 月 11 日上午，学校党委书记陈治亚、校长郑晓静院士、党委副书

记龙建成，副校长陈勇、李建东，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蒋舜浩，校长助

理高新波分组走访慰问了两院院士、在校老领导和老专家，送去佳节祝福，

畅叙学校建设发展大计，共话西电美好明天。党政办公室、组织部、宣传

部、离退休工作处、教务处、人事处、实验室与设备处、国有资产管理处、

校友总会办公室、信息化建设处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走访慰问。（摘

自校新闻网） 

2、 学校领导看望慰问住院教职工 

2 月 12 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龙建成前往校医院看望慰

问住院治疗的教职工，为他们送去学校的问候和关怀。校工会、离退休工

作处、校医院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了看望慰问活动。（摘自校新闻网） 

3、 学校看望慰问建国前老党员 

2 月 12 日下午，校党委组织部长邓卓峰、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

纯和工作人员代表学校看望慰问 54名建国前老党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4、 离退休工作处看望慰问长期生病的老同志 

1 月 20 日，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副处长王渝秦、王瑞红和

工作人员，代表学校走访慰问长期生病的 60余位离退休老同志，向他们

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祝他们新春愉快，幸福长寿！ 

5、学校举办 2015年离退休人员代表迎新春茶话会 

1 月 16日下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5年离退休人员迎新春茶话会

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举行。校长郑晓静院士、校党委副书记龙建成教授，

以及党政办、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工会、后勤处、校医院、离退休

工作处等部门负责人，与离退休干部、教师、职工代表进行了座谈。会议

由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主持。 

校长郑晓静代表学校及领导班子向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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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的祝福，并转达了陈治亚书记的问候。并就 2014年学校主要工作作

了简要通报。分管离退休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龙建成做了总结讲话。 

参会代表对学校近年来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强化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科

研水平，加强社区安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构建和谐校园等方面提出了

自己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6、3 月 16 日，老年大学 2015 年春季教学按时开课，近 500 名老年

学员陆续走进教室，开始新的学习。 

7、3 月 17 日至 18 日，2015 年度离退休人员台球赛顺利完成，王林、

王金重，徐兆钦、周荣星分获所在小组的冠、亚军。 

8、3 月 10 日至 11 日，协助校工会为 935 名离退休女职工发放了‚三

八节‛慰问品。 

 9、协助医保办为 200 余名参加医保退休人员更换医保卡。 

10、2015 年离退休党支部换届工作启动。离退休党委要求 2013 年 3 

月任职届满的党支部，应于 3 月底前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社团活动 

校老年摄影协会 2014 年会召开 

1 月 20日下午，校老年摄影协会 2014 年会在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召

开。离退休党委书记兼处长车纯出席讲话，并为参加建国 65周年教职工

摄影展获奖的老年摄影协会作者颁发了奖品。协会会员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杨素英《舞》   

二等奖：陈桂秀《小提琴狂想曲》  潘岐云《飞翔的丹顶鹤》  

 张东萍《升旗》（组图） 

三等奖：岳康《跋涉》   李朝政《梦笔生花》   李秀英《唱》 

 程增熙《甘南尕海湖鸟景》      赵文升《贡嘎雪山》 

            赵葆青《郎木寺晨曦》（组图）      李青峰《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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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不是读书天 

陶行知 

 

春天不是读书天，关在堂前，闷短寿缘。 

春天不是读书天，掀开被帘，投奔自然！ 

春天不是读书天，鸟语树尖，花笑西园。 

春天不是读书天，宁梦蝴蝶，与花同眠。 

春天不是读书天，放个纸鸢，飞上半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舞雩风前，恍若神仙！ 

春天不是读书天，放牛塘边，赤脚种田。 

春天不是读书天，工罢游园，苦中有甜。 

春天不是读书天，之乎者焉，太讨人嫌。 

春天不是读书天，书里流连，非呆即癫！ 

春天！春天！春天！ 

什么天？ 

不是读书天！ 

 

 

 

 

 

 4 岁的儿子在外婆家住了一晚，回家后爸爸亲切地

问：‚儿子，在外婆家睡的香吗？‛ 

儿子想了半天，摇摇头：‚我睡着了，没闻到。‛ 

开
心
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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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中之王大白菜 

白菜原产于我国北方，是十字花科芸薹属叶用蔬菜，别名菘、大白菜、

结球白菜、百财，广东又叫绍菜或黄芽白。 

在我国，白菜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据说食用白菜的历史比粮食作物还

要久远。著名的白菜品种有山东胶州大白菜、北京青白、天津青磨叶大白

菜、东北大矮白菜、山西阳城的大毛边等。南方的大白菜是从北方引种的，

品种有乌金白、蚕白菜、鸡冠白、雪里青等，教师是优良品种。 

中医认为，白菜味甘、性微寒，有养胃生津、除烦解渴、利尿通便、

清热解毒之功，适合于偏胖、内热偏盛、脾胃不和、咳嗽有痰的人。但大

白菜性偏寒凉，胃寒腹痛的人不能多吃。 

白菜营养丰富，可食用部分达 92%，除含糖类、脂肪、蛋白质、粗纤

维、钙、磷、铁外，尚含丰富的维生素，其中 VC、VB2的含量比苹果、梨

分别高 5倍、4倍；微量元素锌高于肉类，并含有能抑制亚硝胺吸收的钼。

白菜钙含量也很丰富，一杯熟的白菜汗能提供几乎与一杯牛奶一样多的

钙，所以很少食用乳制品的人可以通过食用足量的大白菜来获得更多的

钙。白菜中含有的大量纤维素，可增强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和排泄，对

老年人的便秘十分有效。白菜中所含的果胶，还可以帮助人体排除多余的

胆固醇，有辅助降低血脂的功效。 

现代医学发现，多吃白菜还能防乳腺癌。美国科学家证实，中国和日

本妇女乳腺癌发病率之所以比西方妇女低得多，是由于她们常吃白菜的缘

故。（本文内容摘自《中老年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