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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北京师范大学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国培计划”教学现场同来自贵州的受训骨干教师座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同师生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和同学们告别

4

1 月 4 日 北师大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科研团队助力“雪龙”号南极科考船成功
脱离困境

1 月 16 日 举行第五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图为顾明远先生发表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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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 著名作家王安忆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小说的生活”为主题开展对话交流

4 月 1 日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读书文化节开幕，苏童、阿来、翟永明、梁鸿、徐则臣等
作家诗人与师生共话阅读与文学
6

4 月 8 日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

4 月 12 日 召开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7

4 月 27 日 北师大学生夺取第四届 IMA 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全国总冠军

4 月 29 日 举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座报告会，图为许嘉璐先生做首场报告

8

5 月 4 日 举办“青春的足迹，光辉的历程”———北京师范大学青年运动纪实暨纪念五四
运动 95 周年图片展

5 月 18 日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

9

6 月 6 日 举办“文化‘走出去’
：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凝聚与国际传播路径”国际论坛

6 月 15 日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届学生毕业晚会在邱季端体育馆唱响
10

6 月 27 日 举行 2014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6 月 30 日 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3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11

6 月 30 日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志愿服务总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

7 月 1 日 举行纪念建党 93 周年升旗仪式暨新党员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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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 召开领导班子及两委委员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工作

9 月 7 日 2014 级学生军训结训典礼在顺义军训基地举行
13

9 月 25 日 成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团，图为党委书记刘川生带头宣讲

10 月 12 日 北师大艺术团赴美国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

14

10 月 22 日 召开 2014 年教育监测与评估国际研讨会

11 月 22 日 与贵州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5

11 月 24 日 与福州市人民政府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11 月 27 日 与光明日报社签约共建新闻传播学院

16

12 月 15 日 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在北师大成立

12 月 30 日

召开年度表彰大会表彰 2014 年度师德先进个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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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简 介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一

学生 1700 余人。现设 1 个学部、23 个学院、2

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

个系、26 个研究院。馆藏文献 434 余万册，数

特色的著名学府。学校的前身是 1902 年创立的

字 资 源 量 约 25000GB ， 其 中 ， 电 子 图 书 约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 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

2200GB。

学堂，独立设校。1912 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

学校。1923 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

前列。2002 年，北京师范大学成为首批拥有自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1931 年、1952 年

主设置本科专业审批权的 6 所高校之一。现有本

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

科专业 60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153 个、

大学。

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108 个、博士后流动站

112 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始终同中华民族争

25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4 个、硕士学位

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

授权一级学科 36 个。5 个一级学科、11 个二级

共命运，在“五·四”
、
“一二·九”等爱国运动

学科获批国家重点学科，2 个二级学科获批国家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

重点（培育）学科。现有 5 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

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

点学科、10 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1 个交

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胡先骕、汪堃仁、

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学科点覆盖了除军事学

周廷儒等为代表，一大批名师先贤在这里弘文励

以外的 12 个学科门类，形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

教。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学校秉承“爱国进步、

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

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

2012 年一级学科评估（第三轮）结果，我校教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形成了“治

育学、心理学、中国史、地理学、生态学 5 个一

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

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中国语言文学、戏剧与影

“七五”
、
“八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被确

视、系统科学 3 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二，共有 10

定为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
“九五”

个一级学科排名前五，17 个一级学科排名前十，

期间，又被首批列入“211 工程”建设计划。2002

24 个一级学科排名前二十。在英国高等教育调

年百年校庆之际，教育部和北京市决定重点共建

查公司（QS）公布的 2014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将北京师范

我校排名第 240 位，在大陆地区高校中排名第 8

大学列入支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十

位。

五”期间，学校进入国家“985 工程”建设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人文社科科研和科技

北京师范大学校本部（北太平庄校区）占地

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学校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面积 1048 亩，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集中

4 个（其中联合 2 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9 个、

地。2014 年全日制在校生 23300 余人，其中：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0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本科生 9500 余人、研究生 12000 余人、长期留

5 个、北京市工程中心 2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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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重点研究基地 7 个。定期出版专业刊物 20 种。

科创新引智群体 4 个。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资源丰富，是国家高素质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广泛。学校与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现拥有国家文科基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所大学、研究机构

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2 个、国家理科

签署了合作协议，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及

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5 个，教育部

加拿大等国家的 50 多所大学有交换留学生项目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5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

的合作。学校先后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旧

示范中心 3 个。学校同时拥有国家生命科学与技

金山州立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加拿大道森学

术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培养基

院和舍布鲁克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意大利马

地，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切拉塔大学、美国威廉玛丽大学合作建立了 7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素质精

所孔子学院。长短期留学生来自 100 个国家和地

良。现有校本部教职工近 3200 人，其中专任教

区，秋季在学长期留学生近 1700 人，其中学历

师近 2000 人，具有高级职称、具有博士学位或

生占 73%。

具有海外学历的教师所占比例居于中国高校前

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了到本

位。现有两院院士 8 人、双聘院士 12 人，荣誉

世纪中叶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

教授 2 人、资深教授 5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标。
“十二五”期间，学校将贯彻“以人为本、

27 人、讲座教授 3 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

改革创新、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提升质量”的

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34 人次，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工作方针，牢牢抓住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战略主

获得者 36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

题，坚持内涵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和开放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 人、学科评议组成

发展，通过实施质量立校工程、人才强校工程、

员 20 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16 人和新世纪人才

学科提升工程、国际化建设工程、制度创新工程、

171 人，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8 人，国家级

条件保障工程、党建创新工程等重大工程，向着

创新研究群体 4 个、教育部和外专局高等学校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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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工作综述
深入推进综合改革 全面提升办学质量
奋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度工作总结
2014 年，党和国家锐意深化改革、着力正

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基本

风肃纪、全面布局依法治国，国家发展 呈现新

依据。

气象。第 30 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学

积极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校考察，体现了党中央对北师大、对中国高等教

讲话精神工作，分层分类全面领会。学校党委设

育的热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也为我校的改革发展

计了集中学习研讨、专题讲座培训、社会实践学

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围绕建设世

习、网络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采取院系分党委

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学

集中培训和学校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模式，确保所

校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勤奋工作，为深化

有处级以上干部集中参训学时不低于 40 学时。

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做出了新的贡

为全校处级干部购买、发放学习资料，购买了《习

献，学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财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
《马克思主

政保障等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和突破。

义哲学十讲》等专著作为处级干部学习资料。邀

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请知名专家，举办高水平专题讲座。举办“中华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大

刻理解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精

学章程为统领推进依法治校。按照十八届四中全

神。购买课件放在学校网络云盘专栏，供中层干

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的决策指

部在线学习，进一步拓宽培训广度。

优秀传统文化十讲”，深刻领会总书记对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组织中
层干部赴高科技企业、大学实验室参观学习，深

示精神，学校明确《北京师范大学章程》是我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讲话精

推进依法治校的总纲。今年 10 月，教育部正式

神，“三级联动”力求长效确保实效。学校以党

核准颁布《北京师范大学章程》，明晰了学校、

委理论中心组为核心，多项措施推动习近平总书

院系以及师生的责任、权利与义务，为建立一套

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成立专家宣

权责明确、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现代大学管理

讲团，深入院系开展宣讲，先后举办 12 场辅导

工作机制奠定了基础。章程切实遵循宪法和各项

报告；在教师中开展“如何当一位好老师”、在

法律，充分体现学校历史和发展现状，广泛凝聚

学生中开展“我心中的好老师”等主题征文活动；

各方共识，积极预留改革发展空间，成为学校完

设立“中国启功教师奖”，按照“四有”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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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重奖在县级以下基础教育领域工作 30 年

各单位制定和修订内部管理制度 285 个。

以上的杰出教师；倡议成立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

三、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夯实组织基础，增强管理水平

盟；推出和宣传一批优秀教师典型，广泛宣传黄
祖洽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先进事迹；举办师德论

2014 年，学校党委按照中央精神，加强干

坛，健全制度规范、教育引导、文化建设“三位

部选拔任用工作，继续从严管理干部，不断提升

一体”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干部治校理教水平，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坚

二、巩固和拓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凝聚改革人心，团结建
设力量

强的组织保障。
（一）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推进干部队伍
建设
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配好班子用好干部。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认真落实“两方案一
计划”工作。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

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办

部署，认真落实好教育实践活动各项整改任务。

法》，结合学校实际，细化干部任职资格条件，

多次召开党委常委会和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增强选人用人的针对性。2014 年，全校共有 9

会议，研究部署“两方案一计划”的落实工作，

个院系行政领导班子换届，10 个院系分党委换

明确了时间表和责任人，加强了督察督办，以整

届；9 个机关及附属单位行政领导班子换届，6

改落实的实际成效，扎实推动服务型党组织建

个党总支换届。校党委发布公开招聘岗位 19 个，

设。目前，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

召开干部招聘会 13 场。党委常委会讨论任免处

改落实方案》确定的 5 个方面、20 项工作，已

级干部 157 人次，任命处级干部 94 人。今年选

完成 18 项，完成率为 90%。
《关于开展“四风”

任的干部中，通过民主推荐选任干部 54 人，采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方案》确定的规范会议文件、

用竞争上岗方式招聘院系干部 9 名和机关部处

改进工作作风、严格公务接待和公费出国管理 4

干部 10 名。

项工作，已全部完成，完成率 100%。《制度建

强化责任落实，严格干部管理。按照中组部

设计划》涉及作风建设和学校发展等方面共计

部署，对全校 350 余位中层干部的报告表进行审

32 项，已完成 30 项，完成率 93.7%。

查，全部录入专用系统。切实规范我校党政领导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认真落实“回头

干部企业兼职问题，对全校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

看”工作。学校党委按照中央部署，认真开展教

兼职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清理。完成配偶已移

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召开学校

居国外的处级干部的统计上报工作与按职数配

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对“两方案一计划”

备干部情况专项自查工作。启动处级干部因私出

的落实情况，对遵守党的纪律、贯彻落实中央八

国(境)证件集中管理工作和干部档案专项审核

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情况进行逐一对照检

工作。研究完善了中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查，聚焦问题，分析原因，明确整改举措，做到

考核指标体系，改进了干部网上民主评议系统。

履职尽责，不断增强学校改革发展的凝聚力。群

试点开展了分党委书记述职党建工作。组织实施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征集到的 281 条意见和

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年度民主生活会工作，成立督

建议，已解决 261 条，剩余 20 条属于工作建议，

导组，做好督促指导工作。
强化实践锻炼，加强干部培养。选派 2 名没

是长期任务。学校学部、院系和机关部处分别制
定整改方案，涉及各单位内部整改任务 404 项，

有院系工作经历的机关干部赴院系挂职锻炼一

截至目前，已完成 384 项，完成率 95%；校内

年，推荐 6 名青年干部和教师到校外挂职锻炼，
向北京市和教育部推荐局级干部 3 名。按照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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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选派援疆干部 2 名，援滇干部 2 名。

切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

（二）坚持从严教育干部，做好干部教育

风”。认真执行我校《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培训工作

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同时紧密结合党的群众

组织开展多方位的干部教育，提升中层干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规范会议文件、严格公务

部治校理教能力。举办学校第八期、第九期新上

接待、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使用、规范办公用

岗干部培训班。校党委书记与校长同 65 名新任

房和因公出国（境）为重点，先后制订出台了

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并进行了上岗培训和交流。

13 项配套制度，对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举办中层干部集体培训，邀请教育部教育发展研

部加强作风建设作出明确规定。2014 年，学校

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讲座，解读十

“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比 2013 年减少了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宏观形势。

10%以上。

在国家外专局的支持下，举办中层干部赴美培训

切实加强对重点关口的监督。切实加强对招

班，23 名中层干部赴美国富乐敦大学学习，有

生录取、基建修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

效扩大了干部的国际视野，助力提升国际化能

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七大领域的监督。积

力。

极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完善科学有效

发挥学科资源优势，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

的权力制约机制。研究制定《关于处级领导干部

干部教育培训。2014 年，完成 15 个专题班、各

任前廉政谈话制度的规定》，面向新任处级领导

部委和北京市 1272 位干部的培训任务：中央和

干部，进一步规范任前廉政谈话程序，明确将落

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 10 个专题班、675 位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遵守廉政准则和落实八

司局级干部的培训任务；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

项规定精神列入谈话内容。

干部选学、北京市教工委与教委干部选学 4 个专

切实加大查信办案工作力度。重视信访举报

题班、388 位处级以上干部的培训任务；北京市

在发现案件线索方面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规范

厅局级干部选学 1 个专题班、209 位厅局级以及

信访举报处置程序，做到实名举报必复，涉案线

后备干部的培训任务。参与中组部第四批全国干

索必查。2014 年共收到各类信访举报 62 件，其

部教育培训教材《领导力与领导艺术》
、
《社会主

中纪检监察信访 22 件，均按照规定进行了处置。

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编写工作。完成中国干部网

四、加强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着力
规范机制，增强党建实效

络学院 4 门网络课件的录制工作。
（三）认真落实“两个责任”
，抓好党风廉

学校党委坚持把制度作为从严治党的硬约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学校党

束，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党建制度体系，提升了党

委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求，实行党风廉政责

建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水平，增强了

任承诺制，校党委书记与校长同教育部签订了落

高校党建工作的实效性。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承诺书，校领导班子成员向

加强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学校现有

教育部党组和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

46 个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508 个党

做出了廉政承诺。学校党委与二级单位党政主要

支部；本科党员 1300 人，占在校本科生人数的

负责人签订了廉政责任书和承诺书，明确落实党

13.7%；研究生党员 5464 人，占在校研究生人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的具体要求。充分发

数的 33.8%；教职工党员 2531 人，占教职工总

挥学校纪委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加强监督检

数的 80.6%。2014 年共发展党员 1095 人，其中

查和宣传教育。

本科生 541 人，研究生 512 人，教职工 39 人。
领导干部宣讲制度。校党委书记亲自带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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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今年到基层单位进行理论宣讲已达 10 多

了统计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院、哲学学

次。加强党建理论研究，将学校党建理论基金提

院。

高到每年 50 万元，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扩大院系自主权，支持院系统筹一级学科

观等理论研究，出版了研究成果文集《高校基层

建设经费。学校改革发展的主体在院系，扩大院

党建工作创新研究（第 7 辑）
》
。

系管理自主权，逐步建立起院系自我管理、自我

健全党内奖惩制度。在学校表彰项目中，增

约束、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有利于院系统筹配

设了“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十佳共产党

置各类资源，系统规划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

员”
、
“十佳师德标兵”
“基层党组织示范点”、
“优

2014 年，我校以校级预算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秀党建创新成果”
、
“优秀党日活动”等特色奖项。

为依托，首次将原来各职能部门分时段分次申报

从今年开始，将获得上级表彰的党建项目纳入学

的各项经费统筹使用，采取“一揽子”方式下拨

校重大业绩奖励范围，与业务奖项同等对待。坚

院系，向院系一次性下拨业务经费 3.78 亿、人

持奖惩并行，严肃党纪，及时撤换不称职基层党

员费 0.82 亿，各职能部处仅保留 0.3 亿经费，用

组织负责人，处分了 2 名违纪党员。

于对发展方向进行引导的竞争性项目。一年来，

完善工作考核制度。形成了“一督办、两考

各职能部处团结协作、加班加点，各部院系所紧

核、三述职”的党建考核体系。一督办，就是把

密配合、积极参与，学校综合改革取得阶段性成

党建工作纳入学校督察督办范畴，要求学校督察

效，院系发展活力得到释放和激发。

督办室专门对校领导、院系、机关职能部门落实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促进整体排名不断提

党建工作规划与任务情况进行实时跟进，督促落

升。一年来，学校加大学科建设投入，用于拔尖

实，定期向书记办公会汇报。两考核，就是责成

创新人才培养、提高和补充师资力量、改善科研

组织部建立专门考核指标体系，对分党委（党总

条件、促进成果转化等工作，学科水平在国内高

支、直属支部）和分党委书记分别进行专项考核。

校名列前茅，在各类重要评估中开始进入国内前

三述职，今年开始，全校党支部向所在分党委述

十，国际排名稳步提升。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

职，选取 10 个分党委试点开展向校党委述职；

大学学术排名”中，我校首次进入前 300 名，位

学生党建工作全校集中述职。通过强化考核，推

列内地高校第 8 位。在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

动党建责任体系和党建任务的扎实落实。

（QS）公布的 2014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我校

五、启动学科能力提升计划，促进
学科建设质量

排名第 240 位，比 2013 年度提升了 12 个位次，
有 10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 200 强。在基本科学指
标数据库（ESI）学科排行榜中，我校有 11 个学

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学科结构、凸显优势

科进入世界前 1%，位列内地高校第 8 位。

特色。发挥学科建设的引领作用，推动学校综合

六、推进人才培养改革，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改革，出台《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划》
并召开学科大会，出台《学科能力提升计划》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级学

多措并举，实施人才培养改革。在本科生阶

科与交叉学科“双轮驱动”的发展计划。一年来，

段，一是深化招生模式改革，按学科或专业大类

完成了 40 个一级学科的分类定位和学科规划，

宽口径招生，实施大学与高中联动，各学科专业

明确了教师的学科归属，理清了学科队伍。实施

招生名额与培养质量和就业状况挂钩。二是全面

了一级学科建设项目，每年划拨 1.2 亿元稳定支

推进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制定了《本科人才

持学科发展。同时，稳步推进学科与院系调整，

培养质量提升计划》、
《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

理顺学科设置与院系设置关系，先后调整和成立

案的指导意见》。在研究生阶段，一是推动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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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研究生分类招生改革，出台《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管理，强化评价结果的导向作用。坚持课堂

关于开展硕士研究生分类招生改革试点的意

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学生网上评教制度，课堂教

见》。二是实施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改革，出台

学督导与反馈制度，领导干部巡课巡考制度。完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绩效测算与计划核

善教学质量公示和问责机制，加强对课程调整的

定实施办法（试行）
》
。三是评估学科学位授权点，

管理，规范教学责任事故认定与处理，明确博士

发布《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

论文抽检不合格的暂停导师 1 年招生资格。同

估工作的指导意见》。四是改革导师遴选制度，

时，着力强化评价结果的导向作用，做到“三挂

发布《关于改革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的说明》。

钩”，即评价结果与院系事业经费拨款和奖酬金

五是探索“申请-审核”的博士招生制度。

分配挂钩，与教师个人奖金、招生名额、职称晋

以人为本，四项工作促进学生成长。一是提

升挂钩，与院系领导考核挂钩。

高基本待遇，确保安心学习。全年投入本科生助

七、深化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改革，提升科学研究质量

学金总额达 2241 万元，包括国家基本助学金、
学校奖励助学金和勤工助学岗津贴。全年投入硕
博生助学金总额达 6500 万元，包括硕士生、博

积极推进科研平台培育。一是加强人文社科

士生的基本助学金和“三助”岗位津贴。二是实

基地和智库培育。每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施多元奖励，引导全面发展。建立了全国高校中

基地增加建设经费 20-40 万。大力推进特色智库

非常完备的本科、研究生奖励体系，新增新生奖

建设。二是加强国家科技平台培育。理论及应用

学金、学校发展建言献策奖等多种奖励。研究生

光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通过教育部向科技部

科研成果奖励政策与教师相同标准。评选校级优

推荐，高危废水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已被国家发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三是关注培养过程指导，有

改委拟列入重点考虑项目，重大自然灾害灾情应

效促进成长。采取新生导师制，聘任 814 名教师

急监测与快速评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已通过教

担任 2014 级新生的导师。出台教室使用“六不

育部向科技部推荐。

要”
、学生课堂学习“六不准”
。四是严格结果评

积极推进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通过体

价，确保培养质量。严格控制考试优秀率，完善

制机制创新，统筹校内外资源，服务国家重大战

学业预警和淘汰机制。研究制定研究生学术不端

略急需。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入

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博士学位论文全部实行第

选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全国教育领域第一

三方匿名送审制度，送审前必须进行预答辩。

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协
同创新中心先进典型，在四轮评审均在文化传承

围绕中心，三类举措支持教师教学。一是提
高人才培养津贴奖励，改变重科研、轻教学倾向。

类中心中位列第 1 名，突显了我校对教育领域的

人才培养津贴投入 6300 万元，比 2012 年增加

引领作用。目前，学校还在积极筹备全球变化协

3600 万元。
教学重大业绩奖励预算投入 1000 万。

同创新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协同创新

二是提供全方位支持，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提升。

中心的申报认定工作。

成立教师发展中心，通过开展教学咨询、基金支

科研经费创历史新高。人文社科经费收入首

持、培训与研讨、提供教学资源等方式为教师专

次突破 2 亿元。全年获批省部级以上课题共计

业发展提供指导与服务。支持教师开设精品课

144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项，

程，本科新增 5 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实施助

首次位居全国第 1；北京社科基金项目 19 项，

教制度，组织 1884 名研究生承担 2048 门次课程

居全国第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立项

的助教，有效服务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三是加强

26 项，居全国第 2；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
目 6 项，排名第 3；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课题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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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项目 1 项，重大委托项目 2 项。自然科学到位

系列发展报告与指数。如：中国教育发展指数、

科研经费达到 4 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

类项目总金额 1.34 亿元，比 2013 年提高 8 个百

告、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区域教育质量健康

分点，创历史新高。全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指数、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指数等。三是教师培训

各类项目合计 148 项；主持国家“973”项目、

规模再创新高。继续教育学院累计培训学员近 4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万人次，教育学部培训 1 万余人次。四是加大教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新增 1 项，连续资助 2 项；获

材出版力度。我校出版国家审定教材范围涵盖学

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2 项；行业公益性科研

前、基础、职业、高等、教师教育等多个领域，

专项课题 1 项；主持省部级科技项目合计 39 项；

广泛用于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澳门特别行

与企事业单位合作项目达 555 项。

政区。五是加大合作办学力度，为地方提供优质

科研成果再创佳绩。科研论文方面：EI 收

教育资源。总计在 20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合作办

录科技论文较上年提高了 60%，SCI 收录科技论

学学校 50 所，2014 年度新开学 5 所，重签 3 所。

文数较上年提高了 24%。SCIE 表现不俗论文（特

积极服务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创新。一

指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

是发布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如：中国绿色

平）的数量比上一年度提高了 48%。Science、

发展指数、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中国地方政

Nature、Cell 和 PNAS 四刊收录论文数为 7 篇，

府效率指数等。二是产出重要研究和咨询报告。

列全国高校第 7 位。科研奖励方面：社会科学类，

如：
《2014 国民核算研究报告》、
《中拉经济合作

全年已公布的获奖成果中我校获得 30 项，获奖

新框架》、《2014 劳动力市场报告——迈向高收

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自然科学类，有 2 项成果

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等。

推荐参加 2015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以我校

积极服务国家科技发展。服务极地科学考

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奖励 6 项，创历史新

察，发挥极地遥感快速响应的科技优势，助力“雪

高。

龙”号南极成功脱困。首次将无人机应用到北极

学术期刊建设取得新进展。根据中国社会科

冰川研究中。极地遥感无人机“极鹰一号”在南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人

极中山站地区首飞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在南极地

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 年）
》
，
《北京师

区的无人机遥感测绘。服务防灾减灾，协助国家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成功入选“权威期

减灾委完成《中国综合防灾减灾 25 年回顾与展

刊”，成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共收录

望》研究报告等。

187 种）中仅有的 4 种权威期刊仅之一；并且荣

积极服务文化创新与传播。一是服务中华文

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成为该届获评

化海外传播。开展汉语国际教育，培养来自亚洲、

的唯一一家高校社科学报。

美洲、欧洲多国大、中学生近千人。出版来华留

八、发挥学校学科特色和资源优势，
提升社会服务质量

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教材 38 册，部分分册被英
国、日本等国大学选用。二是开展文化传播研究。
如：文化“走出去”国际坐标与政策方略研究等。

积极服务教育领域政策咨询与质量提升。一

三是开展多元文化交流。主办“看中国”外国青

是不断提高政策咨询层次和水平，服务国家重大

年影像计划，接待世界 11 所大学青年，制作短

决策。顾明远先生牵头倡议关注青春期性健康教

片 100 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育获李克强总理批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报国
家领导人重大政策建议 4 份，获张德江、俞正声、
刘延东等领导多次批示。二是持续发布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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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开展高层次多类别的国际交流
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

奖励 2000 万，捐资配比奖励 2000 万。部分调整
高层次人才的薪酬，缩小与同水平高校薪酬差
距，减少高层次人才流失风险。

提高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聘请外国专家

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人才引进工作

来校 909 人次，其中海外院士 15 人。支持教师

重心由青年教师补充向成熟性人才引进转移，初

海外学习 1730 人次。调整教师公派出国工资和

步建立人才引进第三方评价制度。2014 年，青

津贴发放政策，改善教师公派期间待遇。加强英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新增 5 名，总数达到 14

文课程建设，全年新增 12 门，总数达到 131 门。

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新增 1 名，

提高学生国际化水平。在校生赴境外学习方

总数达到 20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引进 1 名，

面，新签署学生交流协议共计 36 个，是 2013

总数达到 27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引进

年两倍，赴境外学习学生 1576 人，占学生总数

2 名，总数达到 36 名。

16.7%，是 2012 年两倍。留学生培养方面，新

促进青年人才专业发展。一是调整教师公派

增硕博士学位项目 2 个，提高留学生奖助金支持

出国工资和津贴发放政策，改善教师公派期间待

力度，增设新生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全年共

遇。二是实行新教师科研启动基金，助力人才科

接收来自 114 个国家的留学生 4638 人，其中全

研起步。三是完善破格制度政策，鼓励优秀青年

日制留学生占 20.2%，学历生占 73%。

教师脱颖而出。制定了破格晋升副教授三级岗位

搭建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与联合国环境

的政策，以及破格晋升教授四级岗位政策。2014

署、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执行局、联合国反腐办公

年有 2 位青年教师破格晋升教授职称，2 位青年

室、中俄高校联盟、牛津大学、爱荷华大学等国

教师破格晋升副教授职称。

际组织和著名高校建立了高端合作关系。全年签
年的 2.4 倍。成功举办品牌性国际会议 26 个。

十一、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科学统
筹和管理，财经工作取得新成效

新 增 英 文 期 刊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办学经费创历史新高。在党政班子运筹规

署校级宏观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57 个，是 2013

Psychology，总数达到 9 种。

划、各目标创收单位协同努力、广大教职工积极

开展海外办学与培训。海外办学实现重大突

支持下，学校收入进一步增长，全年总收入超过

破，签署 BNU-Cardiff 中文学院协议，在中文

30 亿，比 2013 年增加近 3 亿，创历史新高。尤

领域成功启动我国首个真正意义的涉外办学。与

其是通过加强财务管理，积极争取财政资金，

塔夫茨大学合建孔子学院获批，使我校承建的孔

2014 年财政专项比 2013 年新增 2.5 亿，在全国

子学校达到 8 所。为新兴市场国家培训高端经济

高校名列前茅。

管理人才，为亚非拉和大洋洲 14 个国家培训政

经费支出重点向民生和学校发展重大需求

府官员。

倾斜。一是大幅度增加民生保障投入。新增离退

十、落实人才强校工程，通过制度
建设和规范管理，取得人事工作新
进展

休人员经费支出 0.33 亿元，支出沙河教师公租
房购置近 4 亿元，投入学生奖助金达 1.5 亿。二
是瞄准学校发展重大需求，重点解决突出问题。
新校区建设支出 1.5 亿，科研设备购置 6000 万，

推进人员绩效奖励改革。出台《北京师范大

多媒体实践平台高清录播 1200 万，教室机房改

学业绩奖励改革方案》及 5 个子文件。各类业绩

造 1600 万，学生宿舍电力改造、空调购置 2500

津贴较 2013 年增资达 1 亿元，其中，一般业绩

万，旧图书馆、孵化大厦、运动场、食堂等改造

新增 5200 万，重大业绩新增 1000 万，科研项目

6050 万。
9

十三、坚持以师生为本，切实解决
师生实际问题，民生保障取得新突
破

加强财务管理制度与流程标准化建设。一是
落实上级文件精神。落实八项规定、六项禁令，
执行经费报销等相关规定 20 余个，全年“三公
经费”支出减少 10%以上，获得上级肯定。二
是优化财经工作流程，全年节约资金近亿元。通

办学空间进一步拓展和优化。一是昌平新校

过科技、社科、学科、财经部门联动，加快审核

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10 月 1 日新校区 G 区

合同进度。实行设备采购审批、采购一站式服务。

正式破土动工，全年投入建设资金 1.6 亿元，已

2014 年，我校财务管理绩效显著，获得财政部、

有 19 项工程开工建设，预计 2015 年 7 月底完成

教育部财务管理绩效奖励经费 1800 万元。

G 区一期 12 个项目结构封顶，12 月完成 G 区二

加强审计工作，防范财务风险。一是完善和

期 9 个项目的结构封顶。二是现有办学空间资源

落实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制度。二是探索并开展科

不断优化。以孵化大厦进驻为契机，调整空间

研经费审计，加大对二级单位科研经费管理责任

3.98 万平方米。

的审计力度，开展审计专项检查，认真做好审签。

无房教师住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公开公

三是规范建设工程审计，为学校节约大量资金；

正的程序开展沙河高教园区安置房选房工作，最

开展基建工程跟踪审计，试行了“审计建议书”

终为 518 名无房教职工选购了住房，解决了教职

制度，有效规避学校面临的风险。

工的无房问题。
教师的福利待遇进一步提高。一是提高教职

十二、完成学校管理信息化建设五
年规划，信息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教职工公积金收入人均

学校将信息化建设作为提升管理科学化水

立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二是实现物业费暗补改

平的重要途径，完成学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五年

明补。投入 467 万元用于供暖补贴和物业费补

规划。

贴，惠及在职、离退休职工及校聘合同制员工。

增加 40%左右。投入 121 万元为合同制职工建

建设学校综合数据平台。通过数据平台实现

医疗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学校自筹资金增

各类校务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共享服务，全年新增

加体检投入 120 万元，增加检查项目。校医院购

数据提供单位 1 个，5 家单位新增了数据模块，

置新型仪器，设立“自测健康小屋”，满足师生

17 家单位进行了数据更新。同时，新开发《教

需求。

师个人统计列表》，优化《教师教学奖励分析报

校园环境更加和谐有序。启动新建留学生公

表》
、
《学科排名报表》
、
《平台基地团队建设分析

寓装修、新乐群食堂装修改造、学校公共卫生间

统计报表》
，并完成 11 个模块 600 余个统计指标

标准化改造、北区道路改造、京师学堂周边绿化

的数据分析。目前平台数据正在进一步完善，平

等工程，进一步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环境。通过

台的功能正在进一步拓展。

建设平安校园，加强养犬遛犬行为治理，校园交
通状况治理，打击违法犯罪等多种途径，加强校

开发和应用重要管理系统。推广公文 OA 系

园安全保障。

统在院系的应用，实现校内实体机构全覆盖。建

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
“十三五”

设因公出国网上申报审批系统，大大缩短审批周
期。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学生管

规划运筹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

理与服务系统，提高教师和学生信息的管理与服

年，也是我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向世界一流大

务水平。自主研发学校统一通信平台，实现个性

学建设目标迈进的关键之年。全校师生员工将奋

化短信、邮件和微信通知。启动新信息门户建设，

发进取，攻坚克难，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成功推出北师大微信门户，实现校内应用、信息、

师大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资源的统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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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主题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
重要讲话精神

展”。“教师之歌”、“教师培养”、“教师风
采”、“弘文励教”……总书记在一块块展板前
驻足停留，仔细观看教师节设立 30 年来教师队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师范大学

伍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各个时期优秀教师的感人

2014 年 9 月 9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事迹，了解教育部门加强师德建设、构建开放教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庆祝第三

师教育体系、完善教师资格制度等方面的情况。

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习近平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 65 年特别是改革开

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

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强调全党

望教师学生，观摩课堂教学，进行座谈交流，向

全社会都要更加关心教育、关心教师，要重视和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节日敬

支持师范院校和教师教育。

礼和祝贺。

前天，北师大教授、“两弹一星”杰出贡献

习近平在考察中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者、核物理学家黄祖洽院士去世，习近平闻讯后，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

立即表示了深切悼念，并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北师大是中国心理学的发源地，也是全国心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理学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习近平来到心理学

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全国广大教

院，走进团队行为、学习困难评估、学习能力提

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

升等实验室，仔细观看科学仪器上显示的参试者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

脑电波等图像和数据，了解学校心理学科发展以

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及在灾后心理重建、航天员选拔、南极科考等领

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

域转化运用心理学的情况。习近平对北师大紧密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继续大力推动教

结合学校特色、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国家重大需

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求的办学思路表示肯定，对他们在提高青少年儿

碧草青青，绿树成荫，北师大校园洋溢着节

童学习成效、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所做的工

日的喜庆氛围。北师大前身为创建于 1902 年的

作表示赞赏，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争取在探索青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国家高质量教师人才培养

少年儿童学习和发展的科学规律、解决学生学习

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教师教育、教

中的各种问题和障碍、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中

育科学、文理基础学科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

发挥更大作用。

特色和优势。

为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师资队

上午 9 时 20 分，习近平来到学校主楼，在

伍建设，2010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中小学教

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陪同下，参观“尊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农村教师为重点，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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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脱产研修、集中培训和远程培训相结合

则是民族的希望。

方式大规模培训教师，4 年来共培训教师 493 万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自觉贯彻

人次，到今年底将完成对 600 多万中西部农村教

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

师的一轮培训。

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

北师大是首批承担“国培计划”项目的院校

全社会广泛赞誉和普遍尊重。教过我的老师很

之一。教九楼内，一块展板上，展示了“国培计

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

划”总体情况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来到这里，听

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

取情况介绍。一间教室内，来自贵州的 50 位小

习近平指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好老

学骨干语文教师分成几个小组，正在就西部地区

师，要有理想信念。广大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

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进行讨论，习近

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平走进教室，认真观看教学，同大家交流，详细

者和忠实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了解当地办学情况和他们在北京学习生活情况。

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

习近平强调，“国培计划”以示范引领、雪中送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

炭、促进发展为宗旨，为中西部农村教师提供了

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做好老师，要有

一个拓宽视野、更新知识、提高业务能力的专业

道德情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

发展平台，为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做了一件

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

大好事。目前，教育短板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

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

老少边穷岛地区，尤其要加大扶持力度。少年强

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

则中国强，中西部强则中国强。他希望来自中西

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

部农村地区的老师们，借助“国培计划”搭建的

传授给学生。

学习平台，把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科学教学方

习近平强调，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

法带回去，为推进当地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素质

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

教育再立新功。

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

京师广场上，象征教师传道授业的木铎雕塑

识是根本基础。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

高高耸立。11 时许，习近平来到英东学术会堂，

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能够在各

亲切会见在北师大任教的院士、资深教授代表，

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做好老师，要有仁

向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教育

爱之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工作者表示慰问。

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

随后，习近平同学校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

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

座谈会上，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化学学院院

心田。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

长方维海、教育学部辅导员任雅才、历史学院

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

2011 级免费师范生古丽加汗·艾买提先后发言，

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

畅谈从事教育教学、学生辅导和学习情况。在认

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

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习近平指出，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

强调，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

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

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

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

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

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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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

优秀老师和各类人才，也曾拥有过李大钊、鲁迅、

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梁启超这样的一代名师。这是北师大的光荣和骄

这就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

傲。

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

刚才，我听了有关教师节和你们学校基本情

品德。

况的介绍，参观了庆祝教师节 30 周年展览，考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

察了心理学院的心理学实验室，观摩了中小学教

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教学现场，同老教授们见了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改

面。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使

见到你们，我就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教

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要加强教师教育

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

体系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不断提

他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

高教师培养培训的质量。要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

无穷。学生时代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长身体、

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让尊师重教蔚然成

长知识、长才干，每天都有新收获，每天都有新

风。

期待。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也希望全国 2.6 亿

习近平最后强调，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

在校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多学知识，多学道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

多学本领，热爱劳动，身心健康，茁壮成长。

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希望

各位老师、同学们！

全国广大教师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事业，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离开学校时，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站满了校

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

园道路两旁，总书记同大家热情握手，挥手致意。

业。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

“总书记辛苦了！”“我们爱你！”……欢呼声、

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人们常说：“教师

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

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自古以来，中华民

王沪宁、刘延东、栗战书、郭金龙和中央有

族就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正所谓

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

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座谈时的讲话

存”。在古代，孔子被推崇为“大成至圣先师”，
被誉为“万世师表”。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
明发展史上，英雄辈出，大师荟萃，都与一代又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一代教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各位老师，同学们：

新中国成立 65 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

明天是我国第三十个教师节，很高兴来到北

育事业，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

京师范大学，同大家共度教师们的节日。首先，

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极大提高了全民

我祝在座各位教师和未来的教师节日好！借此机

族素质，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

会，我向全国所有教师，致以崇高的节日敬礼！

广大教师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

大家辛苦了，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

北京师范大学是百年名校，是我国最早的现

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和普遍尊

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学校“学为人师、行为世

重。

范”的校训十分精练地诠释了“师范”的意义。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

112 年来，北师大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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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激烈。特别是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

机，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科技进步

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

和创新驱动。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

“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

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

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

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

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

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

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是我

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

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

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

优势。希望广大教师认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努

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

力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

务的，党和人民需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献！

者和接班人。好老师的理想信念应该以这一要求

各位老师、同学们！

为基准。广大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

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

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

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自觉把党

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

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教学管理工作全过程，严肃认

在教师。”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

真对待自己的职责。要注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

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道路

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积极引导学生热爱

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老师应该

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

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帮助学生筑梦、追梦、

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

圆梦，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成为实现我们民族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好老师呢？今天，我想

梦想的正能量。

就这个问题同大家做个交流。

广大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做好

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

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

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

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好老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

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

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增强学生的价值判

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

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引领学

第一，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陶行知先

生健康成长。

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

第二，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老师的人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老师肩负着培养下一

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师

代的重要责任。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

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对学生的

未来的指路明灯。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正确理想信

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

念的人能够成为好老师。唐代韩愈说：“师者，

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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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师如果在是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

无数孩子在自己的教育下学到知识、学会做人、

等方面老出问题，怎么能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

事业有成、生活幸福，那是何等让人舒心、让人

广大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帮助

骄傲的成就。

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

第三，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老师自古

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就被称为“智者”。俗话说，前人强不如后人强，

“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的职业特性决

家庭如此，国家、民族更是如此。只有我们的孩

定了教师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群。合格的老师首

子们学好知识了、学好本领了、懂得更多了，他

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

们才能更强，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更强。

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师者为师亦为范，学

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

高为师，德高为范。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

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

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

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

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

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水之积也

学生。

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知识储备不足、视

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

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

师德需要教育培养，更需要老师自我修养。做一

余。

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国外有教育家说过：“为了使学生获得一点

应该是每一个老师的不懈追求和行为常态。好老

知识的亮光，教师应吸进整个光的海洋。”在信

师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

息时代做好老师，自己所知道的必须大大超过要

精神，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带头

教给学生的范围，不仅要有胜任教学的专业知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以自己的模

识，还要有广博的通用知识和宽阔的胸怀视野。

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

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习、处世、

好老师的道德情操最终要体现到对所从事

生活、育人的智慧，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职业的忠诚和热爱上来。好老师应该执着于教书

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

育人。我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做老师就要热爱

陶行知先生说：“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

教育工作，不能把教育岗位仅仅作为一个养家糊

算毕业。”这就要求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

口的职业。有了为事业奋斗的志向，才能在老师

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

这个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干出好成绩。如果身

实、拓展、提高自己。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

在学校却心在商场或心在官场，在金钱、物欲、

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

名利同人格的较量中把握不住自己，那是当不好

应该是要有一潭水。

老师的。

第四，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教育是一

现在，很多地方做老师还比较清苦，特别是

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

农村基层小学老师很辛苦，收入不高，物质生活

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仁师，没有爱心的

不是很宽裕，有些家庭负担较重的老师生活还比

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高尔基说：“谁爱孩子，

较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关心广大老师特别

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

是生活工作有困难的老师，努力为他们排忧解

子。”教育风格可以各显身手，但爱是永恒的主

难。同时，老师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题。爱心是学生打开知识之门、启迪心智的开始，

得人憔悴”的精神，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做老师，

爱心能够滋润浇开学生美丽的心灵之花。老师的

最好的回报是学生成人成才，桃李满天下。想想

爱，既包括爱岗位、爱学生，也包括爱一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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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

更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帮助。老师在学生心目中具

有人说，好老师的眼神应该是慈爱、友善、

有重要位置，老师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造就一

温情的，透着智慧、透着真情。好老师对学生的

个天才，也可能毁灭一个天才。好老师一定要平

教育和引导应该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在严爱相

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

济的前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

的情感，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发现每一

师”、“信其道”。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

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让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

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

用之才。

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使自己成为学生的好

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

朋友和贴心人。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

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

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

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

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

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

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

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

有爱才有责任。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

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

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

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人间

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

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

的教学管理之中。正是因为爱教育、爱学生，我

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们很多老师才有了用一辈子备一堂课、用一辈子

好老师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

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的力量，才有了在学生遇到

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衷心祝

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才有了敢于攻克新知新

愿每个教师都能成为符合党和人民要求、学生喜

学的锐气。老师责任心有多大，人生舞台就有多

欢和敬佩的好老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遇到好老

大。

师。

老师还要具有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

各位老师、同学们！

生的品质。离开了尊重、理解、宽容同样谈不上

我国人口多、国土广、地区差异大，有 2.6

教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

亿学生和 1400 万教师，搞好教育事业任务艰巨。

材施教，教也多术，就是要求老师具有尊重、理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2012 年以来我国财政

解、宽容的品质。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力

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量。受到尊重、得到理解、得到宽容，是每一个

4%，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

人在人生各阶段都不可缺少的心理需要，儿童和

经是世界第二，但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青少年更是如此。一些调查材料反映，尊重学生

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教育资源

越来越成为好老师的重要标准。好老师应该懂得

历史积累不足，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

既尊重学生，使学生充满自信、昂首挺胸，又通

总体条件还不是很理想，教师特别是基层教师收

过尊重学生的言传身教教育学生尊重他人。

入总体水平不高，办学条件标准不高，教育管理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老师面对

水平亟待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教兴国战略

的是一个个性格爱好、脾气秉性、兴趣特长、家

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庭情况、学习状况不一的学生，必须精心加以引

略位置，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

导和培育，不能因为有的学生不讨自己喜欢、不

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对自己胃口就冷淡、排斥，更不能把学生分为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六九等。对所谓的“差生”甚至问题学生，老师

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一流教师，不断提高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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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体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事

话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要迅速

业发展的紧迫任务。

掀起学习贯彻“四有”好老师讲话精神热潮，把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

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学校改革发展全过程，加快建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

设世界一流大学。

础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

“十件实事”：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充分信任、紧紧

2014年9月11日，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座无虚

依靠广大教师，支持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

席，一场特别的宣讲会正在进行中。这是由党委

教，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要制定切

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担任团长的学习贯彻习近

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有志青年到农村、到边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团首场报告。在宣讲

远地区为国家教育事业建功立业。要加强教师教

团成员看来，把讲话精神传达给每一位教师、每

育体系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找准

一位学生，真正入脑入心是他们的光荣使命。学

教师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深化教师教育

校党委在第一时间下发通知，要求全校师生员工

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

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的质量。要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

和特殊性，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治任务，以此统领学校综合改革和发展。学校通

这些年，媒体报道了个别老师道德败坏、贪

过做好“十件实事”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

赃枉法的事，对这些害群之马要清除出教师队

成立专家宣讲团，在校内外进行广泛宣讲就是这

伍，并依法进行惩处，对侵害学生的行为必须零

“十件实事”之一。

容忍。

9月12日，面向全校师生的“好老师”征文

各位老师、同学们！

全面启动。短短一个月，校园内掀起了一股讨论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

“四有好老师”精神的热潮，600多篇凝聚着师

一生秉烛铸民魂。”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

生对教育事业赤诚情怀的文稿汇集在了一起。随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

着学习热潮的持续升温，《做“四有”老师》《教

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希望全

师当为范》《做有担当的大学生》《既做经师，

国广大教师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

更做人师》等一批高质量文章开始陆续见诸《人

业，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

全校师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纪实

体报端，北师大师生们发出的“四有”好老师声
音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

9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发出了设

要有扎实知识、要有仁爱之心……希望全国广大

立“中国启功教师奖”公告。中国启功教师奖每

教师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在教

次评选出10名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教育领域

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2014年9月9

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优秀教师，每名教师奖励50

日，在第30个教师节到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万元。“启功教师奖”背后所辐射出的倡导尊师

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并与师生代表座谈，总书记

重教的良好风尚、振兴中西部农村教育的巨大能

的深情寄语和殷切期望久久回荡在北师大人心

量正在逐步显现。

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教师教育工作

“师德是教师的灵魂，广大教师要增强责任

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北师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

感和使命感，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

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党委书记刘川生强调，

造诣开启学生智慧之门。”这是11月26日北师大

全校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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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师德论坛上的教师发言。这场以“做党和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必须着力加强党建工作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为主题的师德论坛，吸引了

制度机制建设。学校党委坚持把制度作为从严治

各单位教师代表近300人参加。“师德论坛是贯

党的“硬约束”，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党建制度体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标准的深化

系。坚持理论学习制度，积极开展学习贯彻习近

和提升。”党委书记刘川生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轮训工作。“先学一

北师大还将践行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脚步迈

步、学深一层、学透一点、多学一些、学实一点。”

向了全国。2014年12月5日，全国教师志愿服务

在北师大领导干部心中“学习”来不得丝毫松懈。

联盟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全国教师志愿服务有

群雁高飞头雁领。北师大落实了领导干部上

了长效机制。在此之前，广大北师大教师利用暑

讲台制度，在学习活动中，党委理论中心组自始

期已经分赴全国各地，开展知识服务、专业帮扶、

至终带头学、带头写、带头讲、带头用，第一时

理想教育活动，为需要帮助的地区和人群送去关

间学习传达、第一时间把握精神实质、第一时间

爱。

抓好贯彻落实。

2015年1月，筑梦杏坛的核武大家黄祖洽院

健全党内奖惩制度与完善工作考核制度也

士，返璞归真的“布鞋院士”李小文等师德模范

是党建工作制度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

典型的感人事迹，在新年伊始就树立起了全体师

校表彰项目中“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十

大人心中的精神丰碑———一年一度的“感动师

佳共产党员”、“十佳师德标兵”等特色奖项的

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将“四有”好老师学习活

增设，倍增了教师的荣誉感。“一督办、两考核、

动推向了新高潮。一股北师大好老师的正能量席

三述职”也成为北师大师生所熟知的党建考核体

卷了整个校园，更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

系。

讨论热潮。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建设世界一流

在昌平校区设立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基地，构

大学，离不开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

建服务基础教育优秀教师终身成长的体系；举办

断提升干部治校理教水平。学校坚持从严管理干

全国师范大学宣传思想工作研讨会，倡导全国师

部，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范大学合力培养中国“梦之队”的筑梦人；加强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使广大领导干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化教学教育改革……“十

部“安其位、尽其责、谋其智、展其长、成其事”。

件实事”的全面开展，将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五位一体”：让讲话精神指引师生思想航向

精神真正落到了实处。

“我们就是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党建创新：用讲话精神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记教师节讲话精神作为强大思想武器，作为推动

“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北师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总纲和主线，牢牢抓在手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党

上，毫不松懈、坚定不移加以推进。”党委书记

委书记刘川生指出，加强和改进学校党建至关重

刘川生指出，北师大实施立德铸魂计划，要在思

要。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是巩固和拓展群众路线教

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上扎实推进“五位一体”

育实践活动成果的重要途径。学校党委深入贯彻

建设。

落实中央和上级部署，认真落实好教育实践活动

说起这“五位一体”，就是把正确导向放在

各项整改任务，目前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首位，落实领导责任，明确底线标准；把思想引

践活动整改落实方案》确定的5个方面、20项工

领作为关键，增强理论宣传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作，已完成18项，完成率为90%。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制度建设是一切工作的坚实保障。认真学习

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把网络管理作为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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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把解决实际问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这一揽子行动计划将北师大

题作为抓手，切实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的特色优势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体现了学校的

“五位一体”实现了有机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

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体现了北师大为打造中华

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个人

复兴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

言行负责任”是学校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学校严

“‘四有’好老师行动计划”全面铺开：将

格审批流程，对报告会、讲座、研讨会等活动坚

“四有”好老师标准贯穿于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和

持一事一报制度，筑牢“防火墙”。建立专业化

教育教学全过程。学校一方面加强教师队伍建

的舆情监控系统，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对危机

设，努力打造高素质“筑梦人”队伍；另一方面

个案和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将“四有”好老师标准作为

与此同时，学校多措并举构建“课堂讲授、实践

教师培养的根本目标，实施了卓越教师培养计

教学、网络课堂”立体化教学体系，深入推进中

划、深化教育硕士培养改革、推进免费师范生培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

养改革、建设高水平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等一系列

头脑”。

举措。

理论无止境。学校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中国好老师行动计划”方兴未艾：2014

论体系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

年12月17日，“中国好老师”行动计划在北师大

中心等重要平台，重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启动。行动计划以全国师范院校为基地，一方面

系、高校党建创新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

通过体验式活动，将“四有好老师”的要求，融

究，发表了80余篇高质量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

入教师日常工作，弘扬立德树人、尊师重教的社

影响。

会氛围；另一方面，汇聚全国师范院校优质资源，

实践无止境。每年暑期对于北师大师生而

联动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教师素养提升系列工

言，都是最火热的季节。10余支教师共产党员服

程。

务小分队，100支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1000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计划”学风正

名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1万人次学生参

浓：北师大成立了全国首个国学经典教育研究推

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北师大人的身影、足迹遍

广中心，在通识教育模块中设置了“家国情怀与

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广大师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入

价值理想”、“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等传统文

了解了国情、民情、社情，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化模块，包含60多门通识课程。此外，学校设立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首个海外中文学院，积极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

成长无止境。学校党委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

化。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在学术著作出版资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计划”蓬勃开

助、教师培训、社会实践等方面给予高度关注和

展：学校一方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脑发育与心理发

支持，切实解决青年教师实际问题，增强青年教

展研究的布局与规划，满足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

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同时，促进了他们的成

重大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加强脑科学和心理学研

长发展。

究的成果应用，特别是为认知障碍儿童、流动留

“四个计划”：
将讲话精神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守儿童、边远地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发

学习贯彻重在落实，贵在实践。北京师范大

展提供支持。

学推出了“四个行动计划”，不断深化教育教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

改革，注重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加强青

为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是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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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体师生和全国广大教师的巨大鼓舞、对全国

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繁荣、

广大教师的殷切期望、对教育改革发展的高度重

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

视和鞭策。半年来，北师大人已经把学习贯彻习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

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转化为统一思想、凝聚共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

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北京师范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做党

大学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将

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重要思想，增强教书育人

培养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作为自身的

的使命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当好老师的四

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个标准，一是要有理想信念；二是要有道德情操；

的“师大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三是要有扎实学识；四是要有仁爱之心。从学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和道德、责任和爱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论

献。

述，对于我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流师资

附录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教师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队伍建设的重要思想，增强培养一流教师的责任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一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

流教师，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当前和

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要

的通知

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

师党发〔2014〕10 号

的质量。北师大作为教育家的摇篮，为国家培养
出更好、更优秀的老师，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史使命。

2014 年 9 月 9 日，
第 30 个教师节来临前夕，

二、精心部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习近平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来我校考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

及时组织学习，实现学校传达全员覆盖。学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此统领学

校和院系两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和领导班子带头

校综合改革和发展，是我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学习，通过集体学习、专题研讨等，认真学习贯

的首要政治任务。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现提出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各单位要及时学

以下意见：

习，使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学生，

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实现全员覆盖。

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组织成立专家宣讲团，加强理论宣讲和研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

讨。学校党委将成立由校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的宣

刻，鼓舞人心，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时代

讲团，深入院系开展宣讲，做到理论宣讲院系全

感，为发展教育事业和加强教师教育提供了根本

覆盖，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发挥教

遵循，对于我校强化办学特色、建设世界一流大

育学科和教师教育方面的优势，通过理论研讨、

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主题征文等形式，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研讨和深度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教

解读，力争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增强学

师地位的重要思想，增强深化教育改革的紧迫

习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面。

感。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

大力加强宣传报道，实现媒体宣传全覆盖。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高度，明确提出百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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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习宣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宣传

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以强化办学特色为导

工作的重点，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利用传统媒

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推出一流科研成果，建

体和新媒体，包括校报、新闻网、微信、微博等

设一流学科，加快具有中国特色和京师风范的世

开设专版、专栏、专题，及时报道学习进度和学

界一流大学建设。

习成果，迅速掀起学习讲话精神的热潮。

各单位要将学习贯彻情况在 9 月底前上报

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学校

学校党委/校长办公室。

改革发展全过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2014 年 9 月 11 日

加强师德建设相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
求。加强教师思想教育和师德建设，创新形式和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方法，使广大教师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关于成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

宣讲团的通知

事业。鼓励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

（师党发〔2014〕11 号）

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道
德实践，充分发挥教师志愿服务协会、学生志愿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服务团队的作用，采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多

2014 年 9 月 9 日，
第 30 个教师节来临前夕，

种形式，使教师真正做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平同志来我校考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

提高教师素质相结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发展。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教育工作和教师

各单位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好老师的标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教

准和要求，查找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

师的亲切关怀和对教师成长的殷切期望，是新时

出改进措施，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每一位教

期教师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进一步加强教

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师工作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和

加强科学研究，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自己，

人民满意好老师的四个新标准和新要求，一是要

促进专业成长和发展。

有理想信念；二是要有道德情操；三是要有扎实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学识；四是要有仁爱之心。按照“四有”好老师的

人才培养相结合，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各单

标准和要求，我们要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素

位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

质，进一步深化学校和院系综合改革，以培养创

容学生，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深化教育教学改

新人才为核心，以强化办学特色为导向，以体制

革，因材施教，努力造就未来教育家和高素质教

机制改革为动力，推出一流科研成果，建设一流

师。发挥教师的言传身教作用，不仅传授学生学

学科，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识和能力，更应该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

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精神，以此统领学校

深化综合改革相结合，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综合改革和发展，是我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要进一步强化办学特色，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

首要政治任务。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新体制机制，构建服务基础教育卓越教师终身成

要讲话精神，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

长的体系。要进一步深化学校和院系综合改革，

学校党委决定成立宣讲团，深入院系宣传讲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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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教师，每一位学生，

进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质量立校工程、人才强校

真正使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实现全员覆盖。同时，

工程、学科提升工程、国际化建设工程、制度创

把开展宣讲活动作为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工程、条件保障工程。

常态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扩大理论宣传的

以章程为统领推进依法治校

辐射面和影响力。

《北京师范大学章程》经教育部高等学校章

一、宣讲团成员
宣讲团团长：

程核准委员会评议，2014 年 7 月 29 日教育部第

党委书记 刘川生

24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校

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 34 号）》的形

长 董 奇

式于 10 月 11 日正式核准、生效。

宣讲团成员：

自章程制定工作启动以来，学校坚持一把手

党委副书记 王炳林
教育学部资深教授 顾明远

负责的组织机制，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制

教育学部教授 石中英

定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

文学院教授 郑国民

董奇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学校党委常委为领导小

文学院教授 康 震

组成员。学校整合相关职能部处、学部、院系所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江

负责人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力量，参与章程的

怡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树荫

起草和修订工作，确保章程制定工作推进有力、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责任到位。按照民主、公开的原则，多次召开各
类专门会议，面向学校领导、职能部处代表、院

王文静
二、加强组织协调

系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党代表、民主党派代表、

党委宣传部负责宣讲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教代会代表和学生代表广泛征求了意见。章程经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可根据学习需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

要，邀请宣讲团成员进行专题讲座，做到院系全

议并报党委常委会审定，于 6 月 17 日上报教育

覆盖。

部申请核准。
学章程》分为序言和主体两大部分。序言高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度凝练了学校的历史沿革、大学精神、办学特色

2014 年 9 月 25 日

和发展目标，展示了学校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主体包括 7 章，共 83 条，集中阐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释了学校的愿景与使命、办学自主权、办学主体、
治理结构、保障体系、外部关系、重要文化标识

概述

等。章程注重体现北师大历史传承，彰显办学特

2014 年是学校“综合改革和深化服务年”。

色和文化内涵；注重规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完

学校成立了“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善现代大学制度；注重体现学校改革成果，推进

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与国家战略

综合改革。

需求紧密结合，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以学科

学校以章程的核准实施为契机，按照建设现

建设为龙头，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先导，以奖励贡

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制

献为导向，以简政放权、加强院系管理为基础，

度体系，深入推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

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为保障，以

提高依法治校、依章程自主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章程》是学校推进依法治

调动积极性为目的，统筹推进综合改革，全面推
22

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现代大学制度的治校总

才队伍建设规划，努力构建覆盖各层次人才的完

纲。2014 年，学校出台了学科能力提升、哲学

整的人才聘用体系，激励教师投入教学和人才培

社会科学创新、本科人才培养、研究生分类招生

养。实施师资博士后 2+3+3 聘用制度。进一步

改革试点以及加强作风建设等各项改革制度 25

完善聘用制度，健全人员流动机制，实施了针对

项，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为综合改革提供

高层次人才和特殊人才的项目聘用、协议聘用等

保障和动力。

方式，通过多样化的人才聘用，吸引优秀人才加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入教师队伍。实施“优秀青年教师支持计划”，
加强教师培训，促进教师职业发展。逐步在教学

2014 年，学校加强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工

科研岗位系列实行岗位分类聘用管理模式。健全

作，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工作。

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完善重大贡献和突出业绩奖

发挥学科建设的引领作用。2014 年 3 月 21

励制度，让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深化管理改革，建设一

以奖励贡献为导向。按照逐步过渡、有效衔

流学科”学科大会在京师学堂召开。会上，党委

接的原则，统筹学校现行各类业绩奖励，在明确

书记刘川生作了题为“深化改革、立足创新，为

学校、学部院系、教师的责权关系基础上，建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而努力奋斗”的报

以学部院系为主体，以绩效为核心的奖励体系，

告。校长董奇在“推进综合改革，建设一流学科”

激发院系和教职工的积极性，为人才培养、科学

的报告中，深入解读了学校学科改革文件——

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工作提供坚实保障。研

《学科能力提升计划（2014-2020 年）》及《哲

究出台《业绩奖励综合改革办法（试行）》和机

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关业绩奖励办法，出资 1.54 亿元，用于高层次

就学科改革工作作出部署。 教育学部部长石中

人才增资 1200 万元；人才培养一般业绩奖励

英教授和环境学院院长杨志峰教授分别介绍了

6200 万元；科研一般业绩奖励 2000 万元；科研

教育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2014-2020 年一

项目奖励 2000 万元；重大业绩奖励 2000 万元；

级学科发展规划。副校长葛剑平就分组讨论提出

人员队伍捐资配比奖励 2000 万元。不搞平均主

要求，介绍了后期学校的工作安排。会议设 8

义，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实施的原则是本硕一

个分会场，按照学科分组进行一级学科建设规划

体、文理协同、整体覆盖、院系自主、学校调控，

的交流。学科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学校综合

将本科生业绩奖励和研究生业绩奖励对等衔接，

改革工作的正式开展。按照《学科能力提升计划》

均衡投入；文理科学研究业绩奖励协同一致，均

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学校优化学

衡投入；将奖励范围、奖励标准和奖励原则等适

科结构，强化优势特色，实施“双轮驱动”的学

度对接，整体均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科建设策略。2014 年，学校加大学科建设的投

社会服务全过程、院系全体教职工以及全口径的

入，计划投入 1.2 亿，用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整体覆盖，激发创新活力。

提高和补充师资力量、改善科研条件、促进成果

以加强院系管理为基础。通过下放权力，鼓

转化等工作。学校完善了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机

励院系自主开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

制，制定了一级学科发展目标定位；明确了各一

推进改革。统筹规划不同来源的一级学科建设经

级学科建设单位和人员归属；组建了一级学科管

费，支持院系自主使用经费，自主制定预算方案、

理小组和专家组，推进一级学科间的交叉创新，

实施方案和奖励细则；明确奖励原则、奖励范围

建构机构科研创新平台体系，以学科改革撬动学

和奖励标准。强化学校宏观调控，加强对院系的

校综合改革，向各领域全面深化。

整体评估，根据院系绩效，每年动态调整经费额

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先导。学校制定了学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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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工作流程和公示制度，

独立依法履行办学职责。

严格审核等。学校管理的重心在基层，通过下发

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与北京市人民

权力，明确职责，促进学部院系加强管理，做好

政府共建。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第五条

学校的主要教育形式为全日制学

历教育，同时开展适应社会需要的其他类型教

附录

育。
北京师范大学章程
序

学校的学历教育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

言

第六条 学校建立科学、规范的质量保障体

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于 1902 年，前身是京师

系，不断提高学校办学质量。

大学堂师范馆。1923 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

第七条 学校建立荣誉奖励体系，木铎奖为

学。1931 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并入。1952 年，

最高荣誉奖。

辅仁大学并入。1959 年，被中央确定为首批全

第二章

国重点大学。1996 年，被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

第八条

愿景与使命

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首批重点建设高校。2002 年，被确定为国家“985

针，坚持中国特色，弘扬京师风范，崇尚人文关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怀，鼓励科学探索，培育创新精神，为实现国家

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

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障、智力服务和科技支撑。

的校训精神，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

第九条

学校以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学科为办学特色，以“治学修身，兼济天下”为育

和可靠接班人为首要任务。坚持立德树人，培养

人理念，着力培养师生员工“盛德励耘，上善乐

具有优秀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

育”的独特气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卓越

第一章 总则

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级专

第一条 为推进依法办学和民主管理，明确

门人才、高级创业人才、学术领军人物和未来教

学校办学使命，规范学校治理结构，保障师生员

育家。

工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

第十条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制定本章程。

科技创新的重要职能，开展瞄准世界教育、科技、

第二条 学校名称为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北

文化前沿的基础理论研究，开展面向国家战略和

师大）。英文名称为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应用研究。

（简称 BNU）。
第三条

学校承担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和

第十一条

学校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

学校法定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新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为构

街口外大街 19 号。学校设有海淀校区、西城校

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服务，为国家和区

区（辅仁校区）、昌平校区。学校可以视需要，

域的教育事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

并经举办者批准设立和调整法定住所或校区。

第十二条 学校坚守文化定位，坚持文化引

学校官网为 www.bnu.edu.cn。

领，努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

第四条

者，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发展者，成为

学校是由国家举办的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非营利性

世界优秀文化的研究者和创造者。

事业组织。

第十三条 学校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

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国务院教育行政部

化、面向信息化，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创新教育

门。学校接受举办者和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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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教育内容，完善教育管理和教育设施，建

和参加学生社团；

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七) 公平获得国（境）内外学习深造和参

第十四条 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享

加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

有以下办学自主权：

(八) 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关涉切

(一) 制定并实施学校发展战略规划；

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二) 根据社会需求、国家政策规定和学校

(九)

办学实际情况，制定招生方案；

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处分决定有异

议的，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三) 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十) 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四) 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并开

第十七条 学生应履行下列义务：

展教育教学活动；

(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社会

(五) 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

责任感；

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创新活动；

(二) 尊敬师长，正己修身，诚信质朴；

(六) 自主开展与国（境）内外高校、科研

(三) 刻苦学习，遵守学术规范；

机构、企业及地方政府等的交流和合作；
(七)

(四) 珍视学校声誉，维护学校利益；

自主确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

(五) 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

和人力资源的配置；
(八)

(六) 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自主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八条 学校为学生提供学业指导、就业

的职务，制定并实施分配和奖励制度；

和创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和文化体育设施及相

(九) 自主管理、使用和经营学校的资产和

关服务。

经费；

第十九条

(十) 法律赋予的其他办学自主权。

争得荣誉的学生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学校

第三章 办学主体

对违纪学生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一节 学生

第二十条 学校建立学生资助体系，为在校

第十五条 学生是指被学校依法录取、取得

期间遇到特殊困难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入学资格，具有学校学籍的受教育者。

第二十一条

第十六条 学生享有下列权利：

第二十二条 在学校接受培训、成人教育、

供的公共教育资源；

在职学习等其他类型的受教育者，其权利义务由

(二) 为发展个性获得全面的素质教育；

受教育者与学校依法另行约定。

(三) 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选择专业、选修

第二节

课程；

第二十三条

(四) 在品行和学业成绩上获得公正评价，

教职员工

学校教职员工由教师和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人员等组成。

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

第二十四条

书；

学校对教职员工实行下列任

职制度：
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获得奖学

(一)

金、贷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奖励和资助；
(六)

学校建立和完善学生权利保

障机制和权益救济制度，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一) 公平接受学校教育，平等使用学校提

(五)

学校对取得突出成绩和为学校

教师实行资格认证制度和专业技术

岗位聘任（用）制度；

按照法律和学校规定，参加社会实

(二)

践、志愿服务、科技创新、文化体育活动，组织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

位聘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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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人员实行岗位聘用制度；

职员工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解聘、晋

(四) 工勤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岗位聘用制

升、奖励或者处分的依据。

度。

第二十九条

学校对取得突出成绩和做出

第二十五条 教职员工享有下列权利：

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给予表彰、奖励。学校对违

(一) 从事教学、科研、学术交流活动，参

纪教职员工给予纪律处分。

加专业学术团体；

第三十条

(二) 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

殊困难的教师提供必要的救助。

品行和学业成绩；
(三)

第三十一条

公平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机会和条

权益。

(四) 在品德、能力和业绩等方面获得公正

第三十二条

评价；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管理服务的实际需要，适当聘任其他教育工
按工作职责合理使用学校的公共资

作者，并签订相应合同约定权利、义务。

源；
(六)

学校建立和健全教职员工权

利保障机制和权益救济制度，维护教职员工合法

件；

(五)

学校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特

讲座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外籍教师、
享受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规定的劳

访问学者、进修教师、在站博士后、校聘人员、

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院（处）聘人员等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进修、

(七) 公平获得各种奖励及荣誉称号；

管理服务等活动期间，依据国家和学校的规定享

(八) 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其他涉

受相应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及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九) 就岗位聘用、福利待遇、评优评奖、
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

第四章

治理结构

第一节

领导体制

第三十三条

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北京师

(十)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范大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

第二十六条 教职员工应履行下列义务：

长负责制。

(一) 为人师表，尊重学生，爱护学生；
(二)

学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统一领导学校

教书育人，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

工作，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范；

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行政负责人。校

(三) 爱岗敬业，努力工作，提高思想政治

长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

觉悟和业务水平；
(四)

他行政管理工作。

珍惜和维护学校名誉，维护学校利

第三十四条 学校党委的主要职责是：

益；

(一) 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

(五) 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的决议，坚

(六) 履行岗位职责规定的任务。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依法治校，依靠全校师生

第二十七条

员工推进学校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学校为教职员工开展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必

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要的条件和保障。

(二) 审议确定学校发展战略和规划、基本

学校为教职员工职业发展提供培训、进修和

管理制度，讨论决定涉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

交流合作机会。
第二十八条

以及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事项；
学校按照人事管理制度对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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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

及其负责人的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

第二节

部的选拔、教育、培养、考核和监督，加强领导

第三十七条

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四)

决策机制

学校党委对学校的整体工作

具有最高决策权。学校党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

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

进行决策，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作，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酿、会议决定”的议事和决策基本制度。

(五) 领导学校的工会、共青团、学生会、

第三十八条

研究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

学校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

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重大事

(六) 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学校内民主党

项，应经党委常委会集体决定。

派的基层组织实行政治领导，支持他们依照各自

第三十九条

的章程开展活动;

学校党委常委会主持党委经

常工作，对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和教学、科研、行
政管理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作出决定；

(七)法律和党内法规、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
职责。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推荐、提名、决定

第三十五条 校长的主要职权是：

任免干部。

(一) 拟订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

党委常委会出席成员为全体党委常委。根据

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工作需要可邀请有关同志列席会议。

(二) 组织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党委常委会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议题由

服务和文化建设工作；

党委书记确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常委到会方

(三) 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

能召开；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等重要事项时，应有

副校长人选，按党委常委会决议，任免内部组织

三分之二以上常委到会方能召开。进行表决时，

机构的负责人；

以超过应到会常委人数的半数同意为通过。

(四)

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

第四十条

人员；
(五)

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行政议事

决策机构，负责研究提出拟由党委讨论决定的重
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

要事项的方案；具体部署落实学校党委决议的有

者处分；

关措施；研究处理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六) 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

校长办公会议出席成员为校长、党委书记、

和管理学校资产；

副校长和校长助理。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有关同

(七) 其他需要由校长决定的事项和法律、

志列席会议。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六条

校长办公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议题由学

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纪

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出，校长确定。出席人数达到

律检查委员会是学校的党内监督机构，在上级纪

或超过应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二，会议方可举行。

委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

会议应充分发扬民主，在广泛听取与会人员意见

责，围绕学校中心任务，检查党的路线、方针、

基础上，对讨论研究的事项作出决定。

政策、决议及学校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保障和

第四十一条

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学校建立健全党委书记和校

长沟通协调制度，加强党委与行政的协调配合。

学校设立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是学校的

第三节

行政监察机构，与学校纪委合署办公，全面履行

学术组织与党政机构

第四十二条 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

行政监察职能。

员会是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
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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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术委员会由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

员会是学校的咨询机构。

授及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和一

校务委员会由学校的主要领导、前任领导、

定比例的青年教师组成。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院士、资深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1 名，人选可由校长提名，全体委员选举产生；

专家学者代表、党代会代表、教代会代表以及学

也可以采取直接由全体委员选举的方式产生。委

生组织负责人等组成，主任由学校党委书记担

员经自下而上的民主推荐、公开公正的遴选等民

任。

主选举程序确定。

校务委员会就学校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学

学校学术委员会可根据学科建设、教师聘

科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校园建设规划，关

任、教学指导、科学研究、学术道德等事项设立

系学校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事关教职工根

若干专门委员会，具体承担相关职责和学术事

本利益和学校发展长远利益的重要决定等提供

务；根据需要，在学院（部、系）设置或者按照

咨询意见和建议。校务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开展

学科领域设置学术分委员会，也可以委托基层学

工作。

术组织承担相应职责。

第四十六条 学校依法设置工会、共青团、

学校学术委员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学术分

学生会、研究生会等群众组织。各群众组织在学

委员会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其章程开展工作。各

校党委的领导下，依据各自章程开展活动，依法

专门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向学校学术委员会报

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

告工作，接受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七条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

第四十三条 学校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学

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学

位评定委员会是学位评定、授予、撤销和争议处

校尊重和支持教职工在学校党委领导下，通过教

理的最高权力机构。

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学位评定委员会由知名学者、相关校领导和

和监督。

教学科研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主任由校长担

第四十八条 学校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

任。

表大会是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

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通过学士学位获

基本形式。学校尊重和支持学生在学校党委领导

得者的名单；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

和团委指导下，通过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

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做出是否批准的决

大会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

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

第四十九条 校内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

同意方可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按其议事规则开

人士及社会团体成员依据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

展工作。

活动，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

学校按照学科领域设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条 学校设立学生申诉处理、劳动人

学校根据党的工作和行政管

事争议调解等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依据相关规

理工作需要，遵循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设置

定、学校授权以及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党政职能部门。

第五节

学校各党政职能部门承担校内党政工作的

第五十一条

计划、组织、落实、协调、服务和对外联络等职

教学与科研机构
学校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

制。

责，服务学校发展战略，服务师生员工。

学院（含学部、系，下同）是人才培养、科

第四节 民主管理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在学校

第四十五条 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

授权范围内实行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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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建制的研究院（所、中心）、工程

作。

中心、重点实验室，以及由学校依法设立的相应

第五十八条

学校根据教学与科研机构的

级别的教学科研机构，享有与学院同等的权利，

性质，对其实行分类管理、评估和考核。学校鼓

履行相应义务。

励和支持学科交叉创新，为不同教学与科研机构

第五十二条

学校遵循事权相宜和权责一

的教师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提供资源支持和制

致的原则，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在人、财、物等

度保障。

方面赋予学院相应管理权。

第五十九条 学校建立基础教育直属附校，

第五十三条 学院的主要职责包括：

作为学校多层次、多样化教育人才培养、教育实

(一) 拟订本单位发展规划，制定具体工作

验和教学实践的高端平台。各直属附校具有独立

规则和办法；

法人资格，根据法律和相关规定，在学校领导下

(二) 进行本单位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

实行相对独立的运营与管理。

建设、课程建设，拟订并实施教学计划；
(三) 负责本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的聘用
及管理、资产和财务管理；

第五章

保障体系

第一节

财务保障

第六十条 学校经费来源以财政拨款为主、

(四) 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其他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为辅。学校经费来源

服务、学术交流和对外合作活动；

形式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五) 负责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社会捐赠和

(六) 学校赋予的其他职责。

其他收入。

第五十四条

学院根据工作需要和中共党

学校积极拓展办学经费来源，多渠道、多层

员人数，经学校党委批准，设立党的委员会或总

面筹措教育经费，增加办学资源。

支部委员会，负责学院思想政治和党的建设工

第六十一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

作，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学校的决

理”的财务管理体制。

定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支持院长履行其职责。
第五十五条

学校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学校经济

院长是学院的行政主要负责

行为。

人，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和授权，全面负责本单

学校建立财务监督体系，严格控制和管理财

位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务预算，防范财务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院长定期向本单位全体教职工或教职工代

第六十二条 学校坚持勤俭办学方针，努力

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五十六条

节约支出，建设节约型校园和绿色校园。
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的最高

第二节

资产和产业管理

决策机构，对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培养、

第六十三条 学校资产是指国家所有的，依

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服务、

法由学校占有、使用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

对外交流合作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事项作

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出决定。

学校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遵循“统一领

党政联席会议出席成员为学院的书记、院

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国有资

长、副书记和副院长，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有关

产管理原则，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同志列席会议。

第六十四条 学校促进产学研结合，拓展社

第五十七条 学院设置学术委员会、教学委

会服务职能，依法投资举办企业并获取投资收

员会，各委员会依据学院授权或工作规则开展工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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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立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依法对学

要，推进校企、校地合作和协同创新，搭建政产

校国有经营性资产实施监督管理，代表学校对学

学研用的合作平台，通过人才联合培养、协同科

校直接出资企业（一级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研、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服务国家以及地方和

学校推进校办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资产

区域发展，推动教育质量提升、文化繁荣、科技

监管，提高企业运营质量和经济效益，确保资产

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保值增值。

第二节 校友和校友会
第三节 公共服务

第六十五条

第七十二条

学校建设公共资源、图书情

学习过的人员。

报、档案资料、校史、医疗等服务平台，为学校

第七十三条

学校校友是指在学校工作或
学校以多种方式联系和服务

教学、科研及管理等提供保障，为学生和教职员

校友，为校友的事业发展和继续教育提供便利和

工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服务。

条件。

第六十六条 学校加强智慧校园建设，搭建

学校鼓励校友参与学校建设与发展，对做出

信息化建设、管理与服务平台，提升校务管理的

突出贡献的校友授予荣誉称号。

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第七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 学校建立多元化、社会化、信

学校支持校友依法自愿结成

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章程

息化的后勤管理和服务体系，为学生和教职员工

开展活动。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

学校为校友会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支持校友

第六章 外部关系

理事会作为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开展日常

第一节

学校与社会

工作。

第六十八条 学校设立理事会。理事会是学

学校鼓励和支持校友成立具有届别、行业、

校办学的咨询议事与监督机构。

地域特点的校友分会。

理事会由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海内外各界

第七章

人士组成，包括学校的举办者、政府主管部门和

校徽、校旗、校歌、校庆日

第七十五条

北京师范大学校徽造型为圆

共建单位代表，学校相关负责人、学术组织负责

形印章形，核心图案为“木铎金声”，周围是学校

人和师生代表，资助学校办学的理事单位代表，

英文名称，下方是学校建校时间。木铎为中国古

杰出校友、社会知名人士、专家或企业家代表等。

代响器，主司文事，孔子赋予木铎教育教化的象
征意义，“木铎金声”体现了学校对国家文化教育

理事会是学校扩大决策民主、加强社会合
作、争取办学资源、接受社会监督的平台。理事

传承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会按其章程开展工作。
第六十九条

第七十六条

学校依法公开在办学活动和

学校校旗旗面正中是中英文

校名及校徽，中文为毛泽东题写体。校旗分为蓝

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信息，

色底与白色底两种，分别适用于不同场合或同时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使用。其中蓝旗为主旗，白旗为副旗。

第七十条

学校依法设立北京师范大学教

第七十七条 学校标准色为“师大蓝”。其中

育基金会，负责为学校筹集办学资金、改善办学

师大蓝（深蓝）应用于学校标志及中英文名称，

条件，加强学校与国（境）内外的联系和合作，

师大蓝（浅蓝）应用于背景色与配色。

以及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基金会依照相

第七十八条 学校校歌为《北京师范大学校

关法律法规及其章程从事相关活动。
第七十一条

歌》，2012 年 4 月 28 日第六届教代会表决通过。

学校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需

第七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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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庆日为每年的 9 月 8

日。

范，学校其它规章制度依据本章程制定和修订，
第八章 附则

不得与本章程相抵触。

第八十条 本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须提交教

第八十二条

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征求意见，由校长办公会研

责解释。

究审议，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审定后，报国务

第八十三条 本章程经核准，自发布之日起

院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第八十一条

本章程由学校党委常委会负

实施。

本章程是学校运行的基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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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
深化改革 立足创新
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而努力奋斗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大会上的讲话
党委书记 刘川生
（2014 年 3 月 21 日）
同志们：

一、看清形势，改革创新是提升学科能力、

今天，我们在刚刚落成的京师学堂隆重召开

促进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

学科大会，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112 年前，京

当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开启了近代高等师范教育
的先河，也开创了北师大百年辉煌历史。今天，

时代，改革创新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鲜明的主题。

必将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召开学科大会，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机

就是要激发学科内在的创新活力，全面提升学校

遇，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一是国家深化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对我们大

的竞争力，书写北师大下一个百年的辉煌。
2012 年，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世

学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勾画了学校未来发展的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蓝图。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学科建设

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是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因为学科是大学的基

代化的改革目标。为推进改革，中央成立了全面

本单元，是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 6 个专项小组，全面部署了

服务、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重要载体，更是衡量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

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的根本标准。学校

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等一系列综合改革，

历来高度重视学科建设，把学科建设作为各项工

出台了 15 个方面 336 项改革举措。今年的全国

作的龙头。在系统总结四期“211 工程”建设、

“两会”也始终贯穿着改革的主题。李克强总理

三期“985 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学科

在谈到今年工作的原则时，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

建设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学校经过上上下下征

刻。他说：“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询意见、反复论证，逐步理清了未来学科改革与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

发展的思路。召开学科大会，凝聚全校上下的共

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

识，以综合改革谋求创新发展的新突破，以学科

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

发展带动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应该说，时机已

各领域改革”。如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改革的要

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求，形成一个好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学科建设体
制，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和办学质量，是我们大学

学校已经出台《学科提升计划》和《哲学社

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围绕这两个文件，董校

二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长将作重要报告。我在这里想结合本次大会的主

对我们大学提出了新挑战。3D 打印技术改变了

题，讲三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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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形态，在医学领域已实现打印人体组

这些年，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成绩有目

织器官；信息技术渗透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共睹，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

从学校整体排名来看，学校在上海交通大学“世

方式以及学习方式；大数据成为人们获得新的认

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实现连续跳跃，2011 年首

知、创造新的价值的重要源泉。所有这些，都对

次跻身世界 500 强，2013 年又进入了前 400 名，

传统大学的社会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

在国内高校中位居第 9 名。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

挑战。由美国大学主导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中，2011 年首次进入前 300 名，2013 年位列第

“慕课”
（MOOC）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教育革

252 名，在国内高校中排名第 8。从学科排名来

新风暴。比如，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导论”

看，我校在 22 个 ESI 学科领域中，有 13 个进入

课程，有来自 190 个国家超过 16 万人注册学习。

世界前 1%，入选学科数在国内高校中排名第 7。

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大学必须面向世

在教育部学位中心一级学科评估中，教育学、心

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改变单打独斗的工

理学、地理学、中国史、生态学 5 个一级学科排

作方式，通过跨学科的交叉与跨部门的协同，不

名全国第一，排名第一的学科数在国内高校中位

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培养目标和培养方

居第 5。可以说，在学校规模偏小、教师人数偏

式，对专业设置和学科结构进行调整，着力培养

少、资源投入总体不足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

高素质创新人才。

成绩足以让我们自豪。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

三是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对我们大学提

各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代表

出了新任务。袁贵仁部长在 2014 年全国教育工

学校党委、行政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会议上强调，教育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

要领域，目标就是要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

长远目标是世界一流大学。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

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教育部正在按

大学？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和阐释。我的

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

理解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

项，并且正在研究制定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意

学科，依托这些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见，原则上凡是由学校能自主决定的事项一律下

社会服务方面为人类文明和国家富强做出一流

放到学校。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感受到政府对高

的贡献，而这些杰出成就的背后必须有一流的能

校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比如，已经取消了国家

力作为保障，包括杰出的人才队伍、充裕的资源

重点学科的审批，下放了二级学科设置的权限，

投入、一流的管理文化。用这个目标来衡量，我

整合了“211 工程”
、
“985 工程”等专项拨款，

们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加强了对学科建设成效的第三方评估，增加了根

一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有很大的差

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的绩效拨款，等等。如何完

距。比如，哈佛大学在 ESI 所有 22 个学科领域

善学校治理体系，使用好办学自主权，适应以学

中都进入世界前 1%，其中 9 个学科领域排名世

科评估和绩效拨款为手段的宏观调控的要求，这

界前三，13 个学科领域排名世界前十。哈佛 10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

年发表的 SCI 和 SSCI 论文达到 16 万篇，篇均
引用次数达到 30 次，总引次数达到 470 万次，

二、看到差距，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在全球排名第二位。更为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始

师大梦任重道远

终秉承独立思想、学术规范、人文素养、科教结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国家对我们北师大

合等教育理念，用先进的管理文化和大学精神为

的殷切期望，也是每一位北师大人的自觉选择，

学校的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哈佛大学的例子

更是一代又一代北师大人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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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到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很多指标

还不够完善，学科建设的层次和重点还不够明

目前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尽管差距很大，但我们

确，鼓励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围绕

仍然要充满信心。今天的中国已经加快了追赶的

学科建设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没有建立，等等。在

步伐，曾经的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大家想想

今天的时代，只有交叉融合，才能产生新的学科

20 年前，美国 GDP 总量是中国的 13 倍，今天

增长点；只有搭建大平台，才能发挥所有专家学

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 1.8 倍。我们距离建校 150

者的创新活力；只有发挥团队的力量，才能产出

周年还有 38 年，随着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进一

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成果。为此，我们在《学科

步加快步伐，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相

能力提升计划》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

信一定会越来越小，直到彻底弥合。

措，强调要用一级学科与学科交叉“双轮驱动”，

二是与国内兄弟院校相比我们有不小的差

以学科交叉项目为抓手，逐步建立推动学科交叉

距。我国高校正身处改革的时代大潮之中，兄弟

融合的体制机制，为推动跨学科、跨院系的交叉

院校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抢抓发展机遇。比如，

创新创造条件。

上海交通大学在学科规划布局中主动做减法，将

三、看准方向，以学科改革带动学校综合

一级学科数从 63 个缩减到 50 个左右，同时引入

改革是实现师大梦的必由之路

学科国际评估，推动学科国际化进程。中南大学
以人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推行了经费总额动态

一是要准确把握学校改革的总体方向。深化

包干、“教学、科研、技术”岗位分类管理、新

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潮流，但不同的学

进教师“两年博士后+六年人事聘用”等一系列

校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到底怎么改，

综合改革，大大激发了院系和广大教师的创新活

需要我们自己把握好方向。只有方向对了，才能

力。此外，尽管我们有一些学科在国内位居前列，

少走弯路，才不会在改革中迷失。关于北师大未

但我们要充分注意到优势背后潜藏的危机。以我

来的改革和发展，我想用“四个一”来概括：
“一

校文科为例，清华大学近三年 SSCI 的论文数量

项根本任务”，就是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全面

为 1323 篇，大大超过了我校的 783 篇。在 ESI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

社会科学总论的排名中，清华大学排名第 720

教书育人作为学校工作的第一任务；“一张宏伟

名，也超过了我校的 814 名。在当前高校激烈的

蓝图”，就是要坚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

竞争环境下，我们的处境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目标不动摇，一流大学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

退。我们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就不是前进多少的

来的；
“一条基本主线”
，就是要坚持走以质量提

问题，而是连现在的位置恐怕都难以保持，建设

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把质量视为学校各

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好梦想也就无从谈起了。

项工作的生命线；
“一个发展龙头”
，就是要始终
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围绕学科能力和水平的

三是我们自身还存在着制约学科发展的制

提升谋划学校发展，推动学校工作。

度性障碍。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达到国际一流

二是要以学科改革撬动学校综合改革。为什

水平的学科相对缺乏，是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问
题。
尽管我们有 13 个学科进入了 ESI 世界前 1%，

么要提综合改革？这是因为，学校的各项工作之

但其中排名最高的仅位列第 137 名，大部分学科

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如

都在 400 名开外。一流学科的缺乏，尽管存在投

果不做好顶层系统设计，难免统筹不足，难求实

入不足等原因，但体制机制才是制约学科发展的

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我国发展中的突出

更深层的因素。比如，学科在统领学校各项工作

矛盾和挑战，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关

中的龙头作用还不够凸现，学科建设的责任体系

键在于深化改革。目前，我们学校面临的主要矛
盾是两个“无法满足”：办学投入无法满足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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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深化的改革发展需求，办学条件无法满足师

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营造宽松包容的文

生员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解决这些矛

化氛围，提倡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鼓励

盾，关键要靠改革，靠发展。学校已经启动了研

冒尖、宽容失败的胸怀，既要鼓励关注社会需要、

究生和本科生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建设改革，

服务国家战略，也要允许从兴趣和爱好出发从事

还将陆续开始科研、人事、资产管理等一系列改

纯学术研究，引导广大教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革。深化综合改革需要抓住学科改革这个的牛鼻

情怀，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科领军人物和学术

子，从师生员工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学校

带头人，建设一批敢于创新、勇做一流的教学科

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全校上下能够达成共

研团队。

识的环节改起，逐步理顺好学科建设与资源配置

同志们：

的关系，理顺好学科建设与院系发展的关系，理

知变则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是，改革

顺好重点学科建设与一般学科建设的关系，不断

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改革步入深水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区，进入综合期，必然会涉及到各种关系的重新

三是要弘扬大学精神凝聚改革发展动力。大

梳理，涉及到各种工作方式的重新适应，涉及到

学是学术的殿堂，是真理的圣地。我们搞改革，

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

抓发展，都必须弘扬“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勇

可能会有疑问、有困惑、有苦恼，但改革之路要

于创造、敢于批判”的大学精神。如果我们的改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会尊重学科发展规律，

革背离了大学精神，那么浮躁之风就会滋生，这

尊重广大教师意愿，有序开展，平稳推进。我相

样的改革不可能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也不可能

信，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定必胜的

取得成功。我们要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评

改革信心，牢牢把握住学科建设这个龙头，以学

价和激励机制，引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科改革推动学校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化，一张蓝图

核心价值观，使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老师

干到底，真正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育

得到支持、受到尊重。我们要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英才、安安静静搞学问、扎扎实实做服务，我们

统筹学科资源投入，提高广大教师待遇，着力解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师大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

决影响学科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关系教职工

现！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扎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3 周年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党委书记 刘川生
（2014 年 7 月 1 日）
同志们：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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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成立 93 周年，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

扎实抓好教育实践活动各个环节，取得了良好成

共产党员进行表彰。今天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指出，“教育实践活

先进个人，是我校 547 个党支部和 10562 名党员

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

中的杰出代表：在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身上，集

设永远在路上”。今年以来，学校党委认真研究

中体现了爱岗敬业、团结奋斗的职业精神，他们

落实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什么问题突出就着

是党的优良作风的时代践行者。在受到表彰的优

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

秀党员身上，集中体现了默默耕耘、教书育人的

问题，有的放矢，务求实效。在学校层面，20

高尚精神，他们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

项整改任务完成 16 项，完成率为 80%，其中，

精神的模范践行者。刚才，4 位同志分别做了发

规范会议文件、改进工作作风、严格公务接待和

言，讲的很好，我们听了很受教育、很受启发、

公费出国管理等 4 项专项整治重点工作全部完

很受鼓舞。在此，我代表校党委，向受到表彰的

成。学校党委围绕改进作风制定规章制度，就“四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全校共

风”以及师生反映的热点难点 31 项问题，以制

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

度建设推进整改落实，完成 27 项，完成率 87.1%，

付出辛勤劳动的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衷心的感谢！

建立健全了服务师生的长效机制。在院系层面，

中国共产党 93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在信

324 项整改任务完成 271 项，完成率 83.6%。16

念旗帜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生死与共、
始终相随

个院系提前完成全部整改任务，获得师生的一致

的奋斗史，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

好评。

合、不断开拓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探索史。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

93 年来，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

学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学校治理体系，提

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

高学校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今年以来，学校党

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政通过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推动改革。以深化

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

综合改革为统领，研究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章

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程》，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探索建立中国特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93 年来，我们党坚

色现代大学制度；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中

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

心，研究出台了《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六大计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重要理论成果，开

划》20 条、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

辟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创

育改革的决定》28 条，强调“五个优化”，不断

建了富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制度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学科建设机制改革为龙

和体制。93 年风雷激荡的伟大历程充分证明，

头，研究出台了《学科能力提升计划》和《哲学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

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着力推动学科发展实

要法宝；93 年风雨兼程的伟大历程更加昭示，

现双轮驱动，强化特色优势；以人事制度改革为

改革创新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一

抓手，研究决策进一步提高学校业绩奖励力度，

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动力源泉。

新增教学、科研和重大贡献奖励 6200 万元，探

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索建立注重多元贡献和绩效的职称晋升制度和

就是新形势下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能力、
全面深化

薪酬体系；以进一步改善民生和办学条件为重

综合改革的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去年 7 月以

点，狠抓落实，全面落实千房计划，昨天完成了

来，学校认真落实中央各项部署，以“转变作风，

排序选房，一次性解决了全校无房户的住房问

凝聚人心，办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

题，南院大科园孵化大厦 9 月 1 日也将全面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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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校区已经开工建设，G-18 地块准备两

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要同师生员工一道，

年封顶，为学校下一个百年辉煌奠定基础。

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明确改革重点领域，把改

93 年奋斗铸就辉煌，93 年历史开启未来。

革推向前进；要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动真碰硬抓好改革，

进行了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明确提出了完善

以改革推动学校发展，以改革提高办学质量。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毫不松懈地抓好作风建设，自觉增强廉政意识，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

以优良的党风促教风带学风；要结合教育实践活

点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建党 93 周年的最好纪

动整改工作，切实解决影响本单位科学发展、长

念，就是要把党的光荣历史作为宝贵财富，把党

远发展的问题，以整改促发展。

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作为推动学校改革的行动

三是要大力推动学习型、服务性、创新性

指南。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变革时代，全球化、

“三型”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

信息化日益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结

深化综合改革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承

伴而来，这一切都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新机遇，也

担着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重要职责。要完善基

提出了新挑战。面对时代变革，要实现建设世界

层党组织的学习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一

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

流的学生，一流的成果，一流的管理。这就需要

要虚心向国内国外学习，需要掌握各个领域的前

我们不断深化综合改革，这就需要全校师生员工

沿知识，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应对改革复杂局

的不懈努力。在这里，我提三点希望和要求：

面、解决改革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把服务作为基

一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层党组织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以师生为本，服

话精神，进一步凝聚起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

务广大教职员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说实话，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

办实事，做好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工作，实现好、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

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要把

阐明了新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创新作为基层党组织永恒的精神价值追求，树立

问题，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

改革意识，推动实践创新，要创新党的活动方式

们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全校党员

和活动载体，善于发现改革中的新情况，善于总

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终身学

结改革中的新经验，善于破解改革中的新难题，

习理念和改革创新意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不断提升基层党建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针，坚持立德树人，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

规范化水平。

信、制度自信。广大教师要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

同志们：

心价值观，踊跃投身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不断

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

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

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让

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广大同学要进一步坚定理想

我们以更加振奋的精神，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

信念，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勇做走在时

加务实的态度，时刻保持“等不起”的紧迫感、

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实现中国

“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不

梦和师大梦增添强大的青春能量。

断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创新，一心一意谋发展，

二是要牢固树立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切

聚精会神育英才，安安静静搞学问，扎扎实实做

实增强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习

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

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好干部

世界一流大学的师大梦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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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作风建设 深化综合改革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在暑期党建暨工作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
党委书记 刘川生
（2014 年 8 月 28 日）
同志们：

决心和勇气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

为期两天的暑期党建暨工作研讨会已完成

志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

全部议程,即将圆满结束。两天来，大家系统学

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

习了有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系列文件，认

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真听取了王立英同志和李佐军同志所做的专题

斗争进行到底。各级党组织都要牢固树立“不抓

报告，并围绕如何进一步深化学校综合改革、如

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的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

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如何切

任感和紧迫感，自觉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

实做好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等问题，进行

责任，作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执行

了深入研讨，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教育

者。

学部等 9 个单位分别介绍了他们在学科建设、人

目前，高等教育处于深入推进综合改革的重

才培养、科研创新、教师队伍、党的建设以及整

要发展机遇期。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下

改落实等方面的好做法和好经验，我和校长也分

放权力，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和扩大，教

别就学校工作作了专题报告。总之，在大家的共

育经费持续增加；而另一方面，教育领域违纪违

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可以说是一

法案件仍然易发多发，腐败的蔓延势头尚未根本

次交流思想、达成共识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

遏制，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严峻

集思广益的大会，是一次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

挑战。近期，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的浙江大学、四

大会。

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地方高校中的哈尔滨理

新学期、新学年即将开始，关于学校的改革

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均发生了社会广泛关注

发展工作，在我和校长的报告中都已经讲到，不

的腐败案件。此外，中央巡视组对中国人民大学、

再重复。下面，我再就加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

复旦大学进行专项巡视也发现，高校党风廉政建

作风建设讲几点意见和要求。

设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监督执纪问责不到位。高
校在科研经费管理、财务管理、招生、招标、新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优良的党风带

校区建设、领导干部薪酬管理等方面存在突出问

校风、促教风

题，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严峻挑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学校各级党组织的重

战。

大政治责任。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切

2．清醒认识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各廉政风险管理，为深化学

和不足。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

校综合改革提供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以思想教育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加

1．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

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

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对照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要求、新任务，还

党中央立新规、树新风、开新局，以前所未有的

存在不小的差距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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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仍比较集中。2011

自己。严格遵守廉政准则，强化纪律约束，守住

年至今，学校纪委共收到涉及案件线索的检举控

廉洁底线。要担负起教育责任。领导干部要让本

告类信访举报 39 件。其中涉及处级领导干部 16

单位的党员和教职员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

件；涉及其他人员 23 件。信访举报反映的突出

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担

问题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的贪污贿赂问题

负起分解责任。领导干部要切实按照“一岗双责”

（29%）
、违反财经纪律问题（26%）
、违反廉洁

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

自律规定问题（16%）等三方面。此外还涉及违

任。要建立责任传导机制，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反组织人事纪律问题（7%）
、侵犯党员权力公民

进行层层分解，明确责任内容和责任人，实行分

权利问题（7%）、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问题

级负责、分线负责、分项负责。要担负起落实责

（7%）
、失职渎职问题（1%）等问题。

任。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

二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不到位。有

执行、推动责任，要把反腐倡廉工作列入重要议

些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事日程，同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

落实“一岗双责”不到位，对于落实党风廉政建

考核、一起推进。要担负起监督责任。科学合理

设责任制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

地分解、配置权力，切实做到职、责、权、利相

起来不要”的现象。有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统一。要加强日常监督，对干部存在的苗头性、

不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有等待、

倾向性问题，早教育早提醒。

观望情绪，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搞变通、搞擦边球。

学校将加大考核追责力度，把领导干部落实

有些二级单位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和“三重一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纳入学校年度考核

大”决策制度不规范，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积

体系，对于党风廉政建设考核不合格的，实行一

极、不主动。

票否决制，取消评优资格。严格落实“一案双查”，

三是廉政风险防控不到位。教育综合改革深

对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力，发生重大

入推进，对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强

腐败问题的，既要追究直接当事人的责任，也要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但整体上，

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学校在权力结构科学化配置体系、权力运行规范

二是切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八项

化监督体系和廉政风险信息化防控体系的建设

规定出台后，教育部党组制定颁布了 20 条措施。

还不够完善，表现为权力运行不够规范、权力制

学校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精神的基础上，制订了

衡机制尚未全面形成、管理制度不够完备、管理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

流程不够规范、执行制度不够严格、监督制度不

法》，同时紧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够健全等方面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财物等重点

以规范会议文件、严格公务接待、严格控制“三

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制度性廉政风险仍然存在。

公”经费使用、规范办公用房、办公用车和因公

2011 年以来学校发生四起案件为我们敲响警

出国（境）为重点，先后制订出台了 13 项配套

钟，反映在管理制度、监管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薄

制度，对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加强作风

弱环节，党风廉政建设还面临挑战。

建设作出明确规定。
近期，教育部针对当前有些学校存在着教师

3．履职尽责，切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

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制订

一是切实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各级党政领

颁布了《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

导干部要切实担负起以下五个方面的责任：要担

等行为的规定》，学校已经予以转发，请各单位

负起自律责任。领导干部首先要自律，自己管好

认真学习并切实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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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学校将在重要节假日和时间段，特别

务犯罪。

是教师节及学校开学、学生毕业等重要节点，有

二、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的作风推动学

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问

校事业发展

题。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损害群众利益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

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干部都经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们要进一

三是切实加强对重点关口的监督。切实加强
对招生录取、基建修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

步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充分提高新形势下做

科研经费、校办企业、学术诚信七大领域的监督。

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以良好的作风推动学校的改

积极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完善科学有

革发展。

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各职能部门，一是要按照廉

1．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

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要求，界定权力清单、细

长效机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学

化工作流程、找准廉政风险点、完善内控机制；

校已先后出台了 17 个文件，此后还将制定《北

二是要在正确履行部门业务职责的同时也要认

京师范大学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

真履行自我监督的责任；三是要加强信息公开，

公务用车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师范大学科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学

成果转化管理条例》等制度。校领导要坚持联系

校将充分借鉴巡视工作经验，结合上级要求，建

基层制度，建立和完善联系群众长效机制，继续

立“日常检查、专项巡视、重点督查”相结合的

深入开展“走进基层、关爱师生、服务一线”活

监督检查模式，加大巡视检查工作力度，积极引

动，做到“四个坚持”：坚持联系院系制度；坚

入科技力量，丰富监督手段，提升监督效能。

持到基层调研制度；坚持听取师生意见制度；坚

四是切实加大查信办案工作力度。腐败问题

持听课和教学巡视制度。每年每位校领导深入基

得不到及时查处，对党的领导、对教育事业、对

层调研 2-3 次，倾听师生意见“常规化”
，切实

师生员工都是严重危害，必须旗帜鲜明地惩治腐

解决师生关心的问题，增强学校改革发展的凝聚

败。学校党委将大力支持纪委做好监督执纪问责

力。
2．要始终关注民生，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

工作，做到有信必查，有贪必惩，有腐必肃。

问题。去年，通过认真查摆“四风”问题，学校

学校将进一步完善案件线索集中管理、集体
排查、分层督办制度。按照中央纪委要求，对所

梳理、汇总群众关心的涉及作风建设、党建工作、

有信访举报线索进行清理、排查，对举报问题查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 19 个方面的问题 281 个。

实的，该立案的要立案，依法依纪进行处理；对

学校领导班子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将 281 条意见

举报问题情况不实的，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以

和建议逐项分解，以问题为导向，明确整改时限。

正视听，梳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坚持

截止 7 月 2 日，已经解决 190 条；正在解决的

抓早抓小、治病救人。要防微杜渐，及时准确掌

24 条；需要学校出台政策的 29 条；属于工作建

握干部、教师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对问题早发

议的 38 条。这些整改落实工作，得到了广大师

现、早教育，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通过廉

生的认可。

政谈话、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方式解决，防止

学校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解决广大教职

小问题演变为大错误。进一步健全案件查办协调

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 2014 年

机制。充分发挥财务审计、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学校拟完成的十件实事中，目前已经完成了四

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办案合力；同时积极协

项：投入 4200 多万元提高在职人员岗位津贴，

助、配合公检法机关查办腐败案件，共同预防职

投入 1500 万元为离退休教师增加生活补贴；完
成物业费“暗补”改“明补”；昌平新校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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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已经完成，争取 2016 年底完成 G-18 校园

2．加强党建创新，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

249 亩 20 万平米的建设任务；完成沙河高教园

的科学化水平。树立改革意识，推动实践创新。

“园区安置房”的申购任务，一次性解决无房教

要创新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载体，善于发现改革

职工的居住问题。其他六项实事也在落实中，就

中的新情况，善于总结改革中的新经验，善于破

是：规范校内生活周转房配租工作；推进非事业

解改革中的新难题，不断提升基层党建的制度

编制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改造“教学环

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水平。

境”，建设案例讨论教室；改善住宿条件和卫生

3．注重制度建设，严格党内生活。各分党

条件，对教学楼、办公楼的卫生间进行装修改造；

委、党支部要完善基层党组织的学习制度，不断

全面推行电子公文系统，完全实现公文运转的移

提高基层党组织应对改革复杂局面、解决改革实

动办公和无纸办公，提高公文运转效率；增设停

际问题的能力；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严格组

车位，开设小北门，继续缓解校内停车难问题等。

织生活；坚持党组织联系党员、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制度。

3．要牢记立德树人使命，切实抓好师德师
风建设。立德树人首先要正师德、正教风，引导

4．加强教工党支部建设，筑牢党的组织基

教师把心思放在教书育人上。学校要通过学校各

础。党支部特别是教工党支部的建设，是党建工

项改革措施，紧紧抓住内涵建设、提高质量这条

作的重点之一，也是薄弱环节。要加强支部书记

生命线，强化务实的教风、学风、校风建设，坚

队伍建设，切实选拔党性强、能力强、服务意识

决反对教风、学风浮躁、学用脱节等现象。院系

强的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要抓好党支部书记培

领导班子要把抓好师德建设作为工作重点，采取

训，办好教工支部书记培训班，提高他们的履职

切实有效的措施落实学校工作要求。要鼓励教师

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增强教工党支部的活力，健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在志愿服务中践行社会主义

全组织生活，发挥教工支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桥

核心价值观，弘扬崇高师德和引领社会风尚。广

梁纽带作用，凝聚人心作用，推动发展作用，保

大教师要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踊跃投

证教工支部书记参与本单位管理决策的权利；注

身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

重发展优秀教师入党，特别是发展高知群体入

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

党。

人。

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全面
三、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为学校全面深化

提升学校治理水平

改革提供政治保障

解决学校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发展，而推动学

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强化党建意识，坚持

校发展的关键就在校院两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

“围绕中心抓党建，凝聚人心促发展”，扎实做

部。在此，提出几点希望与大家共勉。

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1．强化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要增强政治
意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理论

1．要把服务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根本价值取
向，努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要坚持服务改革、

学习，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坚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不断

持以师生为本，服务广大教职员工，服务学生成

提高党性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坚定理想信念。

长成才，做好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工作，实现好、

要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加强课

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认真

堂、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和校园网等宣

做好党员到社区报道，为群众服务的工作。

传思想阵地管理，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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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资金和非政府组织资助的监管。要增强自律

上。

意识，懂规矩、守纪律。要严格遵守中央和上级

4．强化带头意识和服务意识。干部是旗帜，

关于贯彻落实 “八项规定”一系列文件的要求

要带头讲政治、带头守纪律、带头抓落实，带头

以及学校相关规定，把纪律当作带电的高压线，

讲奉献，始终身先士卒，恪尽职守，这是职责所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标准，努力做到

在，使命所在。要强化职业意识和奉献精神，切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

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管理工作上，投入到推动事

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成为师生员工爱戴的好

业发展上。要树立宗旨观念，真诚为师生服好务。

干部。要履行好一岗双责的职责，抓好班子，管

当前的深化改革工作，尤其需要得到广大师生的

好队伍，认真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坚持民主

理解支持。改革举措出台前，要深入调查研究，

决策，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杜绝乱办学、乱收费

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充分听取师生意见建

现象。

议。改革实施中要随时跟踪，不断细化完善。要
坚持从大多数干部师生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需

2．强化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新形势下的
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必然触及深层次矛盾，

要出发，努力做几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原则，勇于碰硬，敢于担当。

事，在全校上下形成人人关心改革、支持改革、

要按照学校的规划和预算要求，结合本单位实

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

际，切实制定好执行方案。制订方案要充分考虑

五、认真传达贯彻本次会议精神

可行性，是该做的、能做的，而且是能做成的，

会议结束后，各单位要尽快召开党政联席会

绝不能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方案一旦制定出来，

议或教师大会，及时传达和贯彻本次会议精神。

就要沉下心来，集中精力，埋头苦干，狠抓落实。
学校职能部处要转变职能，加强服务。首先

——要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与深化学校综

要从工作指导上做好服务工作，同时，要尽快拿

合改革紧密结合。组织本单位师生员工围绕深化

出绩效考核方案，要在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束后对

综合改革开展大讨论，把讨论过程作为充分发扬

各院系建设绩效进行认真评估，奖优罚劣，确保

民主、广泛凝聚民智的过程，作为谋划发展、统

资金使用规范，建设效益高。

筹全局的过程，作为统一思想共识、凝聚改革合

3．强化大局意识和团结意识。干部必须有

力的过程。把正在进行的改革做的更好，把将要

大局观念，要把思想统一到干事业上，把精力集

开展的改革谋划好。各单位要根据研讨情况，看

中到做实事上，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兢兢业业

准的就着手做、着力改。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

——要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与群众路线教

办实事、求实效，深入调查研究问题，脚踏实地、

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落实从严要求，体现整风

真抓实干，扎扎实实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要

精神，集中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与制度建设工

增强团结意识，提升合作共事的能力。人心齐、
泰山移。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比

作紧密结合。当前尤其要吸收大家的好思路、好

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调团结。要认真贯彻落实

建议，抓紧修改制定好相关制度。
同志们，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世界

民主集中制，提升班子凝聚力和推动事业发展的
能力。党政一把手、班子成员之间要相互尊重、

一流大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

相互支持，把团结建立在良好的彼此信任上；要

责。我们要以更加振奋的精神，以更加开阔的视

围绕学校和院系改革发展的大局，劲往一处使，

野、更加务实的态度，时刻保持“等不起”的紧

心往一处想，把团结建立在为共同事业的奋斗

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
“坐不住”的责任感，
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协同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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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师大

谢！向为筹备本次暑期党建会加班加点的各位同

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志表示感谢！

同时，向暑期坚守岗位的教职员工表示感

最后，提前祝福同志们中秋节快乐、教师节

谢！向暑期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表示感

快乐！祝大家新学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在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2 周年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10 日）
党委书记 刘川生
老师们，同学们：

教职工当中立德树人的优秀楷模，是培育和践行

今天是第 30 个教师节，也是我校庆祝建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色表率，是在教学科研

112 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庆

一线做出突出业绩的杰出代表。在此，我向受到

祝属于我们教师自己的重大节日。首先，请允许

表彰的优秀教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代表学校，向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广大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在学校管理、服务等岗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

位上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亲切的问候！

释了“好老师”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在此，我把

向长期以来为学校建设发展作出贡献的老教师

讲话的主要精神向同志们传达一下。总书记强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还要特别报告大家一个

调，好老师要具备四个必不可少的特质：

好消息，昨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来

第一，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正确的理想信

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代表党中央向全国教育工

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好老师要

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总书记参观了庆祝第三十个

明确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始终和党和

教师节主题展览，考察了心理学院、国培计划教

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

学现场，看望了部分老教师，与师生代表进行了

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

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对北师大师生的

业，自觉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教学管理全过

巨大鼓舞，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的

程，认真严肃对待自己的职责。好老师应该做中

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刚才，受到表彰的优秀教师代表做了非常精

“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帮助学生筑梦、追梦、

彩的发言，交流了教学体会，他们付出的辛勤汗

圆梦，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成为实现我们民族

水和创造智慧，让我们深受感动，深受启发。长

梦想的正能量。广大教师要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

期以来，他们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用精深的学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

识魅力感染学生，用高尚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

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对教书育人事业的无限

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

热爱和执着信念，集中体现了对每位学生的大爱

第二，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好老师首先

之心和无悔付出，集中体现了对高尚师德的始终

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作一个高尚

坚守和不懈追求。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应该是

生动诠释了总书记强调的“好老师”标准和北师

每个老师追求的常态。好老师应该有“捧着一颗

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充分展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自觉坚守精

示了我校广大教师良好的精神风貌。他们是全体

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好老师的道德情操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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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到对所从事职业的忠诚和热爱上来。

四点要求：

第三，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实的知识功

一是要认真做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学习

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

宣传工作。学校和院系两级理论中心组和领导班

教学方法，是老师们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

子要带头学习，先学一步。学校党委将成立专家

本基础。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

宣读团深入院系开展宣讲。党支部要召开专题生

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既授人以鱼，又

活会，及时把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教师、每一

授人以渔，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

位学生，做到学习传达全覆盖。校园媒体要加强

导。这就要求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

宣传报道，营造浓厚氛围。通过这些有效的方式

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

和途径，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形成学习宣传总书记

展自己，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潭水。

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第四，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好老师应该是

二是要强化师德建设，铸造高尚师魂。要引

“仁师”
，没有爱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好

导教师不断提高师德修养，做以德施教、以德立

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

身的楷模。广大教师要牢记总书记的要求，不断

真心真诚，使自己成为学生的好朋友和贴心人。

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生品质和人格品质。要进

老师还要具有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的

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把党的教育方针

品质。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

贯彻到教学管理全过程，引导学生既要治学修

任，老师的责任心有多大，人生舞台就有多大，

身，又要兼济天下，使他们成为懂国情、有担当、

要把这个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的教学管

敢创新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

理中，有了用一辈子备一堂课、用一辈子在一尺

坚持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执着于教书育人，坚

讲台默默奉献的力量，才有在学生遇到危难时挺

守在教学一线，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兢

身而出的勇气，才有了敢于攻克新知新学的锐

兢业业做好教书育人工作。要强化终身学习意

气。

识。立足学术前沿，潜心钻研业务，不断充实胜

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北京师范大学

任教学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通用知识，崇尚科学

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他深情地说：

精神，强化育人本领，做名符其实的人师。要涵

“北师大是百年名校，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

养宽厚仁爱之心。用爱、用心、用情去从事教育

育高等学府。112 年来，北师大为国家、为民族

教学工作，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做到有教无类，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和各类人才，也曾拥有

因材施教，上好每一门课，教好每一位学生，用

过李大钊、鲁迅、梁启超这样的一代名师，这是

知识启迪智慧，用爱心点化生命。

北师大的光荣和骄傲。
”

三是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卓越的教师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

团队。培养创新性人才和高素质未来教师，必须

既朴实生动，又透彻中肯，语重心长、催人奋进，

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

对于北师大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

调，“大学不仅是要盖大楼，更要出大师，师资

学校综合改革，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

队伍的建设是我们教育改革、教育事业非常紧

而深远的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深

迫、非常重要的工作，务必抓好”。回首北京师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动员全校

范大学百余年的辉煌历史，名家荟萃，大师辈出，

师生员工，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

他们为北师大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望。如今，北

和丰富内涵，把讲话精神认认真真地落到实处。

师大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上，我们

下面，我就如何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提

的学术领军人才明显不足，促进中青年人才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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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为此，学校第十二次党

贡献。黄先生还是一位爱岗敬业、师德高尚的

代会提出了“高层次人才倍增”计划，我们必须

好老师。他在北师大工作的 30 多年中，深情寄

坚持培养和引进并重的原则，加快深化人事制度

木铎，为培养人才沤心沥血、殚精竭虑，不仅

改革，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队伍质

培养、指导了一大批硕博士研究生和年轻的教

量。全校上下都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人才

学科研人员，还长期坚持工作在本科教学第一

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

线。他在 75 岁的时候主动请缨为本科生授课，

为基础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地帮助和关心教师，

80 多岁高龄时，仍坚持在本科生讲坛，直至最

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

后病重入院。黄先生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好老师

充分信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努力造就一支师

的全部真谛，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黄先生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

逝世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质教师队伍。

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赵乐际、

四是要强化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北师

胡锦涛、李鹏、朱镕基，以及袁贵仁等同志，

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在高水平、综合性

纷纷发来唁电，对黄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的学科平台上，进一步打造教师教育特色优势。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这位卓越大师的崇高敬

我们要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为动力，认真

意。

贯彻落实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不断创新教师教

老师们、同学们：

育体系，努力把北京师范大学办成具有京师风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全面来临，随着国

范、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时要找准教师

家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

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深化教育改革的突

求的优秀人才，如何培养适应教育综合改革要求

破口和着力点，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的质量，

的高素质教师，这对学校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

引领教育的改革发展。使北师大始终成为教育家

了新机遇。我们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的摇篮、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始终成为文化传承

讲话精神为契机，把学习讲话精神与推动学校中

创新的思想库、科技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

心工作相结合、与深化学校综合改革相结合、与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在教师节前刚刚离

院系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

我们而去的黄祖洽院士。黄先生是享誉国内外

心，以强化办学特色为导向，以体制机制改革为

的著名物理学家，是我国氢弹研制的探路先锋

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两个一

和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中国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

原子能科学事业和战略核武器研究作出了卓越

出新的贡献！

推进改革

深化服务 建设师生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

——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学校工作报告
校长 董奇
（2014 年 4 月 12 日）
各位代表，老师们，同志们：

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是落实我校第十二次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代会精神和“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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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这里隆重召开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

年）”验收评估工作，我校与清华大学、中国农

三次全体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我

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代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

华东师范大学等 6 所高校同组互评，评估成绩优

的祝贺。下面，我就学校 2013 年度的主要工作

秀，获得绩效奖励经费 8800 万元。我校“211

进展，以及 2014 年的重要工作安排，向大会作

工程”、“985 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管理经验获

工作报告。请各位代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得教育部主管部门的好评，并作为全国唯一一所
高校应邀在教育部组织的“211 工程”经验交流

一、2013 年主要工作回顾

会上进行全国巡讲。2013 年，共申请北京市共

2013 年，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学校深入

建项目 28 项，获批经费 2124 万元，经费获准率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转变作风，大

超过 99.65%，创历史新高。

力解决师生关心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了学校学

着力研究学科管理改革与能力提升方案。学

科建设的主要思路和主要举措，确立了以学科建

校着力解决学科建设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从

设为龙头，以人事和财经改革为重点，统筹资源

2013 年初开始组织起草学科建设管理文件。经

配置的综合改革方向；研究出台了关于本科生和

向教育部有关司局管理专家、校内学科专家、院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文件，不断完善创新型人才培

系负责人、部处负责人等多个层面反复征求意

养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办学质量；完成了昌平新

见，经学校领导班子多次会议讨论，修改 40 余

校区 G-18 区征地工作，启动了昌平新校区建设；

稿，历时 1 年多，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

着力改善了师生吃、住、行、医疗等软硬件条件，

力提升计划（2014-2020 年）》，并已于 2014 年 3

努力构建师生满意的保障体系。一年来，广大师

月正式发布。2013 年还完成了对管理学院、马

生员工改革创新，追求卓越，推动了学校各项事

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科调整，成立了政府管理学

业快速健康发展。

院、系统科学学院。推进了试点学院改革，出台

（一）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与改革的力度

了《试点学院工作方案》
。

学科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从整体排名看，
学校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首

（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次进入了前 400 名，在国内高校中位居第 9。在

全面启动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出台了“本科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252 名，在国内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从优秀人才选拔、人

中排名第 8。从学科排名看，根据 2013 年 1 月

才培养模式改革、学生个性化发展、实践与创新

教育部学位中心发布的最新学科评估结果，我校

能力培养、国际视野拓展与国际竞争力培养以及

5 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位列全国高校第

政策制度保障六个方面推进人才培养改革。实施

五。进入参评高校前 3%、前 10%和前 20%的一

了本科人才培养“新生导师制”、“本科教学助

级学科数分别达到 4 个、6 个和 8 个，获得国家

教制”、“新生研讨课”等改革先行项目。推进

一级学科建设奖励经费 9500 万元。
根据美国 ESI

了多样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革基础学科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最新结果，我校

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成立了瀚德学院，首届法语、

13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世界前 1%，在全国高校

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4 个班 80 名法律和

位列第 7。在 QS 学科排名中，我校 10 个学科进

经济专业新生入校学习。新增 1 个国家级实验教

入世界前 200 名，其中教育学排名第 43 位，地

学示范中心。获批各类国家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

理学、语言学、哲学跻身前 100 名。

项目 21 项，其中包括 3 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和

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和共建工作。组织完成了

13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教育部、
财政部统一部署的
“985 工程
（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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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召开了深化研

年同期增长约 11.5%。重大科研项目创历史新

究生教育改革大会，出台《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

高，省部级以上重大攻关项目中标 13 项，其中

改革的决定》，优化招生选拔、课程建设、导师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9 项，特别委托项目

评聘、评价监督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与服务。

3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单批次首次位居全

改进了研究生招生选拔办法，在 6 个试点单位试

国第一。获批省部级以上一般项目 162 项，其中，

行“申请-审核”选拔博士生制度。启动了 4 个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立项 39 项，立项数居全

海外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建设试点。加大对研究生

国高校第 6 位。高质量优秀成果再度取得佳绩，

培养的奖励力度，首次拿出 50 万元，评选和奖

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励 10 门校级优质研究生课程。制定博士生论文

会科学)26 项，获奖总数全国高校位列第 6，其

匿名评审相关制度，博士学位论文全部由学校委

中一、二等奖获奖 12 项，位列第 3。获第十二

托第三方机构匿名评审。开展了研究生教学督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7 项，获奖

导。

总数位列北京市第二，其中一等奖 9 项，位列第

不断完善留学生层次结构。2013 年度共接

一。获得第四届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 10

收来自 100 个国家的长短期留学生 4900 人，其

项，获奖总数与一等奖总数均列第一。进一步推

中长期留学生 3433 人。秋季学期学历生占长期

进了科研管理工作，正式启用重新规划设计的文

留学生的比例为 73.8％，其中博士生比 2012 年

科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对文科 7 个教育部重点基

同期增长了 10.8%。留学生国别结构发生了重要

地、102 个虚体中心、700 余项科研项目进行了

转变，美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我校第二大生源

检查评估与清理。开展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组

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了 1346 人。

织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功

进一步优化学生层次和类型结构。2013 学

举办包括 13 场学术论坛的第十一届学术前沿论

年初在校普通本科生 9209 人，学术型学位硕士

坛。

研究生 5355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双证）

自然科学研究能力日益增强。在科研经费方

4104 人，学术型学位博士研究生 3288 人、教育

面，到位科研经费 4.03 亿元，与往年基本持平。

专业博士生 69 人，
外国长期留学生 1785 人。
2013

在科研项目方面，有 3 人获得“973”项目首席，

届毕业生全员就业率高达 98.90%，其中本科生

获得“973”项目、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课题 16

为 99.95%、研究生为 98.03%。

项，创历年来的最好成绩。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稳步发展继续教育事业。学历教育规模保持

金项目数量稳中有升，合计 170 项，资助率达到

稳定，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籍生数量达 14000

36.17%，继 2011 年和 2012 年后再次突破亿元。

余人，网络教育在籍人数为 35000 余人。各类国

此外还获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行业公益性专项

际合作项目在读学生 759 名，规模再创历史新

5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1 项，“863”项目 1

高。圆满完成各类国家级或计划内教师培训项

项，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围

目，承担“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和中西部项目

绕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任务，启动了国

的培训任务。

家级科技平台培育计划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

（三）科学研究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站建设，其中有 3 个培育的科技平台已经由教育

人文社科研究取得多项突破。研究制定了

部推荐到科技部和发改委。在科研成果方面，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

校已有二项自然科学奖和一项科技进步奖被教

提出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综合改革的总体

育部推荐参加 2014 年度国家科技奖评审。以学

框架。社科类经费再创新高，达 1.45 亿，比去

校为第一单位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2 项。
47

SCI 网络版收录科技论文 950 篇，EI 收录科技论

项海外名师项目、3 项学校特色项目和 96 项海

文 373 篇。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如《美国科学

外高层次常规讲学项目，引进高层次外国专家来

院院刊》、《细胞》、《自然·通讯》等杂志上

校进行为期 1 个月以上的讲学或开设课程。新签

发表了重要科研成果。全年获得已授权国家发明

署了校级学生协议共计 17 个，学生经校级项目

专利 85 项。

赴境外交流人数首次破千，
达 1120 人次，较 2011

积极培育协同创新中心。出台了《北京师范

年翻一番。具有境外交流经历的在校生占全校生

大学“2011 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工作实施意见》，

（不含免费师范生）的比例达到 12.2%。

新成立了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绿色发展

不断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平台的建设。通过建

协同创新中心，继续推进已建协同创新中心的培

设国别中心和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搭建国

育和组织申报工作。

际学术对话平台。“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国际

（四）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及国

着力推进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出台了《招收

际教育研究中心。

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和《教学科研岗

（六）积极拓展社会服务

位人事代理人员遴选和聘用管理办法（试行）》，

大力开展国内合作。面向国家和地方重大需

正式实行了“2+3+3”的师资博士后制度和新聘

求积极开展校地合作。2013 年度，与江西省、

教师的人事代理制度。

广东省广州市、北京市平谷区、福建省福清市等

建成教师业务数据平台。全校 22 个职能部

15 个区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

门协同建设了学校教师业务数据平台（数据中

政务咨询、协同科研、联合人才培养、文化创意

心），整理数据标准表 184 个，收集数据 4491

产业和事业、教育培训等方面。通过争取科研用

万项，完成 300 个以上数据分析，较为全面和准

地和用房、设立横向课题、安排学生实习和就业

确地反映了教师工作绩效，为人事制度综合改革

基地等方式，积极服务学科建设，为我校建设和

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发展争取资源和资金。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突出进展。2013

提升基础教育合作办学质量。按照“注重品

年，化学学院方维海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牌、控制规模、提升质量、强化管理”的原则，

使得我校在校两院院士数量达到 9 人。国家“千

2013 年新签约学校 4 所，撤牌 2 所，合作办学

人计划”（青年）入选者新增 6 人，“长江学者”

学校总数达到 50 所，大部分学校在办学 3 年后

特聘教授新增 5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均跻身区域知名的优质校。合作办学附属学校平

者新增 2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新增

台已经成为我校学生就业、教师开展课题研究和

4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新

成果转化的重要承接平台。

增 18 人。

（七）进一步加强条件保障建设

（五）稳步推进国际化建设

学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3 年，学校总

国际交流突出实质性合作。2013 年共签署

收入 27 亿，比 2012 年增长了近 3 亿元。在改善

24 个校级宏观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接待境外代

基本办学条件、高校发展长效机制经费、自主科

表团 107 个，约 436 人次，包括联合国预防毒品

研等方面比上年新增经费超过 1.9 亿元。各单位

与犯罪办公室反腐局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

上缴收入达到 2.05 亿元。
学校获得捐赠收入 1.82

长等多个机构和名校的负责人。

亿元，基金会总资产达到 4.14 亿元。

进一步提高师生国际化水平。实施了 4 项

经费使用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统筹各类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项目”、2

资金，大力提高教师待遇，加大科研资助、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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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医疗保健、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投入。重

通和大厦 40 年的使用权，拓展办学空间 2 万平

视人才培养，加大各类教学业绩与学生资助投

米。京师学堂开始投入使用，增加办公面积 7400

入。加大了对学生生活条件、教学实验室建设、

余平米。京师科技大厦验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课外活动条件、实践基地的投入。加大了对重点

展，装修工作正式启动。调整图书馆旧馆用途，

实验室、工程中心与协同创新中心培育的投入，

补充教学科研办公空间。在学 6 楼和学 7 楼之间

加大对社科数据资源、成果国际化的投入。

加建５层学生宿舍楼、在原光仪厂位置新建 6

财经与审计工作进一步科学化。制定了《北

层学生宿舍楼，新增学生宿舍建筑面积 10520

京师范大学修购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平米，新增床位 1200 余个。乐育 3 号楼危楼翻

明确了各个环节的管理要求，规范了项目管理的

建改造工程已竣工，妥善安置了全部回迁住户，

流程。建立了项目预算申报系统，完善项目评审

新增 40 余间教师周转公寓。

机制，逐步建立院系两级全程动态沟通机制。加

昌平新校区 G 区建设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性

强了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制定了《科研项目

进展。2013 年，新校区 G 区规划设计方案获得

间接费用管理办法》，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为教师

规划局批复，G 区建设全面进入施工落实阶段。

科研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全校开展了科研经费自

G 地块共 19 个项目中，
10 个已取得教育部立项，

查自纠工作，迎接教育部科研经费检查组的专项

4 个项目获批 2014 年建设经费 1.3 亿，约占 4

检查。积极发挥内部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

个项目总投资的 30%。经过多方努力，开工前

重大经济事项进行主动监督。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期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并已启动施工队伍的招

共计 53 项；审签科研项目 201 项，审签金额达

投标工作。

5505 余万元；完成工程审计项目 84 项，送审金

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初步完

额合计 27248 万余元，
审定额合计 26200 万余元，

成了校务管理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启用了

审减率 4%。

公文 OA 系统，实现了公文移动签批，进一步推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按照“建制

动了无纸化办公和规范了校内收发文的流程。建

度、调结构、促增长、保稳定”的总体思路，做

成了人力资源、科研管理、出国审批等 7 个管理

好顶层设计，完善产业管理体制，科学规划产业

信息系统，推进了“师大云盘”在教学科研管理

布局，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资产

资源共享中的应用。全面升级了校园无线网，无

经营公司按照教育培训、教育服务、教育科技等

线网接入带宽提升至 900 M，出口带宽扩容

三个方向对下属企业进行重组整合，校办企业数

300M，全面解决了师生访问国际网络的需求。

量进一步压缩，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特色和优势

建成 528 平米的 IDC 数据中心机房，为校内各

进一步突出，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成

单位提供公共 IT 基础环境支撑服务。

绩显著。截止 2013 年底，学校校办企业资产总

图书馆支撑和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完善了

额达 178,617.05 万元，较 2012 年增长 25.38%；

文献和数据库结构，推进文献数字化建设，加强

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 108,980.65 万元，较 2012

自建和特色数据库建设。完善新馆功能，完成馆

年增长 12.59%；营业总收入 113,633.63 万元，

舍安防改造。推进服务程序的合理化、服务项目

较 2012 年增长 27.35%，
净利润 12,816.19 万元，

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实现教育分馆与总馆管理模

较 2012 年增长 33.64%。

式的同步一体。

办学空间大幅增加。通过“建、买、租、调”

附属学校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北师大第二

等多种方式努力挖掘校本部办学空间潜力，涉及

附属中学、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在教育教学改

办学空间达 6 万余平方米。2013 年，整体回购

革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北京市乃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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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础教育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积极服务大学的

老化、温度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继续实施“便

改革发展，为大学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和实习实践

民出行”工程，拆除存在近 3 年的违建，收回学

提供了重要支撑。积极解决教职工子女入托入学

校土地，新建小东门停车场，新增车位 292 个。

问题，为教职工安心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提供

改善卫生条件，投入 1000 万元启动建设校园标

了坚实保障。

准化卫生间。开展校园养犬、校园道路交通、校

（八）努力解决师生关心的突出问题

园“私搭乱建”专项治理工作。

鼓励教师投入教学科研。2013 年，学校投

改善师生生活服务。2013 年新增食堂就餐

入 3600 多万元增加教师岗位津贴，新增 1000

位 150 个，近三年增加就餐位共 980 个，形成专

万元教学津贴，鼓励教师投入教学和人才培养。

家、教工、员工和兰蕙、实习五个教职工餐厅供

关心支持青年教师发展，实施了“优秀青年教师

餐的格局。连续两年开展农校对接冬储菜进校便

支持计划”，实现青年教师自主科研基金资助全

民直销活动，零利润销售蔬菜共 40 万余斤。降

覆盖，为新入职教师和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低住院支票押金支付比例，购置进口多功能 X

每人提供 10 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摄影设备，增设针灸理疗科，全年共为师生提供

下大力气破解教师住房难题。落实了学校第

接诊、体检、门诊等服务 88684 人次。启动数字

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千房计划”。2013 年，

后勤建设，实现了师生在线报修服务，报、修到

北京市启动昌平区沙河高教园住宅项目建设工

回访全流程用时控制在 45 分钟以内。设立远程

作，学校最终争取到园区安置房 544 套，园区公

报销点、存取款一体机，方便师生报销和现金存

共租赁住房 834 套。目前已与开发企业签订公共

款。通过短信、Email 等多种方式向师生推送工

租赁住房购买合同，园区安置房申购工作也即将

资到账通知、学生奖助学金信息等。

开展。2013 年，学校还完成了供暖费补助改革，

推进节约型绿色校园建设。完成校园基础设

将无房教职工和校聘职工纳入补助范围，在北京

施“一张图”建设，测绘 1：500 地形图 22 幅，

地区高校中率先实现了供暖费“暗补”改“明补”。

探测给排水、热力、电力、煤气、电信管线 14182

统筹制定学校教职工住房公积金调整方案，完成

个点位，建立单体模型 397 个。完成建筑节能监

了住房公积金年度调整，通过提高教职工住房公

管平台一期建设，并通过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验

积金缴存基数，使教职工公积金收入增加 40%

收，每年在现有基础上可再节能节水 5%以上。

左右。

申请专项节能经费 860 万元，其中 360 万元购买

大幅度提高学生奖助学金额度。学生奖助学

节能灯管 10 万支，500 万元用于建设节能监管

金及勤工助学投入水平不断提高，为本科生新增

平台二期。2013 年底，提前实现我校“十二五”

加奖学金 450 万元。硕士研究生基本助学金每人

期间生均能耗下降 17%的目标。

每年从 3800 元提高到 6000 元，博士研究生基本

（九）大力改进学校管理工作

助学金每人每年从 12000 元提高 14400 元。推进

转变工作作风。学校将 2013 年定为“作风

和完善了本科生课程助教制。

建设年”，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大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维修改造了教七

动。在活动中，学校共收集 281 条意见和建议，

楼，新增新风系统，增加楼宇广播，配置活动黑

逐项分解到每位校领导，明确整改时限。到 2013

板等。更换公共教室投影仪 83 台，蓝牙话筒、

年年底，已经解决 179 条，正在解决的 35 条。

功放等 90 套。完成了学 5、6、7 宿舍楼改造，

通过网站的“信息直通车”，及时回答了师生关

并更新宿舍全部饮水机 124 套。全面改造学生大

心的问题 112 条。学校梳理了 2005 年来制定的

浴室，彻底解决了学生们反映的排风困难、设备

各项制度共计 230 项，对 47 项制度进行了“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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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立”，统筹修订或者重新制定的制度总计 33

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一级学科在学校发展中的基

项，其中着力解决“四风”突出问题的制度 16

础性地位，明确了以一级学科为基本建设单元的

项，着力解决学校发展和师生反映的突出问题的

发展思路，提出了分类建设、突出重点的学科建

制度 17 项，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设规划，以及完善一级学科建设责任体系的思

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

路；二是提出了以学科交叉项目推进跨院系、跨

信息公开实施细则》，保障师生公众依法获取信

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项目建设逐步探索有利于

息，促进民主管理。建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公

学科交叉创新的体制机制；三是提出了进一步深

开网站，发布有关规章制度、工作机构和监督机

化学部制改革，在条件成熟、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构、信息公开目录等，成为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

稳步进行学科调整，逐步理顺学科与院系的关

主阵地。

系；四是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导向，推进资源配

过去一年，我校扎实开展工作，以人为本，

置机制的改革，进一步向院系下放管理自主权，

改革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向着建成世

激发院系活力，从而拉动学校的综合改革。

界一流大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成绩是在全

实施《学科能力提升计划》是今年学校工

校师生员工的团结奋进和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在

作的重点。第一步是启动一级学科建设项目和公

这里，我谨代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向广大师生

共条件平台建设项目。一级学科建设项目将理顺

员工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个一级学科的人员归属，明确各学科的建设单
位，建立建设专家小组和管理小组，完善多单位

二、2014 年学校的工作思路和主要工作

建设学科的协调机制。将继续支持校级层面的公

2014 年学校工作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党

共条件平台建设，为各学科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提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学校第十

供条件保障和制度保障。第二步是启动学科交叉

二次党代会和学校“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

建设项目。在一级学科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专项

标和任务，践行群众路线，突出综合改革，推进

项目的方式鼓励跨院系、跨学科的交叉合作，推

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质量保障，推进

进学科交叉前沿创新，提升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

师生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能力，促进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育新的学

学校将 2014 年定为“综合改革和深化服务

科生长点。在各类学科建设项目分步推进的同

年”。3 月 21 日学校召开了学科大会，标志着

时，今年还将对调整意愿强、共识程度高、条件

学校综合改革工作的正式启动。学校今年的工作

相对成熟的学科进行调研论证，稳步推进学科调

将围绕着综合改革深入推进。

整工作。

（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推进学校综合改

（二）大力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革

会服务与国际化水平
整体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到 2020 年，力争

1.人才培养

有 5 个学科整体排名或主要可比指标进入世界

着力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人才培养

前 100 名，跻身世界一流学科行列；排名全国第

改革和学科发展需求，调整专业招生方案，稳定

一的一级学科数量有所增加，排名全国前五的一

招生规模，计划招生 2560 名，严格规范自主招

级学科达到 15 个，一些学科领域可比指标达到

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测试管理与合格资格发放。全

国际先进水平；多数一级学科整体实力进入或接

面实施《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

近全国前二十名。

划》。组织研制 2015 版本科教学计划，优化学

转变学科发展方式是学科改革的核心。学校

分总量和结构，深化课程建设和改革。重点推进

对未来学科建设的思路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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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全英文专业课程工作。深入推进国

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

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试点学院、

法》，理顺重点研究基地与相关学部院系关系，

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实验班计划、卓越法律人

推动重点研究基地向问题导向转型。出台《非实

才培养实验计划，以及瀚德学院人才培养计划的

体机构管理办法》。启动文科优秀期刊建设计划，

实施。建设本科课程中心，推进大规模在线开放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完善文科管理

课程建设。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工作，建立院系教

信息系统。

学状态数据公示制度，启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学科建设为导向，整

作。

合现有科技平台资源，改善科研条件，支撑学科

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北京师范大学

能力提升。推动实力相对薄弱的学科与优势学科

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决定》。建立

交叉，鼓励共同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促进学科共

按绩效分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机制，将招生计划

同发展。组织优势学科及跨学科、跨院系科研成

向学校重点建设学科倾斜。出台分类招生试点工

果的凝炼和集成，鼓励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

作方案。重新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创新课程体

果奖励。积极培育、申报新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系，建设本研一体化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和管

和工程技术中心。全面规划并加强野外科学观测

理体系。继续推动 18 个培养单位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台站的建设,支撑相关学科发展。推进公共

改革。鼓励并大力支持学校重点建设学科在研究

实验与测试能力提升。大力支持理科学报参加精

生招生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自主改革，积极支持交

品期刊遴选。

叉学科的课程建设和导师组的联合指导。推进分

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做好第二批“2011

类培养，选择 3-5 个有基础的学科院系建设有特

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扎实推进中心组建、

色的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系统设计研究生培养国

培育和运行，加快重大协同创新任务的落实，加

际化体系，建设 2-3 个博士生海外人才培养基

快团队建设、人才培养、资源汇聚、国际合作等

地。建立博士点和硕士点动态调整机制。建设一

方面的机制体制改革。

级学科学位课程资源网站（中心）。加强研究生
培养规范制度建设，出台《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

3.社会服务

和处理办法》、
《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拓展和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规划合作布

《本研一体化课程体系实施办法》。

局，拓展合作对象，争取与 1 个省级、4 个市级

鼓励院系招收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实施我校

地方政府开启实质性互惠合作。丰富校地合作内

新修订的留学生奖助学金制度，鼓励有专业外语

涵，强化服务学科建设，建立若干个科学研究基

教学的院系招收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努力增加留

地和学生实习实践基地，进一步扩大校地合作的

学生的国别，提高留学生的数量。

效益。
不断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加强合作附校的规

2.科学研究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改革。落实《哲学社会科

范管理, 严控规模，促进内涵发展，积极指导和

学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统筹整合，推动各类项

支持各附校办成区域名校。大力推进与合作附校

目联动，实行综合支持政策。推进科研平台分类

构建资源共同体，加强协同发展。整合校内外资

建设，启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综合改革，开展

源，促进珠海分校、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

重点研究基地培育和组织申报工作。瞄准国家重

学联合国际学院等异地合作办学学校发展。

大需求，紧扣主流意识形态，积极推进新型智库

继续规范培训工作。积极拓展培训市场，搭

建设。启动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修订《北

建校内外资源与培训需求的对接渠道，支持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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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有关单位进一步提升培训品质，增加培训效

进、培养和支持体系，建立学科队伍发展的激励

益，调研并解决我校培训工作中存在的有关问

机制和约束机制。

题。

建立基于绩效的激励和发展机制。建设和优

4. 国际化建设

化教师绩效数据库，构建基于教师、院系和学科

推进我校优势学科的国际化。进一步加强我

的综合评价体系，力求建立基于绩效的激励机

校优势学科与联合国下属组织机构开展实质性

制，推进教职工薪酬体系建设。以一级学科建设

合作，建立联合国二级中心机构。积极服务交叉

项目和学科交叉项目为指引，推进人事制度综合

学科的国际化。积极推动我校优秀学术成果“走

改革。修订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相关文件，出台非

出去”。继续实施英文文章润色计划，建设英文

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实行分类管理与多元评

期刊，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出版并向国外推介

价，促进不同系列人员的职业发展。

优秀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精品教材和科研成果

（四）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和加强民生保障

的外文译本。

拓展优化办学空间和资源。以落实 2009 年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提升师生的国际化水

公用房调整方案为重点，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探

平。与海外名校建立多校联盟机制, 成立中俄教

索以一级学科建设和交叉平台建设为保障目标

育类高校联盟，加强中俄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以

的空间资源配置标准和有偿使用改革，规范各一

学生活动为切入点，筹建海峡两岸 6+6 知名高校

级学科教师办公、教学实验、公共服务用房，保

联盟。争取成立 1-2 个国际合作研究或教学中

障科研基地平台用房需求，提高科研项目用房使

心。整合资源，继续打造我校中华文化研究及传

用效率和效益。结合昌平新校区 G-18 区和现有

播的大平台。组织实施重点引智计划，加强团队

可用空间制定未来五年的教学科研空间调整计

引智、海外名师引智计划。建立和完善评估激励

划。完成京师科技大厦、通和大厦、教三楼、图

机制，鼓励教师投身国际合作。完善教师出国

书馆旧馆、学 14、15 楼的装修改造和搬迁工作，

（境）审批网络管理系统。开发学生境外交流信

确保投入使用；继续推进教育报刊社大楼的回收

息平台，开拓多种形式的学生交流项目，并争取

工作，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启动科技楼西侧空

相关经费支持。积极推进对港“万人计划”项目

地，小北门至塔一楼路面改造，并力争新增停车

实施，深化与香港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位 320 个。

（三）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积极推进新校区建设工作。昌平新校区 G

统筹人员队伍建设经费。以学科建设为指

区首期 10 个项目将于 2014 年第二季度末开工建

引，统筹人员队伍建设经费，扩大院系在队伍建

设，剩余 9 个项目将于 2014 年第三季度开工建

设工作中的自主权，确保各学科获得稳定、持续

设，力争 2016 年 G 区建设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实现人事管理重心下

目前工作已经进入首期项目的施工图纸设计和

移。通过部门协同，加强对各学科人员队伍建设

招投标阶段。在与农机站签署昌平新校区 F 区前

经费的评估与监督，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促进人

期征地协议的基础上，计划于第三季度启动 F

员队伍建设工作的良性发展。

区规划设计方案、功能定位等前期工作。

加强人力资源规划配置。以学科为基础，实

大力加强财经与筹资工作。落实学科能力提

施编制和岗位测算，分类制定院系人力资源配置

升计划，探索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校预算体系。加

规划，构建覆盖各层次各类型人才的完整的人员

大对院系的经费支持力度，推进院系预算改革。

聘用体系。探索并推进学校人事管理体制和运行

落实国家改革要求，重点做好事业单位内控制度

机制改革，建立学校和院系共同分担的人才引

规范建设与高等学校新会计制度的实施。完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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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预算项目网上申报系统，加强项目评审中心工

一的学生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等。推进教学科研

作。拓展筹资渠道，重点募集海外捐赠，建设校

信息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建设学校优势学科与专

友捐赠平台。加强筹资财务管理与投资运作，成

业课程资源库，进一步加强移动教学环境的建

立投资咨询委员会，保证资金运作安全高效。

设，推动学校数据中心机房在教学科研中的支撑

进一步完善产业管理体制。继续推进校办产

应用。

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加强对学校经营性资产的监

（五）加强学校民主建设

督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学校作

制定《北京师范大学章程》，报教育部核准

为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推进校办产业结构和

后发布。出台学术委员会章程，发挥“教授治学”

经济结构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

作用。进一步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加大重点领域

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

信息的公开力度，出台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提供有力保障。

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学校合同管理，保护学

进一步完善教师福利待遇。建立学校和院系

校无形资产和办学声誉。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

的两级分担机制，解决聘用制人员在薪酬、保险、

大会规定》，积极推动二级教代会制度建设。

续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适度提高教职工出国期

各位代表、各位老师，同志们：

间的薪酬待遇。完成沙河高教园“园区安置房”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

申购，统筹制定校内周转房及沙河公租房使用办

性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

法。完成物业费“暗补”改“明补”的改革工作。

出了总体部署，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了

启动非事业编制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实现

明确要求，这是我们深化综合改革和服务，推进

住房公积金应缴尽缴。完成事业编制人员住房公

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

积金年度调整。

遇期。我们将紧紧围绕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学校

深化教学科研管理的信息化。发布学校新版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坚定方

中英文主页。在学校各单位全面推行电子公文系

向、深化改革、狠抓落实、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统和电子简报系统。完成学校管理信息标准和统

务求实效，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师大梦而

一数据库建设，建设面向师生信息服务与应用的

努力奋斗！

统一平台。建成本科生研究生统一教务系统和统

谢谢大家！

在 2014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校长 董奇
（2014 年 6 月 26 日）
亲爱的同学们，家长朋友们，各位老师，各位来

今天，是值得各位同学永远铭记的日子，我

宾：

们在这里隆重举行 2014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

大家上午好！

位授予仪式，2208 名本科生，188 名本科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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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告别大学本科的岁月，走向新的人生征程。

理性的理解和把握。四年来，你们拓展了视野，

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开启了智慧，磨练了意志，完善了品行，变得更

祝贺大家圆满完成学业！

加坚强、更加稳健、更加厚重，更加具有担当精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议你们和我一起，用最

神。

热烈的掌声，向为你们成长而默默耕耘、辛勤奉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参与和见证了学校的发

献的老师们、家长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展，为学校增添了荣耀，为百年母校注入了新的

敬意！

活力。在全国“挑战杯”大赛上，你们捧得金杯；

相对于历史的长河，四年是短暂的；但对同

在中国大学生女子篮球联赛上，你们连续五年夺

学们而言，大学四年却是人一生中最为宝贵、最

冠；在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足比赛中，

为难忘的一段时光。在这四年里，你们走过了属

你们“独占鳌头”……同学们，你们用自己智慧

于自己的“小时代”，也见证了属于祖国的“大

的头脑、卓越的创造力、强健的体魄和不辞辛苦

时代”
！

的付出，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师大学子的风采，

这四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新规、树新

不断为学校赢得荣誉，很好地诠释了北师大人的

风、开新局；全新的大国形象凝聚起强大的中国

精神气质，我和学校，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力量，你们的青春梦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师大

同学们，在这里，我还要感谢你们：在这个

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紧紧地融合

炎热的夏天，在你们的推动下，我成功的上了头

在了一起！

条。你们写的《董校长》，我听到了！作为曾经

四年来，你们拼搏奋进。你们坚持为理想努

的师大学生，在师大校园 36 年，我从学生时代

力奋斗，执着前行。自习室、图书馆、实验室、

一路走来，你们的喜怒哀乐我都感同身受。

运动场，处处都留下了你们青春的身影。师大，

同学们，在你们即将毕业之际，我要特别感

朴实无华，有着良好的学风，师大精神催人奋进。

谢你们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包容，谢谢你们对学

我欣喜地看到，勇于拼搏、敢于付出、乐于创新，

校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和对母校无私的热爱。我知

为理想不懈努力的优良传统，在你们身上薪火相

道，在你们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学校的硬件设施、

传，成就了你们四年的成长与进步。

管理服务还有很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四年来，你们携手同行。四年前，你们成为

比如，你们的宿舍没有空调，于是你们“在五月

了北师大的学子，成为班级和院系的一员，成为

的早晨就丢失了睡眠”；比如，学校的食堂、教

宿舍的一份子。虽然你们离开了家乡，但你们加

室还很是拥挤，校园有时候像个停车场；比如，

入了更大的集体。四年来，你们与同学一起，与

为了配合宿舍装修改造，你们不厌其烦地“搬

室友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结

家”；比如，为了建设京师学堂，你们忍痛牺牲

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同窗友谊，收获了生命中最为

了“情人坡”；比如，为了配合学校实施整体规

宝贵的财富。“教九大叔”、
“红薯大妈”
、“圆通

划，你们暂时失去了“学生之家”……

老曹”，这些师大校园独特的风景，组合成为你

在这里，请同学们放心：我们正在加倍努力，

们青春的记忆。

千方百计地改善同学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

四年来，你们不断成熟。你们在完成学业的

件！你们对学校的关爱、理解和支持是学校建设

同时，也在品读生命、品读社会这本更加宏大的

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代表学校衷心地感谢你们！

“巨著”。通过四年的学习与实践，你们克服了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你们还是师大的莘莘学

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对社会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子；明天你们就要毕业，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我

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对历史和现实有了更

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复杂的，不仅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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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成功的喜悦、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

神，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放弃，在攻坚克难中超

也有着不舍的挂念，以及面对新起点、新挑战的

越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你们还要学会生活，

一丝不安。

在为理想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乐观豁达

请你们记住启功先生对毕业生的寄语：“入

的态度，学会欣赏沿途的风景，即便在平凡岗位

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

上，也要做出北师大人的风采。

却在生平”。先生的嘱托启示我们，人生不是百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即将整理行囊，开始下

米赛跑，而是一次漫长的马拉松比赛；起点固然

一段旅程。我相信，无论你在何时，无论你在何

重要，但绝不是胜利到达终点的决定性因素。在

方，你们都会铭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

漫长的人生的路途上，你们要有清晰的目标，决

训精神，都将秉承“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

不可因为生活的平淡与安逸，或事业的一时艰难

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为中国教育的改

与曲折，而渐渐淡忘那个最终的目标，在某个路

革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为了人生价

边小站止步不前，甚至迷失了方向。你们要坚守

值的实现，继续努力，奋勇前行。

理想信念，特别是在一些诱惑面前，坚守道德底

亲爱的同学们，母校的目光会永远追随着你

线，避免随波逐流，不为名缰利锁所缚。你们要

们！母校的心将永远牵挂着你们！母校永远是你

立足高远，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踏踏实实

们的坚强后盾和心灵家园！母校期待着你们的每

地走好每一步，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件事，为一生

一个成功！

之计打下坚实的基础。你们要有百折不挠的精

最后，祝大家前程似锦，平安幸福！

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一流大学
——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董奇
（2014 年 7 月 21 日）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所有新教师通过博士后的方式引进，待遇不变，

为引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体制机制建设为

但暂不解决事业编制，实行“人事代理”，经过

核心，全面谋划、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加快推

2-3 年工作考核后，再正式录入，从而解决了“能

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提升自我管理、自我

进不能出”的问题。三是在存量教师管理环节，

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学校管理由粗放式管

加强绩效考评，对经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坚决辞

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现将主要做法报告如下：

退、转岗或降级聘用，不允许任何人“打招呼”，

一、以打破僵化、加强激励为导向，推进人

解决“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去年，我校已有多

事管理制度改革。针对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

名教师因考核不合格从教学科研岗退出。四是加

能下，教师评价标准单一，缺乏绩效约束等问题，

大教师绩效奖励力度,健全激励制度。教师绩效

重点推进以下改革：一是全面实行人员分类管

奖励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10%增长

理。细分学校岗位，分别制定评价标准，充分发

到 2014 年的近 30%。通过这几项改革，切实打

挥教师在科研、教学、服务社会方面的专长。对

破了僵化的教师管理体制，广大教师主动性得以

主要从事教学的教师，单独进行职称评定。二是

调动，责任意识明显加强,教师队伍活力得以激

在新进教师环节，全面实行“师资博士后”制度，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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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夯实基础、精细管理为突破口，推进

对不同学科特点，设立了“励耘学院”、
“瀚德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是面向需求，优化学科专

院”等创新型学院，深入开展拔尖创新型人才培

业布局，夯实人才培养的学科基础。坚决停办一

养改革探索。

些不符合学校发展定位、师资力量弱、发展后劲

三、以学科资源整合与共享为导向，深化学

不足的学科专业，有 4 个一级学科已停止招收研

科管理制度改革。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重点建设

究生（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与全面协调发展相结合。针对解决长期以来形成

等）。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对生源差、

的学科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矛盾，实施一级学

师资力量弱的招生专业，坚决予以停招（如国际

科与学科交叉“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继续

商务、电子工程等）。同时，着力打造一批国际

夯实一级学科建设基础，加强分类指导，明确不

前沿或面向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学科专业（比

同学科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规划，实行分类建设。

如，以传统优势心理学为基础，发展了脑与认知

另一方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以问

科学；以传统优势地理学和生态学为基础，发展

题为导向推进跨学科、跨院系的交叉，促进新兴

了资源生态科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自

交叉学科的发展。学校在刚刚完成的学科规划

然灾害及其防治科学等学科）。二是不断加大教

中，遴选了 9 个一级学科作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建

学环节工作投入，增大本科教学工作量在专业技

设梯队；统筹现有学科和科研专项，推进了一批

术岗位聘用、教师绩效考核和津贴分配体系中的

学科交叉项目的建设；另有 6 个一级学科将不再

比重，大幅增加教学经费投入，激励教师潜心教

单独进行建设。二是实行学科管理重心下移，确

学、学生安心学习。2013 年，全校学生奖助经

立学术机构作为学科建设主体的地位。学校层

费达 1.22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了 3200 万元，

面，弱化职能部处对学科建设的直接干预，统筹

2014 年预计投入 1.6 亿元。2014 年全校预算安

学科建设相关政策和资源，将可以下放的权力和

排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奖励经费 6200 万元，比

资源整体给到院系。例如，扩大院系经费使用权

2012 年新增 4600 万元。三是对人才培养实施全

限，对不同来源渠道的学科经费，统一纳入预算，

过程管理和绩效奖惩制度。加强教学秩序巡视、

统一下达，尽可能减少学校职能部门的审批。院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教学事故处理、教学督导等

系层面，成立跨院系专家小组和管理小组，前者

各环节工作，构建多元质量保障体系。全面修订

负责学科规划和实施，后者负责行政支持和运行

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形成了覆盖人才培养方案、

保障，形成学术与行政各负其责、相互支撑的管

专业及课程建设、实践教学、质量保障、成绩与

理格局。三是建立基于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价的学

学籍管理、教学成果与奖励等六大方面的教学规

科建设重大项目管理制度。确立了“两个约束”

章制度体系。建立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原则：一是学科重大建设项目预算编制受目标约

合的学生网上评教制度,严格实行教学质量公示

束，二是项目实施受预算约束。基于此，建设实

和问责制。四是推进研究生培养改革创新。探索

施了学科重大项目管理系统，覆盖学科目标确

“申请-审核”的博士招生制度，扩大院系和导

定、预算编制、项目实施、预算执行、绩效评价

师招生自主权。严格研究生学术标准。对博士学

等各环节，实现学科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形

位论文全部实行第三方匿名送审，抽检不合格

成了做大事、做实事、不虚报、不瞒报的良好风

的，对导师全校通报，暂停 1 年招生资格。打破

气。近年来，我校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招生计划分配平均主义，以科研任务和人才培养

2013 年进入 ESI 世界前 1%的学科达到 14 个，

质量为导向，对培养质量不高、就业状况不好的

10 个学科进入 QS 学科排名的世界前 200 名，5

学科专业，坚决调减其招生计划指标。此外，针

个一级学科在 2012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的排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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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全国第一，10 个学科位居全国前五。

年均有大幅增加，已成为学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

四、以面向社会开放办学为引领，推进办学

源。特别是依托社会捐赠，以新机制创建了一批

资源筹措机制改革。创建一流大学，必须建立多

高起点、高水平研究机构（比如，争取捐资 1000

渠道资源筹措机制，这是普遍规律，也是我国高

万美元，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建麦戈文脑科学研究

校迈向世界一流的必然选择。针对筹资渠道单

院；争取捐资 1.2 亿元建设“瀚德学院”
，探索

一、专业筹资力量不足、院系所积极性不高、筹

企业全过程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一流学科

资机制不畅等问题，我校面向社会开放办学，从

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完善体制机制入手，进行了大胆探索。一是借鉴

的作用，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学校

国外经验，建立针对筹资人员的激励机制，将筹

还与有关部委、民主党派中央、企业等，共建或

资能力纳入人员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充分发

培育了十余个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研究

挥基金会的经济杠杆作用，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

机构（如与民政部、教育部共建的减灾与应急管

的现代管理制度，聘请专门人员和机构进行基金

理研究院、与网龙科技公司共同培育的教育信息

运作。三是明确校院两级在争取社会资金方面的

技术与移动学习国家工程中心等），广泛争取支

职责和作用，对筹资积极性高、成效显著的院系

持，为学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促进科研成果转

所给予政策倾斜和奖励，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院系

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形成了“以服务换资源”

所“等、靠、要”的局面。四是结合重点学科领

的良性循环。

域，有针对性建立专项筹资激励机制。这些探索

以上是我校近年来围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去年全校争取到社会资金协

推进综合改革的主要做法，请批评指正。

议金额达 5.36 亿元，到账金额 2.5 亿元，比 2012

机构与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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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二次代表

学校党委领导

大会选举产生，以姓氏笔划为序）

党委书记 刘川生
副 书 记 王炳林

田 辉

田

刘 利

纪委书记 田 辉（兼）
党委常委 刘川生

董 奇

史培军

王炳林

陈光巨

田 辉

郝芳华

刘 利

曹卫东

杨

刘正平

李 季(女) 李晓娟(女)

狄增如

沈珍瑶

宋丽慧(女)

张玉新

陈燕峰

林 洪

胡

俊(女)

耕

机关机构负责人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长：董 奇

主

副 校 长：史培军（常务）
葛剑平

陈光巨

郝芳华

曹卫东

杨 耕

张 凯

任 康 震

副主任 刘晓杰 吴汉峰（2015.1 任） 刘冬雪
督查督办办公室
主

副校级干部：周作宇

任 刘正平

校史研究室

校长助理：涂清云 陈 丽（2014.6 任）
张

乔志宏

杜育红

学校行政领导
校

辉

主

强（2014.6 任）

任 康 震（兼）

副主任 魏书亮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党委组织部（党校、党代表联络与提案办公室）

第十二届委员会

部

长 李晓兵

干部督察 刘 俊

（2012 年 9 月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二次代表

副部长 屈智勇 于亚梅

大会选举产生，以姓氏笔划为序）

副处级专职组织员 李进忠
王英典

王炳林

方增泉

石中英

田 辉

史培军

成国志

刘 利

刘川生(女)

李国英

杨 耕

应中正

张 凯

张 强

张志斌

张奇伟

陈 丽(女) 陈光巨

林崇德

郝芳华(女) 保继光(满族)

耿向东

涂清云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主

任 刘长旭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部

长（兼主任） 方增泉

常务副主任

李美仙

副部长 徐艳华
副部长（兼副主任）褚素丽

曹卫东

校报主编 郑 伟

董 奇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党委统战部
部

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长 宋丽慧

副部长 邵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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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 蔡 纹
纪检监察办公室
主 任 刘 淼

人事处

副主任 王 远

处

长 沈珍瑶

副处长 范文霞 张晓辉
学生工作部

杨红英（2014.11 任）

本科生工作处（武装部）
处 长（兼部长） 王洛忠

财经处

副处长 孔 毅 隋璐璐

处

研究生工作处

副处长 明笑飞 易慧霞 陆兆老

处 长 应中正

审计处

副处长 徐 蕾

处

长 杜育红

长 李 季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执行主任 田 辉（兼）

科学技术处（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中心）

执行副主任 王显芳

处

长 娄安如

副处长 徐 洪 戴 杰 王 准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共建办公室）
处 长（兼主任） 陈 丽

社会科学处

副处长 马 晴 黎红中 罗 良

处

共建办副主任 吴云峰

副处长 田晓刚 周晓旭

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处 长 郑国民

处

副处长 虞立红（兼）

何丽平

长 范立双

长（兼主任） 王秀梅

副处长 陈 娟 王 君（兼副主任）

张晓辉 李艳玲 夏 敏

肖 铠（2014.07 兼任）

招生办公室主任 虞立红

艾 忻 刘 涛（2014.10 任）
孔子学院管理处

研究生院

处

长 单力真（2014.07 免）

院 长 史培军（兼）

肖 铠（2014.07 任）

副院长 张 弛 张志斌
汪

学生国际教育中心

明（2014.10 任）

主

任 刘冷馨

综合处 处 长 张 弛（兼）
副处长 胡克文

保卫处

学位处 处 长 张志斌（兼）

处

副处长 郭海燕 程学竹

长 郑恒山

副处长 李凤堂 赵铁峰

培养处 处 长 刘复兴（2014.10.免）
汪

明（2014.10 兼任）

资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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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长 赵 强

袁 慧（2014.10 任）

副处长 于式力 王 然

副书记 韩 舰 孙斌杰
吴汉峰（2014.10 任）

基建处
处 长 杨晓峰

总后驻校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

副处长 高 虹 崔向东

主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与基建处合署办公）

机关第一党总支

总指挥 张 凯（兼）

书

常务副总指挥 李连江（聘）

任 金剑波

记 郭军丽（2014.01 免）
李美仙（2014.01 任）

副总指挥 陈燕峰 杨晓峰（2014.03 任）

副书记 李美仙（2014.01 免）

副主任 苏 杰

周静敏（2014.01 任）

后勤管理处

机关第二党总支

处 长 张 强

书

副处长 芦石磊 崔维佳 刘 林

副书记 廖 英

离退休工作处

机关第三党总支

处 长 胡 俊

书

副处长 张瑞玲 刘咏梅

副书记 李桂芬（2014.01 任）

产业管理处（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后勤分党委

处 长（主 任）王 均（2014.01 任）

书

副处长（副主任）王 均（2014.01 免）

副书记 李 红

记 赵欣如

记 相 青（2014.01 任）

记 张玉新

周彩云（2014.01 任）
产业党总支
国内合作办公室
主 任

屈 浩

副主任

罗 丽

书

记 刘增森 孙富强

离休干部党总支
书

校工会

记 胡 俊（兼）

副书记 谢秀忱

主 席 王炳林（兼）
副主席 王 琼（常务）

公共服务平台及教辅中心

龚河华 于莲洁

负责人
校团委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挂靠人事处）

书 记 柏贞尧（2014.10 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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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沈珍瑶（兼）

学部院系所中心负责人

副主任 王怡德
对外联络办公室（教育基金会）

教育学部

主 任 张吾龙

书

副主任 李胜兰 相 青

任）
部

记 褚宏启（2014.01 免） 李家永（2014.01
长 石中英

教师发展中心（挂靠教务处）

副书记 李雪莲

主 任 张斌贤（2014.01 免）

副部长 黄荣怀（2014.04 免）

李

楚江亭

顾定倩（2014.04 免）

芒（2014.01 任）

李家永（2014.04 免）

副主任 魏 红

郑国民（兼）
（2014.04 免）
信息网络中心（挂靠党委/校长办公室）

褚宏启（兼）
（2014.04 免）

主 任 刘 臻

朱旭东（2014.04 任）

副主任 陈金焘 陈 平

余胜泉（2014.04 任）
毛亚庆（2014.04 任）
张京彬（2014.04 任）

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挂靠学生工作部）

党政综合办公室

主 任 白 勇

主

杨 阳（2014.11 任）

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挂靠学生工作部）
主

任 张京斌（2014.11 免）

副主任 陈 强（2014.11 免）

任 乔志宏（兼）

石兴娣（2014.11 免）

常务副主任 胡志峰

武海涛（2014.11 免）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挂靠学生工作部）

学科建设办公室

主 任 董晓蕾

主

任 苏君阳（2014.11 免）
刘 洋（2014.11 任）

核算中心（挂靠财经处）

人事办公室主任 石兴娣（2014.11 任）

主 任 杜育红（兼）

外事办公室主任 武海涛（2014.11 任）

副主任 董京刚

教学办公室主任 黄 欣（2014.11 任）
学生工作办公室
主

公共资源服务中心

任 楚江亭（2014.11 免）
刘 立（2014.11 任）

主 任 朱生营

副主任 刘 立 （2014.11 免）

副主任 徐 宙

培训学院院长 陈锁明（2014.11 免）
校友工作办公室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主 任 郝芳华（兼，2014.12 免）
范文霞（2014.12 任）
副主任 冷雪石

书

记 韦 蔚

院

长 吴向东

副书记 冯伟光
副院长 朱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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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军

书

记 李凤林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院

长 许嘉璐（兼）

书 记 沈 越

执行院长 朱瑞平

院 长 赖德胜

副 书 记 盛双霞（2014.10 任）

副书记 葛玉良

副 院 长 冯丽萍 李炜东

副院长 杨澄宇 曲如晓 张平淡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法学院

书

记 林 洪

书 记 张远煌

院

长 程晓堂

院 长 赵秉志（兼）

副书记 武玉红

副书记 魏天经

副院长 郭乙瑶 刘 娟 苗兴伟

副院长 熊跃敏 张 红 梁迎修
艺术与传媒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书

记 于 丹

书 记 张润枝

院

长 周 星

院 长 王树荫

副书记 王 韵

副书记 赵朝峰

副院长 王宜文 甄 巍 肖向荣

副院长 熊晓琳
历史学院
心理学院

书

记 耿向东

书 记 乔志宏

院

长 杨共乐

院 长 刘 嘉

副书记 唐利国（2014.11 免）

副书记 王瑞敏

王卓凯（2014.11 任）

副院长 刘 力 林丹华

副院长 李 帆 张 皓
张荣强（2014.06 免）

体育与运动学院

姜海军（2014.06 任）

书 记 殷恒婵
院 长 毛振明

数学科学学院（数字与数字教育研究所）

副书记 林小群

书

记 李仲来

副院长 乔德才 郎 健 姚明焰

院

长 李增沪

副书记 李建华
文学院

副院长 唐梓洲（兼研究所所长）

书 记 李国英（2014.07 免） 王立军

胡永建 张淑梅（2014.12 免）

院 长 过常宝

许孝精（兼副所长）

副书记 周云磊 方红珊
副院长 姚建彬 张清华 马东瑶（2014.11 任）

物理学系
书

汉语文化学院

记 李春密

系 主 任 夏 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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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书 记 刘卫荣

书

记 刘学敏

副系主任 梁 颖 黄文宏

院

长 江 源

严大东（2014.11 免）

副书记 张 红

高思杰（2014.11 任）

副院长 孟繁蕴 李 强 董孝斌

化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书 记 卢忠林

书

记 张朱博

院 长 方维海（2014.01 任）

院

长 王英典

副书记 贺利华

副书记 李永海（2014.07 免）

副院长 成 莹（2014.04 免）

陈金波（2014.07 任）

张俊波（2014.04 任）

副院长 向本琼 翟永功 张 兰

薄志山（2014.04 任）
范楼珍（2014.04 任）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天文系
书

书

记 别荣芳

院

长 周明全（2014.06 免）

记 张保洲

姚 力（2014.06 任）

系 主 任 朱宗宏（2014.12 任）

副书记 杨学玉

副 书 记 张 琳

副院长 孙 波（2014.10 任）

副系主任 吴江华 仲佳勇

朱小明（2014.10 任）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书 记 葛岳静

书

记 刘建武

院 长 杨胜天

院

长 张丰收

副书记 严 帅

副书记 梁 宏

副院长 宋金平 邱 扬 朱 良

副院长 郭新恒 韩德俊 郑瑞廷

环境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

书 记 刘虹

书 记 章文光（2014.10 免）

院 长 杨志峰（2014.06 任）

于海波（2014.10 任）

副书记 王 培

院 长 章文光（2014.06 任）

副院长 崔保山（2014.10 任）

副书记 郭智芳

裴元生（2014.10 任）

副院长 耿 骞 于海波 施雪华

史江红（2014.10 任）
张力小（2014.10 任）

系统科学学院

刘新会（2014.10 免）

书

记 李红刚

院

长 狄增如

资源学院

副院长 韩战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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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王 耘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院

长 舒友生

书 记 田东华

副书记 林春梅

院 长 张秀兰（2014.06 免）

副院长 王 耘（兼） 张占军 任 萍

徐月宾（2014.06 任）

韩在柱

副书记 张冉冉（2014.07 任）
副院长 李海燕 乔东平（2014.07 任）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教师教育学院（挂靠教务处）

任 李 武

副主任 刘 嘉 李小俚 吴 思

院 长 陈光巨（兼）
副院长 郑国民（常务）
（兼）
张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弛（兼） 李艳玲（兼）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书

记 姜云君

院

长 张荣强

副院长 魏崇武

书 记 韩 冰
院 长 包华影（2014.07 免）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王文静（2014.07 任）

名 誉 院 长 许嘉璐（兼）

副书记 张 林

院

副院长 吴圣谷 曾文艺 黄文峰

常务副院长 杨 耕（兼）

亓俊国（2014.01 任）

长 龙新民（兼）

执行副院长 刘 勇（正处级）
副

统计学院

院 长 宋贵伦

陈建文 陈 冬

舒晓风

书 记 张淑梅（2014.12 任）
院 长 宋旭光（2014.12 任）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

副书记 吕光明（2014.12 任）

所

副院长 赵 楠（2014.12 任）

常务副所长 朱小健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书 记 张 琦

院

院 长 胡必亮

常务副院长 朱小健
副

长 许嘉璐（兼）

长 许嘉璐
院 长 曹卫东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书 记 张远煌

水科学研究院

院 长 赵秉志

书

副书记 阴建峰

名誉院长 汪恕诚

副院长 卢建平（常务） 宋英辉 刘志伟

院

记 王金生
长 许新宜

副 书 记 吕晓慧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副 院 长 徐宗学 丁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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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院

长 朱善璐（兼）

书 记 刘连友

常务副院长 董 奇（兼）

院 长 李立国（兼）

执行副院长 梁 威 乔树平

罗 洁（兼）

副书记 王 颖
副院长 陈 实（执行） 孟耀斌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武建军 李 宁（2014.11 任）

主

任 董 奇（兼）

副主任 辛 涛 胡平平 王 耘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理 事 长 刘川生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科学委员会主任 徐冠华

主

书

记 程 晓

常务副主任 陈光巨（兼）

院

长 李建平（2014.06 任）

副

副 书 记 王秀丽

任 董 奇（兼）
辛 涛

主 任 石中英 刘 坚 胡卫平
罗 良

代理院长 徐冠华（2014.06 免）
副 院 长 陈 晋 王兰宁

王开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和培训中
心（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

分析测试中心

主

书 记 谢孟峡

常务副主任 郝芳华（兼）

主 任 李 崧（2014.06 任）

副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挂靠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 长 严隽琪（兼）

院）
院

任 董 奇（兼）
主 任 王 力

长 王振耀

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高华俊

院

副

长 钟秉林

院 长 刘冰华

常务副院长 梁育民 周作宇（兼）
执行副院长 王 蕾 洪成文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书

记 赵秋雁

北京京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

院

长 魏礼群

院

副院长 张秀兰（兼、常务）
（2014.06 免）

长 刘川生（兼）

执行院长 张 淼（兼） 葛剑平（兼）

赵秋雁

肖永亮（兼）
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
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

院

院

副院长 和 震 俞启定

长 钟秉林（兼）

长 黄 尧

执行院长 周作宇（兼） 洪成文（兼）
国民核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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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赵 楠

主

任 韩 震（兼）

院 长 宋旭光（兼）
（2014.12 任）
副院长 赵 楠（兼）(2014.12 免）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吕光明（兼）
（2014.12 任）

主

任 刘宝存

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理事长 刘川生

主

任 李国英

院 长 陈 丽（执行）
文艺学研究中心
宇一研究院

主

任 李春青

院 长 刘宇一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主

任 朱旭东

名誉理事长 麦戈文
理 事 长 刘川生

国际写作中心

院

主

长 黄会林

任 莫 言

执行院长 傅红星

执行主任 张清华

副 院 长 罗 军

副 主 任 梁振华

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

中德莱布尼兹国际研究中心

院 长 于 丹

主

副院长 韩晓蕾

高中教育研究中心
主

任 江 怡
任 陈光巨

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
（挂靠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

名誉院长 刘川生 宋贵伦
院

长 张秀兰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
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负责人

任 董 奇（兼）

北京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主

任 史培军（兼）

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
中国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主 任 杨共乐

主

任 郝芳华

发展心理研究所
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

主 任 方晓义

主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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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李武

馆、学报、集团、产业负责人

杨晓峰（2014.11 任）

图书馆

校医院

书 记 李晓娟

院

长 周向新

馆 长 张奇伟
副书记 李永明

附校负责人

副馆长 黄燕云
王

琼（2014.07 免）

刘

斌（2014.07 任）

王

琪（2014.12 免）

一附中

弓建华（2014.12 任）

书

记 刘 沪

校

长 刘 沪

副书记 许建勇
副校长 王莉萍

档案馆

李 敏

梁原草

馆 长 杨桂明
二附中

副馆长 李世亮
文科学报

书

记 申敬红

校

长 曹保义

副书记 陈国治

主 编 蒋重跃（2014.06 任）

副校长 申敬红（兼） 阮国杰
王 华

理科学报

李永康

朱建军

主 编 郑进保（2014.06 免）
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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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魁

教学与科研单位
教育学部

新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学 部是国家重大 教育政策 的咨询中

【发展概况】

心。学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

教育学科是学校较早形成的系科之一。早

与培训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比较教育研

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之初即开设教

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教师教育研究中

育课程；1915年学校设立教育专攻科，是我国

心、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

国立大学最早独立设置的教育教学机构，标志

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教育部

着中国教育学科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学科。此

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后，学校陆续成立了教育研究科、教育系、教

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国家职业教育研究

育研究所等机构。1931年成立了教育学院。新

院、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首都基础教育

中国成立后，在全国高等教育机构调整中，北

研究院、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首都教育经济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

研究院、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教育信息技

学、辅仁大学等校的教育学科相继并入，为教

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

育学科的发展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

究院、教育家书院17个综合交叉平台，以国家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成立。2001年，教育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立足学术前沿，

学院成立（重建）。2009年6月，教育学部成立。

紧扣国家需求，服务公众需要，为国家的重大

2011年，学部被列入国家“试点学院”建设计

教育决策提供极具价值的“智库”支持。

划。

【学科建设】

教育学部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桥头堡和

教育学部承载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

策源地。学部现设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国

辉煌成就,在全国最早设立教育学硕士、博士学

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

位授权点，最早设立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最

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课程与教

早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拥

学研究院、教师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研究

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3个博士学

所、学前教育研究所（系）、特殊教育研究所

位授权点，1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本科专

（系）、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

业，其中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为教育部特

所、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教育心理与学校

色专业建设点，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学是教

咨询研究所等14个实体性学术机构，承担着学

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学科。教育学科是

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重

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学科，并

要职责。学部拥有《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学

被列入首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国家试点

报》、《教师教育研究》、《中国教师》等高水

学院改革计划”，学科综合实力居全国领先水

平专业期刊，传播中国教育学术思想、展示最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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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学部完成了《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

理”全英文博士项目和“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管理”

规划（2014-2020年）
》的编制工作，确定建设世

全英文硕士项目。学部的全英文项目增加到 4

界一流学科的发展目标，明确建设单位和一级

个，英文课程增加到近 30 门,留学生类型更加多

学科人员归属，规划学科建设思路和重点。在

样化。此外，承担了北师大和香港教育学院的学

2014年“QS 世界大学教育学科排行榜”中，我

生互换项目——“BNU-HKIED 特选交换”项目。

校教育学科挺进全球50强，与英国曼彻斯特大

教育学部还充分利用国家、北京市、学校以及学

学并列全球第43名。

部资源，扩大学生海外学习的机会。教育学部设

【队伍建设】

立项目支持与国际知名大学教育机构合作，联合

截至 2014 年 12 月，教育学部专任教师 214

开发国际在线课程，设立项目支持 MOOC 课程

人，其中教授占 38.7%，副教授占 36%，讲师

等大规模在线课程的建设。

占 25.3%；44%的教师有半年以上留学经历；

【科研立项】

90%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其中，最终学位在

2014 年，教育学部获得了 39 项省部级及以

境外大学获得的教师比例提高到 18.7%。学部

上项目立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0 项，省部级

在岗教师中拥有资深教授 1 人，“长江学者奖

项目 29 项。此外，还获批 6 项“国家级大学生

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9 项“北京市大学

级入选者 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级教

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

学团队 1 个，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者 2 人，新世

【获奖情况】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者 23 人。本年度，教育学

2014 年，教育学部获得了 6 项北京市哲学

部招聘和引进各类人才 7 人，有组织地派出教

社会科学成果奖，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师到国外访学 12 人，5 位副教授获聘教授，11

项、三等奖 3 项。此外，2014 年 11 月，教育学

位讲师获聘副教授。

部教育技术学院代表队荣获第 11 届国际奥林匹

【人才培养】

克机器人大赛大学常规组亚军。在“挑战杯”首

学部现有全日制学生 2317 人，其中本科生

都高校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 2012 级学生张

530 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664 人，全日制专业

筱彤、马思源获得金奖。在第二十二届“京师杯”

硕士 148 人，博士研究生 304 人，各类留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2011 级学生张雅楠、

85 人。此外，还有暑期教育硕士 566 人、伊拉

胡雪龙同学荣获一等奖，潘小春等七名同学荣获

斯谟项目学生 20 人。

二等奖，贾彦琪等十名同学荣获三等奖，另有十

2014 年学部继续深化招生制度改革，进一

三名同学获优秀奖。

步完善本科自主招生，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 建

【国际交流】

立中学——大学联动机制，招收真正热爱教育的

2014 年，教育学部派出多个团组赴国外参

优秀高中生。进一步完善博士申请-审核招生制。

加重要学术会议。包括：石中英部长率领的师生

总体生源状况良好，生源质量位居学校前列，硕

代表团赴英国伦敦参加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合

士、博士的招录比为 10:1。2014 年 4 月起，学

作举办第五届教育国际研讨会；余胜泉副部长率

部开始承担教育博士培养工作。为做好教育博士

领的代表团赴加拿大参加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培养工作，学部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开展国内外

学合作举办第三届 STEM 教育国际会议、赴美

教育博士培养状况的调研工作,初步拟定了教育

国参加 AERA 年会等团组出访的组织和报批工

博士培养改革方案。同时，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

作；朱旭东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赴巴西参加教育

国际化,拓展 2 个新的英文项目：
“教育领导与管

学院联盟（INEI）第八届年会暨学术大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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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教育学部组织召开了 11 个在北师

和唐诗宋词，获得了社区青年会工作人员的一致

大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日

好评。教育学社为了帮助被大山阻隔的孩子们获

本广岛大学博士生论坛、“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得知识，组织“为科巴孩子圆梦，共建大山图书

处境不利学生理科学习面临的挑战”研讨会、第

馆”外场捐书活动。木铎手语社同学坚持到北京

五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第二届教师教育峰会、

启喑实验学校开展别开生面的手工课教学，并带

中丹中小学校长论坛、第二届海峡两岸教育领导

领学生参观师大校园，让孩子们心怀梦想、快乐

人论坛、“社会情感学习与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成长。积极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学部组

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韩论坛、推进中国可持续

建了 15 支实践队伍，近 150 名师生奔赴全国多

消费教育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国际研讨会、第二届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活动，其中 7 支团队获得

小学教育国际研讨会、第三届教育监测与评估国

学校考评优秀奖。此外，2012 级本科生张筱彤

际研讨会。

成功申请学工课题《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过程中

2014 年，教育学部新签署与日本广岛大学

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形成了针对暑期实

教育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院、与美国

践的理论成果。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

文学院

学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与日本
北海道大学教育学院交流协议或学生项目协议。

【发展概况】

同时，为了巩固已有的合作关系，启动全面落实

文学院历史悠久。其前身为建于 1904 年的

国际交流协议和备忘录工作，根据协议派出多个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一类（国文外国语类），

学生团组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科

1915 年设国文专修科，1916 年设国文部，1923

技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日本北海道大学交流，

年后称国文系，1949 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

接待日本广岛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生团体。深化

系，简称中文系。2003 年 3 月，文学院在原中

双边和多边的实质性合作，密切国际交流合作与

文系的基础上成立，在原有各学科的雄厚基础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社会服务等方

上搭建了新的发展平台。

面的关系。继续执行伊拉斯谟中欧博士生培养研

文学院现有在职教师 110 余人，全日制本

究项目，派遣了两批研究人员前往比利时和上海

科生 900 余人，全日制研究生 700 余人，其中博

参加学术会议。

士生 200 余人，攻读学位的本科留学生 400 余

【社会服务】

人，加上其他各类学生总数超过 3000 人。学生

在高质量完成教育部国培项目外，培训学院

就业率达到 95%以上。

发挥自身优势，借助多方力量开发大量培训项

文学院现设有 11 个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

目，长期与短期项目相结合，普通与重大项目相

所、现代汉语研究所、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

结合，共承接了 120 余个培训班，完成 1 万余人

究所、文艺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次的培训。在合作共建方面，教育学部顺利完成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了与石景山教委合作共建项目的总结验收工作，

研究所、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民俗学

深入开展与门头沟区教委、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新闻传播学研究所、语文

中关村第一小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芜湖市教

教育研究所。此外，文学院负责建设北京师范

育局的合作。

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还设有中国语言与海外华

教育学社定期组织同学到大兴区西红门镇

文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国

参加社区青年会活动，为社区青年讲解儒家经典

学经典教育研究推广中心等十多个非实体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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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设有中文教学科研多媒体集成工作

响力，成功邀请国际青年驻校作家桑顿先生、著

室、汉字研究实验室、数字民俗学实验室等 3

名作家贾平凹、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著名作家严

个实验室。

歌苓驻校，聘请著名作家李洱、李敬泽等担任当

【学科建设】

代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兼任导师。

文学院是全国首批建立的两个中国语言文

【人才培养】

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一，是全国首批建立的国家

2014年文学院培养方案的全方位修订工作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首批获得

正式启动，成立由院长书记参加，由学术委员

中文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导，主管院长任联络人

新世纪以来，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

的培养修订方案工作小组，邀请各研究所一流

进行的三次学科评估中，中国语言文学排名全

专家学者参与培养方案修订全过程。

国一次排名第一，两次排名第二，综合实力位

设立专项资金，聘请外籍教师开设外文课

居全国最前列。目前，文学院拥有中国语言文

程，继续派遣学生利用寒暑假在国外修读小学

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民俗学二级学科国家级

分课程。暑期组织两批学生赴比利时布鲁塞尔

重点学科。

自由大学等国外一流高校交流学习。

文学院现有 9 个博士点（文艺学、汉语言文

今后的计划：进一步落实和总结导师制，制

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

定详细的指导制度；办好励耘拔尖人才实验

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

班，为培养高端文化创新人才做好示范；进一

学与世界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 12 个硕

步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的“研修式”教学实验；

士点（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

针对留学生制定新的教学方案等等。

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教学科研】

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民俗学、

在本科教学方面，改革基础课、必修课的

新闻学、儿童文学、课程与教学论、民间文

构成，适当增加典籍研读类、文化素养类课

学），博士点数位居全国中文学科之首。现有 2

程；削减现有必修课学分，增加应用型、研究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民俗学、文艺学），2 个教

型的选修课程；在研究生教学方面，着重建设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

在一级学科层次上的课程，加强对研究生的科

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文学院还是国家

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各类型学生都有

“211 工程”重点建设单位，国家“985 工程”

海外学习的要求。

二期项目重点建设单位。

科研方面，成功获得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

【队伍建设】

大项目，一项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为文学院郭

2014 年文学院通过引进和培养等方法，成

英德教授申报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

功增加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人，其中刘勇、李运

成》、王向远教授申报的《“东方学”体系建构

富为本单位新评聘，杜桂萍教授为引进人才。目

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和方维规教授申报的《西

前有长江学者四人，位居全国高校中文学科首

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重点项目

位。本年新引进的人员还有：温立三研究员，青

为文学院萧放教授申报的《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

年教师刘倩（牛津大学博士）、聂大昕（北京大

重建与传承研究》。

学博士）
、汪高五（香港大学博士）
，辅导员熊艺

【获奖情况】

钧。

教学方面，张健教授主持完成的“汉语言

此外，文学院借助莫言和国际写作中心的影

文学专业研修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教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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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果，荣获2014年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

2014 年 12 月 13-14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

奖。2014年8月28日，在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

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

师教学大赛中，青年教师孟琢代表北京市参

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在北师大举行，来自中国

赛，获得文科组一等奖。在2014年11月15日举

社会科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

行的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

功比赛中，文学院获优秀组织奖。代表文学院

湖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35

参赛的民俗学专业鞠熙老师获一等奖，古代汉

个单位的 60 余位学者应邀参加了研讨会。

语专业胡佳佳老师和古代文学专业谢琰老师获

【社会服务】

二等奖，古代文学专业周剑之老师获三等奖。

1、发展汉字处理理论和技术：继续推进与

胡佳佳老师和谢琰老师还分获最佳教案奖和最

教育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部门

佳教态奖两项单项奖。

和机构的合作，开展汉字规范、汉字标准、古籍

科研方面，由郭英德教授等人主持的《中国

整理用字规范、中华字库整理等工作，为国家文

散文通史（十二卷本）》获评北京市第十三届哲

字政策提供咨询，为行业用字标准和汉字信息化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童庆炳教授所著

处理提供理论方法和应用支持。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经验、困局与出路》、过

2、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提供新

常宝教授所著《制礼作乐及文献研究》、钱翰副

平台：今年国际写作中心成功获得社会资助

教授所著《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

1000 万元，办公地址也正式搬迁到京师学堂，

“文本”概念研究》入选 2014 年度国家哲学社

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保障。与此同时，

会科学成果文库。

写作中心开始与中国作协、出版单位、各类媒体

【学术交流】

展开合作，进行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国际推广

2014 年 7 月 25－27 日，由文学院现代汉语

工作，面向各类高校和社会，培养未来作家，提

研究所发起、刁宴斌教授主持，现代汉语研究所

供写作训练，开展各类文学普及活动。

联合其他单位举办了第三届两岸四地现代汉语

3、服务中小学语文教育：由文学院语文教

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

育研究所任翔教授负责的北京市语文统编教材

2014 年 8 月 15-17 日，
“第一届国际汉字汉

的编写已经完成阶段性成果，后续教材正在紧锣

语文化研讨会”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诺曼市成功

密鼓的编写之中，将来打算致力于建设教育部课

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俄克

程与学科教育研究中心，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提供

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

决策支撑和解决方案。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

4、其他文化建设工作：继文学院发展合作

院承办。来自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

中心成立之后，2014 年初文学院成立北京师范

美国、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等世界 10 余

大学文学院国学经典教育研究推广中心，为社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汇聚一堂，交流、研讨最新

服务工作提供更多元化的平台。

学术成果，分享汉语教学经验。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年 9 月 22-23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主办、方维规教授召集并主持的第二届“思

【发展概况】

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在北师大举

政府管理学院于 2013 年建院，其前身为成

行。本届论坛邀请了包括王汎森、罗志田在内的

立于 2001 年的管理学院。2001 年管理学院试办

20 余名中外知名学者参加。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学校因此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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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批试办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的院校之一。2003

理、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公共管理

年管理学院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一级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予权，学校因而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公共管理一级

2014 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

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七所院校之一。2003 年

论文指数的高等院校二级院所“公共管理”学科

管理学院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一级学

排名中，学院在转载量和综合指数排名中均名列

科授权。2005 年成为全国首批招收 MPA 专业硕

第 7。

士试点单位之一。2007 年管理学院设立公共管

【人才培养】

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信息管理与信息

学院致力于培养专业基础扎实、人文积淀深

系统专业被列入教育部一类特色专业申报系列。

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复合型管理人才。

2008 年建立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2008 年管

学院 2014 年度招收本科生 129 名，其中人力资

理学院所属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成立社

源管理（含公共事业管理）77 名、管理科学与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09 年管理学院自主

工程类（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52 名；招收

设立人力资源管理博士点，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全日制研究生 84 名，其中博士 16 名、学术型硕

审批备案。2010 年管理学院获批公共管理一级

士 68 名；招收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180

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成功申报图书馆学情报学

名，其中非定向生 8 名。

一级硕士点。2012 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

11 月，史培军副校长在学院召开人才培养

管理学院所属的系统科学排名全国第二、公共管

专题研讨会。学院充分发挥各强势学科和优秀师

理排名全国第七、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排名全国

资的优势，建立了多学科、多主体、综合立体的

第十二。2013 年管理学院更名为政府管理学院，

人才培养过程模式，同时依托学院承担的国家和

原管理学院所属系统科学专业成立系统科学学

省部级等重大课题，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

院，原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

思维。学院始终坚持学生发展导向和社会价值创

系专业并入政府管理学院。

造的办学理念，先后与国家行政学院、证券日报

学院下设四系三所，即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等 30 余家著名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教师实践暨学

行政管理系、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系、信息管理

生实习基地，还专门设立了与国家、北京市和学

系和土地资源管理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国际

校配套的学院本科生科研资助计划，培养学生的

关系研究所，分别承担着所属专业的教学、科研

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能力。2014 年度，学院

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本科生韩旭获评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大学生。毕业

【学科建设】

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一直名列前茅，主要到国内

学院现有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

外知名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从事相关工作，

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科学（金

学生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用人单位一致好

融工程）四个本科专业，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

评。2014 年度，学院获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

理、人力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情报学、图

作先进集体。

书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政治学理论、国际关

【教学科研】

系学九个硕士点，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点（MPA），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政府

力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 62 名教职工，其中教

经济管理四个博士点，另有公共管理和政治学两

授 21 名、副教授 26 名，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

超过 90%，为多层次、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人才

位授权点，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 年度，耿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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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周小平老师获得

学院在接收来自俄罗斯、荷兰、韩国、新西

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二届励耘奖学基金优秀青年

兰等地留学生的同时，输送多名学生到海外交换

教师奖二等奖；果佳副教授荣获北京师范大学通

学习。学院现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经

鼎青年教师奖（本科教学奖）。

济管理学院、法国国家电信学院和美国德雷塞尔

2014 年到位项目总经费为 511.3 万元，新申

大学等院校签订了国际人才培养项目。

请获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共 9 项，其中包括国家

【社会服务】

社科一般项目 2 项，后期资助项目 1 项，特别委

学院秉承“政管经世，致知明德”的理念，

托项目 1 项，教育部社科司重大攻关项目 1 项，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专业服

后期资助项目 1 项，北京哲社重大项目 1 项，其

务。11 月，
“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撰写的《2014

他省部级委托 2 项。

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正式发布，首提民生中国

教师发表 CSSCI 文章 69 篇，
其中 SCI 1 篇，

梦理念，构建了“中国民生发展指数 2.0 版”
；

SSCI 3 篇，C 类刊物 16 篇，B 类刊物 7 篇，境

12 月，
《2014 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发布，首

外刊物 9 篇。出版学术著作（教材）20 部，其

次测度 54 个重点城市政府效率；12 月，学院举

中专著 2 部，教材 10 部，编著 8 部。唐任伍教

办“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论坛，与中国社科

授的著作《管理思想史》和王洛忠教授的文章《我

院、世界银行和国家老龄委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

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构建与地区差距

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关注中国老龄化面临

测量》荣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的形势以及养老保障问题。此外，公共服务均等

果二等奖。王洛忠教授的教材《人力资源管理法

化、中国政务信息化发展评估、中国战略人才发

律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入选“十二五”

展研究、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报告指数等成果，曾

国家级规划教材。

先后获得中央多位领导人的批示，产生了良好的

【国际交流】

社会影响，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

学院重视国际交流合作，逐步提升师资队

极贡献。学院学生在 APEC 会议期间担任志愿

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学院有

者，先后接受中国新闻网、上海新民晚报、北京

计划地选派在岗教师到境外学习和交流，目前已

卫视等新闻媒体的采访并获荣誉称号。

有半数以上的教师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

【党建工作】

州大学等国外著名大学研修，新进教师须在海外

结合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第十二次党

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代会精神，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

2014 年度共举办各类学术报告 30 余场次，

重点，以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视察活动为重大契

邀请了来自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境外专家

机，在完成常规工作的同时，创新党建活动，增

11 人次来院讲学访问。10 月，学院成功举办中

进党建实效。建设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网站，搭建

韩高校智库建设国际研讨会。学院本年度共派教

理论在线分享平台，拓宽师生党员交流学习途

师 10 余人次分别参加了海外学术会议，包括英

径。9 月，学院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北

国曼彻斯特大学、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丹麦阿

师大重要讲话精神辅导报告会”，会议邀请了校

尔堡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高等经

宣讲团成员、教务处处长郑国民教授作了题为

济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的讲座。学研并重，

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以

动员党员教师积极承担学校的理论研究课题，既

及香港大学等；1 名博士生赴莫斯科参加第九届

加强了学院教师党员交流，又高效提升了其政治

欧亚一体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理论水平。深化组织建设，确保长效发展联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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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加强民主集中。学院领导班子调整后，党总

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设有外国

支（现分党委）重视民意调研，科学确定学院发

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英语语言文学为

展方略，确保党建服务中心工作、党建规范学院

北京市重点学科。

管理、党建推进事务落实。建章立制，规范组织

【队伍建设】

管理。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召开调研座

学 院现有 教职 员工110人， 其中教 授 21

谈会 8 次，单独约谈师生 20 余人次，围绕“四

人，副教授 36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48人。

风问题”制定 10 项重点应对策略，针对师生反

2014 年，学院加强对外教的引进：英语系新聘

映的 9 项突出问题督促解决落实；新建、修订学

1 名，由公外转入 2 名；日语系 1 名（续聘）；

院规章制度 60 余项，涉及学科建设、队伍建设、

俄语系 1 名（续聘）；公外新聘外教 7 名，续聘

教学科研、学生服务、财务管理和对外交流等各

4 名。

方面，使学院学科调整后的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开

【教学科研】

展。

根据学校的部署，学院积极拓展公外教学改
革：1）按学校要求完成大学英语“课程改革设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计方案，已获得学校的认可，报告已由学校教务
处收录至《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发展概况】

调研资料汇编 2》
，2015 年正式启动；2）研究生

外国语 言文学学院历 史悠久： 其前身是

英语改革一年实验期结束，6 月 25 日召开总结

1912年建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8

会并落实下一步计划；3）完成大学英语读译教

年英语部更名为英语系；1949年英语系改称外

程外教讲座视频录制工；4）完成研究生英语读

语系，内设英语、俄语两个教学组；1952年，

译辅助视频、音频材料录制（外教），建设听力

外语系改为俄语系；1960年，学校恢复英语专

试题库（完成部分录制）、口语考试试题库（建

业，俄语系再度更名为外语系；1972年，增设

设中）。另外，推动暑期学校的国际化授课，俄

日语专业。2002年12月成立外国语言文学学

文系在小学期已经邀请到俄罗斯专家授课。与国

院。学院下设英语语言文学系、日语语言文学

外高校就本科培养方面建立联系，与俄罗斯多所

系、俄语语言文学系和公共外语教学部。现有7

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日文系邀请东京学艺大学松

个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语言学研究

冈荣志教授给研究生讲授中译日课程。俄罗斯研

所、比较文化与翻译研究所、外语教育与教师

究中心两名成员获得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研究所、外语测试与评价研究所、日语教

立项，两名成员获得国际奖章，完成 6 场次外籍

育教学研究所、中西人文研究所；5个中心：外

专家讲座，外派 10 名学生出国学习和进修。

语教育技术中心、翻译教学与研究中心、功能

2014 年，学院教师共出版专著和教材共 42

语言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东亚文化

本。发表论文 128 篇,其中 CSSCI 论文 22 篇。

比较研究中心。

【获奖情况】

【学科建设】

外文学院人文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源副教授

学院设有英语专业、俄语专业和日语专业

入选中国“万人计划”首批名单中的青年拔尖

3 个本科专业；设有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

人才。

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四届多媒体教学软件设

学 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设有英语语言文学、

计比赛中，英文系王德亮老师荣获二等奖，日

俄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

文系张林老师荣获三等奖。

语语言文学四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学院具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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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王德亮老师获得第八届（2014 年）

言奖和最佳教态奖，孙晓慧老师获得最佳板书

“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称号。

奖和最受学生欢迎奖。

俄罗斯籍教师娜斯嘉，获得了国家外国专

法学院

家局授予的“我最喜爱的外籍教师”称号。
5 月 30 日，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莱蒙托

【发展概况】

夫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大会执行主席玛

学院成立于 2006 年 4 月,其前身为 2002 年

丽雅姆•瓦西托娃代表莫斯科市作家协会组织向

成立的法律系。著名法学家江平担任学院名誉院

中国参会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

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

赵秉志担任院长。

罗斯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李正荣颁发了“莱蒙

学院下设基础理论法学、宪政法学、刑法学、

托夫”奖章。

诉讼法学、民商事法学、经济法学与环境资源法

我校艺术与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系主任、

学，以及国际法学等七个教研中心。设有法学一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俄罗斯研究中

个本科专业和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法律硕

心专职研究员古棕老师荣获“东方骑士勋

士学位授予点，在刑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

章”。

等专业设置有二级学科博士点，同时也招收国际

日文系翟东娜老师获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法理学、宪法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

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拥有刑法学和诉讼法学方向的博士后招收权限。

7 月 22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2005 年 8

学指导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

月成立）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了北京师范大学法

研究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学学科的整体。2014 年，在 QS 世界大学法学专

第二届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在长沙落下帷

业排行榜单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科入榜世界

幕。我院参赛选手师曼老师获得一等奖。

大学法学学科第 104 名，位列中国法学院第四

英文系王蔷、陈则航、马欣、罗少茜、张

名。

虹的《创新教研机制，促进教师自主发展——高

【人才培养】

校与基础教育英语教师合作行动研究》获得第四

本科生培养

届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216 人。2014 年，学

武玉红获 2013-2014 年度北京市高校优秀

院以应用型复合型和涉外两个卓越法律人才教

德育工作者称号。

育培养基地建设为契机，不断地创新本科人才培

日文系王志松老师获第十届（2014 年）北

养模式，本科生培养质量稳步得到提升。（一）

京师范大学名师奖。

本科生招生质量大幅度提升：根据 2014 年招生

公外部祝珣老师获 2013 年北京师范大学本

数据显示，2014 级法学瀚德实验班在理科类考

科教学优秀奖。

生中第一专业志愿率达到 75%，在文史类考生

日文系 2014 届硕士毕业生赵立翠同学荣获

中第一录取志愿率达到 90%；瀚德法学实验班

第七届中国日本学研究“CASIO 杯”优秀硕士

的整体招生质量由去年的第 10 名跃升至今年的

论文奖。

第 4 名。
（二）选派优秀本科生赴美国名校参加

师曼老师、孙晓燕老师获得第十四届青年

暑期项目：2014 年暑期，法学院组织 2013 级法

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孙晓慧老师、林

学瀚德实验班法学方向 20 名本科生，以及法学

敦来老师获得二等奖，孙晓燕老师获得最佳语

卓越实验班 10 余名学生，分别赴美国埃默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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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学院、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和密歇根大学法学

践教学基地为平台，不断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

院参加为期 3 周的美国法暑期项目。在美期间，

生的法律实务技能。（七）本科生实践教学取得

除了学习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法、模拟审判等美

丰硕成果：在 2014 年 11 月份举行的北京市第五

国课程外，还组织去美国国会、白宫、联邦最高

届模拟法庭竞赛中，北师大法学院代表队在指导

法院、律师事务所参观实践，通过参加暑期项目，

教师廖明博士的带领下，先后战胜了诸多强队,

增进了对美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开阔了视野。

再次获得一等奖。法学院还被学校评为本科生专

（三）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开设短期课程和学术讲

业实习先进单位。（八）本科课程建设取得重要

座：2014 年，学院在钟瀚德基金会的支持下，

进展： 2014 年，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担任主

邀 请 了 埃 默 里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院 长 Robert B.

编的《刑法学》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Ahdieh 教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

工程重点教材，法学院分党委书记张远煌教授担

Maja 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科尔教授、西班

任主编的《犯罪学》入选教育部十二五第二批国

牙巴塞罗那大学法学院 Enach 教授以及意大利

家级本科生规划教材。

罗马三大的教授为本科生开设了《美国法概论》
、

研究生培养

《欧盟法概论》、《德国民商法》、《西班牙合同

1.实现招生工作的规范化：学院修改完善

法》
、
《意大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全外文短期

《法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复试办法》和《法学院博

课程，增进了本科生对于外国法和比较法的了

士研究生复试办法》，对复试内容、复试程序、

解。此外，还邀请了国外著名学者为本科生举行

复试分数计算方法等环节进行规范，力争实现招

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带来了国外法学研究的前沿

生工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化。2014 年 5 月，顺利

信息。（四）创新法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学院

完成了 2014 级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招生工

以学校 2015 版本科教学计划修改为契机，在广

作，2014 年共招收学术型硕士生 21 名，博士研

泛借鉴国内外著名法律院校先进经验基础上，依

究生 16 名。2014 年 9 月底，顺利完成了 2014

据“加强基础、尊重选择、强调个性”的原则，

级法学硕士推免生的招生工作。2.开展培养方案

创新了法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新的课程体系充

修订工作：对课程设置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增

分体现三个“个性”：专业方向个性化选择，课

加了“法学前沿专题”和“法学前沿讲座”两门

程个性化设计，学生个性化培养。（五）不断完

课程。此次修订培养方案，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善本科生导师制和本科生教学助教制：学院聘请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学术型和前沿性。3.提升研

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新生导师，负责新生

究生科研能力：学院制定了学术型研究生学术能

的学业指导和和人生引导。导师通过见面、电话、

力提升计划，召开座谈会，邀请学院各教研中心

邮件、集体讨论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学

主任与学生面对面交谈，指导学生如何撰写学术

院规定原则上每位导师指导学生总数不超过 5

论文、如何撰写学位论文，以提升学术型研究生

名，每学期导师指导每个学生不少于 6 次。
（六）

的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此外，制定了《法学院

校外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学院不断

关于实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的规定》，对

深化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最高人民检察

博士研究生增加了论文预答辩的程序，着力提高

院法律政策政策研究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天

博士论文质量。4.探索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四十余家法律实务部门合

模式：主要举措有：第一，聘请海外专家为学生

作交流，共建法律实践教学基地，并以此为平台，

授课。2014 年学院共邀请 10 名海外专家为研究

聘请法律实务机构的专家型领导担任特聘教授

生授课或者举办讲座，涉及到法学的各个领域，

或兼职教授，与法学两院专任教师一道以法律实

其中不乏新兴的交叉研究课题、前沿课题，拓展
79

学生的学术视野。第二，遴选研究生到国外大学

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与法国图

交换学习。遴选学术型硕士生共 3 名，分别赴台

卢兹大学法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法学院签

湾、意大利作为交换生交换学习。第三，推荐学

订了合作交流协议和学生交换协议，与意大利马

生赴海外留学。法学院已经推荐数十名本科生、

切拉塔大学法学院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二）

硕士研究生赴美国、英国等国攻读硕士和博士。

实施交换生项目：法学院与英国阿伯丁大学法学

【科研工作】

院、台湾辅仁大学法学院、香港树仁大学法律与

2014 年度，
法学院教师发表论文总数 75 篇，

商业学系签订了学生交换协议。2014 年共有 7

其中 CSSCI 论文数 35 篇，以外文发表的学术文

名学生通过学院层面的学生交换协议赴英国、意

章 2 篇，在《中国法学》
、
《法学研究》等权威期

大利、日本和台湾地区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换学

刊上发表文章 3 篇；出版专著 13 部（其中独著

习。同时，接受了两名来自意大利的交换生进行

8 部，合著 12 部）
，译著 1 部，教材 5 部，研究

为期一学期的交换学习。已经完成了 2015 年春

咨询报告 8 篇；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4

季交换生的遴选工作，共遴选 9 名学生于 2015

项。

年春季赴外交流学习。
（三）开展学生暑期项目：

2014 年，法学院教师申请纵向项目 12 项，

法学院共组织赴美国参加了三个暑期项目。一是

经费总额 56 万；横向项目 32 项，经费总额 96

组织 17 名本科生赴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参加

万。其中纵向项目中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为期三周的暑期学校；二是组织 6 名学生赴乔治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城大学参加为期三周的暑期学校；三是组织 12

究项目 1 项，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

名学生参加了由 MCEP 联合美国密西根州议会、

目 2 项；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 1 项。2013 年，

法院及其他相关政府举办的“2013 赴美法院暑

法学院编辑出版《京师法律评论》第 9 卷；举办

期实习项目”。另外，2014 年 8 月下旬，法学两

京师法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 6 场。

院承办了“内地法律制度与实务讲习班”项目。

2014 年度 12 月 21 日，由法学院张远煌教

共有来自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和香港树仁大学法

授担任主任的国内高校首家企业家刑事风险防

律与商业学系共三十余名学生参加本项目。讲习

控专业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

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香港学生的欢迎。

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2014 中国企业

（四）实施海外教授讲学项目：通过国际交流处

家犯罪报告》，在北京师范大学高铭暄学术报告

的海外教授讲学项目、短期专家项目等项目的支

厅正式发布。

持，共邀请 3 名专家承担本科生的小学分课程，

2014 年 11 月 27 日—28 日，由联合国国际

27 名专家举办了 30 场学术讲座。
（五）实施“国

贸易法委员会与北师大国际电子商务法联合认

际电子商务法联合认证项目”：法学院与联合国

证项目、北师大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办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亚太中心合作，开展“国际电

的首届国际电子商务法高层论坛在北京师范大

子商务法联合认证项目”，完成了“国际电子商

学英东学术讲堂隆重举行。这是本年度由法学院

务法联合认证项目活动周”系列活动，面向国内

主办的一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推动相

电商招生并进行了培训。

关领域研究，扩大法学院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

2014 年 11 月 28 日，法学两院工会组织两

国际交流局面逐渐打开，与更多的国外知名

院教职工赴密云县大城子镇杨各庄村慰问在密

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一）拓展与欧洲国

云县任职村官和法院、检察院的 5 位我院毕业

家知名法学院的合作交流：法学院教师访问了法

生，并借此机会向当地村民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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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法制宣传活动。

重要作用。同时，也强化了学院负责人的责任意

2014 年共组织 10 支社会实践队分别赴青

识。在学生党员发展上，严格遵循“控制总量、

岛、厦门、河南、四川、上海、无锡、内蒙古等

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

地进行社会实践。其中，厦门市走私珍稀动、植

严格按照程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断提高党

物案件实务调研、上海海派旗袍制作工艺的传承

员发展质量。

发展问题调研和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社会

生命科学学院

实践队三支实践队伍获得校团委优秀实践团称
号。

【发展概况】

另外，学院整合普法队伍，拓展志愿大平台。

生命科学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04年的京

普法队由最初开展活动的三个社区扩展成了七

师大学堂博物科，1923年更名为生物学系，是我

个社区，志愿者们定期到各社区进行法律讲解和

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建立的生物系之一，1998年扩

法律咨询。除社区普法之外，还先后开展了针对

展为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经过汪堃仁、

中小学生、残疾人、老年人等各种群体的普法活

孙儒泳、郑光美、薛绍白、王永潮、柳惠图和徐

动。在活动形式方面创新普法内容，促进法律普

汝梅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几十年的严谨治学

及教育贴近群众、贴近现实。

和艰苦创业，以及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奋发努力，

【党建工作】

学院软、硬件办学条件显著提升，教育与科研业

法学两院现有 16 个党支部
（12 个学生支部、

绩显著，事业发展蓬勃。

4 个教工支部）
。全院教职工总人数 1203 人，党

学院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与壮大，建立了科学

员人数 523 人，党员比例 43.5%；其中教职工

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卓越地位，已成为我国

109 人，党员 72 人，党员比例 66.1%;学生 1094

生命科学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

人，学生党员 451 人，党员比例 41.3%。

地之一。学院是“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

党建工作的情况：（一）着力加强师生党员

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思想政治教育：2014 年 9 月 16 日，法学两院分

基地”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单

党委组织召开“法学两院”全体教工大会，传达

位，以及“211工程”和“985项目”重点建设单位。

了学校暑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工作研讨会议精神，

学院学科建设的组织机构为“四所四系制”。

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师大的重要讲话。

即学院设有生态学研究所、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2014 年 11 月 6 日，法学两院分党委与院行政共

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

同组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研究所。依托四大学科群的学术力量，构筑四大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学习座谈会。
（二）

教学与科研创新平台与团队。学院的教学机构为

查摆问题，整改提高，继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生态科学系”、“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系”、“细胞

育实践活动：2014 年 7 月 3 日，法学两院分党

生物学系”和“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系”。作为首

委召开法学两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批“生物科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学

议。（三）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党务工作规

院现有生物学和生态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生物

范化水平：根据《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

学为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生态学和细胞生物学

工作条例》及校党委的相关规定，结合两院实际，

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被

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对加强学院领导班

列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发育生物学被列为校级重

子建设，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点学科，并设有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院

保证教学、科研和各项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发挥了

现有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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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及调控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基因

室”培育项目进展良好，在神经生物学的基础与

工程药物及生物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高等学

应用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关分子共表

校蛋白质组学研究院和医学研究院以及8个校级

达网络的神经胶质瘤分型系统的研究发表在美

重点实验室与7个专门性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及

国科学院院报（PNAS）
。

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

本年度学科建设经费平台建设获批经费

学院师资力量精良，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

1000万元，经学院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设立了

队伍。2014年，学院共有教职工106人，其中专

水稻颖果发育及籽粒形成的分子机制、细胞核编

任教师共67人（教授39人，副教授20人，讲师8

码基因调控线粒体功能的机制研究、濒危动物保

人）
。学院2014年引进杰青1人，讲师2人，实验

育与物种分化研究、生态物种形成与濒危机制的

员1人。截止2014年，学院共有院士2人，长江学

研究等4个任务，分别邀约了王英典、张俊杰、

者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千人计划

张雁云、葛剑平教授主持4个任务的建设工作。

2人，跨世纪优秀人才4人。

经管理专家委员会的检查评估，任务进展执行情

学院紧密围绕人类生存与健康安全等国民

况良好。

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实际，发挥学院宏微观

【教学科研】

相结合的综合学科群作用，形成了优势明显、结

本年度，共开设本科生课程 70 门，其中

构合理、特色突出的以细胞增殖及调控分子机

为本院开设专业课程 63 门，为其他院系开设专

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机理、基因工程药物

业课 3 门，全校公共课 5 门，为励耘学院理科班

及生物技术产品研发为主要特色的科学研究与

单独开课 9 门。生科院今年共有 66 位教师承担

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以“创新与创业”能力培养

参与了本科教学工作。

为主要目标的学士、硕士到博士学位的完整人才

本年度是学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新方案

培养模式，并构筑了运行与管理高效的“生命科

正式运行的第二年。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命题、

学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与“生命科学实验技术

面试、中期考核（开题）、博士论文预答辩到论

中心”、“学研”和“学企”相结合的实践与实训基

文答辩全面推进，围绕 2 个一级学科的四系（生

地以及各级科研机构等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

物化学与生物技术系、细胞生物学系、遗传与发

支撑体系，为学院整体科教实力的提升和高层次

育生物学系、生态科学系）研究生培养运行体制

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及管理模式基本形成。招生工作已做到程序化管

【学科建设】

理，免试推荐研究生和统考生各占 52.7%和

围绕学院建设目标，优化配置资源，学院从

47.3%；考试命题做到了以生物学和生态学 2 个

跨越发展的角度，对学科进行了合理的布局与规

一级学科的主干课程为主，兼顾特色研究方向为

划。重点建设了以生态学国家重点学科为核心的

辅，学院统筹组织命题小组实施统一命题；面试

宏观生物学学科群和以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学

工作彻底改变以导师为主的小组面试方式，全面

科为核心的微观生物学学科群，两大学科群含有

实行以系所学科群为单位的集体面试制度；中期

的“环境/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神经科

考核（开题）在部分系所也已实行系所学科群的

学与行为学”和“农业科学”学科被ESI评估为国

集体考核制度，促进了一级学科内不同研究方向

际前1%研究领域，其中涵盖了生态学一级学科

的学术交流和渗透，使学科交叉、资源共享成为

和生物学的植物学、动物学、神经科学3个二级

现实。本年度，研究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制度在

学科。

四所五系内正常实施，实现了招生机制改革的平

“抗性基因资源与分子发育北京市重点实验

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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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运行科学合理，学生科研训练时

巴厘岛举行的第 25 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

间提前。依据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新课程体

取得 3 金 1 银的优异成绩。

系，学术型硕士培养课程体系由：公共必修课（7

【国际交流】

学分）+理论课程（20 学分）+必修环节（8 学

利用学校各种国际交流专项及学科建设经

分）组成。其中理论课程包括学位基础课、学位

费，学院共举办各类学术报告40余场次，邀请了

专业课、专业方向课和技术方法课程。为了促进

海内外专家来访交流，共有31人次境外专家来院

研究生培养的个性化，其中的学位基础课、学位

讲学访问，其中来自法国的2人次、德国的1人次、

专业课、专业方向课和技术方法课程没有严格的

挪威的2人次、加拿大的2人次、美国的22人次、

界定，导师组可以依据研究生本科阶段的学习情

台湾2人次。

况，自行界定。必修环节主要包括：教学实践（1

出访方面：牛翠娟教授赴美半年进行学术访

学分）+中期考核（开题）
（2 学分）+ 学术活动

问交流，王英典教授赴以色列和新加坡参加校际

（1 学分）+学位论文（4 学分）
。该课程体系的

交流，张雁云、张正旺、刘恩山、牟溥、韩生成、

设置与校级修订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张立、寇晓军、李森、王健、董路、刘晟等人分

基本吻合。

别前往德国、美国、日本、印尼等国参加国际学

同时，研究生学分研修的时间改为在学中

术会议。

的 2.5 年内修满，彻底改变了新生第一年不进实

10万病原微生物基因组计划（100K Pathogen

验室的现状，有力地促使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进

Genome Project，100K Project）国际合作在京师

行科研训练和科研工作。此外，按照一级学科设

大厦举行签约仪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置的基础理论课、方法学课程和专业课程分春、

科技部、北京市科委、中国科学研究院微生物所、

秋两季的轮转开课，利于学生依据自己所学的专

诺赛基因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和我校副校长葛剑

业和科研需求有目的的选修课程，彻底改变了研

平、科技处处长娄安如出席仪式，生命科学学院

究生为修满学分而盲目选课的现象。

院长王英典主持仪式。中国参与10万病原微生物

本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申报继续

基因组计划，将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及生态安全具

持续往年的态势。共获得自然科学基金14项目，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对提升我国基因组研究的

资助总额为1036万元，包括：12个面上项目、1

学术水平与地位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个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1个应急管理项目。新教

【社会服务】

师王姣姣博士获得本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

学院和 IFAW 主办的非盈利公益机构北京

助。

猛禽救助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2014

学院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发

年共接救伤病猛禽 210 只，
放飞成功率达 58.4%。

表SCI的TOP区论文为历史之最。据年度科研业

救助中心接待了来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国家海洋

绩津贴申报情况的统计，2013年度以北京师范大

局及中国海洋大学等百余人次的参观访问；并通

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学院教师为第一作者或通讯

过“走进课堂”的形式，为近千余人次的大、中、

作者发表的SCI论文为52篇。其中TOP区15篇、2

小学生等进行了科学救助和保护动物的科普活

区7篇、3区12篇、4区18篇，TOP区论文数量再

动。此外，中心还吸引了首都高校数十位大学生

创新高。从2013年发表论文的学科领域分析，微

到中心参加志愿者培训，对于首都乃至全国动物

观领域累积发表SCI论文24篇，宏观领域累积发

福利理念的培育、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意识的

表论文其中SCI论文28篇。

提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学院发挥生态学科的

此外，张雁云教授带队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

优势，积极服务首都圈的生态建设，201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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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
“2014 生态北京论坛——南水北调与

分类引导。比如，关注贫困学生生活，做好奖勤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召

助贷工作；关注免费师范生成长，优化师范生培

开，旨在探讨如何科学地利用、保护京津冀地区

养的方式方法；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引导少

水资源，为带动京津冀地区生态一体化建言献

数民族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四是关注学生就业需

策。

求，做好就业服务指导工作。

【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学院工会桥梁作用，精心打造和谐

2014年，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学院行政

温暖、快乐健康的教工之家。一是重视院工会的

的有力支持和全院教职工的大力配合下，生命科

组织建设，积极支持工会参与学院民主管理。二

学学院分党委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认真落实了

是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丰富教职工业

学校的各项任务，探索创新，提高了党建工作的

余生活。比如，以节庆活动为桥梁，开展包饺子

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

厨艺大赛、金秋采摘等文娱活动；以师生互动为

以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为契机，积极组织师

形式，举办“卓越杯”师生联谊排球赛、
“飞羽

生党员参加学校关于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三

杯”师生羽毛球联谊赛等活动，加强师生交流，

中全会精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宣讲

增进师生感情；以“健康生科”为目标，设立健

会和报告会，学习会议重要精神，做到在思想上

康活动场所，配备运动器材，发放健康贴士，加

与中央始终保持一致。

强宣传教育，同时组织了跳绳比赛、羽毛球赛、

完善内部治理，优化管理决策机制。充分调

工间操、踢毽子比赛、五分钟慢跑比赛、健康长

研的基础上，吸纳党政班子部分成员及教职工党

走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三是主动关心教职

支部书记担任委员，突出教学科研工作在学院工

工，及时了解教职工的实际困难，千方百计给予

作中的主体地位。目前，9 名委员中，具有副高

关怀和帮助。比如，及时办理女教职工安康保险；

以上职称的占 66.7%，一线教师占 55.6%，充分

看望生病及年迈的教职工，做好补助和安抚工

体现“扁平化管理”和“服务教学科研”的导向，分

作；通过青年教师座谈会，了解青年教师的困难

党委职责分工更为清晰，从体制上为学校党政密

及需求，探寻解决办法，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每

切配合提供了有力保障，组织战斗力、凝聚力明

年教师节或春节前夕，学院党政均会为离退休教

显提升。

师送上节日祝福，举办离退休教师茶话会，上门

为共建党组织提供特色服务，拓宽党员志愿

拜访慰问离退休教师。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增

服务领域，扩大党建工作阵地。2014年与后勤分

强了工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进一步扎实和

党委建立结对共建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

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

互补、沟通交流、合作共赢”的原则，在校园风

资源学院

物志编写、校园生态课题研究、节能环保宣传、
师生员工交流互动等方面开展合作。

【发展概况】

贴心服务学生实际需要。根据学生学习、生

资源学院成立于 2003 年，其前身是 1997

活、就业实际需要，重点抓好四项服务工作。一

年 1 月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经

是关注学生学习状况，狠抓学风建设。二是关注

过 10 余年的艰苦努力，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

学生心理健康，营造积极向上的学院氛围。建立

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

健全了以雪绒花使者和宿舍长为核心，以辅导员

长足发展。

和其他学生干部为辅助，覆盖全院学生的心理健

学院实行所系合一的科研教学体系。2014

康危机预警机制。三是关注特殊学生群体，注重

年学院根据学科发展需求对下辖所系进行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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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现设四所四系，系所一体化运行。下辖所系

科，建设自然资源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不

分别为：资源生态与中药资源研究所（生物资源

再建设自然资源及土地资源管理等一级学科。

系）
、土地资源与城乡发展研究所（资源管理系）、

2014 年初，在北京市教委验收评估中“自

生态水文与水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水土资源

然资源”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获评优秀。

系）
、资源勘查与测量工程研究所（资源技术系）。

2014 年 10 月，学院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

学院基本具备了可供科学研究和教学实习

资源学科建设 20 年大事记》的编撰工作。
《大事

的各种实验室、实验基地和研究中心以及实验仪

记》对我校资源学科建设 20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

器设备，为学院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

及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梳理和汇总，同时也启迪

设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目前，学院拥有 1

着资源学科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

个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1 个北京市重点实验

2014 年 11 月，资源学院与中国自然资源学

室；拥有 3 个校级重点实验室及 3 个校级研究中

会共同举办的资源科学发展高层研讨会暨北京

心；1 个野外实验站。此外，学院还是地表过程

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 20 年纪念学术报告会在

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支撑单位之

英东学术会堂召开。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出席会

一。

议并会见了参会来宾。资源学院院长江源教授从

2014 年学院有教职工 52 人，含教授 22 人，

学科缘起与机构建设、学科体系构建与学科队伍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 人，教授级高级实验师 1

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五个方面

人；副教授 14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讲师 4 人；

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 20 年总结汇

行政管理 8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

报。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孙鸿烈院士、我校地学

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

与资源环境学部主任刘昌明院士、地理学与遥感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家杰出

科学学院李小文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

中心傅伯杰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

新领军人才”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4 人。

部副主任宋长青研究员等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2014 年学院专任教师结构进一步优化。全

对于资源学科 20 年的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

体教师的所属专业涉及理学（地理学、地质学、

定，并对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

生物学）
、工学（测绘科学与技术）
、管理学（土

【人才培养】

地资源管理）
、农学（林学）
、医学（中药学）和

2014 年，学院招收“本研一体培养”的资源

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学科门类。学院专任教

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 22 人，学术型非定向硕士

师 100%具有博士学历，30%以上在海外高水平

生 34 人，博士生 34 人。本年度毕业生为 61 人，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60%以上具有半年以上境外

包括本科毕业生 17 人，硕士毕业生 26 人，博士

研究经历，近 10%为国内具有重大影响人才。

毕业生 18 人。

资源学院累计招收博士生 503 人，硕士生

2014 年，学院深入开展学校各项教学改革，

793 人，本科生 282 人。目前，在读博士生 114

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深化研究生实践教学，获批

人，硕士生 158 人（留学生 1 人）
，本科生 84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2 项，“北

人。

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 2

【学科建设】

项，成功申报校级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 2 项，获

2014 年，资源学院完成了学科调整工作，

得“周廷儒院士奖学金”2 人次。

重点建设地理学一级学科下的自然资源二级学

推进本科生培养质量建设。通过课程助教

科，以及中药学和测绘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

制，支持教师深入开展教学改革，同时加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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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外学习和实践的强度，保证教学质量。按照

面，修订并通过《资源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

本研一体培养的方针，将新生导师制与高年级导

办法》。

师制相结合，通过各级各类本科生科研项目，培

【科研工作】

养学生的专业认识和实践能力。同时，借助导师

2014 年资源学院全院教师从满足国家重大

制，对本科学生论文从开题到定稿进行全程规范

需求出发，圆满地完成了本年度各项科研任务。

管理，统一组织开题和答辩，严格控制本科毕业

学院共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 90 项，到位科研经

论文质量。

费 3345.877 万元。新增 9 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国际化的力度。与日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项目一个。全院

本横滨国立大学的本科生学术交流活动稳步推

共发表科技论文 156 篇，其中 SCI 73 篇。

进，继学院 8 名 2010 级本科生在 1 月份赴日本

【获奖情况】

进行学术交流之后，日方师生一行于 9 月份回访

2014 年，李小雁教授荣获我校首位国家创

学院。在两次活动中，中日学生围绕“老龄化社

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称

会的影响以及对策”、“环境问题及对策”展开

号。

学习和讨论，增长了见识，拓展了思路，增进了

李小雁教授主持的“半干旱区集雨保水与植

了解。2014 年 3 月，学院与美国布法罗州立大

被生态适应机制”项目获 2014 年度教育部高等

学签约“3+2 本硕一体化”项目，并选派 1 名学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二等奖，陈云

生赴美学习。同时，学院邀请日本广岛大学对其

浩教授主持的“城市湿地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5 年制硕博连读 TAOYAKA 项目进行宣讲，并

理论创新”项目获 2014 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

成功选派 1 名学生赴日学习。为提高研究生培养

奖二等奖。

的国际化水平，学院制定了《研究生参加国际学

【国际交流】

术会议和博士生短期访学的有关规定》，提供专

外国专家交流指导持续深入。在“985 工程”

用经费支持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地表过程与综合减灾平台支持下，我校客座研究

推进研究生培养质量建设。加强研究生课

员、加拿大雷荷大学自然资源管理学院陈汉教授

程质量管理，借助各方资源，继续开设资源科学

于 2014 年 4 月 27 日-2014 年 5 月 28 日以及 2014

前沿讲座，增强研究生对专业领域的了解。同时，

年 6 月 17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应邀来学院进行

结合专业特点，开展野外调研、暑期学校或会议

短期学术交流。在校期间，陈汉教授给学院研究

研讨、技能培训和国外学者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实

生讲授了两周课程，参加了数次研究生小组学术

践活动，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继续执行

讨论会，悉心指导了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和科研训

2013 年制定的《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

练，并参与野外考察。

施方案》，针对硕士研究生，采取按一定比例抽

在“985 工程”地表过程与综合减灾平台支

查的方式，对抽选学生由学院统一组织硕士生开

持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Hennry Lin 教

题报告、毕业论文的公开答辩会；针对博士研究

授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2014 年 6 月 28 日应邀

生，在论文匿名评审前，通过导师组和学院的层

来学院进行短期学术交流，为学院研究生开设了

层把关和认真审核，确保毕业论文质量。

“水文土壤学与地球关键带”系列讲座，参加了

修订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例。根据学校研究生

研究生的小组学术讨论，并参与野外考察，促进

导师基本资格准入制和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制的

了与学院相关教师的学术交流。

要求，学院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

教师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频繁。2014 年，资

条例》，从岗位职责、基本条件、遴选程序等方

源学院教师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10 人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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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流的频度与广度日益加深，为增强学院教

教工党支部党建创新项目“分享*引领*圆梦

学、科研创新和提高科研成果质量提供了新的机

—师生党员共建项目”顺利结项，共创共建资源

遇，有力地支撑了学院研究型、国际化合作与交

得到进一步整合。2014 年 5 月，分党委成功申

流特色教学建设。

报教工党支部党建创新项目“分享*引领*圆梦—

【党建工作】

师生党员共建项目”。在分党委的领导，师生党

2014 年，资源学院分党委始终坚持把立德

员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经过半年的团结奋斗，

树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习

严格按照上级党组织相关要求，围绕“夯基础、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作为核心内容来

合资源、优环境、创特色”发展思路，不断加强

抓。学院认真学习学校相关部门下达的文件精

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师生党员共建活动为载体，

神，结合国家的时政方针，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

勇于创新，该党建创新项目成功结题。

全会、四中全会精神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开展丰

党建课题成功结题，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

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各师生党支部学习贯彻《中

水平。经过认真研讨、文献收集、实践调研等工

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回顾总结党团结

作，本学期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学院申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报的学校党委组织部课题《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

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知识管理模式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已成

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功结项，有效提升学院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集中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

扎实有效开展“平安校园”创建工作，顺

院分党委高度重视，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学

利通过验收。2014 年，根据学校创建“平安校

校党委学习计划安排，落实各项集中学习任务，

园”的相关要求，学院分党委对学院安全稳定工

综合运用报纸、杂志、微博、微信等众多媒体，

作进行了进一步部署及安全负责人落实到位，全

精研细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

面加强各项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努力做好创建

本》等专著，分党委书记刘学敏老师亲自带领全

“平安校园”的相关工作，顺利通过学校的“平

体党政领导干部结合本职工作，逐步深入学习并

安校园”创建工作验收。

领会系列讲话精神。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

坚持统战工作，充分发挥工会作用。由于原

系列讲话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系统理解系列

工会主席岳建伟老师出国，为了顺利完成人员过

讲话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分党委还邀请马克思

渡，更好地开展工会的工作，经学院党政联席会

主义学院分党委书记张润枝教授做了专题报告，

提名，学院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调

不断提高党员师生党员用系列讲话精神指导工

整工会成员的决定：调整原工会副主席朱文泉老

作、推动工作的能力。

师为工会主席。

【附录】
资源学院下设系/所及负责人
名称

负责人
江

资源生态与中药资源研究所/生物资源系

源（所长）

张文生（副所长/系主任）
刘彦随（所长）

土地资源与城乡发展研究所/资源管理系

王玉海（副所长/系主任）

生态水文与水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水土资源系

李小雁（所长）
赵文武（副所长/系主任）
潘耀忠（所长）

资源勘查与测量工程研究所/资源技术系

张金亮（副所长/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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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院下设实验室及实验基地列表
实验室级别

实验室名称

负责人

教育部资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省部级实验室

张文生

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校级实验室

江源

生态资产评估与区域资源优化利用实验室

康慕谊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建设重点实验室

李晓兵

水文土壤学重点实验

李小雁

山地生态与资源保育研究中心
校级研究中心
实验基地

江源

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刘学敏

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陶明信

内蒙古太仆寺旗农田－草地生态系统野外实验站

马育军

资源学院现任党政领导名单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院

长

江

源

书

记

刘学敏

行政副院长

孟繁蕴

副书记

张

红

教学副院长

李

强

团委书记

张

行

科研副院长

董孝斌

工会主席

朱文泉

院长助理

刘颖慧
资源学院机构设置列表

院党政联席会
主席

江 源

成员

召集人

孟繁蕴

刘学敏、孟繁蕴、李强、董孝斌、张红、朱文泉、刘颖慧

院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

张新时

主任

委员

陶明信

副主任

李小雁

召集人

董孝斌

刘学敏、江源、潘耀忠、哈斯、张文生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永炎

主任

康慕谊

副主任

李 强（召集人）

王多云、李晓兵、张金亮、唐海萍、王玉海、陈云浩、李波、曹红斌、
黄永梅、朱文泉、赵文武

委员
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刘学敏

委员

副组长

张

红（召集人）

江源、孟繁蕴、李强、田育红、马育军、周丁扬、张行、董满宇
资源学院 2014 年不同类型项目到位科研经费一览表
经费类型

经费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国家重大专项

1570.92

46.95%

国家科技支撑

361

10.7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40.95

16.17%

省部级经费

236.5

7.07%

向

636.507

19.02%

合 计
注：到位经费截止至 2014 年 12 月 8 日。

3345.877

100%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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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院 2014 年自然科学基金获准项目一览表
负责人

项目名称

资助类别

资助金额
（万元）

李小雁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过程集成及生态情景研究

重大计划

900

陶明信

煤层气中 N2、CO2 及 H2 的同位素组成与变化机理及其示踪意
义

面上项目

86

陈云浩

城市下垫面热辐射方向性的多尺度几何模型

面上项目

90

王宏

内蒙古温带典型草原返青期变化对生长率的时空影响研究

面上项目

90

刘彦随

城乡发展一体化土地配置动力机制与地域模式研究

面上项目

85

杜恩在

大兴安岭北方针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交错区树木径向生长特征
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6

董满宇

五台山高山林线树木年内径向生长动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6

周丁扬

城市近郊区典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土地供给模式及优化途径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3

朱秀芳

服务于快速理赔的农作物灾害损失遥感评估方法研究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

合计

获批项目数：9

1351

资源学院 2014 年专著出版情况
作

者

书

名

出版社名称

陈云浩

城市空间热环境遥感—空间形态与热辐射方向性模拟

科学出版社

陶明信

煤层气的成因和类型及其资源贡献

科学出版社

刘彦随

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民

科学出版社

张文生

道地药材数字地域药匣理论与实践

科学出版社

资源学院 2014 年科技获奖成果表
获奖人

奖项名称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机构

陈云浩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城市湿地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理论创新

环境保护部

李小雁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半干旱区集雨保水与植被生态适应机制

教育部

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课程论和民族传

体育与运动学院

统体育学 5 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体育人文社
会学专业的博士生。学院是教育部所属的“国

【发展概况】

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体育与运动学院于 2002 年 7 月在原体育系

【人才培养】

和公共体育部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学院下设 3

一、本科生培养

系 2 所：体育学系、运动学系、体育与健康

教学与教改项目成果

系；体育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体育教育研究所。

2014 年，学院教师积极参加学校教务处组

学院设有理论、田径、球类、体操、武术等 5

织的各项教学科研项目的申报并如期完成各类

个教研室，拥有 1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博士点

项目的中期报告及结题等工作。

和 5 个硕士点，可招收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 2
个专业的本科生，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

2014 年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改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主持人

1

基于《体育教学心理学》课程建设

2011 年教改项目结项

宋湘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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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球与软式排球

2011 年教改项目结项

王力男

3

体育科研方法与论文撰写

2011 年教改项目结项

甄志平

4

身体动作运动学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纪仲秋

5

体育康乐管理学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甄志平

6

运动训练学概论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孙璞

7

韵律体操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李卫东

8

运动教育模式在乒乓球教学中应用效果的实验研究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张建华

9

《体育经济学》课程学习考核评价方式研究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王兆红

10

运动生理学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乔德才

11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杜晓红

12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项目研究--《运动生理学》教学改革探讨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侯莉娟

13

青年体育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形体与健美》课程

2012 年教改项目中期

杨兆春

14

运动医学与健康科学

2014 年新生研讨课

刘晓莉

学生科研情况

师评审组，认真对本科生的科研立项进行公开、

针对 2013 年学生积极申报学校的各类科研

公平、公正的评审，最终选拔出较高质量的项目

项目，学院成立了以具有博士学位为主的青年教

报送学校。具体获奖项目如下：

2014 年体育与运动学院教学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项目类别

1

《室内多元拉伸与阻抗练习对大学生健身效果的实证研究》

王晶

创新训练项目

2

短时有氧运动对肥胖男大学生奖赏系统影响的 fMRI 研究

折江波

创新训练项目

3

以运动为主的综合干预对低—中度糖尿病患病风险人群的效果研究

姚梦

创新训练项目

4

校园文化创意推广实践项目

孙业强

创业训练项目

5

基底神经节在运动员运动控制中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李昀霏

北京市

6

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专项教学现状对比研究

姚婉菲

北京市

7

新式钉鞋

程冲冲

北京市

8

中国美式腰旗橄榄球高校推广研究

刘墨

北京市

9

基于健康体适能的国防生军事训练效果评定及促进方案研究

王超

北京市

10

3-6 岁高热惊厥史幼儿体质特征与阶段干预的研究

胡良一

校级

11

DA 受体在运动疲劳中枢调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张丹

校级

12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风险管理研究

赵晓瑞

校级

13

河北省农村留守儿童营养与膳食调查 KAP 与健康促进研究

董明丽

校级

14

基于网络技术的青年高脂血症人群的健康管理研究

綦思豪

校级

15

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运动行为习惯的影响及促进策略

杨莹

校级

16

我国少年儿童生存教育现状和推进策略

刘田田

校级

17

肢体表现力训练对普通女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教学实验研究

赵翰琪

校级

二、研究生培养

读教育硕士（体育）。2014 级在职攻读体育硕士

1、学术型研究生工作：2014 年招收学术型

计划招生 100 人，初试分数线 70 分，达到复试

研究生 20 人，博士研究生 5 人，2014 年学院博

资格考生 107 人，录取 100 人。2013 级全日制

士毕业 4 人，学术型硕士毕业 23 人。

双证体育硕士计划招生 30 人，推免生 14 人，统
考录取生 15 人。2014 级免费师范生攻读教育硕

2、专业型研究生：专业硕士包括全日制双
证体育硕士、在职体育硕士和免费师范生在职攻

士（体育）共招收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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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EI 收录论文 2 篇，ISSHP 收录论文 4 篇，CSSCI

1.论文：本年度学院教师以第一作者和通讯

论文 16 篇，CSCD 论文 8 篇，核心期刊 2 篇。

作者公开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的学

详情见表 1 所示：

术论文等共计 34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 篇，
发表的 CSSCI、CSCD 和核心期刊论文一览表
作者
姓名
贾齐

纪仲秋

张建华
殷恒婵

唐东辉

论文名称

论文类别

发表刊物名称

年卷期

论义务教育的基本性质对体育课程学习评价的制约

CSSCI

体育与科学

2013(5)

关于体育课程教学研究方法论的心得

CSSCI

体育与科学

2013(6)

健美操运动员单脚跳跃与连续跳跃能力的生物力学
分析

CSSCI

体育学刊

2014(3)

我国 20km 女子优秀竞走运动员竞走技术的生物力学

CSCD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6)

缄默知识在体育教学中的存在和传递

CSSCI

体育学刊

2014(1)

论公立学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救济

CSSCI

教育研究

2014(4)

CSSCI

体育科学

2014, 34(3)

CSSCI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两种运动干预方案对小学生执行功能影响的追踪研
究
肥胖儿童心血管内皮细胞胰岛素抵抗及运动干预的
研究现状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on endothelial function,oxidative
The 24th Great Wall
SCI（会议）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in male obes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 Congress 2013
Research Progress of Obesity and Its Prevention

EI（会议）

甄志平 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流行现状与研究进展
任园春 成年女性骨健康管理研究进展

核心期刊
CSCD

WIT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ine and Health

2014.1
2013.10
2014.5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4, 25(2)
2014, 20(6)

CSSCI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7(5)

神经电生理技术在运动生理学领域的应用

CSCD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3, 28(10)

乔德才 不同强度的骑车运动对大学生健身功效的比较研究

CSSCI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2(6)

运动疲劳的中枢机制研究进展

CSSCI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2)

纹状体神经元的生理功能及其对运动中枢疲劳调控
研究进展

CSSCI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4, 29(2)

运动对帕金森病模型大鼠纹状体神经元电活动的影
响

CSSCI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5)

纹状体神经元可塑性与帕金森病的运动防治研究进
展

CSCD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4, 33(7)

Realistic thinking of introducing POE into the design of
gymnasi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SHP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2013.11

The strategy for public relations crisis of Chinese sports
stars

ISSHP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2013.11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CSSCI

体育与科学

2014.3

体育用品企业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CSCD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5

Cost Management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Based on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ISSH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Management (SMSM)

2013.8

Research on Validity of Chinese Super League's
Transferring System

ISSH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Management (SMSM)

2013.8

大鼠在力竭运动过程中“黑质-丘脑-皮层”通路的
调控作用

刘晓莉

王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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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肌肉因子：肌联素
张靓 跑台运动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腓肠肌肌肉生
长抑制素的影响。
Regulation role of dopamine D2DR in basal ganglia
involved in motor control
郎健 构建中国学校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的对策研究

侯莉娟

姚明焰

生理科学进展

2014, 45(2)

CSCD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4, 33(5)

Medical Engineering and
Bioinformatics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EI（会议）
CSSCI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2014, 7(29)

CSSCI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36(7)

CSSCI
核心期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体育文化导刊

2014(4)
2013(11)

SCI（会议）

有氧弹性阻抗练习的设计及其对青少年体质影响效
果的实验研究

姜桂萍 儿童早期动作发展测量的研究进展
屈国锋 从运动文化历史看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

2. 著作和教材：本年度，学院教师以第一

2014(2)
2013, 49(5)

CSC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Chinese Collegiate
Athletes’ Training Satisfaction Scale

2014, 19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高校运动员训练满意度量表》的编制
苏荣海

CSCD

乔德才老师的《运动人体科学基础》入选第二批

作者身份公开出版的著作和教材共计 12 部，其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毛振明老师的《体育教学论》（第二版）、

详情见表 2 所示：

出版的专著、教材一览表
作者姓名

著作名称

著作类别

出版
时间

出版单位

毛振明

体育教学论（第二版）

国家规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3

乔德才

运动人体科学基础

国家规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8

贾 齐

体育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方法论

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王建华

《站向健康》

专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4.7

李佑发

意志品质的质性研究

专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3

张建华

国内外体育课程发展与改革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毛振明

体育与健康教师教学用书 九年级

教材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7

毛振明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有效教学模式

教材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5

毛振明

体育与健康九年级全一册

教材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6

毛振明

高职体育教材

教材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6

毛振明

体育趣味课课练 1260 例

教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7

姚明焰

形体与太极

教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3. 项目：本年度，学院教师在国家自然科

目项目等获得 5 项立项。详情见表 3 所示：

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
科研立项项目一览表
主持人

项目名称

唐东辉 单纯性肥胖儿童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运动干预措施及机制研究
张靓

肌肉因子白介素 15 在运动改善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及机制

侯莉娟 黑质-纹状体 DA 系统对运动疲劳的调控及 D2DR 的干预作用研究
王兆红 学校体育伤害“校闹”的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类别

立项
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4.8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 2013.12

甄志平 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质分级预警机制建构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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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2014.9

【公共体育教育】

点，8 硕士点。在职教授 34 人，博士生导师 29

2014 年学校公共体育工作，主要在贯彻落

名，在聘“985”项目教授 10 人；副教授 17

实 201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高等院

人。学院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历史学博士后

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精神，在“提升课程健身

流动站和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效果”、“完善评价体系”，加强“阳光体育课

予权的单位之一，也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

外锻炼”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等方面做了一

培养基地。1994 年设为国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基

些工作，有效顺利地完成了公共体育各项任务。

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1 年被评

一、关于公共体育改革工作情况：1.完成了 11

为全国优秀基地，是“211”工程、“985”工

所国内外知名大学的调研以及我校 2000 余名本

程国家重点建设单位。 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

科生调研，撰写了 1 万多字的调研报告；2.在前

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和考古与博物

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 2015 年“体育与健康

馆学等专业。

课程教学改革方案”（讨论稿），为新一轮学校

【队伍建设】

通识课程――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实施奠定了

本年度，引进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湛晓白老

基础；3.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贯彻实施“两个

师。按照学校师资博士后政策选留世界近现代

标准”工作实施方案》。二、关于学生体质健康

史江天岳老师。正式选留硕士毕业生李力为辅

测试工作情况：1.组织完成了我校本科生 9000

导员。王海利晋升教授，黄国辉、张双智晋升

余人次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整理和上报工作，

副教授。

完成了 2014 年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报告。

【人才培养】

2.组织完成了招办布置的两次“自主招生学生体

本科生人才培养工作: （一）本科生科研训

质健康”测试与成绩评定工作。3.组织参加了由

练: 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历史学学术前沿讲座”

教育部组织的北大、清华、人大、师大“四校健

已经成为了学院的品牌课。年内共举办讲座 49

康达人赛”活动。4.组织完成了北京市高校本科

场，其中有 36 场为海外学者主讲。第十六届“白

生体质健康达标赛。5.协助组织完成了教育部

寿彝史学论著奖” 共评选出一等奖 4 名、二等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江苏省）的测试抽

奖 8 名、三等奖 10 名。在本年教育部“本科生

查复核工作。6.完成了首都高校贯彻《学校体育

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项目”项目评审中，学院本

工作条例》的检查评估工作。

科生获国家级项目立项 6 项，市级项目立项 6
项，校级项目立项 10 项。
（二）推荐免试研究生:

历史学院

2011 级历史学专业共推荐朱露川等 18 名同学
（其中包括工作保研 2 人）免试攻读研究生，其

【发展概况】

中保送北京大学 1 人，清华大学 1 人，这 18 名

历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

同学被所报院校、科研机构接收。（三）教育实

之一，由 1902 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

习、专业实习：2011 级 43 名普通师范生自 10

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 年称北京高师史地

月 7 日至 11 月 7 日，参加了为期六周的教育实

部，1928 年单独设系，1952 年院系调整，辅

习活动，实习学校分布在北京 14 所中学。29 名

仁大学历史系并入。2006 年 3 月，北京师范大

免费师范生则进行了为期 12 周教育实习，实习

学历史学系与史学研究所合并成为北京师范大

学校分布在全国 5 个地区共 23 所学校。学院共

学历史学院。合并后的历史学院，门类齐全，

派出指导教师 18 人。另外, 结合已开设的《中

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 个

国古代史》、
《博物馆学基础》等课程，以“儒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 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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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封禅制度研究”为主题，组织历史学

辩。同时新招收一批夜大学生。学院夜大总计

2011 级本科班生 80 人，于 2014 年 7 月初前往

在校学生达到 460 名左右。本年度有 10 名在职

曲阜、泰安等地开始实习活动。（四）本科生新

同等学力的同学申请了硕士学位，并通 过答

生导师制度：2013-2014 学年，学院共聘任导师

辩。

26 名（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11 人）
，指导学

博士后工作：2014 年学院新招收博士后 9

生 107 名。
（五）历史影像实验室建设：本年度，

名（含与故宫联合培养的 3 名），2 名博士后完

“在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正式上线浏览。

成出站报告顺利出站。

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一）研究生招生规

【科研与学科建设】

模稳定：2014 年全院共招收各类研究生 100 人

（一）科研立项

左右，来自 985 高校、211 高校和设有研究生院

本年度学院共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

高校的学生约占全体研究生的三分之二以上。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

（二）做好推免生的接受工作，优化生源结构：

地重大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北京市人文

本年内学院认真做好了接受推免研究生工作，在

社科规划项目等 10 余项。

接受学院优秀毕业生的基础上，还接受了来自南

（二）学术著作的出版与获奖

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四川

在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

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探索丛书”一直顺利出版，2014 年已出版至 50

等 985、211 学校的 40 余名优秀毕业生，使生源

余部。学术成果的获奖方面也有较大突破，特别

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三）研究生课程建设进

是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工作中，3 部著作

展良好：硕士生基础课程改革工作进展顺利，5

获奖，一部获一等奖，两部获二等奖。此外还有

门基础课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

其他若干奖项。

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

（三）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建设成效显著，正在深化改革成果。博士生一级

2014 年学院召开了数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学科课程也在进一步完善中。同时正在抓紧进行

讨论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问题，特别是“百家争

2015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完

鸣新论题”国际研讨会和“汉化、胡化、洋化—

善研究生的课程结构。（四）研究生学术论坛的

—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研讨

开展：2014 年，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两个学

会，皆是在诸子学研究领域和中外关系、中西文

科继续分别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两个学科研究

化领域有广泛影响的会议，与会者来自中国大

生均按照国际学术会议的形式认真确定主题，组

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

织论坛，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所高校和科研院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

所，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

【社会服务】

台湾、香港等兄弟院校的研究生参加，印制了论

日常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讲解队长期担任

文集。
（五）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研究生奖”的

恭王府、形象陈列馆、文博馆的志愿讲解工

评奖工作继续开展：2014 年，学院继续进行了

作。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学生利用暑期参加了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研究生奖”的评选工作，

以支教为主的社会实践，今年共参加近 10 支队

最终 32 篇论文获奖。

伍，足迹遍布甘肃、重庆、上海、安徽、山

成人教育：2014 年又有一批夜大学生本专

东、贵州、福建、台湾等地。

科毕业，其中有 8 名进行了学士学位论文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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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 2014 年社会实践开展情况表
队伍名称

实践时间

实践地点

2014 年 7 月 31 日-8 月 7 日

云南怒江

2014 年 7 月 12-22 日

安徽宣城

英华暑期社会实践队

2014 年 7 月 15 日-27 日

甘肃白银

贵州岩口爱心支教队

2014 年 7 月

贵州岩口

民间组织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机制研究

2014 年 7 月

泉州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形式调研
徽爱之翼实践队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布年度报告并召开了成果发布会。李实教授牵头
负责的《收入分配研究文献汇编》已编出了 8

【发展概况】

卷 16 册的书稿，共 250 篇论文，且受国内知名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北京师范大

出版社邀约接洽了出版事宜。沈越教授牵头负责

学政治经济学系，始建于 1979 年 9 月，由著名

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

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担任第一届系主任。1996

究》、胡海峰教授牵头负责的《中国金融风险指

年 6 月组建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004 年 3

数》、尹恒教授牵头负责的《中国县级社会经济、

月更名为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过 30 多年的

教育数据库》、孙川副教授牵头负责的《中国管

发展，学院形成了学科较为齐全、层次合理的

理文化地图：区域文化差异与管理行为》、吴沁

学科结构。现设 7 个系，5 个本科专业，13 个硕

红副教授牵头负责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行

士授权点，2 个专业硕士授权点，8 个博士授权

为综合分析指数》、魏浩副教授牵头负责的《中

点，1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国家重点学科，1

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孙志军副教授牵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 个北京市重点学科，

头负责的《中国地区教育发展报告》也都取得了

以及 10 余个研究机构。

丰硕的成果。

【学科建设】

【队伍建设】

1、积极落实学科建设规划。2014 年共召开

2014 年年初，院长赖德胜教授、学术委员

5 次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填报理论经济学、应

会主任李实教授、副院长杨澄宇、曲如晓等一行

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三个《学科规划表》，其中，

赴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并在人才云集的美

理论经济学下设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人口资

国经济学年会——全球经济学人才流动的主要

源与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 4 个重点建设学

场所上进行招聘，最终录用了许志星等两位优秀

科，应用经济学下设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国际

人才，从北京工商大学引进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贸易学等 3 个重点建设学科，工商管理下设公司

人才计划入选者崔学刚教授。

治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 4

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迈上新台阶。赖德胜教授

个重点建设学科。

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百千万

2、大力推进 985 平台建设。2014 年学院参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

与的 985 平台建设取得了持续性进展，赖德胜教

年专家称号；杨澄宇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授牵头负责的《2014 劳动力市场报告——迈向

人才支持计划。

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高明华教授牵

【人才培养】

头负责的《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报告

本科生实验班建设。2014 年瀚德国际经济

2014》和《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报

与贸易专业（理工类）第一专业志愿的录取率达

告 2014》、李宝元教授牵头负责的《2014 中国

到 96.7%，文史类达到 90.0%。聘请 48 名德才

人本发展研究报告：走出低成本陷阱》等已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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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备的教师担任导师，指导本科新生 240 人。

项目申报。在课题立项上，获批省部级以上

2014 年 5 月、12 月分别举办了“首届本科生学

科研项目 14 项，获批经费 431 万元（主要课题

术论坛”和“第二届研究生学术论坛”，7 月

列表见附表 2）
。截止到 2014 年 10 月，学院横

举办了“2014 年（首届）全国优秀大学生经济

向项目到账经费 887.69 万元，较 2013 年全年呈

学夏令营”，开放了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

现倍增的态势（详见附表 3）
。

动经济学、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

出版物与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4

学等 6 个申请专业，并开设了学术型硕士、硕

年 11 月，学院教师共出版各类著作教材 18 部（详

博连读研究生两大申请项目。

见附表 4）
。

【教学科研】

另外，2014 年，学院主页挂出工作论文 6

论文发表。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4 年

篇；举办“京师经管名家讲坛”9 场；各系共举

11 月，学院教师共发表《中国社会科学》论文 1

办小型学术研讨会（seminar）43 次，其中，经

篇、SSCI 论文 6 篇、
《经济研究》
、
《管理世界》

济系 21 场、人力资源系 2 场、市场营销系 1 场、

论文 6 篇，其他 B 类论文 6 篇（详见附表 1）
。

国贸系 14 场、会计系 5 场。

论文发表（B 以上）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刊次

备注

Does external finance pressure affect corporate
disclosure of Chines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Youchao Tan,
Zhenmei Zhu,
Cheng Zeng
高明华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January 2014

SSCI

Fan, Y., Ren, S.,
蔡宏波，Cui, X.

Economic
Modelling

2014, Vol.39,
pp.71-81

SSCI

网络、信息池与时间复制——网络复制经济模型

张永林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B类

我国应加速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

赵春明

新华文摘

2014 年第 8 期

B类

Chen,R., 苏凇
(C), He, F.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Vol.39(2),
pp.191-206

SSCI

Sun, C., Ouyang,
X., 蔡宏波,
Luo, Z., Li, A.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4, Vol.84,
pp.295-304

SCI

地方财政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回应性研究

尹恒、杨龙见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5 期

A类

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吗？

李宏兵、赵春
明、蔡宏波

统计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B类

赖德胜

新华文摘

2014 年第 10 期

B类

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

李世刚、尹恒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7 期

B类

中国县政府税收竞争研究

杨龙见、尹恒

统计研究

2014 年 6 期

B类

罗仲伟、任国
良、焦豪、蔡宏
波、许扬帆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8 期

B类

谁从中国工会会员身份中获益？

李明、徐建炜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5 期

B类

Population aging, consumption budget allocation
and sectoral growth

茅锐、徐建炜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30, pp.44-65

SSCI

窦欢、张会丽、
陆正飞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7 期

B类

贺力平

新华文摘

2014 年第 17 期

B类

The State's Role and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 Complex Network Perspective

Does cause congruence affect how different
corporate associations influence consumer
responses in cause-related marketing?
Household Pathway Selec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dur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使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

企业集团、大股东监督与过度投资
中国经济增长国际排名的变化趋势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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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 M.,
Cai, L., 钱婧
&Peng, J. 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

8: 41, 1-5，2014

SSCI

领导者真能起到榜样作用吗？

周业安、黄国
宾、何浩然、刘
曼微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10 期

B类

What matte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oring
and job-related stres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rotégés’ traditionality and trust in mentor

钱婧、Lin, X. S.,
Journal of
Han, Z. R.,
Management and
Chen, Z. X., &
Organization
Hays, J.

20: 608-623，2014

SSCI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

moderates

stress

effects

on

主要项目基本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

重点

批准
一般、
经费
青年
(万)

2008

1

9

2009

1

10

1

4

138

1

3

2010

1

2011
2012

1

2013
2014

2

1

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

国家自科基金

重点

批准
面上、
经费
青年
(万)

1

70

1

国家
科技
计划
项目

批准
经费
(万)

教育部项目
规划、
青年、
批准
重大 专项、
经费
攻关 留学、
(万)
发展
报告

项目数
(项)

批准
经费
(万)

2

12

4

44

6

36

7

46

2

16

10

344

2

94

12

786

3

21

9

244

7

37

20

454

3

28

11

266

23

1

19

4

622

105

4

118

2

3

114

7

247

3

1

160

2

78

1

171
1

1

合计

56

学院科研经费到账情况
项目分类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1 月-10 月）

纵向经费

507.60

504.85

970.65

横向经费

199.52

201.98

311.84

1112.03

826.8

495.17

414.47

469.05

887.69

合计

707.12

706.83

1282.49

1526.5

1295.85

1382.86

出版物和著作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1

投资银行学教程（第二版）

胡海峰、李雯

2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13

柳卸林、高太山、周江华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3

现代组织绩效管理学

李宝元、王文周、何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4

绩效薪酬整合管理

李宝元、王文周、焦豪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3 月

5

国有商业银行最优重组成本的理论与实证
分析

胡海峰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6

现代组织公共关系学

于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7

低碳经济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
变研究

赵春明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8

促进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基于创新价
值链的研究

申嫦娥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2 月

9

经济变革与教育发展——教育资源配置研
究

王善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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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4 中国人本发展报告——走出低成本陷
阱

李宝元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11

组织行为学通论（第 2 版）

李宝元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12

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第 3 版）

张永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13

商务谈判（第 4 版）

赵春明、熊珍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14

世界经济概论

魏浩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15

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构建：国际货币制度的
改革

李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16

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高 赖德胜、孟大虎、李长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
王琦等

2014 年 11 月

17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报告
高明华、张祚禄、杨丹等
2014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

18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指数报告 2014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

高明华、万峰等

【获奖情况】

教师奖一等奖。

赵春明老师荣获第二届（2014 年度）明德

【交流合作】

教师奖；焦豪老师荣获第十二届励耘优秀青年

1、国内学术会议层次逐步提高。

2014 学术会议一览表
会议日期

会议名称

组织者或负责人

1

2014.04.02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研讨会暨《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发布会

高明华

2

2014.04.12

2014 首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前沿问题高端论坛

李宝元

第五届 SEBA-GATE 研讨会

学院（赖德胜）

3 2014.04.28-04.29
4

2014.05.17

社会包容挑战圆桌会议

李实

5

2014.06.20-06.21

第五届 SEBA-CERSHAS 研讨会

学院（赖德胜）

6

2014.08.23

2014 中国人本发展报告发布会暨企业走出低成本陷阱研讨会成

李宝元

7

2014.10.16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数据库建设”中期评估与国际研讨会

李实

8

2014.10.18-10.19

2014 年最低工资国际学术会议

李实

9

2014.11.16

全国首届 BCC 暨绩薪整合管理研讨会

李宝元

10

2014.11.22

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赖德胜

11

2014.12.13

第九届中国公司治理论坛暨公司治理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研讨会

高明华

12

2014.12.14

京师经管教师新年学术论坛（2014）

学院（张平淡）

2、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本年度学院

3、学生国际交流项目日益广泛。本年度共

稳步推进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管学院和德国

向德国合作院校派出6名本科生交换学习。国际

路德维希港大学的合作交流，并积极拓展与美国

英文硕士项目“世界经济与中国（World Economy

达特茅斯学院、塔夫茨大学、荷兰内梅亨大学、

and China）”进展顺利,接受10名来自欧洲和美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

国高水平大学学生进行交换学习。专业学位项目

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合作关系，在教师

国际游学进一步深化，分别组织近20名MBA学

合作和国际化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2014

生赴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和德国路德维

年，学院共接待来访 14 次，涉及 12 个国家，14

希港应用科技大学参加国际商业周及国际暑期

所大学，40 余人；聘请国际高水平学者来华讲

学校活动，并在项目展示中获得奖励。截止14

学和学术研讨 6 人次，开设或合作开设课程 3

年秋季学期，学院本科留学生在校人数约150人，

门；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2 次。

分别来自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蒙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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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九

【队伍建设】

个国家，其中韩国学生占65%，日本学生占9%，

本年度先后聘任著名电影导演黄建新、肖

其他各国各占3%，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风、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晓卿、香港著名电影人

4、国际化认证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 年学

吴思远为兼职（客座）教授，先后举行了吴思

院参与到 EQUIS 商学院国际化认证标准研讨与

远、肖风、邹静之的聘任仪式，并进行了系列

调研工作当中，分别设立了学术委员会、教学指

讲座和授课工作。引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晓

导委员会、MBA 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分

云。

委员会，成立了由刘川生书记牵头的学院咨询委

【人才培养】

员会提供关于国际化战略、学科发展、企业联络

第 21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中，数字媒体系

的咨询、建议和服务。此外，学院各部门群策群

2011 级本科生刘子微同学的作品纪录片《咫尺

力，多次召开院务会、行政管理组座谈会对国际

台阁》入围第二十一届大影节原创短片纪录片单

化认证申请报告进行讨论修改，在短时间内完成

元；2012 级本科生许经捷同学的作品《命题》

近 2 万字的申请报告，现已提交申请。进行商学

荣获原创影片大赛 剧情片单元组委会特别奖，

院国际化认证是我院提高学院国际化程度的重

《求爱三带一》荣获 Mofilm 商业短片三等奖、

要举措。

IMAX 梦想短片三等奖。2010 级数字媒体系本
科生《相生相克》毕业设计汇报展于艺术与传媒

艺术与传媒学院

学院京师美术馆举行，策展人周雯、王海波。2012
级同学推出数媒系第一部多媒体话剧《影子天

【发展概况】

堂》,并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在北国剧场演出，

艺术与传媒学院源自于1915年学校设立的

【学术活动和成果】

手工图画科与音乐教习班。1980年教育部批复

影视传媒系举办大型研讨会如“第二届媒

复建为艺术教育系，1992年改建为艺术系，

介融合与创新论坛”、“第二届传媒公信力论

2002年成立艺术与传媒学院。学院现设7个系：

坛”等；并举办二十余场大量学术交流、影片

影视传媒系、音乐系、美术与设计系、舞蹈

展映及导演见面会、学术讲座等等。

系、书法系、艺术学系、数字媒体系，7个本科

音乐系组织开展学术讲座十场、举办音乐

专业：影视学专业、音乐学专业、美术学专

会二十六场、举办“中瑞专业音乐教育学术研

业、艺术设计专业、舞蹈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讨会”及各类学术研讨会六场，邀请海外专家

专业、书法学专业。学院还拥有数字媒体研究

讲学、举办大师课十人次。并成功地举办了首

所、科学与艺术研究所、艺术教育研究所、影

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百年纪念国际音乐

视戏剧研究中心、中国书法研究中心、公共艺

周”。音乐系首次出版了“多元文化视野下的

术教育中心、影视创作与制作中心、启功书法

音乐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学院是中国大学中首批

音乐系论文集（一）”，获批十余项科研项目。

具有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之

舞蹈系出版书籍：陈蒨蒨著《用文化舞蹈—

一，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MFA)专业学位招生

—林怀民的舞蹈文化观》；段召旭著《肖邦国际

培养试点单位之一，也是覆盖全部8个艺术门

钢琴比赛的美学审视》；肖向荣编著《2013 国

类、拥有最多博士点（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

际创意舞蹈研讨会论文集》。

学、艺术学）和硕士点（艺术学、电影学、广播

数字媒体系开展的讲座、论坛有:1、“电

电视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

视纪录片创作流程与实践系列讲座”;2、动画

戏剧戏曲学、舞蹈学）的艺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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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前沿论 坛 ;3 、“树莓 派的奇幻 交流” 系

《经典碑帖临摹教程•九成宫醴泉铭》，邓宝

列。科研成果有：1、出版《中国动画产业与消

剑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 年 9 月

费调查报告》；2、制作完成北京师范大学“教

2、论文

育学部宣传片”；3、指导 2013 级本科生完成

《汉字 实现方式的变 革给汉字 带来的变

原创多媒体话剧《肆爱》的导演编排，并于 2014

化》，李洪智（第二作者），
《汉字汉文教育》
（韩

年 12 月 21 日晚于北国剧场演出；4、受北京师

国）2014 年 1 月，

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委托，完成《小学公益认知电

《美化追求和汉字形体》
，李洪智，
《中国书

子图书》项目“小学公益图书绘本”，由数字媒

法》2014 年 3 月

体系组织绘制，共 36 本；5、2014 年 12 月 19

《试论电脑手写行楷体的规范问题》，李洪

日，由数字媒体系策划主办了《新映》青年导演

智（第二作者）
，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4 年 6

短片展，并上映了王海波老师编剧导演的电影

月，

短片《合唱》。艺术学系组织编写《2013 年中

《略论电脑手写字体的规范原则》，李洪智

国艺术教育年度报告》，发表于《艺术评论》2014

（第二作者），《人民艺术》2014 年 6 月

第三期，本项工作是北京市重点学科“艺术学

《2013 年书法界重要现象述评》，李洪智，

理论一级学科”的成果；组织编写学院平台的

《民族艺术研究》，2014 年 8 月

《2014 年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科研论文集》；

《略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虞晓勇，

与《民族艺术研究》合作推出“2013 年度中国

《中国书法》，2014 年第 5 期

艺术现象热点述评”，发表《“中国梦”号角声

《婉丽遒媚 平正冲和——论〈龙藏寺碑中

中艺术状貌》、《2013 年中国艺术徐理论现象

的隋代石刻新书风特征》，虞晓勇，《中国书法》

热点述评》等 9 篇论文，全面总结 2013 年中国

（下半月刊），2014 年第 9 期

艺术发展进程。

《岂可只为缁门范，千载尤闻禅书香——论

书法系的科研成果有：

智永〈真草千字文〉的真书艺术》，虞晓勇，
《中

1、著作与教材

国书法》（下半月刊）
，2014 年第 12 期

由书法系组编的小学《书法练习指导》获得

《临帖指要》，邓宝剑，
《中国书法·翰墨天

教育部审查通过，本套教材由秦永龙教授主编、
查律博士执行主编。

下》，2014 年第 4 期
《中秋帖的由来与艺术特征》
，邓宝剑，
《中

《书法概论》，倪文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国书法·翰墨天下》
，2014 年第 10 期

社，2014 年 8 月

《当代书法界关于“民间书法”的争论及相

《篆刻临摹与欣赏大典》, 倪文东主编, 世

关问题》，邓宝剑，《艺术教育》2014 年第 1 期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年 8 月

《从苏轼〈黄州寒食诗〉看诗文与书画之关

《汉代草书研究》，李洪智著，北京师范大

系》，邓宝剑，《文史知识》2014 年第 10 期

学出版社，2014 年版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技法解析》，
《荣宝

《经典碑帖临摹教程• 张迁碑》
，虞晓勇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 年 9 月

斋书谱》，邓宝剑，荣宝斋出版社，2014 年 1 月
《
〈兰亭序〉指要——文章誊录与尺牍书写

《经典碑帖临摹教程• 曹全碑》
，虞晓勇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 年 9 月

之异》
，查律，《书法赏评》
，2014 年第 2 期
《平淡天真之趣——米芾的审美理想与批

《经典碑帖临摹教程•玄秘塔碑》，邓宝剑

评观》
，查律，《荣宝斋》
，2014 年第 10 期

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 年 9 月

《
〈宣和书谱〉书法批评的三个基本层面》，
100

查律，
《书法赏评》
，2014 年第 5 期

奖；张智华《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中国电影

《从〈鲁迅印谱〉看钱君匋》的古玺追求，

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查律，《西山抱华：钱君匋艺术研究馆建馆十五

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于丹获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周年文集》
，现代出版社，2014 年 1 月

田卉群编剧作品《唐卡》入围华表奖。

【获奖情况】

音乐系专业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获：器乐

2006 届毕业生胡伟短片《酥油灯》、2009

文华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孔雀杯全国高等

届毕业生李雅弢短片《活下去》双双入选 2015

艺术院校声乐大赛美声组二等奖、及优秀指导

年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等重要国际奖项；四川国

教师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专业组一、二等

际电视节影视传媒系获多项金熊猫奖；邓沛、卢

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台湾汉光杯古诗词谱

文莹等同学创作纪录片获多项国际国内奖项；樊

曲歌曲国际比赛作曲佳作奖，以及作曲汉光特

启鹏导演微电影《守护者》获金鸡百花唐德新人

别奖，等等各类奖项近二十项。

舞蹈系 2014 年获奖一览表
时间

赛项

作品

获奖学生

指导教师

奖项

2014 年

第十一届首尔国际舞蹈比赛青
年组

《修行》

2013 级 MFA 学生耿军创
作 2012 级本科学生蔡娜
表演

肖向荣

大赛唯一金奖

2014 年

第七届华北五省舞蹈大赛；第五
届中国舞蹈节暨第九届中国舞 《游园惊梦》
蹈「荷花奖」校园舞蹈评比

2012 级本科学生杨鸽

王熙

创作二等奖；
“十佳作品奖”

2014 年

第五届中国舞蹈节暨第九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校园舞蹈评比

2011 级本科学生黄靖雯

王杰

十佳作品奖

2014 年

第五届中国舞蹈节 2014 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青少年舞蹈交流
展演”活动

王杰

优秀园丁奖

《翡•玉》

第 21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中，数字媒体系

美国教授彼得·雷曼、英国教授布莱恩·温斯

2011 级本科生刘子微同学的作品纪录片《咫尺

顿来影视传媒系讲授世界文化史和纪录片课

台阁》入围第二十一届大影节原创短片纪录片单

程。

元；2012 级本科生许经捷同学的作品《命题》

美术设计系 6 月在艺术学院接待了俄罗斯

荣获原创影片大赛 剧情片单元组委会特别奖，

列宾美术学院学术考察团。8 月全体教师自费

《求爱三带一》荣获 Mofilm 商业短片三等奖、

赴俄艺术考察。

IMAX 梦想短片三等奖。

音乐系多名教师出访美国、英国、瑞士、

在北京市教委举办的 2014 年度北京市大学

德国、台湾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举办音乐会、

生书法比赛中，书法系本科生林凤璇同学获得特

讲座、大师班，提高了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

等奖，吴成君、王堃鑫同学获得一等奖，另有多

音乐系在海外的影响力。

名同学获得等级奖。我校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舞蹈系随孔子学院 10 周年出访美国文艺巡

【国际交流】

演。

影视传媒系与纽约电影学院进一步推展合

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清华大学

作。接待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师生及女导演纳迪

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和法国埃米尔.

亚·泰斯来访，成功为该校师生举办四次关于

柯尔美术学院主办，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的授课及讲座交流。邀请

学院数字媒体系和逸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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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届埃米尔柯尔中法大学生优秀动漫作品颁

硕士研究生 283 人，博士研究生 73 人。

奖仪式暨首届埃米尔柯尔中法大学生优秀动漫

【学科建设】

作品巡展”活动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2014 年 10 月 28 日，US News 联合汤森路

北国剧场开幕。

通公司，首次发布了 2014 世界最佳大学学科排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与 DCKD 德

名，公布了 21 个学科的前 100 强高校。我校数

国德中艺术设计交流协会于 2013 年 7 月合作创

学学科在排行榜中列第 40 位，在内地高校中排

立了“北师大德国创作交流中心”。2014 年夏

名第 5。

季学期，数字媒体系派遣 10 名学生、3 名带队

【科研成果】

老师到协会杜塞尔多夫艾尔布洛希宫创作中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共承担

心，开展为期 17 天的夏季欧洲艺术考察、学

了 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项国家自

习、创作和交流活动。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社会服务】

点项目子课题，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在 2014 年暑假，书法系开办了四期中小学

项目和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

书法教研员研修班，普及书法艺术的基本技巧与

目。此外还承担了 2 项新世纪优秀人才基金，4

教学规范。另外，书法系教师多次到各地为中小

项教育部博士点科研基金，1 项教育部博士点新

学书法教师进行讲座。

教师基金，1 项“973”子项目和 3 项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金。全年到位基础研究经费约 3225 元。

数学科学学院

科研成果有论文 281 篇,专著教材 16 部。
【师资队伍】

【发展概况】

2014 年 7 月 10 日，院学位分会讨论(校学

数学科学学院成立于 2004 年，其前身为

位委员会不再评聘)，赵旭安、郭玉峰、张争

1915 年创建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1922

茹、刘志华、唐仲伟、徐敏、李俊峰获博士生

年成立数学系，1983 年成立数学与数学教育研

导师招生资格；刘玉铭、苏效乐、苏喜峰、刘

究所。1981 年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获

君、段小刚、葛建全、蒋仁进获硕士生导师招

博士学位授予权，1986 年应用数学获博士学位

生资格；刘春艳获兼职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招

授予权，1988 年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生资格。唐晗力、何元珍、吕本建和张翀来学

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0 年建立了学校第一

院工作。9 月，郭玉峰、薛庆营和刘志华晋升

个博士后流动站，1996 年数学学科成为国家 211

教授；李海刚和刘君晋升副教授。

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1997 年成为国家基础科

【人才培养】

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7 年数学学科

2014 年，数学科学学院招收全日制励耘实

被认定为首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009 年

验班 49 人；全日制本科生 164+14(外院系转到

教育部数学与复杂系统重点实验室挂牌。学院下

我院的学生)人，其中公费师范生 53+3(外院系转

设数学系、统计与金融数学系，有数学与应用数
学、统计学 2 个本科专业；有分析、代数、几何、
方程、概率论、统计、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数

到我院的公费师范生)人；3 年制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 64 人；2 年制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32
人；公费师范生教育专业硕士 85 人(非全日制)；

学教育与数学史 9 个教研室和《数学通报》杂志

博士研究生 32 人。访问学者 5 人，单科进修教

编辑部。学院现有教职工 99 人，其中教授 38

师 2 人。

人，副教授 28 人；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96%。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 081 人，
其中本科生 7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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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9 日，数学科学学院授予 2010

级博士学位 1 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在职有学

等国内外著名学者，以及我院的许孝精、唐仲伟、

位无学历)12 人（2009 级 5 人，2010 级 7 人）。

赵亮、李海刚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做了大会报告，

6 月 23 日，授予 2011 级博士学位 24 人，2010

会议期间来自美国 Chicago 大学的郏浩博士（导

级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1 人。授予硕士学位共 100

师是国际著名的 Navier-Stokes 方程专家 Sverak

人：(1) 学术型硕士学位 2011 级 46 人，2010 级

教授）讲授了“A mini-course on Navier-Stoke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向 1 人；(2) 教育硕士专业

equations”的短课程。共有 60 余人参加了本次

学位(应届有学位有学历) 2012 级 13 人，2011 级

会议。

2 人；(3)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在职有学位有学

2014 年 8 月 14～18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

历的公费师范生)2 人；(4) 2012 级统计硕士专业

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承办的第 10 届马氏过程

学位(应届有学位有学历)25 人；(5) 教育硕士专

及相关论题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10th Workshop

业学位(在职有学位无学历)11 人。本科生毕业

on Markov Processes and Related Topics）在西安

181 人，授予学士学位 181 人(男 72 人，女 109

曲江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

人)，其中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 142 人(男 56

数学科学学院王凤雨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陈

人，女 86 人) [含公费师范生毕业 85 人(男 31

木法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院士、

人，女 54 人)]；统计学专业毕业 39 人(男 16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李增沪教授、西

人，女 23 人)。

安电子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刘三阳教

【学术交流】

授等国内外 90 余名学者出席了开幕式。有来自

2014 年 5 月 21～27 日,中德可压缩流体数值

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内外 90 多名学者参加了

方法及相关问题高级研讨会在我校召开。研讨会

本次会议。

由中德科学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资助,北京应用

【获奖情况】

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

2014 年 1 月，白明、崔丽、黄海洋、李仲

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和

来、刘来福获 2011 级学员翱翔计划优秀指导教

六所来自德国的大学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数

师称号，张勇获 2013 年第四届多媒体教学软件

学科学学院承办。共有 70 人参加会议。

设计比赛优秀奖。3 月，学院 2011 届博士生刘

2014 年 6 月 14～15 日，代数与表示论会议

君的《基于混合模型与变分正则化方法的图像恢

在学院举行。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院的代

复与分割》（导师黄海洋教授）入选 2013 年全

数和表示论方向的 50 名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论文。4 月 23 日，学院教

2014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由北京师范

师获校第 9 套广播体操比赛一等奖。5 月，由孙

大学非线性分析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

弋涵、徐翔、张军伟组成的队伍获美国大学生

“BNU-PDE Workshop”在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

数学建模竞赛 A 题特等奖，这是学院自 1993 年

1124 举行。会议邀请了美国 Notre Dame 大学和

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来首次获得该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韩青教授、美国 Duke

奖项。除了特等奖外，还有 11 个队获得一等

大学的刘建国教授、加拿大 UBC 的陈竞一教授、

奖，29 个队获得二等奖(北京师范大学有 62 个

美国 Florida 大学的张雷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蒋美

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6 月，教工

跃教授、范辉军教授，清华大学的邹文明教授、

第一党支部、2011 级本科生党支部获先进党支

郭玉霞教授、李宇翔教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

部称号，刘永平、张淑梅、赵亮、李霞(博)、

学研究院的张平教授，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漆玲(本)、王哲(本)、赵海楠(硕)获优秀共产党

研究所的苗长兴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的王术教授

员称号，袁荣获优秀教工党支部书记称号，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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炜获优秀辅导员称号，刘永平获教书育人模范

育部重点实验室，校级重点实验室8个，野外研

党员教师称号。刘君(排名第三)的《基于多传感

究实验基地3个，教学野外实习基地4个。主要

器信息的地表地物建模与可视化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方向有：遥感机理及应用、土壤侵蚀与水

获 2013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土资源管理、环境演变与全球环境变化、城市

奖(自然科学)二等奖。魏炜获 2013-2014 年度北

开发与地价评估、地理教育与环境教育等。

京高校优秀辅导员。保继光获 2014 年第二届明

学院目前拥有5个博士点（自然地理学、人

德教师奖。黄海洋获 2014 年第十届北京师范大

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全球环境

学教学名师奖。袁荣获 2014 年钱瑗教育基金优

变化、课程与教学论），9个硕士点（自然地理

秀教师奖。王颖喆和赵纪满分获首届通鼎青年

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全

教师奖（本科教学奖、研究生教学奖）。黄海洋

球变化、区域经济学、课程与教学论、水土保

获 2013 年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11

持与荒漠化防治、摄影测量及遥感和土地资源

月，保继光和朱汝金编著《偏微分方程》入选第

管理），3个本科专业，是全国7个地理学“国家

二批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教材。12 月，白明、保继光、崔丽、黄海洋、

并被评为“优秀基地”。

李仲来、刘来福获 2012 级学员翱翔计划优秀指

教职员工共计 81 人，其中教学科研岗 65

导教师称号，李仲来和张勇获生命科学学院团委

人（教授 24 人，副教授 28 人，讲师 13 人）
；实

和学生会评选的生命科学学院十佳教师称号。

验技术岗 8 人；行政管理岗 8 人(含学生事务助

【党建工作】

理 1 人)。

2014 年，发展学生预备党员 29 人，预备党

【学科建设】

员转正 30 人。

（1）地理学一级学科建设规划
2014 年 3 月，学校开展一级学科建设规划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14-2020 年），我院作为主建单位，联合资
源学院、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全球变化与地

【发展概况】

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起源于京师大学堂

点实验室，确定了地理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主体、

师范馆第二类（史地类），1902年开始招生，

人员归属、学科建设目标、建设内容以及建设成

1912年改称史地部，1922年改称史地系，1928

效，顺利完成我校地理学一级学科 2014-2020 年

年独立设系，始称地理系。先后有谢家荣、刘

建设规划。2014 年 7 月，学校下拨一级学科建

玉峰、黄国璋、王益崖、邹豹君、周廷儒等知

设经费至学院，到位经费 353 万元。

名学者主持和执教，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起到

【人才培养】

了重要的奠基作用。1993年改称资源与环境科

2014 年学院计划招收本科生 96 人，其中免

学系，同年成立了资源与环境学院，张兰生教

费师范生 44 人、非师范生 52 人。其中，师范生

授和刘昌明院士先后任院长。2003年正式改名

放弃入学资格 1 人，2013 级学生因病休学转入 1

为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由李小文院士任名

人。人数合计仍为 96 人。

誉院长。

2014 年 6 月全院共有 94 名研究生参加答

学院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地理

辩。博士生 16 人，其中自然地理学 4 人、人文

学，拥有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地表过程与

地理学 4 人、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 人。学术

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遥感与数字城

学位硕士 55 人，其中课程与教学论 5 人、自然

市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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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 16 人、人文地理学 14 人、地图学与地理

成果奖励 6 项。

信息系统 19 人、区域经济学 1 人。专业学位教

【国际交流】

育硕士 23 人（其中 7 人为免费师范毕业生教育

2014 年度，学院共邀请了 16 位海外专家来

硕士）
。

学院开展讲座和合作研究。

2014 年学院共开设专业课程 63 门，教授讲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授课程为 27 门，副教授讲授课程为 21 门，讲师
教授课程为 11 门，实验师开设课程 3 门。其中

【发展概况】

上半年（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的信息学科建设始于1958年

课 37 门，教授、副教授讲授课程为 28 门，占

创建的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计算技术专业和计算

全部开设课程的 75.7%；下半年（2014—2015

机工厂，学校因而成为国内最早设立电子和计算

学年第一学期）学院开设专业课 26 门，教授、

机专业的高校之一。1964 年正式招生。1980年

副教授讲授课程为 21 门，占全部开设课程的

无线电电子学系成立。1985 年设立教育技术学

80.8%。
2014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北京师大学生科研与创业计划与校级科研项目，
立项 22 项，结题 15 项。2014 年学院本科生共

专业。1987 年设立计算机专业。1998 年在无线
电电子学系、信息技术与管理学系和数学系计算
机专业的基础上成立信息科学学院，包括电子学
系、计算机科学系、信息技术与管理学系和教育

发表 6 篇论文，共获得全国、北京市与校级各类

技术学系。2001 年，信息技术与管理学系并入

奖励 12 项。

新成立的管理学院。2004 年底，教育技术学系

【科研工作】

单独成立教育技术学院，信息科学学院正式更名

2014 年学院共有在研项目 134 项，到位总

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07 年获准建设虚拟

经费 2604.02 万元。各种纵向课题 63 项，到位

现实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009年设立北京

经费 1813.45 万元，占总经费的 69.64%。横向

市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虚拟现实重点实验室。

课题 70 项，到位经费 790.57 万元，占总经费的

2010年设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

30.36%。
各种纵向课题中，科技部三大项目共 24 项，
其中 973 课题 6 项，863 课题 9 项，支撑计划课

2012年设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
学院下设计算机系与电子系，经过 50 多年
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在脑信号与图像处理、虚拟

题 9 项，总到位经费 1073.9 万元，占总经费的

现实与文化保护、计算机教育应用等领域具有突

41.2%，占纵向项目经费的 59.22%。国家基金项
目 32 项，
到位经费 568 万元，
占总经费的 21.8%，
占纵向项目经费的 31.32%。此外还有重大专项
1 项，公益项目 5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2014 年度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

出特色和科研实力的电子、计算机学科人才培养
基地。学院拥有教育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工程中
心、北京市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重点实验室、信
息处理实验室、操作系统实验室、网络安全与保
密通信实验室、图形图像与模式识别实验室、软

果已经揭晓，学院本年度获得面上项目 6 项，青
年项目 1 项，
总经费 529 万元，
基金获准率 35%。
2014 年学院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251 篇，

件工程研究中心、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中心等科
研机构。
学院有教职工 71 人，其中专任教师 52 人，

其中 SCI 93 篇、SSCI 13 篇、(EI)17 篇、(CSCD)67

工程实验系列教师 16 人，管理岗位教师 3 人。

篇、CSSCI 36 篇，学术著作（教材）36 部，专

教师中全职教授 16 人，副教授 23 人，讲师 13

利 5 项，软件 12 项，获得科研与教学（教材）

人。教师中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4 人，8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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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任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批年轻的海外归国

制高点。在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

博士成为学院的新兴骨干力量。

机器人竞赛等方面获得了 30 余项国家和省部级

学院设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

奖项。本年度，我院申请到 10 项国家自然基金

与技术 2 个本科专业，目前在读本科生有 315

项目，再创新高。经费共 517 万元。2014 年开

人。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始执行的项目：国家级 6 项（其中有 1 项国家重

权点，有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技术应用、

点项目），省部级 2 项，经费共 622 万元。2014

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4 个二级学科

年发表 SCI 论文 38 篇、EI 期刊论文 16 篇。

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交流合作】

科博士点与博士后流动站，在读研究生有 213

学院主办了的“2014 年物联网国际研讨会

人。

（IIKI2014）”，别荣芳教授作为会议主席，邀

【学科建设】

请了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等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科分布涵盖计算

个国家的物联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60 余人参加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两个学科，

了本次国际会议。2014 年 10 月 13 日,空间多源

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

信息融合与分析实验室承办“空间信息不确定

个本科专业；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

性”研讨会。2014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8 日，美

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原来曾拥有计算

国 NIH 的 Yang Yihong 教授来信息处理实验室

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技术应用、通信与信息系

访问。2014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17 日，
美国 Banner

统、信号与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5

Alzheimer’s Institute Chen Kewei 教授来信息处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为优化学院学科结

理实验室访问。Chen 教授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构，由信息学位分会投票决定：取消模式识别与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神经影像信息处理及应用-

智能系统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老年痴呆的鉴别、早期预测与预防”的进展及后

学院优化学科结构和科研团队，经过教师申

续研究内容的推进与课题组进行深入讨论。孙波

报、教授评选的程序，建立了 7 个科研团队：1、

教授带领智能感知与交互研究团队参加了在土

网络安全与保密通信；2、神经信号处理方法与

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16 届 ACM 国际多模

应用；3、算智能的方法及其应用；4、空间数据

态人机交互大会 ICMI2014，提出的基于多模态

处理与分析；5、智能感知与交互技术研究；6、

特征的分层分类器融合方法在会议期间举办的

虚拟现实与可视化在医学中的应用；7、大数据

表情识别大赛中荣获亚军。2014 年 5 月 24 日上

的传输、解析和应用。同时建立了相应的教师、

午，佛罗里达大学方玉光教授应数据挖掘与物联

科研团队的评估办法。

网研究组之邀，就“如何做好研究”这一话题进

【科学研究】

行了精彩的报告。2014 年 6 月 23 日下午，计算

学院科学研究成果丰富。近 5 年我院在国家

机 图 形 学 国 际 著 名 学 者 ， 美 国 Stony Brook

基础科学研究和重大项目申报上取得了长足进

University 计算机系秦弘教授对我院进行访问，

展。近几年我校信息学科累积科研经费超过亿

并做了题为《虚拟现实环境下虚拟医学的数学物

元。我院教师科研获奖质量明显提高，获得一项

理基础》》（Mathematics and Physics Foundation

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两项省部级奖。学院的主要科

for Digital Medicine in Virtual Environments）的

研团队都有长足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图形学

报告。2014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3 日,新加坡南

和图像处理技术、模式识别和空间地理信息研究

洋理工大学贺英教授访问我院，并为研究生开设

均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国内本领域知名的研究

“离散微分几何和数字几何处理”课程，为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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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模型研究打下了基础。2014 年 7 月 11 日

2011 年 7 月，学院各级各类在籍学历学位学生

至 13 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成秀珍教授应我

43000 余人，其中成人教育学生 13000 余人，网

院邀请，为我院硕士生作了关于“认知无线电网

络教育学生 30000 余人；各类访问学者和进修

络”的系列精彩报告。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

教师 200 余人。）学院每年培训中小学校长及骨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王双保教授、德克萨斯基督教

干教师、其他各类教师以及各类社会培训学员

大学的马利然副教授分别来到我院，就学院用于

10000 余人次。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

教学的计算机云平台建设方案开展了认真的讨

（北京）中心、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论。

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北京师范

【获奖情况】

大学）、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秘书处、高校青

别荣芳教授获得校宝钢优秀教师奖。在第十

年骨干教师培训秘书处挂靠在学院。北京师范

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王醒策老师获

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设在学院。

得研究生理科组一等奖，最受学生欢迎奖和最佳

【人才培养】

教案奖；肖永康老师获得本科生理科组二等奖；

2014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专科招生专业

王胜灵老师获得研究生理科组三等奖和最佳语

扩展为 36 个，共招生 2243 人，其中夜大学生

言奖；常亮老师获得本科生理科组三等奖。

2221 人，函授学生 22 人；7 月毕业 3610 人(其

2014 年 6 月，我院学生参加了第 38 届

中本科 2254 人)；其中函授 297 人，夜大学 3313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

人。2014 年上半年学士学位授予率为 12%。目

赛，获得全球第 46 名的好成绩。2014 年 5 月和

前在籍学生共计 9161 人，其中夜大学生 8843

2014 年 11 月，我院分别举办 ACM-ICPC 国际

人，函授学生 318 人。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邀请赛和亚洲赛区北京站

网 络 教 育 学 历 教 育 年 度 招 生 报 名 11783

比赛。

人，录取 10989 人，毕业 8868 人，目前，在籍

【党建工作】

人数为 36300 人。

2014 年，学院党员发展工作平稳有序，党

2014 年各级各类培训累计培训学员 38743

员队伍不断壮大，共发展党员 41 人，预备党员

人次。

转正 39 人。学院教师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 48

2014 年国际教育在校生共 271 人。其中

人，学生党支部现有党员 218 人，其中正式党员

HND 项目为 158 人，国际合作部 4 个国际项目

174 人，预备党员 44 人。目前学院有 4 个教工

共计学生 231 人；HND 项目共有毕业生 113 人，

党支部，6 个学生党支部，党员的发展工作已步

其中有 108 人被国外对接大学录取，录取率是

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96%；2014 届剑桥项目毕业生 18 人，共收到 88
份海外院校录取通知书，英国前 30 名大学的录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取率高达 85%；北美预科和英澳意预科项目学
生被海外院校录取率也高达 94%以上。

【发展概况】

【教学科研】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成立于 2004 年 4

推进教师网联“三大任务”工作，教师网联

月，由原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教师

同步课堂 8 校共提供 12 门次共享课程，选课学

培训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整合而成。学院

生累计达 4613 人次；免费师范毕业生教育硕士

现有网络教育、函授、夜大等多种学历教育办

远程教育任务 6 校共提供 65 门次共享课程，跨

学模式，同时开展各级各类教育管理干部、骨

校选课学生共 1995 人次；网络学历教育课程互

干教师培训及其他行业培训等多种业务。（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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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分互认试点工作 7 校共提供 19 门次优质课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5 个；3 个本科专业：哲

程，跨校共享课程的学生为 1354 人次。

学、社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学科融
合，学院获得了全国重点学科 1 个（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哲学），哲学学科进入“211”二期建设，以学
院为主要依托建设了“985”工程“价值观与民

【发展概况】

族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创新基地。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

2014 年，在学校的支持下，学科建设重点

于 1953 年的政治教育系。1979 年 6 月，经教育

之一是协同文学院、历史学院等多家单位筹备

部批准，以原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哲学史

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

教研室、逻辑教研室、中学思想政治课教育教

【队伍建设】

研室为主体，整合相关部门，组建起了哲学

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哲学与社会学学

系。这是新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的第一个哲学

院涌现出齐振海、袁贵仁、韩震、杨耕、张曙

系。1988 年，政教系并入哲学系。1994 年，中

光、周桂钿、郑万耕、李景林、杨寿堪、杨百

学思想政治课研究中心及《思想政治课教学》杂

顺、吴家国、董志铁、廖申白、刘清平、沈小

志社并入哲学系。2003 年，在原哲学系的基础

峰、王德胜、贺允清等一大批在全国哲学社会

上，整合相关学术资源，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

科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目前学院教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职员工 58 人，其中教授 26 人，副教授 14 人，

学院设有 3 个系：哲学系、思想政治教育

副编审 1 人，讲师 11 人。专任教师中有博士学

系、社会学系；13 个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

位的 44 人（其中 4 人为欧美国家博士学位获得

研究所、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外国哲学与

者），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 人，教育部社

文化研究所、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美学

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1 人，人事部“百千万人

与美育研究所、宗教与文化研究所、科学史与

才”入选者 2 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1

科学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思想政

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2 人，教育部“新

治教育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

世纪人才”6 人，北京市“百人工程”入选者 5

所、辅仁国学研究所；两个实验室：社会数据

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1 人，教育

调查实验室、科学技术与应用美学实验室；两

部“青年教师奖”1 人。另外，学院还聘请了

个杂志社：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高等学校文摘：

罗蒂、杜维明、安乐哲、池田大作等知名学者

哲学》（英文版）、教育部委托的《思想政治课

为客座教授。

教学》。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2014 年，学院从中央编译局引进学术骨干

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7 个跨学科交流的

1 人，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梯

研究中心：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民意调查事

队。有 1 人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

务研究中心、过程哲学研究中心、企业管理文

到目前为止，学院有 3 人受聘“长江学者”。

化研究中心、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中学思想

【人才培养】

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哲学社会科学传播与交流

2014 年，学院在哲学专业进行本科生的自

中心。

主招生，经过初选、面试、复试、审核等环

【学科建设】

节，哲学专业招收专业兴趣生 29 人。学院为新

学院拥有博士后流动站 1 个；一级学科博

生班级配备了优秀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安

士学位授权点 2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排教授担纲主干课程，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师担

13 个，自主设置博士学位授权点 2 个；二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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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生导师。

【国际交流】

完善研究生毕业论文预答辩制度，强调导师

主要完成的工作有：第一，成功举办了“亚

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全程指导和对研究生毕业

里士多德德性论理学”国际学术会议和“《周易》

论文的终身负责，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要求

与时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作了充

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必须有学术论文发表，鼓励硕

分深入的学术探讨和交流。第二，派出 1 位教授

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设立崇学奖专项奖励学

赴荷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海外讲学。第三，邀请

术论文发表，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有了很大提

海外多位著名教授来学院讲学，召开在学院攻读

高。

学位外国留学生冷餐会，加强国内外学界的沟通

【教学科研】

和交流。第四，加强对英文期刊 Frontiers of

学院邀请了瑞典籍教授杜斯特为本科生和

Philosophy in China《中国哲学前沿》的支持，

研究生讲授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学院

努力推动其成为 A&HCI 刊源。第五，加强中国

利用学校设立的“客座教授”席位，邀请著名高

哲学家与欧洲思想界的交流，扩大在欧洲思想界

校和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来学院开设系列课程，

的学术影响，学院通过承办的意大利马切拉塔大

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

学孔子学院，与意大利哲学界以及欧洲哲学界都

学院成功举办了 10 期“京师哲学高层讲

建立了很好的学术联系。

坛”和 11 期“京师外国哲学讲坛”等，邀请国

【社会服务】

内顶尖哲学学者讲学，举办六讲院庆 35 周年系

2014 年，学院继续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

列学术报告。

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主要完成的工作是：为中

学院教师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共发表 200

央司局级领导干部开设了“管理哲学”课程，得

余篇论文，其中社科类 B 类核心期刊论文 8 篇，

到了中组部和学校领导的一致好评；中组部干部

出版著作 30 余部。在科研项目上，学院成功获

培训中心组织学院专家在央视科教频道宣讲社

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 项、重点项目 1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项、一般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1 项，到位经费超

学院教师分别在《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等报

过 200 万元。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奖励二等奖 1 项。近 3 年来，学院获准国家社科

在精神；3 位老师参加高中思想政治国家课程标

基金重大课题 5 项，探讨价值观、古希腊伦理、

准修订，多位老师承担中学政治课国培项目。

生物哲学等领域的重大问题。

心理学院

【获奖情况】
2014 年，学院教师荣获各类奖项，如，北
京市师德标兵、北京市优秀人才、钱媛教育奖、
励耘学术成果奖、北师大优秀教师等等。

【发展概况】
北师大心理学科历史悠久。早在 1902 年师
范馆创立之初即设立心理学为通习科目。1920

学院学生在校内外各大奖项中均有斩获，获
“创青春”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奖、铜奖，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全球商业领导力计

年创立心理实验室。1952 年辅仁大学心理学系
并入。1981 年成立心理学系。2001 年，北京师
范大学在整合心理学系、发展心理研究所、心

划大赛一等奖；北京市青年艺术节银奖；合唱团

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内第

北京市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三等奖；未来教师

一个心理学院。目前，学院下设心理学基础实

素质大赛第一名、第二名；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

验教学中心、应用认知心理研究所、发展心理

奖等。

学研究所、教育心理研究所、人格与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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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临床与咨询心理研究所、心理测量与

素教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课程《短期焦点解

人力资源研究所。学院拥有心理学博士后流动

决治疗（SFBT）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乔治华

站；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应用心

盛顿大学 Paul J. Poppen 教授为研究生开设课程

理学 3 个博士点和硕士点；拥有“认知神经科

《艾滋病的心理学研究专题》。

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应用实验心

【科研工作】

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是心理学基础实验教

张厚粲、徐建平与格罗宁根大学的 Peter J.

学国家级示范中心以及北京市大学生素质教育

Tellegen 和巴西利亚大学 Jacob A. Laros 四位学

基地，具备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条件。

者共同研发与修订的斯－欧非言语智力测验（6

【学科建设】

岁～40 岁）中国版（SON-R 6-40），顺利通过了

学院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在 1120 种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专家鉴定组

备选人文社科类期刊中入选“2013 中国国际影

的鉴定；王爱平副教授申报的课题“情绪状态对

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加工快速呈现信息视觉行为的影响及脑神经机

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

制”获批教育部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

际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国际

DBA130219）
；闫巩固副教授主持申报的“中国

引证年报（2013 版）
》
，同时评选出“2013 中国

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金项目”获得国家资助；陈

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2013 中国国际

英和教授申报的《中国儿童青少年思维发展数据

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
（2014.1）

库建设及其发展模式的分析研究》、刘翔平教授

【队伍建设】

申报的《儿童阅读障碍的认知机制及其干预研

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大师约翰·贝曼博士

究》获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Dr.John Banmen）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

陈海平老师申报的课题“基于大数据的我国

授。林崇德教授入选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人

彩票业发展监测平台研究”成功获得 2013 年度

才”。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立项，资助总额 30

【人才培养】

万元。

聘请外教为学生授课，有：密歇根大学心理

【获奖情况】

学系副教授 Kai S. Cortina 为我院学生开展为期

刘嘉教授荣获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人才）

两周的“结构方程模型”教学；美国传腾国际大

贡献奖。（2014.10）

学李文玲教授为本科生开设了小学分全英文课

【国际交流】

程“心理学研究方法”；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心

学院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北

理学系宋海容副教授给研究生开设全英文课程

师大心理学院—美国密苏里大学 DDP（硕士双

《心理学统计方法（SEM）
》和《心理学英文论

学位）精英项目将于本学期启动，该项目是我国

文 写 作 》； 加 拿 大 阿 尔 伯 塔 大 学 的 副 教 授

第一个与国际顶尖大学一流心理咨询专业共同

Georgios Geogiou 讲授全英文课程——《阅读障

培养的双硕士学位项目。由心理学院副院长林丹

碍：从评估到诊断》
、
《学习障碍》
（研究生）
；密

华教授、分党委副书记王瑞敏老师、李虹副教授

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系 Desiree

及 17 名本科生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密歇根大学进

Baolian Qin 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课程《心理学

行学术交流，与密大心理学系 Kevin Miller 教授、

英文论文写作》
；加拿大温莎大学 Ben C.H. Kuo

Kai Cortina 副教授等教师以及密大的研究生和

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课程《文化心理学高级研讨

心理系本科生开展学习、科研与文化等方面的深

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许维

入交流。美国密歇根大学 Kevin Miller 教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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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14 名学生来访。两校学生依托舒华教授的“多

方案的审议，同时作为管理岗分课题的核心专家

因素实验设计”课堂合作开展跨文化的课题研

开发的管理岗考试方案因其思路新颖特色鲜明

究，此外还前往大兴区流动儿童行知学校参观，

获得认可。

就北师大在此开展的儿童性教育课题及其他青

伍新春教授的研究团队应邀给中国科学技

少年心理成长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学院举办了

术馆展览教育中心的全体员工做了题为“科技场

中美学生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会，来院交流学习的

馆科学教育与教育者的专业发展”的专题报告，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北德州大学的学生以及学院

并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重点项

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目暨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我国

【社会服务】

科技场馆教育工作者的胜任特征模型与专业发

陈海平老师受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展培训体系的构建”的实施与合作达成广泛共

委员会彩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邀请，出席第

识。

四届中国彩票行业沙龙暨彩票社会责任主题论

新浪教育中小学频道举办了主题为“如何提

坛，做“对我国彩票当前发展的困惑”的学术报

高孩子自信”的公益讲座，特邀我院咨询与临床

告，并受聘为该彩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刘翔平教授为家长们讲解家

陈海平老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 2010 年人文

教中提高孩子自信的相关技巧。

社科项目“彩民购彩的心理限度：彩民购彩理性

学院承办了中组部主办的中央与国家机关

的调查研究”
（项目编号 10YJA840003）研究成

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培训班《心理学与管理智

果之一《中国问题彩民流行率_网络调查与媒体

慧》
，张厚粲、林崇德、刘嘉、车宏生、金盛华、

案例分析》获得社会广泛关注，据此由学校呈递

刘翔平、郑日昌等 7 名教授承担本次培训班的授

国务院秘书局的“疏堵并举综合防治问题彩民”

课任务，分党委书记乔志宏老师担任主持。

报告获得中央领导批示，并因此获得学校 2013

学院 EDP 中心连续举办了两期“辽宁建行

年度文科津贴 1 万元。

内部培训师高级研修班”，来自中国建设银行辽

车宏生 、徐建平、李 永瑞、孙 晓敏、骆

宁省各分行的近 100 位内部培训师前来学习。

方、黎坚、卞冉等老师参加了由中组部领导干

伍新春教授应邀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考试与测评中心委托的《党政干部领导潜能评

部所属院校的教师做了“现代学习观念与有效教

估方法研究及测评工具研发》
（第一阶段）项目。

学”的培训。

由刘嘉教授担任科学总顾问的《最强大脑》

老年心理研究室从 2014 年 1 月开始在北京

在江苏卫视播出。该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

市社区服务热线 96156 进行了为期半年、每月两

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推动了心理学知识的普

个工作日的热线值机，此次活动主要由实验室专

及。

业硕士研究生完成。老年心理研究室在北京双井

应香港理工大学的邀请，伍新春教授为香

恭和苑养老院举办了为期五次的老年人脑力训

港教育局委托举办的“为阅读困难儿童服务的

练活动。该系列活动是在王大华教授的指导下，

中文教师培训”高级研修班授课。这是伍新春

由 12 级硕士研究生肖红蕊带领本院七名大二本

教授连续三年来第 18 次服务香港教师发展。

科生完成。老年心理实验室应北京大学研究生会

陈海平老师应邀出席国家人社部（全国人事

的邀请，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共赴燕东园社区为

考试中心）在北京人社部阳台山基地召开的事业

30 多位老人开展智力运动会。

单位公开招聘公共考试方案审议会。陈海平老师

学院分党委协助校党委组织部承办了中央

作为总课题特聘专家（共三名）参加了对四省市

与国家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心理学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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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慧》，张厚粲、林崇德、许燕、刘嘉、郑日

人、讲师4人。

昌、金盛华、刘翔平等 7 名教授承担了授课任务。

【学科建设】

院研究生会举办了心动力学术沙龙系列活

协助学校成功举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

动，第一期“为‘新’启航”、第二期“英文文

立 30 周年大会暨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

章不是梦”均在学生中获得了良好反响。

教育创新发展论坛”；继续举办马克思主义理

院学生会举行了“Face to face”文化节外场

论学科前沿系列讲座，邀请张雷声、陈占安、

活动，通过展示心理学经典仪器、介绍有趣的心

祖嘉合、吴潜涛、肖贵清、孙熙国、牛先锋、

理学效应、进行心理学测验等趣味活动，向全校

王易、冯秀军、高峰等著名专家作学术报告；

师生普及了心理学的科学知识。

与人民出版社签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
库”出版合同，为期 5 年，每年 5 本左右专著，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合计出版著作 25 部。
【队伍建设】

【发展概况】
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组建于2003年10月，其前身先后为政治教育系

2014 年冯留建晋升教授、温静晋升副教授；
朱燕丽副教授退休；选留博士生李聘、袁红，进
站做博士后；招收博士后 2 人。

（1953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1978

【人才培养】

年）、法律与政治研究所（1994年）。学院以培

完成学院招生工作，2014 年学院共招收博

养研究生为主，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中共

士生 6 人，思想政治课博士生 3 人，硕士生 32

党史党建、行政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人。完成博士生硕士生论文答辩。2014 年学院

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

共毕业硕士生 40 人，博士生 13 人。

史、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政治

【教学科研】

学理论、国际关系、中共党史党建、行政管理

2014 年学院教师在发表 CSSCI 论文 22 篇，

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中学校 C 类刊物 9 篇，B 类刊物 4 篇。基本

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学

情况如下表：

院现有教师26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12

2014 年论文发表情况表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刊物名称

发表刊次

1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成因与防范

卫志民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2

改革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重要发展

卫志民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7)

3

中国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以北京
卫志民
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社区为例

中国行政管理

2014(3)

4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法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现代化建设

马振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5)

5

论文本转换与当代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提升

张润枝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5)

6

当代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指南

王树荫

中国高等教育

2014(7)

7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如何凝聚改革共识

王树荫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6)

8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进展

王树荫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5)

9

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夺取解放战争
胜利的战略思想述论

温静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2)

10

《
“三个代表”思想源流和理论创新》评介

孙秀民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4(2)

11

邓小平的领导方法与思想品格

王炳林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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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思考

王炳林

中共党史研究

2014(9)

13

抗战时期延安高校中共建党活动研究

周良书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4(5)

14

《邓小平文选》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周良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8)

1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软实力”研究述评

冯留建

学术论坛

2014(3)

16

20 世纪 30 年代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平民教
冯留建
育家李廉方的乡土教育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3)

17

实现中国梦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

冯留建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5)

18

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冯留建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2)

19

“苏联老大哥”形象的乡村建构(1949—1956)——以河
张海荣
北省若干县域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

2014(5)

20

关于新时期创新吸毒人员管理工作的思考

中国司法

2014(10)

21

论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施的成功经验 杨增岽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2)

李利

2014 年，学院教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1 项
（赵朝峰）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1 项（马振清），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大 1 项（王树
荫）
、重点 1 项（周良书）
。另有孙秀民、徐斌、
马振清 3 人获校自主科研资金资助（50 万元）
。

汉语文化学院
【发展概况】
汉语文化学院前身是成立于 1965 年的北京
师范大学留学生汉语教研室，1985 年 9 月正式

【获奖情况】

命名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下设阅读写

熊晓琳 2014 年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奖。刘

作、听力口语、语言文化 3 个教研室，全面开

洪森老师获得学校基本功大赛三等奖

展分技能的教学与研究。1997 年，在“对外汉

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调研报告评选

语教学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对外汉语教育

再创佳绩，获得一篇特等奖，三篇二等奖，连续

学院”，成为学校的一个二级学院，并开始招

四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优秀组织奖。

收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汉语言专

张静如的《当代中国社会史》，荣获第 14

业的外国本科生，正式开始了对外汉语教学专

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徐斌

业的学历教育。随着事业的发展，“对外汉语

的《制度建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获中国马克

教育学院”又建立了博士点，成为一个能够培

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养中外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外国本科生、长短

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王炳林荣获“高校思想

期汉语进修生的多层次教学科研单位。2000 年

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3 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
。

10 月，为了适应国际上对汉语教学的需求，更

在学校的七一表彰中，我院 3 名师生获评学

为了适应强劲发展的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

校优秀党员，1 名教师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党

育学院”更名为“汉语文化学院”，将语言与

史党支部获评优秀党支部；马克思主义宣讲团获

文化的关系清晰地融进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之

得基层党建创新成果奖；1 名教师获评北京市先

中。2003 年初，汉语文化学院以全国排名第三

进德育工作者。

的优异成绩被评为首批“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

【社会服务】

地”。学院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现为专门从事

举办第二期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师

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以及人才培养

培训，为北京市培养了 54 名新上岗思想政治理

的国家级基地。

论课老师。

学院现有在编教职工 58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24 人，讲师 19 人，行政教辅人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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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院下设 3 个系 6 个教研室
（汉语教学系【教

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在近五年的全国

学法教研室、认知与学习教研室】，文化传播系

二级学科排名中一直位列前三，汉语国际教育

【中华文化教研室、文化传播教研室】，汉语语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2006

言系【语音语法教研室、文字词汇教研室】
）、5

年成为全国首批四所专业硕士招生试点院校之

个研究所（孔子学院发展方略研究所、汉语国际

一，2009 年全国 24 所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

教育师资培训研究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评估中排名第一）。

所【附设中华文化体验中心】、海外青少年儿童

【人才培养】

汉语教育研究所【附设认知实验室】、课程与教

本年度我院的教学规模在稳定的基础上比

学研究所【附设教学实验室】
）和 1 个中心（辞

上一年度略有扩大。其中汉语言专业本科生 144

书研究与编纂中心）。学院拥有语言学及应用语

人，本科毕业生 42 人，总体上与上年度持平。

言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对外汉语教学方向、词

短期汉语进修生 694 人，长期汉语进修生春季

典学方向、中文信息处理方向和汉语国际教育

362 人、秋季 414 人，长、短期汉语进修生总数

专业硕士）；拥有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目前在

略高于 2013 年。

读的中外硕士、博士研究生超过 350 人。其

相关数据见下表：

学生类型

短期进修生

长期进修生
（春季）

长期进修生
（秋季）

本科生
（春季）

本科生
（秋季）

本科毕业生

人数

708

362

414

141

144

42

班级

26

23

6

6

课程

96

84

37

34

2014 年学院本科生课程开设情况为：春季

阜、泰山进行语言实习、文化考察和社会实践

学期开设 37 门课，秋季学期共开设 34 门课。

活动，举办了“2014 年留学生书画摄影展”、

长期汉语进修生春季学期开设从 100 到 402

“汉语文化沙龙”、“第九届留学生唱中国歌

九个年级 26 个班，96 门次课程。秋季学期开设

大赛”、“留学生系列中华文化讲座”等活

从 100 到 301 共计 6 个年级 23 个班，84 门次课

动，编辑《留学北京——留学生作文选》。

程。

本年度承办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

短期汉语教学共举办了 12 个项目和两个短

“中华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级讲

期班（国际 A、B 班）
，接受来自亚洲、美洲、

习班”
，87 所高校 260 余位老师参加了讲习班；

欧洲大学和高中学生 708 人，其中美国西弗吉尼

承办了“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

亚大学暑期班为新增项目。

世界 15 个国家的 35 位著名专家到会参与学术讨

本年度硕士博士研究生就业率 100%。

论；主办了“第五届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论

【教学科研】

坛”，来自国内外 86 所高校的 205 位正式代表参

学院鼓励和支持教师编写本科教材。学校十

会，会议的顺利召开进一步巩固了学院作为全国

二五规划教材——全国唯一一套按照国家汉办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领军的地位。

颁布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教

【国际交流】

学大纲》编写的来华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教材

与美国加州大学、达慕思大学，韩国首尔大

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 38 册。其中一些分册已

学等多个学校商讨了进一步加强合作事宜。与韩

被英国、日本等国的大学选用。

国白石大学的本科生培养 2+2.5 项目顺利展开，

组织本 科生、及汉语 进修生前 往山东曲

与韩国 HR 学院签订了本科招生培养 1+3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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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已有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

亚洲辐射固化协会会员单位和中国化学会杂志

等国高校或政府机构有关人才培养或科学研究

《化学教育》的主办单位之一。

的合作进展顺利。

化学学院的科研成果丰硕。每年都有一批高

2. 积极拓展新的合作伙伴与合作内容，与

质量的论文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学院教

美国肯塔基大学孔院、长老会大学孔院、澳大利

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国家级和省

亚昆士兰大学在学生交换、志愿者实习、教师合

部级奖励。正在承担包括国家 973 计划项目、863

作交流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杰出青

3. 引进国外专家讲座，拓展师生学术视野。
组织了来自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国

年基金项目等 50 余项，平均每年到位科研经费
2000 余万元。

家的专家为学院师生讲座。

【学科建设】

4. 本年度全额资助 7 位老师赴海外出席国

化 学 学 院 设有 博 士 后科研 流 动 站 （ 2001

际学术会议。

年），是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3

5. 本年度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推荐本

年）；无机化学（1986 年）、分析化学（2007 年）
、

院教师 20 余人作为汉办专家赴世界各国进行汉

有机化学（1981 年）
、物理化学（1981 年）和高

语教师培训工作。

分子化学与物理（2008 年）等化学学科的全部 5
个二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无机化学（1981

化学学院

年）、分析化学（1984 年）、有机化学（1981 年）
、
物理化学（1981 年）和高分子化学与物理（1990

【发展概况】

年）等化学学科的全部 5 个二级学科为硕士学位

化学学院成立于 2005 年，其前身是 1912

授权点；药物化学为硕士学位授予权点（2005

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1922 年建

年自设）和药物化学与分子工程为博士学位授权

立化学系，1952 年，我国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
时，辅仁大学化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
现任院长方维海院士，分党委书记卢忠林教授。
学院设有无机化学研究所、分析化学研究
所、有机化学研究所、理论和物理化学研究所、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化

点（2012 年自设）；此外，化学学科教学论也可
以授予硕士学位（1981 年）和博士学位（1998
年）。物理化学是国家重点学科，无机化学和有
机化学是北京市重点学科。
【队伍建设】
学院现有教职工 118 名，其中教授 49 名（均

学教育研究所等 7 个所，和材料化学系、化学生

为博士生导师）
，副教授 38 名（其中 12 位是博

物学系、药物化学系等 3 个系，以及化学实验教
学中心和师宏药物研究中心等教学与研发机构。
学院目前拥有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 2 名（刘若庄教授，
方维海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刘伯里教
授），973 项目首席专家 1 名，国家千人计划入

心，拥有放射性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理论及

选者 2 人，长江学者 2 名，长江讲座教授 2 人，

计算光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能量转换与存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名，国家杰

储材料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3 个省部级重点实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8 名（其中杰青 B 1 人），国

验室、5 个校级重点实验室。学院拥有量子化学

家青年千人入选者 2 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生物学和能量转换与储存材料 2 个教育部创新

者 2 名，新世纪优秀人才 6 名，教育部教学指导

团队；2014 年邵久书教授牵头获得国家自然科

委员会分委会委员 3 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是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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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者 2 人，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3 人。

本年度，青年教师那娜副教授获得了国家优

本年度，学院在 SCI 论文、科研项目方面取

青项目，薄志山教授获得了教育部“长江学者”
称号。成功引进“杰青”1 名（陈玲教授）
。

得了优异的成绩。具体如下：
（一）“理论及计算光化学”创新团队获得

【人才培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项

本年度招收本科新生 151 人，研究生新生

目负责人为长江学者邵久书教授，资助金额

159 人（学术硕士生 87 人，教育硕士 19 人，博

1200 万元。

士生 53 人）
。为了响应国家免费师范生的培养政

（二）薄志山教授成功入选教育部“长江学

策，本年度学院招收免费师范生 47 人。毕业学

者”称号。

生受到社会的欢迎和用人单位的认同，就业率保

（三）那娜副教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持良好态势，本科生就业率达 100%，研究生就

优秀青年项目资助。

业率达 100%。

（四） 2014 年学院获得各类国家自然科学

【教学科研】

基金委项目资助 13 项课题，共计 2385 万元，其

学院一直把本科生教学工作摆在学院发展

中重点项目 1 项（李林），面上项目 9 项，青年

的中心地位，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

项目 1 项（李文华）
。
“理论及计算光化学”创新

批优秀的、得到广泛推广的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

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

成果。近 5 年来，获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目资助，项目负责人为我院长江学者邵久书教

2 项、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主持国

授，资助金额 1200 万元。青年教师那娜副教授

家级教改项目重点项目 1 项、国家级一般项目 3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项目资助。

项、北京市教改项目 4 项。拥有国家级优秀教学

（五）学院 2014 年发表 SCI 论文仍然保持

团队 1 个、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1 个，主持国家

历年的良好势头，根据 ISI 不完全统计结果，有

级精品课 3 门和国家级双语示范课 1 门，主持国

180 余篇发表的论文被 SCI 收录，其中有一批高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4 门，主持北京市精品课

质量的论文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代表性

5 门，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 位、北京

成果如下：

市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2 位。编写本科生教材 30

（1）自国甫教授作为通讯作者，北师大为

余部，其中面向 21 世纪教材 4 部、
“十五”规划

第一单位以“An Actinide Metallacyclopropene

教材 3 部、
“十一五”规划教材 6 部、
“十二五”

Complex: Synthesis, Structure, Reactivity and

规划教材（第一批）2 部、国家级精品教材 1 套

Computational Studies”为题目在《J. Am. Chem.

和北京市精品教材 6 部以及北京市精品教材立

Soc.》（2014, 136, 17249-17261）上发表锕系元

项项目 7 项。

素金属有机化学催化领域的高水平论文。

2014 年，学院成功申报北京市化学虚拟仿

（2）自国甫教授作为通讯作者，北师大为

真实验教学中心。卢忠林教授、邢国文教授制作

第 一单位 以“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的课件《基于 BB 平台的“基础有机化学”（双

Studies on the Reactivity of a Terminal Thorium

语）网络课程》在“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

ImidoMetallocene towards Organic Azides and

赛”荣获高教理科组一等奖，胡久华制作的微课

Diazoalkanes”为题目在《Angew. Chem. Int.

《教学过程涉及的主要内容》荣获微课组二等

Ed.》（2014, 53, 11310-11314）上发表钍稀土金

奖。王磊、刘克文、胡久华、魏锐四位老师参与

属有机化学催化领域的重要论文。

录制了我校首个 MOOC 课程—《中学化学教学

（3）陈雪波教授作为通讯作者，北师大为

设计与实践》
。

第一单位以“Concerted Asynchronous Hula-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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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isomerization in the S65T/H148D Mutant of

部， 2013 级专硕党支部，2014 级硕士生党支部，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为题目在《Angew.

2012 级博士生党支部，2013 级博士生党支部以

Chem. Int. Ed.》（2014, 53, 8649-8653）上发表

及 2014 级博士生党支部。化学学院分党委 2014

有关荧光蛋白探针方面的理论化学领域高水平

年共有党员 507 人，教职工党员共 143 人，学生

论文。

党员共 364 人，其中：在职教职工党员 70 人，

【获奖情况】

占在职教职工人数的 60%，离退休党员 73 人，

薄志山教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占退休教职工人数的 52%；研究生党员 293 人，

刘正平教授和邹应全教授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

占研究生人数的 54% ；本科生党员 71 人，占

作者”荣誉称号；范楼珍教授获得“北京市教学

本科生人数的 12%。

名师”称号；“免费师范生化学教学体系建设与

环境学院

创新型化学教育人才培养”教学成果获得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本年度的教学基本功比赛，邵

【发展概况】

娜获得本科生教学理工科组一等奖，岳文博获得

环境学院成立于 2003 年，其前身是成立于

本科生教学理工科组二等奖，呼凤琴和贺勇获得

1983 年的环境科学研究所，是经教育部批准的

本科生教学理工科组三等奖；龚汉元获得研究生

全国高校首批从事环境科学研究与环境教育的

教学理工科组二等奖。此外，化学学院还获得了
优秀组织奖。贺利华荣获“学生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蔡璨荣获“优秀分团委书记”和“十佳辅

基地之一，也是最早的环境地理学领域高层次
人才培养基地,同时还是环境地理学领域学术交
流中心。环境学院目前下属“八所”，即水环

导员”称号；贺利华在 2014 年“七一表彰”中

境化学研究所、水生态研究所、水气环境模拟

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蔡璨获得 2014 年暑期社
会实践优秀带队教师；李东明、李晓宏、邢国文、
魏朔等四位老师在 2014 年“七一表彰”中获得

研究所、生态模拟与城市生态研究所、土壤环
境研究所、环境管理研究所、水质控制工程研
究所、 水资源与河流研究所 ；“二中心”即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王明玉同学获得北京市先锋

湿地与生态工程研究中心和环境影响评价中

杯优秀团员；侯婧同学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王

心；“二系”，即环境系统工程系和环境科

明玉同学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化学学院还荣获

学、政策与管理系。同时，还拥有水环境模拟

学生工作先进集体、红旗团委。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水沙科学重点实验

【党建工作】

室，以及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环境

化学学院分党委 2014 年共有师生党支部共
17 个，其中教职工党支部（包括离退休党支部）
7 个，分别是物理化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党支部，

学院拥有博士学位授予点 4 个：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环境生态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拥有硕士学位授予点 6 个：环境科学，环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党支部，有机化学北京市重点

境工程，环境生态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科党支部，放射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党支

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部，无机化学北京市重点学科党支部，分析化学

拥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 1 个：环境工

-化学教育联合党支部，离退休党支部；学生党

程；拥有本科专业 2 个：环境科学，环境工

支部 10 个，
其中本科生党支部 3 个，
分别是 2011

程。

级本科生党支部，2012 级本科党支部，2013 级

【队伍建设】

和 2014 级联合党支部；研究生党支部 7 个，分

环境学院秉承“毋忘在莒，励精图治，锐意

别是 2012 级硕士生党支部，2013 级硕士生党支

进取，海纳百川”的院训，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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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积极构建有利于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的体



白军红教授获第十二届励耘青年教师奖

制机制，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出国深造学生数和比例分别达到 16 人和

截至 2014 年年底，学院共有教职工 84 人，

40%

其中，在职教授 27 人，副教授 37 人，讲师 10



人，实验教辅人员等 10 人。教师队伍中有中国

和 4.71，远超全校平均水平

工程院院士 2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人，973

研究生教学与培养

项目首席科学家 2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2014 年，环境学院共开设涵盖 5 个方向 20

学生对教师教学和课程评价分别达到 4.75

得者 4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1 人，

个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61 门，其中 18 门为我院资

国家创新群体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中组

深教授和国外知名教授主讲的全英文授课研究

部青年拔尖人才 1 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

生课程。新开设《河流生态环境综合管理》英文

11 人，霍英东基金获得者 5 人，北京市教学名

课程，继续开设《淡水湿地生物学与环境生物修

师 2 人，德国“洪堡学者”奖学金获得者 2 人，博

复》英文课程。

士生导师 64 人。

2014 年学院共有 57 名学术型硕士、4 名工

2014 年我院沈珍瑶老师和崔保山老师获得

程硕士和 31 名博士研究生获得硕士或博士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白军红、徐琳瑜、

位。

黄海鸥和田贺忠 4 位老师在专业技术岗位申报

2014 年，学院 2014 届毕业生 117 人，其中

中获聘教授职称；刘瑞民和易雨君 2 名老师获聘

本科生 40 人，硕士生 54 人，博士生 23 人。本

副教授职称。此外，在全国博士后后管委会的

科生中，出国留学比例达到 37.5%；国内读研比

2014 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中

例为 37.5%；就业比例为 25.0%，本科生就业率

我校首次获批该项目，入选人为我院拟引进博士

达 到 100%。 硕 士 生 中 ， 就 业 工 作 比 例 达 到

后王赫明博士。

75.9%；上博士比例为 5.6%，出国留比例达到

2014 年新增申请国家外专局高端外国专家

11.1%，出国留学比例逐年增加；博士生中，就

项目 2 项，进一步推进了学院国际化进程。

业工作达到 78.3%；博士后进站比例达到 17.4%；

2014 年，新引进师资博士后 1 名，新申请

出国留学比例为 4.3%，就业率达到 100%。

入站一般博士后人员 1 名。

【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

环境学院以环境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为基

本科教学与培养

础，紧密结合国家环保重大需求和国际学科前沿

2014 年度，我院本科教学工作继续落实质

开展科学研究，形成了以水环境过程与效应、水

量工程，规范教学管理，推进教学改革，加强专

生态过程与效应、城市生态模拟与调控、湿地生

业建设，圆满完成年度任务目标。主要成果如下：

境模拟与调控、流域环境修复与生态恢复、环境



评价-规划与管理等为主体的研究方向，建设了

《环境地学》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同

舟共济中的环境地学

以杨志峰教授为带头人的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



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群体，形成了一支以院士作为

《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入选国家十二

五规划教材

科研领军人物、以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和国家杰青



基金获得者为科研带头人、以优秀中青年学者为

赵烨教授获第八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

教师”

科研主体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科学研究团队。



发展了以流域水环境过程和生态模拟为研究特

董世魁教授获 2014 年通鼎青年教师奖（本

科教学奖）

色的融合微观-中观-宏观三维研究层面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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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体系，为国家环境保护重大需求提供了重要

中期评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其中

技术支撑，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发展做出

重点项目 1 项，面上基金 6 项，青年基金 3 项；

了重要贡献。

获批校自主科研基金 4 项，与省地相关部门合作

（一）承担科学研究项目

研究课题 60 余项。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我院

2014 年，以崔保山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 973

到位科研经费约 3900.43 万元（纵向项目 3115.22

项目“围填海活动对大江大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影

万元，横向项目 785.21 万元）。

响机理与生态修复（2013CB430400）”顺利通过
环境学院 2014 年度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一览表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编号

执行时间

经费
(万元)

崔保山

围填海活动对大江大河三角洲滨海湿地影响机理
与生态修复

973 项目

2013CB430400

2013-2017

1800

沈珍瑶 重大水利工程影响下河口水环境过程与效益

973 课题

2010CB429003

2010-2014

513

夏星辉 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资源安全评估和适应对策研究

973 课题

2010CB951104

2010-2014

640

973 课题

2010CB950904

2010-2014

364

973 课题

2013CB430406

2013-2017

405

973 课题

2013CB430402

2013-2017

288

2012ZX07203-006 2011-2015

280

战金艳

LUCC 及其气候/生态效应模拟平台综合集成与多
尺度未来情景分析

崔保山 受损湿地生态修复和围填海的生态补偿机制
孙涛
刘静玲

围填海活动对湿地水生态过程影响机理和模拟
海河流域河流生态完整性影响机制与恢复途径研
究

水专项课题

杨志峰 流域水环境、水生态与综合管理

创新研究群体

51121003

2012-2014

600

沈珍瑶 流域水污染控制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51025933

2011-2014

200

崔保山 生态水利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51125035

2012-2015

200

夏星辉 多泥沙河流的水环境过程和效应

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51325902

2014-2017

20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评价、水质模拟和污染风险 国家科技支撑
预警预报物联网服务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计划

2011BAC12B02

2011-2014

840

董世魁 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与持续利用技术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2012BAC01B02

2012-2014

634

徐琳瑜 城市生态水系构建与低碳保质关键技术及示范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

2012BAC05B02

2012-2014

853

郝芳华

东北规模集约化农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集成 国家科技支撑
与示范
计划

2012BAD15B05

2012-2016

848

林春野

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儿童土壤摄入率及相关暴
露参数研究

环保公益

201309044

2013-2014

463

董世魁

寒荒漠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与综合管理
研究

环保公益

20120933

2012-2014

500

松花江水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研究

水利公益

201201098

2012-2014

151

国际合作

2011DFA72420

2012-2014

350

杨志峰

陈贺

杨志峰 全球环境变化下湿地生态流量及调控

环境学院 2014 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览表
负责人

项目名称

杨志峰 浅水草型湖泊生态水文过程演变机制与综合调控
119

项目
类别

编号

执行时间

经费
(万元)

重点

51439001

2015-2019

366

李安婕 含糖废水颗粒污泥制备生物柴油的机制研究及方法开发

面上

51478042

2015-2018

80

何孟常 土壤锑砷复合污染对微生物的生态效应及分子机制

面上

21477008

2015-2018

90

程红光 三江平原阿布胶河流域氮素输出分异特征及溯源研究

面上

41471396

2015-2018

80

刘耕源 城市产业代谢过程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的时空机制研究

面上

41471466

2015-2018

78

面上

41473087

2015-2018

110

面上

41475113

2015-2018

95

非点源污染控制措施不确定性及空间配置模式研究

青年

51409003

2015-2017

25

利用升尺度建模方法研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长江口水体中的
归趋

青年

51409004

2015-2017

25

硫化物纳米颗粒对大肠杆菌的光致毒性及机理研究

青年

21407010

2015-2017

25

孙可

化学结构和矿物对天然有机质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刘新罡 北京地区二次无机气溶胶 SNA 转化机制研究
陈磊
李扬飏
李阳

环境学院 2014 年度获批校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一览表
项目
类型

执行时间

经费
（万元）

变化环境下的河口生态水文响应机理与生态需水模型

重大

2015-2017

50

董世魁

高寒草地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研究

重点

2015-2017

35

蔡宴朋

不确定条件下面向流域生态一致性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研究

重点

2015-2017

35

毛显强

区域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环境经济评价与规划方法体系
研究

重点

2015-2017

35

负责人
孙涛

项目名称

（二）产出科学研究成果
（1）科研论文发表情况：2014 年度，环境
学院在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Water Research ， Journal of Hydrology ，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等国际著名 SCI 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296 篇，其中 TOP Journal 论文 60
篇，比去年增长 3%，二区（非 Top Journal）论
文 55 篇，比去年增长 96%，高质量论文数量取
得明显增长。

图 2 发表 SCI 论文区系分布

（2）学术专著出版情况：2014 年度，环境
学院出版学术专著及教材 8 部，进一步丰富和推
动了环境学科各个研究方向的发展和进步。

图 1 年度 SCI 论文、专利、专著
环境学院 2014 年度出版专著及教材一览表
专著及教材名称

著者

出版社

ISBN

出版日期

环境承载力理论，方法及应用

曾维华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9787122193698

2014.9

中国能源安全分析与预警预测

陈彬，刘耕源

科学出版社

9787030395238

2014.1

流域非点源污染优先控制区识
别方法及应用

陈磊，沈珍瑶

中国环境出版

9787511120922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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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水环境演变机制与水
污染防控技术

刘静玲，冯成洪，
张璐璐，马牧源等 著

科学出版社

9787030416049

2014.10

有色金属冶炼重点行业重金属
污染控制与管理

杨晓松，陈谦，乔琦，何绪
文，龙燕，何孟常，邵立南

中国环境出版

9787511118578

2014.8

生态经济学中的系统分析与模
拟

Alexey Voinov，张力小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46138

2014.4

The Large Dam Dilemma: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s of
Hydro Projects o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Pu Wang, Shikui Dong,
James Lassoie

Springer

9789400776296

2014

9787303126675

2014.10

2014 人类绿色发展报告

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
社
究院

（3）发明专利申请情况：2014 年度，环境

软件著作权。

学院获得 17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 项计算机
环境学院 2014 年度发明专利授权一览表
序号

专利发明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1

董世魁，张相锋，白婧，
移动式公路植物废弃物堆肥处理装置
沈洪艳

ZL201110151094.9

2014.10.1

2

杨晓华，美英，郭亚男， 一种基于水质最优控制的植物滞留系统
张学君，姜荣
结构优化实验装置

ZL201110054455.8

2014.6.4

3

崔保山，张永涛，蓝艳，
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定量采样器
蔺文婷，童亚莉，高宇璐

ZL201110404497.X

2014.6.25

4

崔保山，王婷婷，蓝艳，
一种原位分时段沉积物采集器
韩祯，张永涛

ZL201210122273.4

2014.3.26

5

崔保山，蓝艳，张志明，
一种模拟污染物原位迁移转化的柱状渗
张永涛，李峰居，高宇璐，
滤装置及方法
陈子惟

ZL201210041413.5

2014.4.15

6

牛军峰, 代云容, 殷立峰, 一种采用聚乳酸纤维膜固定化复合酶技
丁士元, 包月平, 沈珍瑶 术对富营养化水污染治理的方法

ZL201210233043.5

2014.04.16

7

牛军峰，代云容，殷立峰， 一种基于 Fe-Ni-Cu 三元金属体系的卤代
丁士元，包月平，沈珍瑶 有机物污染废水处理方法

ZL201210332400.3

2014.04.23

8

牛军峰，林辉

一种多孔纳晶电极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ZL201210172442.5

2014.08.06

9

牛军峰，张利兰，孙栋

一种利用轮虫检测水中全氟辛烷磺酸毒
性的方法

ZL201210173605.1

2014.10.22

ZL201210229259.4

2014.3.26

通过构建水资源模型来预警的方法

ZL201110130278.3

2014.06.18

10

田贺忠，程轲，卢龙，
赵丹，高佳佳，刘开云， 多功能大气干湿沉降自动采样器
邱培培

11

谭雅懿，王烜

12

陈彬，陈绍晴，杨谨，
赵春富，宋丹

一种园区用水的冬天监测分流系统及其
动态检测分流方法

ZL201310059317.8

2014.5.14

13

陈彬,肖原,戴婧

基于水资源安全动态综合评价方法的水
域内水质分析系统

ZL201310059049.X

2014.7.16

陈彬, 戴婧, 杨谨, 卢伊, 一种基于自动采样分析的园区绿地碳汇
赵春富
能力检测系统

ZL201310060276.4

2014.9.23

ZL201310059027.3

2014.10.10

14
15

陈彬, 刘耕源, 戴婧,
卢伊, 邱亦雯

一种基于大气质量垂直分析方法的检测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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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彬, 陈绍晴, 苏美蓉,
宋丹, 房德琳

一种基于沼气系统能源利用效率方法的
监测与预警平台

ZL201310060266.0

2014.10.9

17

陈彬, 杨谨, 苏美蓉,
宋丹, 卢伊

一种基于园区碳排放计量方法的遥控巡
逻系统

ZL201310059316.3

2014.11.2

18

鱼京善/李巍

流域综合规划生态系统健康影响评价工
具软件

软著登字第 0775635 号

2014.7.28

【国际交流】

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参加国际会议、9

环境学院继续稳步开展和大力推进国际交

人次出境开展合作研究、57 人次骨干教师和 55

流与合作工作，拓宽师生国际化视野，跟踪和引

人次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以报告、海报的形

领国际学术前沿，提升学院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式与国际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2014 年，依据学院

【党建工作】

国际交流战略，在宣传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开展

学院分党委机构健全，设有书记、副书记各

团体间国际学术交流、培养国际留学研究生及进

一名，组织、宣传、统战、纪检、青年委员各一

行常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名。综合考虑学院学科特点，本着支部建在组织

获得长足的进步。

上的宗旨，分党委在各研究所和学生年级分别设

由我院杨志峰教授和 Sergio Ulgiati 教授共

有党支部，下设 8 个教工党支部，7 个学生党支

同创办的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部，1 个离退休党支部。2014 年学院分党委共发

and Management (JEAM) 国 际 英 文 学 术 期 刊

展党员 22 名，其中本科生 9 名，研究生 13 名；

（ISSN：2325-6192 (Print)，2325-6206 (Online)）
，

预备党员转正 16 名，其中本科生 8 名，研究生

已正式由美国 L&H Scientific Press 出版社出版，

7 名，教工 1 名。

全球发行。JEAM 随着环境学院多年办刊经验的
成熟以及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深入而创刊。
2014 年该期刊吸收国际一线科研成果，依托多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发展概况】

个国际知名研究协会，将国际及北京师范大学最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起源于50年代物理系核

新研究成果及时发布，并通过美国出版社全球发

物理专业。1979年，教育部和北京市科委批准

行。JEAM 期刊围绕国际学术热点进行约稿和组

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为基础建立

织特刊。并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协会约稿的形式

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暨北京市辐射

进行组稿，2014 年进一步扩大了期刊影响力。

中心，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科委双重领

2014 年，我院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团队出
访活动，在促进科学研究、招生招聘、学生培养、
课程建设等方面卓有成效，进一步扩大了学院的

导。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批准以低能核物理
研究所为依托建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2008
年，学校批准在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基础上建设

国际影响，推动了学院的国际化进程。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是国内

我院继续推进留学生项目，2014 年度共招

最早具有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凝聚

收 12 名学位留学生新生和 2 名短期进修生。继

态物理和核技术应用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之

续推进和夯实澳大利亚博士招生项目、中丹博士

一，也是光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硕士学位授权

双学位项目、JEMES 短期交流项目、中欧中心

的单位。拥有理论物理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

博士项目、法国图卢兹大学研究生项目。

凝聚态物理北京市重点学科、核技术应用校级

2014 年，我院共邀请 23 名国外知名学者来

重点学科。学院和物理系、天文学共同承担

学院访问和讲学，34 人次中青年骨干教师赴美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物理学前沿若干重
122

要理论与实验问题”，和化学学院共同建设

后，其余 14 人全部当年就业，最终所有同学都

“985工程”“非动力核技术平台”，是“射线

100%就业。

束技术与材料改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支撑

【教学科研】

单位。

研究生教学方面，制定了《核科院研究生培

【学科建设】

养方案修订工作方案》、
《核科院学位授权点合格

在学校数据中心推荐的武汉大学排名中，核

评估方案》以及《物理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科学与技术近 5 年在 22 个学校中的排名 4 次第

工作方案》、《物理学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方

4，一次第 5。学院先后获得国家三大奖及省部

案》。在个人报名和全体教师讨论的基础上确定

级奖几十余项，每年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70 余

了学院独立建设的一门网络课程（粒子与固体相

篇，获批国内外专利 10 余项，取得了许多在国

互作用物理学）和 14 门平台课程。14 门课程中：

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核科学与技术 6 门，材料物理与化学 6 门，物理

2014 年初学校布置了“核科学与技术”一

学 2 门。并根据平台课程设置的情况完成了相关

级学科建设工作。经过老师们多次讨论，以及咨

的教学预算工作和教学大纲的初步修订。

询国内、国际核科学与技术知名专家学者，学院

2014 年全院到位纵向项目经费 437.0 万元

制定了“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建设规划

（去年 399.5 万元）
，横向项目经费 45.65 万元（去

（2014-2020 年），重点发展射线束与物质相互

年 173.2 万元）
，总经费 482.65 万元（去年 572.7

作用、核能材料、核技术及应用。2014 年学校

万元）
。其中新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去

批准学院 442.5 万元的学科建设综合专项，120

年 2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北京市科

万元的综合交叉项目。金额达 870 万元的“超快

委仪器研发培育 2 项。全院（中心）创收 372.7

时间分辨 X 射线分析装置”也获批准，目前正

万元（辐射中心账户）,其中技术服务创收 52.9

在积极实施中。

万，经营创收 319.8 万元（去年分别是 150.22

经过多次讨论，对原来的研究组进行了调

万元，56.64 万元和 93.58 万元）
。

整，组建了核能材料、核技术及应用、辐射防护

在前两年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做出重要贡

与环境保护、物理学等以学科为基础的创新教研

献、学院中微子研究成果被列为我校“211 工程”

室，目前各个创新教研室正在按照“核科学与技

十大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今年学院继续参与大

术”一级学科建设规划，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

亚湾中微子实验，在超新星中微子物质效应研

【人才培养】

究、进一步精确测量中微子混合角、寻找惰性中

2014 年入学硕士研究生 32 名，圆满完成学

微子方面做出了贡献，作为合作组成员在

校下达的招生任务。学生中 985 生源和 211 生

Physical Review Letter 上发表了两篇研究成果。

源比例为到 18.75%和 62.5%。博士生入学人数

【获奖情况】

16 人，其中包括硕博连读生 6 人。2014 年我院

2012 级徐亚同学的创业项目获北京师范大

研究生发表论文 52 篇，
其中 SCI 索引 48 篇，Top

学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一等奖，

区高水平文章 12 篇。共有 38 人次获得学校各种

首都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创青春”全国创业

奖励，包括 5 个国奖，9 个一等学业奖，11 个二

大赛银奖。

等学业奖，1 个通鼎奖学金，4 个优秀干部奖，2

【国际交流】

个优秀社会实践奖和 1 个合利屋奖。2014 年毕

学院多名老师出国访问交流。韩德俊教授参

业的 27 名硕士生中，有 6 名选择读博，剩余全

加了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在法国图尔举行的“7th

部当年就业。21 名博士生中，三名选择做博士

ed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123

Developments in Photodetection”
，并作了口头报

生们走村入户，与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谈话、

告。郭新恒教授 9 月至 11 月访问了澳大利亚

也与普通老师和学生、家长交流，历时 10 多天，

Adelaide 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工作。程伟副教授

了解到真实国情民情，增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

于 8 月 11 日到 9 月 10 日赴美国参加半导体国际

信。

会议，并顺访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耀

【党建工作】

锋博士今年 9 月 21 日至 25 日到日本 RIKEN，

学院分党委（党总支）成功申请了学校党建

与美国 MSU 的 Betty 教授，Suwat 博士进行了

项目“种树植心，师生共建社会实践及爱国主义

为期 5 天的学术讨论。期间，参观了 RIKEN 的

教育基地”，圆满完成了上一年度申请的“美丽

核物理实验装置。讨论内容主要涉及核物理实验

中国，从我做起，种树植心，走向崇高”主题党

中反应产物测量装置 TPC 的电场计算以及信号

建活动，建设了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实践基地。

计算等模拟工作。通过讨论，确定了 TPC 电场

通过连续的投入和不断完善，依托“走向崇高先

计算方法，用以推动后续工作的进行。

遣团”平台的社会化教育实践平台日趋完善，深

应晏世伟教授邀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理论

度访谈活动参与者，大都认为该活动是一次很好

物理研究所 Joachim Alexander Maruhn 教授于今

的“洗心之旅”，提高了学院教师党员的凝聚力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日到校访问。

和团队精神，提升了师生间的感情，营造了良好

【社会服务】

的学院文化氛围，践行了美丽中国梦的号召，强

这些年，在开展的各种社会实践中，学院也

化了党员的先锋模范意识，增强了每一个参与者

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固定项目。如浑善达克沙漠

的社会责任感，植下了志愿服务社会的崇高志愿

绿化植树活动，已经连续开展 4 年，学院的绝大

者精神，树立了生态文明理念和爱国主义情怀。

多数学生都参加过这个活动，并在那里建立起学

学院现正总结该活动的成功经验。为了倡导奉献

院的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邀请一些社

精神、公益精神，倡导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人

会著名公益人士给学生做爱国与修身方面的报

生，研究生会邀请廖理纯教授于 12 月 6 日，组

告。这种定期沙漠植树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尽

织了大型公益讲座“人生的选择：从董事长到‘锹

可能让学院每一名研究生都去艰苦的环境中锻

王’的绿色升华”
。又组织了“科技兴则民族兴，

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责任意识，磨练心性，

科技强则国家强”主题党建活动，到中关村国家

在与大自然的撞击中、在艰苦的劳动中，品味和

自主创新示范区参观和交流，学习引领群雄的经

学会团结协作，培养家国情怀，培养关爱自然、

验、激发昂扬向上的斗志、拓展开拓创新的思路、

珍惜生命、感恩社会和回报社会等优良品德。

成就学院辉煌的未来。当大家看到学院参与设计

本年，学院开展了中国科技馆志愿讲解员的

制作的离子注入机被作为高新技术展览时，自豪

公益实践活动，组织近 20 位研究生志愿者，利

感、成就感油然而生。

用周末的时间，到中国科技馆的物理、核科技、
华夏之光等各个展厅开展志愿讲解员的工作，并
准备将这项活动长期化。关爱太阳村孤儿公益活

物理系
【发展概况】

动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学院也准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可追溯到1904年京

备形成固定活动项目。

师大学堂在优级师范科开设的物理学课程。1911

利用暑期时段，学院还组织一支暑期实践队

年创建数学物理部，1923年成立物理学系；1952

伍，学工负责人亲自带队，开展了广西边远少数

年院系调整，原辅仁大学物理学系并入。一批著

民族地区教育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实践活动。学

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如吴有训、张贻惠、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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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赵忠尧、何泽慧、夏元瑮、褚圣麟、郑华炽、

项目资助（40 万元）；教学工作重中之重的 2015

余瑞璜、何育杰、张维正、李意然、吕烈扬、张

版教学大纲的修订已基本完成；加强教学方面的

阜权等在此从教，并培养了汪德昭、乔登江、汪

对外交流与合作，注重开阔教师学生视野；积极

成为、凌永顺、刘尚合、王广厚等多位院士和一

鼓励学生参与本科科研、实习实践、学科竞赛等

大批教育战线的中坚力量。20世纪物理学的快速

活动；在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均取得丰硕的成果：

发展促使物理学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派生了一

1. 十二五规划教材 4 本；

大批新兴学科，并促成了我校天文系（1960）、

2. 国家精品视频课 1 门；

低能核物理研究所（1979）、无线电系（1980）、

3. 获北京师范大学名师 1 名；

分析测试中心（1980年）、系统科学系（2002

4. 获第十四届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年）等相关院系的诞生。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

基本功比赛理科组一等奖；

是国内最早具有凝聚态物理和理论物理博士学

5. 获得国家创新项目 7 项；北京市创新创

位授权的单位之一。物理学系现有教职工79人，
其中，专任教师中教授30人、副教授28人、讲师

业项目 8 项；校级本科科研项目 7 项；
6. 在“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
”
中获得二等奖；

2人；有学生1028人，其中本科生560人、硕士研
究生362人、博士研究生106人。

7. 北京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获得一等

【科研工作】

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

1.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项目 12 项，

8. 在第六届立思杯全国大学生物理教学技

含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 项；总经费 1050 余万。

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2 项，其中 4

2. 获批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三项，

位学生获得教学技能展评一等奖； 2 名学生获

申报额度合计 120 万。

得教学技能展评二等奖；

3. 物理学系全体教师发表 SCI 论文 157 篇，

9. 本科生发表论文 18 篇，其中 SCI 刊物收

其中 2 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 3 篇

录的论文 14 篇，包括在 PRB、APL 等刊物以第

PRL。从取得的成果来看，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

一作者发表论文 5 篇；

5 篇论文中，青年教师发表 5 篇，体现出我系青

10. 70%左右的本科毕业生选择了出国深造

年教师的强大发展潜力。

或者到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读研究生；

4. 实验方向成果的产出，同时说明了物理

11. 公费师范生就业率基本上是 100%。

学系经过多年实验方面建设，已经取得良好的成

进一步完善了研究生课程改革。制定了新的

效，物理学科的发展，已经开始由理论物理转向

博士生招生简章，审定博士生导师资格，把招生

理论和实验物理协同发展的方向过渡。

名额预分配给导师。

5. 充分利用一级学科建设经费，邀请国内

【国际交流】

外高水平科研人员来我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作

国际合作方面配合学校完成了一系列工作，

各类学术报告 70 次，其中国外专家报告 18 次，

接待了希腊代表团访问和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学

占 26%。

系主任 Eric Mazur 教授讲学等。在开展国际化教

【人才培养】

学方面，聘请了西班牙的物理教授 Albert、美国

物理学系进一步推进本科教学的管理与改

教授李然等为物理学系本科生开设全英文课程；

革，制定了励耘班的发展规划，并针对励耘班和

同时，组织励耘班参加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暑期

基地班的学生进行了“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

学校。根据国际处要求，组织我系老师申报短期

模式改革探索与尝试，并获得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海外文教专家聘请项目。根据研究生院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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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研究生国家交流方案的制定工作，鼓励更多

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学科。天文系结合国家科学

的研究生出国交流访问。

和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充分发挥天体物理优
势的同时，逐步重点建设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和

天文系

天文技术与仪器，形成有机的天文学研究群体，
取得科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发展概况】

作为天文研究的基础，观测工作是非常重要

天文系成立于1960年，是我国高校成立的

的，天文科学的重大项目都体现在空间探测发展

第二个天文系。经过50多年的发展，现拥有天

上。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不仅理论研究方面，同

文教学综合实验室、现代天体物理实验室两个

时在技术方面，包括天体观测和天体测量专业和

校级实验室和天文观测研究中心，三台光学望

光电探测技术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天文系参与的

远镜、一台射电望远镜和先进的终端探测设

南极内陆高原冰穹 A 施密特望远镜阵（AST3）

备，以及十台小型望远镜组成的望远镜群。天

项目是以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在超新星宇

文系光电探测研究室与物理学光学专业、低能

宙学、类地行星搜索、早期宇宙结构的形成等研

核物理研究所联合成立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究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天文系加

—应用光学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四个研究单

入了一些国际联合观测项目，获取了高质量数

位签订了联合建立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基地的

据，做出了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成果。

协议；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共建改造了兴

【队伍建设】

隆观测基地一台85公分光学望远镜，命名为

天文系现有在编人员 27 人，其中包括教授

“国家天文台——北京师范大学望远镜”，与

12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4 人、中级 2 人和博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共建改造了昆明观测基

士后 2 人。教师中有博士生导师 8 名，硕士生导

地一台60公分光学望远镜，命名为“云南天文

师 14 名。目前天文系设有天体物理学科二级博

台——北京师范大学望远镜”。

士点和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硕士点。天体物理为

【学科建设】

校级重点学科及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今年本系

拥有天文学一级学科，一个博士学位授权

通过引进和选留，充实了一名教授、一名讲师、

点，三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天文学博士后

一名师资博士后和一名实验员。

流动站，拥有国家精品课程《天文学导论》，并

【人才培养】

在努力提升教学水平的基础上，成功申请为教

天文系 2014 年本科自主招生，共录取 24

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北京市高校特

名本科生（含 1 名留学生）
，学生全部为第一志

色专业，是高校惟一的天文类特色专业建设

愿。2014 年在全国招收了 16 名硕士研究生、7

点。天体物理学科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和北京

名博士生和 1 名博士后。目前共有研究生 56 人，

市一级重点学科。天文系申报的北京市级校外

其中硕士生 30 人、博士生 27 人。天文系 2014

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获得了立项和资助。此

年共毕业研究生 10 名，其中 4 名博士，6 名硕

外，天文系承担市级和校级教改项目多项，参

士。主要去向为：科研单位 7 人、高等学校 2

加的教师比例达80%，组织学生成功申请多项

人、出国 1 人。就业率为 100%。

包括国家级、北京市级和校级大学生科研项

【教学科研】

目，参加学生比例达90%以上，并取得了丰富

2013-2014 年天文系新申报 5 项教改项目获

的成果。

批准，见表一。

天体物理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的优势学
科，天文系的重点突破是把天体物理建设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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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报获批准的教改项目
课题名称

课题类型

主持人

经费(万元)

天体力学基础

校级

高健

2.0

天文科幻电影赏析

校级

李庆康

2.0

天文数据处理课程的案例教学建设

校级

赵娟

2.0

天文学导论

精品资源共享课

何香涛

10.0

宇宙中的新发现

精品视频公开课

何香涛

20.0

2014 年，天文系学生主持或参加学校和天

二。

文系的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共 6 项，见表
2014 年获批准的本科生科研项目
主持人

指导教师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经费(万元)

满中意

吴江华

校级

BL Lac 天体 1ES 0806+52.4 的光变分析

0.2

窦 晶

姜碧沩

校级

超新星遗迹的全波段消光律

0.2

周叶艳

高健

校级自筹

猎户星云中不同星际环境的消光规律

0.2

李 刚

付建宁

北创

南极 AST3-1 望远镜观测数据处理和变源分析

2.0

满中意

吴江华

国创

BL Lac 天体 1ES 0806+524 和 S5 0716 +714 多波段光变分
析与研究

2.5

胡奂晨

张同杰

国创

宇宙学观测数据的品质因子研究

2.5

天文系目前有 6 个研究方向：星系宇宙学、

【国际交流】

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天

天文系由于学科特点，具有广泛国际合作与

文技术与仪器、实验室天体物理。这六个方向都

交流的优势与特色，与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

主持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一项杰

等开展了广泛的实质性的合作。如：美国耶鲁大

出青年基金项目和 4 项基金委重点项目。伴随这

学、加州理工学院、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些项目的进展，天文系在暗能量、引力波、变星、

Wisconsin）、法国 les houches、德国柏林自由大

有磁场和转动的恒星演化模型、热星星风、银道

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波兰 Nicolaus

面红外消光等研究课题上取得国内领先的成果。

Copernicus Astronomical Center 等。

2014 年共发表了科学论文 30 篇，其中 SCI

举办了 1 次国际天文会议和多次小型国际

论文 20 篇。

研讨会。

2013 年度组织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约 12 人次；接待来访

天文联合基金共 11 项，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15 人次。

金面上项目 1 项，参与科技部 973 项目三项。今

另外，2014 年有 10 余名学生出国参加学术

年到位科研经费约 300 万，包括基金委项目、科

会议和进行学习交流。

技部 973 项目以及横向项目。

【社会服务】
2014 年夏天，天文系继续与北京大学天文

【获奖情况】

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北京天文馆等单位

2013-2014 学年获得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

联合举办全国中学生天文夏令营。精心组织了中

项。项目名称：创新性人才培养之本科生科研训

学生夏令营“北师大天文之夜”活动，系主任做

练的探索与实践，成果完成人：张同杰、杨志良、

动员报告，夏令营所有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利用

孙艳春、赵峥、何香涛。

本系十多台天文望远镜，自己动手调试望远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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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月亮和大行星等天体；全系一半教师担任夏

爱国情怀，在历史的熏陶下重新完善自己的中国

令营面试老师。

自信。

天文科普文化节：天文科普文化节以“普及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天文知识，发扬科学精神”为宗旨，致力于推动
高校天文科普事业的发展，提高大学生以及社会

【发展概况】

大众对于天文知识的兴趣和爱好。本次文化节继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成立于 2008 年 9

续贯彻这一宗旨，共举办了一系列科普讲座：天

月，其前身是创建于 1999 年 12 月的社会发展与

文漫谈、
“来自星星的你”
、星缘下，星语时、天

公共政策研究所，建院院长是张秀兰教授。2014

文摄影很简单；组织观看天文现象，包括路边天
文、参观并使用教九望远镜、参观古观象台等。
【党建工作】

年春季，学校任命徐月宾教授为院长，田东华教
授为书记，乔东平和李海燕老师为副院长，张冉
冉为副书记。新一届领导班子确立党政联席会议

学生党建

的议事决策平台职能，同时在党政联席委员会下

（a）严格党员发展程序

设立招生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建

在本科生党员发展方面，过去一年里天文系

立例会工作制度，强化委员会职能。加强党的基

本科生党支部按时组织了推优答辩会、发展和转
正会，共发展了 4 名新党员，转正 3 名预备党员，
还接收了 1 名大一的新预备党员。

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
学院的目标是：“打造贴近世界水平的公共

在研究生党员发展方面，在过去的一年中我

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研究型学院”。学院的发

们从研究生团员中共推选出 6 名积极分子，发展

展紧贴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基于实证的

了 1 名预备党员，转正 2 名预备党员。

科学研究为政府部门在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

（b）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在本科生党建方面，组织了共训班的活动，
上学期和文学院一起组织了给山区儿童写一封

等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方面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
议。
学院的院训是 “博学力行”，彰显学院开放

信的共训班实践活动。天文系本科生党支部和环

的心态，博采众长、熔铸自己学术专长的特点，

境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一起组织了“群众路线”交

传递学以致用的理念。

流研讨会。

学院现有 4 个挂靠单位和 9 个下属机构。学

在研究生党建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

院共有教职工 71 名，其中全职教师 37 人（教授

括：

8 人、副教授 18 人、讲师 11 人，包括 4 名外籍

“强化宗旨意识，争做时代先锋”主题实践

教师、1 位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和 2 位新世纪

活动：研究生支部参观天文馆，活动后我们又组

优秀人才）
，共有 16 人约 43%的教师在海外取

织支部全体党员开展了理论学习活动，深入了解

得博士学位，62%的教师具有海外留学和进修学

群众路线教育的理论实践活动内容，为践行我们

习的经历（详见附录 1：教师梯队表）。学院还

日后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性，并

聘请了 4 名海外名师、6 名客座教授和 10 多位

从端正作风方面告诫党员同志要从自身做起，增

校外专家学者为兼职教授。此外，学院有在站博

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践行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国自信”活动：
天文系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党员参与回访中国历

士后 4 人，研究助理 10 人，行政管理人员 9 人。
学院招收学术型博硕研究生、公共管理专业
硕士（MPA）、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以

史，树立中国自信的活动，在活动中树立党员的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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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代 中 国 发 展 研 究 ” （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学位硕士项目留学

学科前沿研讨课和高级研讨课。努力打造富有

生，共有 3 个博士点、1 个硕士点和 7 个专业学

特色和系统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对延期博士

位方向（详见附录 2：学科专业一览表）
。

生的规范管理，督促在校时间逾 6 年的博士生

截至 2014 年 12 月，学院共有在读学生 333

限期提交学位论文。

人，其中硕士生 54 人，CFP27 人，博士生 59

2014 年学院招收 MPA 学生 75 人，学生主

人，MPA156 人，MSW68 人，留学生 37 人。

要来自于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

【学科建设】

等。招收 MSW 学生 45 名。

2014 年，学校提出以学科改革撬动学校综

【科研工作】

合改革，全面深化学校各领域改革。围绕学校以

2014 年，学院科研项目数量和经费稳定增

一级学科为基础的综合改革，学院逐步明晰了

长。新立项 62 项，合同总金额 1600 多万元，到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跨学科交叉平台”的战略

账总金额 1300 多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

定位，“主要由公共管理和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

金 1 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1 项；省部级项

进行交叉”，同时参与学校“公共管理”和“社

目 7 项。教师发表论文 48 篇，其中学术期刊论

会学”两个学科建设，教师根据自己在人才培养

文 38 篇，英文学术期刊论文 12 篇。以第一作者

和科学研究上的方向，明确一级学科归属，已有

出版学术专著 4 部，编著 1 部，译著 1 部，参编

3 位教师选择社会学学科，交叉学科的格局初步

英文专著 1 部，工具书 1 部。完成研究报告 16

形成。

部。共举办 7 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 11 月，学

目前，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共有社会保障、

院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第一届社会

社会政策、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非营利组

学前沿论坛，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

织管理等 4 个二级学科；社会学一级学科下有社

大学等 10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

会学一个二级学科。

参加了会议。

【人才培养】

【获奖情况】

2014 年，学院进一步充实招生委员会和教

2014 年，我院共荣获 4 项集体荣誉， 15

学委员会的力量，完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良性

人次教师获奖，68 人次学生获奖；2013 级 MSW

互动的多元人才培养模式；狠抓教学质量，推动

班分别荣获“研究生优秀班集体”和“优秀团支

教学改革，强化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

部”称号；研究生会被评为 “优秀分研会”称号。

教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为激励教师教好课，
从 2014 年 9 月起，学院对所有开设课程的教师

王曦影老师荣获学校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第
十二届优秀青年教师奖二等奖。

发放课酬。

2009CFP 博士生周玲因其在“大爱清尘”公

学术型研究生方面，2014 年学院共招收博

益项目中的杰出工作，当选第五届“感动师大十

士生 11 人，硕士研究生 14 人。2015 级 10 名学

大新闻人物”，学院也为她发布了嘉奖令。学院

术型硕士招生全部录取推荐免试生，其中 9 名

为研究生会颁发了“我爱学院奖”。

来自 985 院校，另 1 名来自 211 院校；配合学校

详见附录 3：学院荣获的各种奖项清单。

人才培养改革，讨论并初步制订出公共管理一

【国际交流】

级学科 2015 年学术型研究生和培养方案。资助

2014 年，学院教师和学生出国访问和交流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经济学、定量

27 人次。

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 5 门一级学科平台硕

拓展学生国际交流活动。2014 年暑期，学

士学位基础课建设。鼓励教师组织开设博士生

院在坦桑尼亚举办“发展研究领域的中非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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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实习项目”。12 月在韩国崇实大学举办“中

市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和新经验，为城市建

韩社会政策研究生学术交流”，强化了中韩青年

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专业支撑和人才保障。

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为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

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学院向北京市民政

基础。

局提交了《北京市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状况调研报

聘请国际知名学者讲学。通过学校和北京市

告》和政策文本《北京市民政局关于推进社区社

外国专家局的高端外国专家人才项目聘请到美

会工作服务的意见（草案）
》。

国史密斯学院 Josh Miller 教授来我院工作，每年

【党建工作】

两个月，共三年，合作撰写教材、英文文章等，

2014 年，学院发展师生党员 6 人，目前共

推动学院教师能力建设。

有党员 217 人，其中教工党员 27 人，学生党员

“当代中国发展研究”硕士项目。2014 年招

190 人。在思想建设和党建活动方面，共开展主

收 17 名国际学生，7 人来自非洲，8 人来自欧洲

题党建活动、民主生活会和学习交流会等 13 次，

和北美，2 人来自南美。 另外，为了提高项目

如教工党支部作为团体志愿者与春苗儿童救助

的品牌影响力，学院于 2014 年秋季启动国际学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为 30 余名残障孤儿开

位认证准备工作。

展志愿服务活动；前往顺义参观北京春苗儿童救

【社会服务】

助基金会“小花关爱项目”之小婴儿之家，赠送

学院高质量地完成两批次督导培训工作：培

婴儿用品；田东华书记带领全院教师集中学习

训新疆一线社会工作和管理人员、社工督导 160

《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座谈会

名，培训来自北京市各区（县）民政局、社区居

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委会、养老机构和社工机构的工作人员达 150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教育部“高校招生工作人

余人次。承办北京市民政局“全国社会工作高级

员六不准”、“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

研修班”，研讨从社会工作发展的视角探索城市

等重要文件。

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切合点，寻求多种力量推动城
附录
1. 教师学科梯度表
一
级
学
科

二级
学科

社会
保障
22 人

教授
>60

56-60 51-55 46-50 41-45 ≤40 >50 46-50

胡
晓
江

Robin
Liwis

公
共 社会医
管 学与卫
理 生事业
管理
8人
非营利
组织
管理
4人

副教授

8

张
秀
兰

王
振
耀

田
东
华

乔
东
平

屈
智
勇

高
华
俊

金
承
刚

41-45

36-40 ≤35 ≥45

王晓华
刘凤芹
王曦影
Miguel Salazar
张 欢
Karl Johnson
高 颖
田 明
周 玲

萨支红

陶
传
进

讲师及助教

18

梁小云
Pierre
Miege

余晓敏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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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4

11
≤35

王新松
陆奇斌
杨立军
肖索未
陈彬莉
韩华为
田方萌
张玉荣
徐晓新

张维军

社
会
学

徐
月
宾

3人

巴战龙

杨力超

2. 学科专业一览表
类别

学科专业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硕士
（双证）
MPA

学术型研究生

专业方向

授予学位

社会保障

管理学博士/硕士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管理学博士学位

非营利组织管理

管理学博士学位

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管理
危机决策与媒体战略

公共管理硕士

社会管理

社会工作硕士
MSW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硕士

公共管理

当代中国发展研究

管理学硕士学位

国际学位研究生

3. 学院获奖一览表
学院获奖和教师获奖清单
类别
学院获奖
2项

颁奖单位

日期

获奖/荣誉名称

获奖者

校工会

2014.3

三八节教工跳绳团体比赛
优胜奖

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基金会

2014.11.17

筹资工作贡献奖

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2014.12

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第十二
届优秀青年教师奖二等奖

王曦影

校工会

2014.1.8

学校第二届智力运动会之
数独比赛特等奖

胡晓江

2013 年度部门工会评优

教职工之友：田明；
优秀工会干部：田明、祁思妍；
工会积极分子：刘娟、王红、韩华为、张维
军、尚立富、梁卫华、张钰婧、梁小云、王
晓华

教师获奖
14 人次
校工会

2014.4.4

学生获奖清单（一）
序号

日期

颁奖单位

获奖/荣誉名称

获奖者

1

2014 年 9 月

2

2014 年 10 月

社发院

“我爱学院奖”

社发院研究生会

校团委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分研会”

社发院研究生会

3

2014 年 11 月

校研工部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优秀班集体

2013 级 MSW

4

2014 年 11 月

校团委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优秀团支部

2013 级 MSW

学生获奖清单（二）
奖项

姓名
严

一等奖学金
3人

二等奖学金
3人

年级

俊

2012 级博士生

贾运发

2013 级 MPA

方

颖

2013 级 MPA

刘

阳

2013 级 MPA

张

瑾

2013 级 MPA

谭红波

2013 级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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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三等奖学金
2人

江

2013 级 MPA

张并立

2013 级 MPA

学生获奖清单（三）
奖项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学术型）
4人

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专业学
位）
5人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4人

国家奖学金
6人

学校一等奖学金
11 人

学校二等奖学金
14 人

姓名

年级/类别

专业

高则一

2011 硕

社会保障

李

睿

2011 硕

社会政策

郭彤华

2012 硕

社会政策

郭

静

2011 博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许

琪

2012 硕

公共管理

邢学义

2012 硕

公共管理

冀

岩

2012 硕

公共管理

胡

静

2012 硕

公共管理

王艳妮

2012 硕

公共管理

高则一

2011 硕

社会保障

许

琪

2012 硕

公共管理

邢学义

2012 硕

公共管理

冀

岩

2012 硕

公共管理

殷

怡

2013 硕

社会保障

王

瑛

2013 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高丽欣

2013 硕

社会工作

曹雨欣

2013 硕

社会工作

彭

宇

2013 博

社会保障

卢玮静

2012 博

非营利组织管理

陈晓锋

2012 硕

社会保障

张丛丛

2012 硕

非营利组织管理

孙

健

2012 硕

社会政策

伍

琼

2013 硕

社会保障

马

坤

2013 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李亚军

2013 硕

社会工作

李宇婷

2013 硕

社会工作

王

曼

2013 硕

社会工作

谢

坚

2012 博

非营利组织管理

马

爽

2013 博

社会保障

郭元凯

2013 博

社会政策

郭梦琪

2012 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孔祥蕾

2012 硕

社会保障

顾雅婷

2012 硕

非营利组织管理

丁可可

2012 硕

社会保障

吴中盛

2012 硕

非营利组织管理

宋

丛

2013 硕

社会保障

吴方琴

2013 硕

社会工作

隋佳伦

2013 硕

社会工作

玉万叫

2013 硕

社会工作

朱照南

2013 博

非营利组织管理

褚勇强

2012 博

社会保障

袁

2013 博

社会保障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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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宣

2013 博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张晓雷

2013 博

社会保障

车

轲

2013 硕

社会保障

侯苏娥

2013 硕

社会保障

阳慧颖

2013 硕

非营利组织管理

林

嘉

2013 硕

社会保障

张

柳

2013 硕

社会工作

欧阳官祯

2012 硕

社会保障

徐文姗

2013 硕

社会政策

袁

帅

2013 硕

社会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华藏奖学金

李亚军

2013 硕

社会工作

优秀研究生干部
5人

社会实践奖
3人

北京师范大学“合利屋”社会实践奖

李宇婷

2013 硕

社会工作

寒假返乡调研校级一等奖

王富刚

2013 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寒假返乡调研校级三等奖

殷

怡

2013 硕

社会保障

周

玲

2009CFP 博

社会保障

周

玲

2009CFP 博

社会保障

2013 博士、
留学生

社会保障、中国当代发展研究

第五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嘉奖令
校园文化产品创意大赛三等奖

袁晶、Nove
Doloksaribu

系统科学学院

已经成为基础坚实、特点突出、实力雄厚，具
有较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优势学科。目前，

【发展概况】

系统科学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科建设起步早，

国内唯一系统理论二级重点学科，系统科学博

具备突出的特点和优势。1979 年，学校成立了

士后流动站，拥有系统理论、系统分析与集

非平衡系统研究所，1985 年，创建系统理论专

成、系统工程硕士点和项目管理专业硕士点。

业，开始有目的地投入力量开展系统科学学科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北师大系统科学学科

建设。1990 年，我校成为系统理论首批博士学

已经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完整人才

位授权单位；1998 年，建立全国首个系统科学

培养体系，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实力，

博士后流动站；2000 年，取得系统科学一级学

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在系统科学研究领域中具有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 年，系统理论专业被

较强教学科研实力的单位之一。

评为系统科学学科中全国唯一的国家重点学

系统科学学院下设项目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科；2003 年，系统科学成为北师大“十五”

（MPM），是在研究生院直接领导下，具体从

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学科并进入 2005 年启动

事 MPM 教育管理的职能部门。MPM 教育中心

的 985 工程项目建设；2004 年，建立复杂性研

的例行工作主要包括招生咨询、学籍管理、教学

究中心，在教育部评估中心组织的一级学科评

管理、案例建设、考试管理、论文答辩、合作办

估中，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科名列全国第

学、校友联络等。

一；2007 年再一次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重点学

【队伍建设】

科评估。2012 年 1 月，系统科学科学在教育部

系统科学学院既注重学术队伍的扩大，更注

组织的学科评估中，排列全国第二位。2013 年

重团队结构和实力的优化，已经形成了一支富有

4 月，我校建立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

生机和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成员的年龄、学历、

【学科建设】

学缘等结构不断改善和优化，具有博士学位的研

三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科

究人员数目逐年增加，大部分人员都有在国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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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学习的经历。方福康教授是本学科资深带头

展计划（973）项目，一个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

人，中青年的学术带头人狄增如教授、韩战钢教

项目，一个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授、王有贵教授、李红刚教授、青年千人王文旭

项目，项目金额总计超过 700 万元，人均 38.2

教授都成为在相关领域有影响的科研工作者。目

万元。公开发表论文 39 篇，其中 SCI 或 SSCI

前学院共有教职工 21 人，其中专任教师 18 人，

检索 31 篇，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研究成果。具

8 人有教授职称，7 人有副教授职称。另有在站

体情况如下：

博士后研究人员 2 名。

2014 年，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 年 10 月，我院院长狄增如教授当选中

获准立项，
《基于姓氏空间分布的人口迁移研究》

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陈家伟，批准号为 14BSH024）。由北京师范

【人才培养】

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和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所联

截至 2014 年 6 月，学院共有在校学术型研

合申请的"全国网络科普现状专项调查"项目，获

究生 59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21 名，硕士研究生

得批准。三个自主科研项目获得北京师范大学资

38 名。2014 年学院共招收 19 名学术型硕士研究

助，分别由陈六君（旨在建立非完全理性博弈者

生，9 名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授予 5 人系统理论

模型的博弈实验与理论研究）、樊瑛（应对复杂

博士学位，9 人系统理论硕士学位，3 人系统分

性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模式研究）、王大辉（双脑

析与集成硕士学位，1 人系统工程硕士学位。

神经元网络及其在双人协调运动的应用研究）主

2014 年 4 月，学院成立学生社团“新经济学

持。

读书会”。该读书会的各项活动全部由学生自发

2014 年标志性研究成果：2014 年 7 月 11

组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成功邀请到多名

日，
《Nature》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自

经济学家、学者莅临指导，如英国金斯顿大学教

然 - 通 讯 》） 以 “Reconstructing propagation

授、系主任 Steve Keen，Knox 大学经济学教授

networks with natural diversity and identifying

Steve Cohn ， Loire Valley 大 学 经 济 学 教 授

hidden sources”为题，发表了系统科学学院王文

CyrillePitecki 等。

旭团队关于复杂网络重构的重要研究成果；2014

学院下设项目管理硕士教育中心（MPM）
。

年 9 月 17 日英国皇家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目前，本学位点共有 4 个年级、81 位学生，都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以
“Universal predictability

是在职攻读硕士学位。2014 年共计有 19 名硕士

of mobility patterns in cities”为题，发表了系统

毕业生获得 MPM 项目管理硕士学位。

科学学院关于城市人群移动量的预测研究获得

2013 年 9 月-2014 年 9 月，我院研究生共计

重 要 进 展 ， 评 阅 人 认 为 “ It is a novel and

发表论文 17 篇，其中 SCI 检索 12 篇，SSCI 检

interesting model of human mobility, and its

索 2 篇。按照期刊论文的人次统计，我院研究生

performance is impressive for a parameter-free

为 44 人次（39.3%）
，在全部 SCI 和 SSCI 检索

model”
；2014 年 10 月 17 日，英国 Nature 出版

论文的人次统计中，我院研究生为 36 人次

集团旗下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以“Ranking

（40.5%）。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the effect of nonlinearity”

【科研工作】

为题，发表了系统科学学院复杂系统研究团队在

2014 年系统科学学院共有在研项目 24 个，

科学引文数据的基础上，考虑论文重要性的非线

其中国家级项目 12 个，包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

性效应，建立了新的科研论文评价方法的消息。

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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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
NO.61374165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多个体集群运动中信息共享引致对称破缺的模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与实验

起止年月

项目负责人

系统学院人员参与

2014.1-2017.12

韩战钢

韩战钢主持

经费
81 万

12&ZD217

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应对决策研究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
2013.1 -2015.12
四批）

徐玖平

狄增如
（第 4 子课题负责人）

10 万元

No. 61374175

基于科学引文数据的耦合网络演化与预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4.1 -2017.12

狄增如

狄增如主持

79 万元

No. 11105011

基于压缩传感理论重构复杂网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2 年-2014 年

王文旭

王文旭主持

28 万元

王有贵主持
陈清华、张江参与

60 万元

No. 61174165

经济系统中的流动性及其对尺度分布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2.1 -2015.12

王有贵

No.61174150

透视复杂网络中的社团结构：显著性、顶点中心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2.1 -2015.12

樊瑛

No.11205014

在相干态表象中求解非平衡多体系统量子主方程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2013 年-2015 年

吴金闪

吴金闪主持

24 万元

No.31271169

风险感知的神经计算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3 年-2016 年

王大辉

王大辉主持

80 万

14BSH024

基于姓氏空间分布的人口迁移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 年-2017 年

陈家伟

陈家伟主持

20 万

11105051

心肌细胞和心肌组织的钙离子动力学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

2012.1-2014.12

崔晓华

崔晓华主持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

2014 年-2016 年

中组部

2012 年-2014 年

2012CB955501 全球变化对人类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影响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20110003110027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及其在突发事件管理中的应用

20121002704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王文旭
樊瑛

樊瑛主持

22 万

吴金闪：子课题骨干

45 万元

王文旭主持

100 万元

樊瑛主持

12 万元

“蚁族”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012.1-2014.12

陈家伟

陈家伟主持

7 万元

通过二阶 BBGKY 方法计算非平衡定态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2013 年-2014 年

吴金闪

吴金闪主持

3 万元

在线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

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科技项
2013.1 -2015.12
目

狄增如

狄增如主持

50 万元

情报搜索加工交通案例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013.11 -2014.4

李红刚

李红刚主持

12 万元

从知识集合自动制作概念地图的技术

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

2013 年-2015 年

吴金闪

吴金闪主持

10 万

内容和形式并重的科学计量学

北京科技情报所横向课题

2013 年-2014 年

吴金闪

吴金闪主持

12+18 万元

论坛类情报特征及其搜索

北京科技情报所横向课题

2012 年-2014 年

陈清华

陈清华主持

12 万元

全国网络科普现状专项调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14.6-2014.12

陈清华

陈清华：子课题负责人

20 万

量子力学双语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2012 年-2014 年

吴金闪

吴金闪主持

2万

C 程序设计教学改革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教改项目（基础课建设项目） 2012.4~2014.4

郑涛主持

2万

数学模型实践性教学的研究和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陈清华主持

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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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 -2014.4

郑涛
陈清华

【获奖情况】

3. 博士生沈哲思、硕士生李婧文获国家奖

人才类

学金

1. 王文旭教授入选 2015 年度北京市科技新

4. 博士生赵琛，硕士生姚丽阳、周怡宸、

星

吴畏获一等学业奖学金
2. 王文旭教授获得 2014 京师人才一等奖

5. 博士生林国强、黄阳，硕士生齐天笑、

3. 张江教授获得 2014 京师人才二等奖

王馨、董灿获二等学业奖学金

4. 王文旭教授入选 Elsevier 2014 中国高被

6. 博士生沈哲思、硕士生李婧文获通鼎二

引学者

等奖学金

5. 王文旭教授获“2014 年第 10 届中国网络

7. 博士生高欣东、硕士生姚丽阳获校级优

科学论坛”青年希望奖获得者称号

秀学生干部

教学类

8. 硕士生周旋军获华藏奖学金

1. 李克强教授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博弈论》

9. 博士生姜立获社会实践奖

荣获 2013-2014 学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质

10. 硕士生张煜霞获校友金声奖学金

研究生课程特等奖

11. 博士生黄阳获文体竞赛三等奖学金

2. 吴金闪副教授荣获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

12. 硕士生周璇、石永彬获久久源川奖学金

“通鼎青年教师奖（研究生教学奖）”

13. 2013 级硕士班获校级优秀班集体

3. 周亚副教授荣获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本

【国际交流】

科教学优秀奖

2014 年系统科学学院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

4. 吴金闪团队的教学成果“‘教的更少，

举办讲座 22 个，主办 2 个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会

学的更多’的教学模式：概念地图学习方法与专

议。发表国内学术会议报告 14 篇，Poster11 个；

业课程相结合” 荣获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优

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27 篇，Poster2 个。

秀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

Bertrand Roehner 教授连续 8 年访问我校，

5. 狄增如、樊瑛、王文旭团队的教学成果

汉字叔叔 Richard Sears 产生良好社会影响。另

“导师组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荣获 2014 年北

有法国科学院教授 Serge Galam，法国能源委员

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

会 HuguesChate 教授，牛津大学新经济思维研究

科研类

所教授 Cameron Hepburn，澳大利亚 New Castle

1. 博 士 生 沈 哲 思 获 国 际 网 络 科 学 大 会

University 的 Graham Brewer 副 教 授 和
SittimontKanjanabootra 博士，中国台湾铭传大学

NetSci2014，OUTSTANDING POSTER
2. 硕士生王馨获中国物理学会（CPS）2014

的林文苑教授和石婉瑜博士，来北京师范大学系

年秋季学术会议“优秀海报张贴奖”

统科学学院进行访问与合作交流。2014 年，我

3. 博士生赵琛获第十届全国复杂网络大会

院举办学术讲座共计 20 余个。张江连续访问

“最佳论文提名奖”

Santa Fe 研究所。多位老师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

综合类

会 议 会 或 做 学 术 交 流 ： NetSci2014 、 SPMCS

1. 硕士研究生周旋军获 2014 年“创青春”全

2014 、 WEHIA 2014 、 “Statistical Physics of
Active Matter”、 III Open Global Systems Science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2. 系统科学学院荣获“我的木铎年华——

Conference、首届概念地图教学与教学研究研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主题征文比赛”优秀组织

讨、第一届阿里巴巴复杂科学前沿论坛、第十届

奖，硕士生杨思聪同学获二等奖

全国复杂网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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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

学院是全国首批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博

成功举办生命体与活性物质集群行为实验国际

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是全国首批统计学一级学

研讨会（SSS Workshop on “Collective Behavior

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院拥有一个本科专业

Experiments on Living Organisms and Active

（统计学，授理学学位）、两个学术型硕士、博

Matter”）。本次会议集中了国际国内本领域顶

士专业（经济统计学，授经济学学位；应用统

尖学者，展现了这一领域当前进展的最前沿水

计，授理学学位），同时招收应用统计专业硕

平，体现了系统科学学院在本领域的研究的重

士，并设有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相关专

要地位。

业的博士后和国内外访问学者。

【社会服务】

【学科建设】

2014 年 3 月，北京师范大学作为首个中国

统计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一级学科

创始成员，应邀加入“姐妹大学/联合国教科文

主建单位。本年度我们论证通过了《北京师范大

组织复杂系统数字校园”计划（UNESCO

学统计学科一级学科建设规划（2014-2020）》，

UniTwin International Complex Systems Digital

重点建设经济统计学、应用（生物、教育）统计

Campus）
，共享该计划提供的资金和资源，包括

学、数理统计学，争取在 2020 年前后将统计学

数据、软硬件、研究和教育资料、平台等等。该

科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学科。

计划旨在联合世界各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共同研

【队伍建设】

究复杂系统科学，目前已经有 24 个国家超过 80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统计学院有专职

所机构加入该项目。加入复杂系统数字校园计划

教师 22 人，其中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

对我校的系统科学学科建设能够提供较大的帮

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

助，也能够提高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知名度和影

部委员 1 人，教授 9 人，博士生导师 10 人。聘

响力。

有兼职教授、博士后、研究助理、行政人员等

北京师范大学将与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

20 余人。2014 年度，晋升教授 1 人；新增博士

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合作

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2 人。

开展教育国际化研究、开展教育国际化实践，以

【人才培养】

北师大为主建立“国家教育国际化试验区”，合作

2014 年，我院教师承担本院教学课程 10 门

开展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咨询服务和培训活

次，承担外院教学课程 2 门次。1 人获北京师范

动。为以教育国际化促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开

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截止

放促进教育改革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014 年年底，共有硕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研究
生 14 人。 2014 年 9 月 23 日—24 日，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

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优秀大学生学术提升营”，
吸引和选拔了大量全国优秀应届大学生毕业生

【发展概况】
2014 年 11 月，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成立。
国民核算研究院和数学科学学院统计学教研室
整建制并入统计学院。统计学院依托我校数学、
心理、教育、地学、经管等文理强势学科，密切

来我院继续学习深造。
【科研工作】
2014 年，我院教师获得多项科研项目立项。
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包含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包括省部级

结合政府部门、学术机构、金融机构、企业部门

重点项目 2 项）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等现实发展需求，旨在建成国内外一流的统计科

课题、北京市统计局横向项目各 2 项、人民教育

学研究中心和数据专门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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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横向项目 1 项。

特丹参加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第 33 届大会

2014 年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41 篇，其中 A

（ The

33rd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类 3 篇，B 类 8 篇（有 7 篇论文发表在《统计研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come

究》
，居全国高校同类学院前列）
；共出版中文学

and Wealth），进行了学术发言并参加分组讨论。

术著作 10 部，面向社会服务的研究报告 2 部，

1 人赴南非匹兰斯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增长框架

分别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2014 国民

工作组第三季度会议。

核算研究报告》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与此同时，统计学院还积极邀请了日本滋贺

《2014 中国统计发展报告 2014—开启中国统计

大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的 大时代 》，出 版英文专著 1 部（由 World

香港理工大学等海外学者来校讲学。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出 版 《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Crisis

within

2014 年，学院聘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著
名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作为驻院外聘教授来我

Economic

Miracle》
）
。

院工作。

受“全国经济统计学协同发展论坛”委托，
统计学院承办了《经济统计学（季刊）》的编辑

【党建工作】
2014 年 12 月，统计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成立。

出版工作。截至 2014 年 12 月，该刊物共出版 3

共有中共党员 43 人（含教师党员 10 人、院聘行

期，发表经济统计学高水平学术论文 55 篇。

政党员 4 人、学生党员 29 人）。

【获奖情况】

2014 年，承担校级党建研究课题 1 项，教

2014 年，我院教师有 4 项科研成果获得全

工党支部承担党建创新项目 1 项，研究生党建创

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荣获第十八届“安

新课题 3 项。

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1 项，第十三届北京哲学

2014 年，我院两名党员获“优秀共产党员”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 项。此外，有 2 名教师获

称号。

得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度“京师英才”奖励项目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一等奖。
【国际交流】

【发展概况】

2014 年度，统计学院有 15 人次出国进行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术交流访问。包括：

前身是 2001 年 6 月批准独立建制的经济与资源

5 人赴美国参加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

管理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研究室宏

（ASSA）年会，并进行海外师资的招聘面试。1

观经济司司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

位教师赴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土耳其首都

担任首届院长。研究院成立至今，在学校领导的

安卡拉，参加二十国集团中小企业论坛及二十国

大力支持和关心下，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

集团增长框架工作组一季度会议。1 位教师受澳

金、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委

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邀请，举办一场关于

托的多项重大课题，所有研究成果均受到委托方

“Sino-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is a win-win

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公开出

Strategy”的报告。1 位教师赴印度果阿和塞内加

版。其中《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获得第十一

尔首都达喀尔，参加二十国集团增长框架工作组

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第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

第二季度会议及美国普渡大学 GTAP 项目第十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周济部长在教育部

七届年会。1 人赴葡萄牙里斯本，参加第 22 届

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对此给予高

国际投入产出大会并做论文发言。5 人赴荷兰鹿

度评价。《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获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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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国家软科学奖，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2、团队教师队伍建设。2014 年研究院新聘

2011 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现为“国

教师四名，其中涂勤老师、潘浩然老师就职于新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此外，研究院还多

兴市场研究院，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具有扎

次承接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和扶贫、环

实的学术功底、优异的研究成果、较高的创新能

境保护等相关课题或项目，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

力；杨柳老师就职于学院行政办公室，拥有丰富

点和优势。多项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被国家和地

的财务工作经验，同时也是学院安全工作组成

方政府采纳和应用。研究院积极加强国际交流，

员；刘华辰老师就职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

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横滨大学、德国汉堡

责协助张琦老师做好学院的学生工作。伴随着学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海外名校建立联系，来

院师资力量的不断壮大，学院的各项工作也得以

自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国家的学者多次

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到研究院访问交流，学院也陆续派出学生到美

【科研项目】

国、欧洲、新加坡、香港等地学习深造。研究院

我院全体师生团结进取，刻苦钻研，积极结

名誉院长为李晓西教授，院长为胡必亮教授，党

合学科特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2014 年度，

总支书记为张琦教授。

我院师生已在学科核心期刊和有关刊物发表学

【学科建设】

术论文 50 余篇，著作十余部，研究报告数十项。

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区域

尤其是在本院李晓西教授的组织下，我院与西南

经济学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专

财经大学、国家统计局多位专家合作，完成了

业包括政治经济学。其中，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

《2014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的

济学是我院传统优势学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

研究报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对提升我

向分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和全球化背景下的

校相关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促进相关学科实现跨

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分为区域经

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发展指数报告》

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区域经济学还被列为

是我院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院老师在李晓西教

学校重点建设学科。作为新兴经济学科，人口资

授带领下的智慧结晶。

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迅速，学科实力不断增强。

我院教师在本年度研究的主要课题项目还

近年来，我院始终立足自身实际，瞄准国际前沿，

有：李晓西教授的《2013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

抢抓新一轮学科发展和建设机遇，积极开展绿色

数报告》、
《2014 人类绿色发展报告（中英版）》、

经济研究，已经在国内外取得了广泛影响和认

《中国绿色金融 2014 报告》、建设全国科技创新

同，正在努力创建绿色经济学科。

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首都科技创新资源统

【队伍建设】

筹—从北京城市垃圾处理角度研究、我国油气工

1、团队领导班子建设。我院领导班子由名

业体制机制改革研究等课题。张琦教授的《中国

誉院长李晓西教授、书记张琦教授、院长胡必亮

绿色减贫指数报告 2014》、《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教授组成。李晓西教授是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部

的新思考》、
《中国四三角经济圈发展战略研究》、

召集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都

“十三五”北京生态文明建设及制度研究、“十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市城市绿色发展

三五”完善我国扶贫脱贫机制研究、贫困县考核

重点实验室主任。张琦教授是中国城乡土地交易

机制创新研究、中国卫生计生机构对口支援工作

与流转研究所所长、北师大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

考核评估体系等课题。胡必亮教授的《2040 年

任。胡必亮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新兴市

的拉丁美洲》、火电节能减排推进新型城镇化、

场研究院院长。

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城市运营模式研究、中国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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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五个维度协同发展、“六位一体”中国

科学、合理的录取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新兴城镇化道路研究、新兴市场宏观综合研究、

生的程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阅卷及录取程

高效国际研究中心建设跟踪研究等课题。韩晶教

序。

授的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算与绿色转型机

自 2005 年自主招生以来，我院就制定了详

制设计、国际产业分工转移与中国装备制造业发

细的学生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2014 年通过召

展战略研究、中国工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绿色转

开全体授课教师研讨会，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分专

型机制设计等课题。张生玲教授的基于最优消费

业重新规划了 2015 年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方案，

路径视角下的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北京市西城区

以期更加科学有效地培养研究生。在学生就业方

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成果比较研究等课

面，学院已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百就业率，就业

题。林卫斌副教授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14》
、

质量也名列学校前茅，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经

中国能源基础信息平台建设（二期）
、
“十三五”

济学人才，不断受到来自用人单位的称赞与好

能源规划支撑能力建设等课题。王诺副教授的

评。

《中国中药资源大典--2013 年度中药资源发展

研究院还特别重视对新生的入学教育，不仅

报告》
、
《中药资源学》
、
《老龄化与银发经济》等

专门召开了全院迎新大会，还特别邀请了经济与

课题。郑艳婷副教授的全球化对我国巨型城市区

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管理世

域的空间重塑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等课题。张江雪

界》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尚增建教授、国务院发展

副教授的低碳经济视角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

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张丽平副所长等为新生举

效研究、中国工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绿色转型机

办了“励志起航新生培养系列讲座”等活动，以

制设计、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数据分析等课

便让新生尽快融入研究院，尽早熟悉学科特点，

题。邵晖副教授的龙岗区低碳发展战略规划产业

掌握经济学学习方法，更加迅速地成长进步。

专项研究、北京市产业调整和小城镇融合发展研

【学术交流】

究、低碳经济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研究等课

在学校大力开展国际交流、提升北京师范大

题。
白瑞雪副教授的《General Theory of Value and

学国际知名度的要求和指导下，在学院领导及众

Price》
、
“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师生的不懈努力下，2014 年我院的国内与国际

若干问题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估值研究等课

交流工作不断发展，不仅迎来大批专家学者的访

题。周晔馨讲师的社会网络影响收入差距的理

问交流，而且走出大批师生到校外参加各类学术

论、政策与实证研究、合作行为与草场退化治理

交流活动。

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等课题。范世涛讲师的中国改

1、邀请众多知名专家举办讲座和交流活动。

革口述史、薛暮桥与中国经济等课题。宋涛讲师

在院领导的带领下，研究院积极对外交流，邀请

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课题。

及接待了众多专家、代表团的来访，如亚洲理工

【人才培养】

学院（AIT）环境、资源与发展学院（SERD）

随着研究院学科不断发展和教师队伍逐步

城市环境工程与管理系（UEM）副教授 Vilas 博

壮大，我院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

士来我院参观考察。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

加。截至到 2014 年，我院在校教师 24 人，其中

究院执行院长 Johan L.Kuylenstierna 先生、亚洲

教授 8 人，副教授 7 人；累计招收博士生 89 人，

中心主任 Eric Kemp-Benedict 博士、韩国义高级

硕士生 152 人，目前在校博士生 23 人，在校硕

研究员访问我院。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

士生 54 人。在学校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我院招

伟教授在我院励志讲堂举办“新时期我国扶贫开

生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经全体导师讨论，制定了

发战略体系和政策框架”讲座。北京知金科技投
140

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文博先生在我院励志讲

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举

堂举办“互联网金融：前景、风险与监管”专题

办的“2014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题日”活动，

讲座等。我院还承办了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并在实务研讨会上作了“绿色工业平台—中国故

（UNIDO）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工业和

事”的发言。

信息化部支持的首期“绿色工业培训班”，邀请

3、积极为学生拓展交流渠道。本年度中，

工发组织环境管理司汉斯司长、驻华总代表柯文

我院学生借助学校和学院平台，积极走出国门，

斯先生及其他多位在绿色工业发展领域的知名

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积累了大量学习经验，如刘

专家学者，为国内 13 省区和工业绿色发展转型

倩同学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交换学习。石翊龙同

试点地市的工信部门负责人和试点单位代表进

学随研究生干部卓越训练营赴美国交流学习。胡

行了相关课程培训，受到各方参与者的一致好

可征同学赴英国参加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参

评。

加 2014 年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化项目暑期项目。

2、教师进行广泛国际国内访问。我院李晓

徐婷、赵婉辰同学赴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

西教授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为哈佛大学经济系

参加交换培养项目。岳鸿飞同学赴奥地利维也

学生讲授了中国经济专题，我院关成华教授一同

纳，参加绿色工业平台中国办公室联合培养项

参与授课。李晓西教授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目。武岩同学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参加北京师范

做了“从中国视角解读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项目。通过参

的讲演，同时应邀参加了“布朗中国峰会 2014”

加各类国际交流项目，学生们开拓了国际视野，

并做大会主题讲演，还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哈佛中

学习了更多先进知识。

国论坛科学中心会议大厅“国有企业民营化”专

【社会服务】

场作为演讲嘉宾，就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障碍

2014 年，我院高度重视社会服务工作，立

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回国后，李晓西教授应邀参

足国家发展实际和经济社会实践需要，积极参与

加了“2014 年中国低碳发展战略高级别研讨

社会服务工作。一年来，为国务院扶贫办、国家

会”
，以“绿色发展的测度与绿色经济”为主题，

能源局、北京市政府等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开展

分析了低碳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张琦教授参

专项研究数十项，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咨

加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4 年年会”
，并

询报告，运用研究成果为国家扶贫工作发展、能

做了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开发新理念—贵

源战略直接提供相关研究服务，很多观点和政策

州省绿色减贫指数分析评价与对策建议”的演

建议被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采纳，个别报告还获

讲，同时张琦教授还受邀参加了“扶贫开发与全

得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在促进研究服务社会方面

面小康”首届“10•17”扶贫论坛，并做了题为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我院的主要社会服务内容

“扶贫理论政策研究前沿问题”的演讲。韩晶教

有：

授参加了由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泛

1.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学部在我院设立秘

北部湾区域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等在桂林联合举

书处

办的“新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从泛北部湾到欧洲”

为更好地繁荣和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了“广西：新海丝的领航

进教育部社科管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教育部社

者”的主题报告。林永生副教授代表参加了由联

会科学委员会依照《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章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北京大学国家

程》和《关于加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工

发展研究院（CCER）举办的联合国工发组织

作的通知》，经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部第一届杭

《2013 年工业发展报告》发布会。刘一萌老师

州会议上商定，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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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秘书处单位设在召集人李晓西教授所在单位

“绿色北京”的战略任务，结合首都城市发展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社科司下达函[2010]161

产业技术发展，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

号文件，明确经济学部秘书处挂靠在北京师范大

要，开展首都科技战略、科技支撑、科技评估系

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经济学部自成立以

统、科技政策法规等方面研究，为北京市科技发

来，在学部召集人李晓西教授的组织下，分别于

展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杭州、上海、成都、南京和南昌召开了五次会议，
并围绕民营经济、世博经济与长三角经济、灾后

4、协助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举办首期“绿
色工业培训班”

重建、协同创新计划以及发挥高校智库作用等议

2014 年 3 月 11 日，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题进行了研讨，五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

（ United

源管理研究院对经济学部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Organization, UNIDO）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

经济学部的工作为扩大我校影响，提升经济学科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由 UNIDO 绿色工业

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平台中国办公室和经资院承办的首期“绿色工业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培训班”在我校开班。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副校

2.支持和参与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
工作

长、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高东升副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由科技部、中国科

司长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总代表柯文斯

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北京市政府发起，北京师范

先生分别在开班仪式上致辞和表示祝贺。来自国

大学、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

内 13 省区和工业绿色发展转型试点地市的工信

研究院共同承建，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任名誉理

部门负责同志和试点单位代表参加此次培训。在

事长，包括国家电网等 22 家理事单位。李晓西

近一周的培训时间里，围绕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现

教授受聘担任首科院首任院长。经济与资源管理

状及政策、能源资源高效利用、环保产品及服务

研究院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国家电网、神华集团

部门开发、绿色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生态设计、

等 21 家单位同列为首科院理事单位。首科院在

废物处理、国际贸易环境标准、企业社会责任、

2013-2014 年间协调和服务各方，在北师大经济

绿色发展评价指数、其他国家绿色工业发展案例

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的全力支持下，完成了首都科

分析等内容展开，并参观北京市相关的绿色工业

技创新发展指数研究课题，形成了《首都科技创

机构与企业。这是 UNIDO 首次在中国举办的高

新发展报告（2013）
》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层次绿色工业培训班。

目前，研究院正在完成 2014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

5.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决策咨询服务

报告研究工作，探索服务和利用首都科技智力资

研究院教师广泛参与决策咨询，服务国家和

源的体制机制，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格

社会发展。研究院李晓西教授被聘为中国环境与

局、促进首都科学发展提供研究决策支撑。

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

3. 城市绿色发展科技战略研究北京市重点

主席）第五届中方委员。同时，李晓西教授还当

实验室实现文科重点实验室的突破

选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担任北京市人大教

2013 年 6 月，研究院获批成立城市绿色发

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委员。此外，李晓西教授还是

展科技战略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是我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的成员之一，对推动中国经

校第 4 个由北京市科委认定的北京市重点实验

济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室，由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生命科学学院，
以及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和北京决策咨询
中心共建。实验室紧密围绕建设“科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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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文献学校级重点培育学科两个二级学科，是本
院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

【发展概况】

【队伍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有 30

2014年9月，毛瑞方、王瑗两位讲师晋升为

余年的历史。1981 年，原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师

副教授，张文澍、方韬、华喆三位老师顺利通过

范大学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是

研究生导师鳞选，其中张文澍教授被鳞选为博士

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高校古籍整

生导师，方韬、华喆两位讲师成为硕士生导师。

理委员会直接联系的重点研究所之一。1988 年，

周少川老师顺利晋升2级教授，退休教师李军晋

研究所的《国内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录》被批准

升3级教授。目前，我院12名教师中，有教授5

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七五”

人，副教授5人，讲师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5

资助项目。1990 年，研究所的《全元文》被批

人，硕士生导师12人。师资队伍中，高职称比例

准列入古委会“八五”重点资助项目，两年后，该

有了明显提高，师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项目又被列入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

【人才培养】

划》和国家“八五”重点项目。2008 年，经北京

2014 年全院共招收研究生 18 人，其中硕士

师范大学批准，古籍整理研究所更名为古籍与传

生 14 人、博士生 4 人。硕士生数量较去年相比

统文化研究院。研究院设置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研

增加了 3 人，生源质量也有一定程度提升。硕士

室、中国历史文献学教研室、陈垣研究室和元代

生 14 人中，来自 985 院校者 6 人，约占总人数

文化研究中心四个教学科研机构。

的 43%；来自 211 院校者共有 12 人，约占总人

自1985年到2010年，古籍所共培养了中国古

数的 86%。2015 级硕士生推免工作也已经顺利

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生148人。自2001年

完成，全院共录取 7 人（其中 1 人支教，不占当

到2010年共培养了博士生22人。培养访问学者、

年指标）。

单科进修教师、助教进修班学员等共226人；同

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较好。2014 年第十三

时还举办了中医药古籍整理研修班、短期中国传

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选中，我院有 2

统文化讲习班等，共培养学员百余人。建所以来，

名同学分别获得博士生三等奖、硕士生二等奖。

共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23项。研究所研究人员发

本年度博士生学位论文外审盲评中，3 名学生全

表论文100余篇，专著及教材20余种。研究所编

部合格，其中 1 人得到三“优”， 2 人得到二“优”

撰的《文史英华》共十五册，获北京市科研二等

一“良”。与兄弟院系相比，2014 届博士生培养

奖。研究所还出版了《元史全译》、
《元曲辞典》、

质量居领先地位。

《元杂剧史》、《元散曲选译》等著作，并出版

2014 届毕业生 14 人，其中博士 4 人全部到

《元代文史论考》专刊三期。其它著作还有：
《中

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硕士 10 人，有 3 人考

国文献学史》、《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古

取博士继续深造，其它 7 人参加工作，4 人到中

本戏曲提要》等。

学任教，1 人到大学出版社工作，2 人到公司工

【学科建设】

作。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是全国培养古籍整

【科研工作】

理研究人才的基地之一，设有中国古典文献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中心任务是整理

学、中国历史文献学博士及硕士点。其中中国

与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打造一个具有较高学术

古典文献学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

水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平台，是我们长期

所在的中国史专业排名全国第一。本院承担建

从事的主要工作。多年来，我们始终贯彻这一

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和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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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科研工作逐渐形成常态化、系列

代文献学，对于弘扬中国优良文化传统，增强人

化、规模化。本年度，我们协调多方面力量，

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意识，激发人们的爱

确保以周少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国热情的重要意义。此次会议上，周少川教授所

目《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

作的《<经世大典>辑佚考述》
、张荣强教授《中

(1911—2011)》、韩格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国古代的“周岁”与“虚岁”》
、张文澍教授《文

金重大项目《现存元人著作（汉文部分）总目提

统千年燧火传——略论古文家之张养浩》
，李鸣

要》为首的 20 余项在研项目按计划进行。2014

老师《李攀龙<唐诗选>及其关系书述评》
，史杰

年，我院周少川老师申报的《中国古代史部典籍

鹏《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江海不择细流”的含

存佚总目》、张文澍的《北宋欧阳修、苏轼文人

义及相关问题》
，毛瑞方老师《<北堂书目>与亚

集团》、邓瑞全的《古籍版本学的理论与实践》、

里士多德》
，华喆老师《君视疾时士东首于南牖、

史杰鹏的《先秦两汉格言的时代变迁》以及毛瑞

北墉下辨》等报告在会上引起了学者热烈的讨

方的《中国古代汉语天主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论。

等五项课题获得学校自主科研基金资助。全院

2014 年 1 月 20 日，我院《元代古籍集成》

教师出版《元代文献探研》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主编韩格平教授等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

社）、《帝国的背影——1368 年后的蒙古》
（兰

共商《元代古籍集成》出版事宜。北京师范大学

州大学出版社）、《元曲悲剧探微》
（中华书局）

副校长杨耕教授到会，对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等专著 4 部，点校整理《畏天爱人极论——王征

教师多年来辛勤工作表示赞赏，对《元代古籍集

天主教文献集》
（台湾橄榄出版有限公司）、《春

成》后续出版予以大力支持。

秋尊王发微》（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儒藏》

2014 年 12 月 5 日，我院张荣强院长、姜云

精华编第 92 册）、《柳贯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君书记及部分教师代表与天津古籍出版社领导

纳入“浙江文丛”）等著作 5 部，在《新华文

进行了座谈，经过充分沟通和协调，双方达成了

摘》、《文学遗产》、《文史》等刊物发表高质

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量学术论文 23 篇。

的共识。按照合同约定，丛书的第一期 5 本专著

【学术交流】

将于 2015 年出齐。

2014 年 8 月 2 日至 4 日，以我院为发起单

此外，我院教师参加的重要学术活动还有：

位的“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元代文

周少川教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所作

学学会（筹）成立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学术讲座，文稿刊

内蒙古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登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文汇报》第 12 版《文

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

汇学人》上，《新华文摘》2014 年第 12 期全文

四川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云南大

转载。

学等全国 50 多家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 110 多

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我院韩格平教

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院李修生教授当选为元代

授赴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东方学会与中国社会

文学学会（筹）首任会长，韩格平教授为执行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中日学者

长，魏崇武教授为秘书长，李军教授为常务理事。

中国古代史论坛。韩格平教授提交的论文《元人

2014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我院作为会议

诗序中的元人诗学观》，受到中日学者的关注。

主办方之一，出席了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中国

2014 年 8 月 1-3 日，张荣强教授受日本“亚

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
。张荣强院长代

洲共同体”财团邀请，参加韩国国立济州大学主

表我院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强调了发展中国古

办的“One Asia Convention Jeju 2014”国际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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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次大会有 29 个国家、200 多所大学的 580

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优势，加强中文信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息处理应用基础研究；促进语言学与计算机等相

2014 年 11 月 12-27 日，张荣强教授应日本

关学科的交融，推动计算语言学这一交叉学科的

中央大学、日本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邀请，赴日

发展；搭建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合作平台，汇集

本东京访问，先后在明治大学、中央大学做了《甘

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专家学者集体攻

肃临泽新出西晋简册考释》
、
《汉唐新出文献与户

关，探索中文信息处理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新路；

籍制度研究》
、
《中国古代的周岁与虚岁》等报告。

为国家培养兼通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两栖

【党建工作】

型”专业人才；保持我国在语言信息技术领域的

2013 年 10 月古籍院直属党支部成立，姜云

竞争力，保障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信息安全。

君任党总支书记，毛瑞方任宣传委员，王媛任组

研究所通过承担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织委员。2014 年按照学校组织部的要求，增设

（863 计划）课题“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

了其它委员岗位，由毛瑞方和王媛两位老师兼

究”，积极大胆地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研

任。2014 年 11 月 25 日接纳朱立宁老师为中共

究模式和项目管理模式，打通语言学与计算机科

正式党员。目前在职教工党员人数为 7 人，占在

学的壁垒，培养通识人才，着力从语义入手研究

职教工总数的 46.7%。离退休党员 9 人，占离退

中文信息处理的核心问题。汇集北京大学、清华

休教师总数的 81.8%。2014 年 7 月，韩格平教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师范

授荣获学校 2014 年度“优秀党员”称号，受到

大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

表彰。

应用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54 所、北京大

目前我院共有研究生 47 人，其中党员 21

正语言知识处理研究院、深圳市桑夏高科技股份

人，占学生总数的 44.7%。2014 年，我院共发

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综合传统计算语言

展 2 名学生为中共预备党员，1 人转为中共正式

学、概念层次网络理论（HNC）、基于内涵模

党员，另有 2 名学生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型论的语义分析、全信息理论等多种理论，探索

学生党支部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根

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和上述各派理论在

据我院学生的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开展党建活

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应用，以其应用功效反观理

动，为学生创造各种了解国家，了解社会，提高

论，完善理论，促进理论的基础研究，建设基础

认识的机会。学生党支部组织学生参观国家图书

知识库，开发面向计算机、通讯等行业领域的应

馆《永乐大典》特展、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

用产品。

陈列，以及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题为“提炼

该课题总体上已达到国内领先的学术水平，

传统精华，培育时代新风”的党日活动，题为“渔

在语义检索、网络安全、语言知识萃取、语音识

歌唱晚，国粹鸣春”的传统文艺沙龙，以及题为

别对比、知识库语料库整合运用等方面都已取得

“梦想激发动力，经验指导前行”的就业考博经

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部分研究成果已经达到国际

验交流会；教师节后，组织学生党员学习讨论习

领先水平。研究成果的转化已取得较大社会效

近平总书记在我校的重要讲话等等。

益，在中文信息处理语料库和知识库建设方面形
成了一定规范，已有三个语料库和知识库成果应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

用到实际产品中，已有六个子课题推出了产品，
并且有三个产品已经进入产业化阶段。至 2005

【发展概况】

年上半年，课题组共培养博士后 5 人，博士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成立于

22 人，硕士生 48 人，发表与课题相关的论著共

2004 年 1 月。 研究所的宗旨是：发挥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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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项，
其中 863 课题项目标注支持的论文 64 篇，

（“面向专利文献机器翻译的翻译规则学习及优

出版专著 5 本，已登记和正在申请的专利及著作

选研究”和“专利文献机器翻译中语义树转换模

权 21 项。

型研究”）。研究所完成了课题任务书中规定的

通过组织实施“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

各项研究任务，实现了预定目标，在研项目研究

究”这一大型科研课题，研究所形成了一套高效

有序进行。

的科学研究模式和项目管理模式，为学术研究和

2014年，研究所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

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而又宝贵的环境。之后又

上发表论文23篇，其中EI检索类文章16篇，核心

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文

期刊3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语言概念空间的

信息处理应用研究与系统开发”。

总体结构》和《基于HNC的现代汉语句子级语

研究所可接收博士后流动人员，每年都招收

义标注语料库的研究和建立》），申请国家发明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生的培养特别注重交

专利1项（“一种用于语言理解的层次语义树构

叉学科的知识结构，以及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研

建方法及系统”），申请软件著作登记权7项。

发能力。

【学术交流】

【队伍建设】

2014年，研究所重视学术交流活动，参加国

研究所现有教师9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

内国际会议21人次。参加国际会议7人次，包括

1人，讲师3人，师资博士后1人，办公室行政人

“计算语言学大会（Coling2014）”3人次，“第

员1人。

八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3人次，

【人才培养】

第十届全国机器翻译研讨会（CWMT2014）1人

2014年，研究所在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下

次；参加国内会议12人次，包括“第二十届全国

实施研究生教学与培养，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能力

信息检索学术会议（CCIR2014）”2人次，“第

有很大提高，招生方面继续采用文理兼招的办

九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

法，充分体现了培养兼通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

全国教育教材语言研讨会”4人次，“第三届自

“两栖型”专业人才的特色。

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NLPCC2014）”3
人次，“第三届IEEE云计算与智能系统国际会

2014年，研究所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1人，
硕士研究生5人，招收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2人，

议（CCIS2014）”2人次，第十三届全国计算语

硕士研究生4人，目前在读研究生19人，包括博

言学学术会议（CCL2014）1人次。

士生5人，硕士生14人。

研究所注重学科前沿的动态把握，2014年参

【教学科研】

加了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学科前沿讲习班“面

2014年，研究所积极承担科研项目8项。包

向网络文本处理的统计学习方法”2人次，开阔

括国家“863”计划课题1项（“海量文本多层次

了学术视野。

知识表示及中文文本理解应用系统研制”），横

水科学研究院

向课题2项（“专利文献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发”
和“旅游汉语与文化学习新媒体系统研发”），
国家语委科研项目1项（“语言资源建设规划研

【发展概况】
水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5年1月，是全国教

究”），学校自主科研基金项目课题2项（“《说

育系统第一家专门从事水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

文解字叙》为中心的许慎经学思想研究”和“面

机构。水科学研究院下设水文与水资源系、地

向汉英专利机器翻译的语块内部结构分析研

下水科学与工程系、水生态与环境研究所。拥

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项

有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教育部工程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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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水沙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

生 2 人)、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 12 人（含推

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免生 6 人）
。

环境应急管理技术研究中心、土壤-地下水修复

2013—2014 学年毕生总人数 46 人，其中博

实验室及数字流域实验室，在北京通州、福建

士毕业生 12 人，授予学位数 12 人;硕士毕业生

泉州以及河北易县、栾县、冉庄等地建有野外

34 人，授予学位数 34 人。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实习基地，为开展各类复杂、综合性的科学实

大力支持下，2014 年，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 3

验与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

人（赵捷、杨中文、赵晓辉）。2014 年度就业率

【学科建设】

100%。

本年，主要学科建设工作是在研究生院的领

2014 届毕业生发表论文共计 144 篇，其中

导下，组织相关教师以及环境学院部分教师参与

硕士毕业生发表 45 篇论文，2014 届 12 位博士

完成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

毕业生发表 99 篇论文，其中 SCI/EI 收录的论文

的《水利工程》一级学科评估工作，取得了优良

为 23/4 篇。

成绩。近期学科建设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力争获

【教学科研】

得国务院《水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14 年度在研科研项目 80 余项，当年可支

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配科研经费额度 2775 万元，发表论文近 150 篇，

【队伍建设】

其中 SCI 近 50 篇、EI 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 4

决定聘任朱宜博士，补充我院教师队伍。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授权 11 项。

2014 年新进站博士后 3 名，截止到年底，在站

2014 年 度 在 研 和 结 题 的 主 要 项 目 包 括 国 家

博士后 19 人，补充了教师力量不足问题。豆俊

“973”课题“气候变化对我国东部季风区陆地

峰老师被学校聘为教授，翟远征和左锐老师分别

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及适应对策”，国家

被聘为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在教授的岗位设置

科技支撑计划“流域水资源循环过程模拟关键技

和聘用中，徐宗学老师被聘为二级教授，滕彦国

术研究”，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项“东北粮食主

老师被聘为三级教授。至此，水科院教师队伍共

产区旱灾评估技术及应用平台研究”，国家自然

有正教授 14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12 人，专

科学基金重点基金“黑河流域中游地区生态-水

职副书记 1 人，实验室 2 人，办公室 2 人，共计

文过程演变规律及其耦合机理”，国家社科基金

48 人。2014 年卞兆勇、刘海军老师公派出国 1

重大项目“我国河湖水系连通重大战略问题研

年。全院教职工 2014 年度考核全部合格，其中

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典

10 名教师考核评为优秀。

型区域城市洪涝致灾机理与减灾对策研究”，国

【人才培养】

土规划计划项目“生态型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

截止 2014 年 12 月水科学研究院有研究生

价指标研究”，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

223 人（包括延期毕业的学生）。其中，博士生

大专项子课题“农业面源污染解析及减排措施优

121 人，硕士生 102 人。

化技术研究”，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4 年 2014 级博士研究生招生总数 28 人，
其中环境科学专业 16 人、环境工程专业 6 人、

和青年基金 11 项，
北京师范大学自主基金 11 项，
省部级与地方合作项目多项。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 7 人。2014 年 2014 级硕

2014 年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项目共

士研究生招生总数 37 人，其中水文学及水资源

有 6 个，项目内容涉及到国家基金委 2 个学部，

专业 12 人（含推免生 4 人）
、环境科学专业 9 人

其中面上项目 4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立

（含推免生 3 人）
、环境工程专业 5 人(含推免

项经费达 399 万元。此外，获批北京师范大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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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基金 5 项。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顺利通过

优势开办水领域的国际学术期刊。

任务和财务验收。

在 2014 年度“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学术交流】

究生项目”实施过程中，我院积极响应学校号召，

本年，学院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学术交流

严把质量关，向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有关高

活动。先后 20 余次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校举

校和科研院所派出留学生多名。

办公开讲座与授课，并先后有十余人次赴国外学

【社会服务】

习、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014 年 4 月，

7 月组织硕士研究生干部共计 20 人，赴内

由 Stuart Bunn，Michele Burford 和 Jon Olley 三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位教授组成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完成当地中学支教、支柱企业参观、环保宣传、

University）澳大利亚河流研究所代表团对我院

清理草原垃圾、请老水文工作者现场讲解浑善达

进行了学术交流访问，三位教授就生态水文，湖

克沙地治沙等等，并获得了"2014 年北京师范大

泊富营养化和营养元素循环、河流地貌和泥沙沉

学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队伍”称号。

积物示踪研究等方面做了报告，双方就今后合作

【党建工作】

的具体事项，例如学生交流、教师互访、项目联

组织开展党建创新活动“科技下乡共筑中国

合申请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并达成了初步

梦 服务农民创建新农村”
。教师党员携手学生党

协议。5 月，欧洲地球物理学会（EGU）主席

员赴海淀上庄开展服务活动。我院在李家坟村党

Guenter Bloeschl 教授应邀访问北师大，并为全

支部建立“红色‘1+1’实践基地”，党总支书记

校师生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6 月，国际水文科

王金生老师带领支部师生在李家坟村举行了授

学协会（IAHS）水资源系统委员会（ICWRS）

牌仪式，为开展长期实践奠定了基础。开展了水

副主席 George Kuczera 教授应徐宗学教授邀请，

样检测，节水护水宣传，慰问老党员、困难户，

到学校进行学术交流，先后面向全校师生举办多

参观该村的曹氏风筝工艺坊等有意义的活动。

场学术讲座，并利用研究生课程《水科学前沿》、

推选滕彦国教授，李艺、刘虹利同学为学校

《水文统计学》的机会，给全校相关专业的研究

优秀共产党员。2012 级硕士党支部为学校先进

生带来多场精彩的学术报告。11 月，加拿大土

党支部。

木工程协会（CSCE）来访，就北京师范大学和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加拿大土木工程协会联合创建中加水科学与技
术联合研究院达成以下共识。将吸收加拿大优秀

【发展概况】

青年学者作为全职成员加入研究院工作，双方在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简称“刑科院”）是于

水科学与技术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方

2005 年 8 月建立的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

面合作研究。双方联合研究工作领域包括但不限

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具有独立的、

于水文水资源、水信息技术、河流修复、地下水

实体性的综合学术研究机构。刑科院下设 7 个常

修复、污水处理和回用等。招收水科学与技术等

设研究机构：中国刑法研究所、外国刑法与比较

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接受来自对方的教

刑法研究所、国际刑法研究所、犯罪学与刑事政

师访学，同时给予来访教师必要的研究条件。中

策研究所、犯罪与矫正研究所、刑事诉讼法研究

方将为加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提供必要的

所、证据法研究所；8 个专项研究机构：犯罪控

场地和便利条件，鼓励双方联合进一步研发和改

制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犯罪预测与犯罪预防研究

进这些技术。举办研讨会，并根据研讨结果出版

中心、社会稳定与刑事政策研究中心、风险社会

主题报告和建议，中加双方结合本研究院的研究

的刑法对策研究中心、促进死刑改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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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与司法制度改革研究中心、罪犯矫正研

内的 43 人的学术团队，其中，有长江学者特聘

究中心、国际刑事准则与思潮研究中心。刑科院

教授 1 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 人，

拥有刑法学、诉讼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 人，教育部

依托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 人，“新世纪优

主办多种学术刊物，包括：《刑法论丛》（季刊，

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1 人担任中国刑法学研

CSSCI 来源集刊）、《刑法评论》（半年刊）、

究会名誉会长、1 人担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

《刑事法判解研究》（季刊）、《国际刑法评论》

长、1 人担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 人担

（半年刊）、《刑事政策评论》（半年刊）、《刑

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1 人担任国际刑法

事诉讼法论丛》（半年刊）、《刑事法治发展研

学协会名誉副主席暨中国分会名誉主席、1 人担

究报告》（年刊）、《刑法学的新动向》（年刊）。

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1 人

刑科院所属“京师刑事法治网”已成为国内刑事

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执行委员、副秘书长暨中国

法领域最知名网站之一。

分会常务副主席、2 人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

【学科建设】

分会副主席、1 人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

本年度刑科院继续围绕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秘书长，1 人担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

培养基地、法学博士与硕士学位点的建设，法学

长，1 人担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1 人担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申报全面开展工作：第

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2 人担任中国青少

一，在 2012 年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

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还从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

教育培养基地的基础上，继续围绕复合型法律人

家型领导中还聘任了 49 位特聘教授、47 刑事疑

才、涉外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教育全面开展工作；

难问题研究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65 位客座教

第二，在巩固现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刑

授或客座研究员。

法学、诉讼法学博士学位点实力的基础上，整合

2014 年刑科院通过严格考核，录用北京大

研究资源，集中优势力量，扬长补短，协调发展，

学毕业的博士 1 名到本院作为师资博士后，录

为申报一级博士学位点而努力；第三，在学校相

取了毕业于来自于国内著名高校的 7 名博士生

关院系的支持和参与下，整合、调整现有机构和

（刑法专业 5 名，诉讼法专业 2 名）到本院从事

资源，推动“犯罪系统控制国际研究院”的全面

博士后研究工作。

运作，努力为申报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人才培养】

地做好充分准备；第四，继续以国家级优秀教学

在研究生培养与教学方面，刑科院加强了招

团队——“刑法学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

生、培养、教学、科研、就业等各方面工作。主

——《刑法学》课程、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要工作有：

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刑法学》、校级重点学

1．研究生招生工作。2014 年，刑科院在认

科——刑法学、北京市级精品课程——刑事诉讼

真、细致、严格做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阅卷、面

法学等项目建设为核心，推进刑事法学科的整体

试、录取工作的基础上，择优招收硕士研究生

发展。同时，围绕上述项目建设积极进行本科教

27 名（刑法专业 21 名，诉讼法专业 6 名）
、博

学改革、项目研究、人才培养、网站建设等工作，

士研究生 15 名（其中刑法专业 12 名，诉讼法专

使刑事法学科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在国内刑事法

业 3 名）。

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影响不断提升。

2．研究生教学与管理工作。2014 年，刑科

【队伍建设】

院继续加强研究生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具体包

刑科院拥有包括 16 位教授、16 位副教授在

括：推进研究生培养计划的研究，科学设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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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配置师资力量，强调教学在教师工作中的重

名），如果成功，该刊物将大幅度推进刑科院的

要地位。继续实施并完善硕士生导师助理制度、

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刑科院学术事业的国际

博士生导师助理制度、博士生合作导师制度，严

能见度。

格硕士生、博士生中期考核、开题和预答辩制度，
改革研究生教学模式等。

2014 年，刑科院在《中国法学》、《政法论
坛》、《法商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3．组织研究生的学术活动。2014 年，刑科

250 余篇，其中 CSSCI 论文 50 余篇、以外文在

院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提高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

境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SSCI 论文 3

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除了促进导师继续组织研究

篇）。

生参与科研项目以及参加学术著作的撰写、外文

【获奖情况】

论著的翻译等学术活动外，在刑科院的支持下，

2014 年，刑科院教师获得荣誉 11 项，如赵

法学两院全体刑法、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生、博

秉志教授荣获第五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士生、博士后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如

二等奖，“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法学两院研究生赴丰台区工读学校举行法制宣

果奖”二等奖，黄风教授荣获第五届“钱端升法学

传活动等。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由北京市教育

研究成果奖”三等奖，何挺副教授荣获第五届“钱

委员会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承办的第六届北京市

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提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上，由法学两院师生组成的

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苏明月副

北师大代表队（6 名学生，1 名指导教师）团结

教授获得本科生教学文科组一等奖、最佳语言

努力，最终获得 2014 年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

奖、最受学生欢迎奖，印波副教授获得研究生教

竞赛一等奖。

学文科组二等奖、最佳 PPT 奖， 廖明副教授获

【科研工作】

得研究生教学文科组三等奖、最佳教案奖。

2014 年刑科院教研人员申报并获准立项科

【交流合作】

研项目 12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其

在国内交流与合作方面，刑科院继续积极加

中一般项目 2 项，青年项目 2 项）
，教育部哲学

强与国内学术单位和实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

第一，与司法实务机关签订合作交流协议。

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项，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2014 年，法学两院与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签订

理论研究课题 3 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交流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

目 2 项，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 1

新的阶段。今后双方在实践教学、项目研究、律

项。

师暨法官培训、案件研讨论证等多方面开展广

2014 年，刑科院出版专著、教材、工具书、

泛、深入合作。同时，刑科院继续派遣研究人员

译著 29 部，其中，专著 15 部（其中英文专著 2

到司法实务机关挂职，如选派王超教授担任石景

部）
，译著 4 部，教材 1 部，工具书 1 部，
《刑法

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论丛》
、
《刑法评论》
、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

第二，与国内学术单位和实务部门联合举办

《京师刑事政策评论》
、
《刑事法判解研究》等学

学术会议。本年度刑科院和国内学术单位与实务

术丛刊 8 本。同时，为了扩大刑科院的国际影响

部门联合主办、承办、协办《2013 中国企业家

力，并解决本院没有专业学术期刊的不足，本年

犯罪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死刑案件证据规则

度，在北师大国际合作交流处的支持下，刑科院

专家论证会，死刑案件证据规则建议稿专家论证

正在筹划与境外学术出版社合作出版全英文刑

会，第九期金杜明德法治沙龙，第二届“企业家

事法学术刊物“Criminal Law & Justice”
（暂定

刑事风险防范与经济发展高端论坛”，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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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座谈会暨《外国刑事司法

学法学院，法国巴黎律师学院，美国宾州州立大

实证研究》新书发布会，死刑适用指南试点总结

学狄金森法学院达成签订（或者续签）合作交流

暨死刑政策改革学术研讨会，第六届当代刑事司

协议的意向。

法论坛等学术会议共计 8 次，进一步促进了我院

此外，刑科院还主办、承办、协办了第六届、

同国内理论与实务界的学术友谊与密切合作。

第七届两岸四地刑事法论坛等学术会议共计 2

第三，本年度，刑科院邀请来自理论实务界

次，进一步加强了与境外具有代表性的法治发达

的学者、专家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共计 13 期，其

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

中京师名家刑事法讲座 10 期，京师刑事法专题

了刑科院的国际影响力。

论坛 3 期。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作为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网络（PNI）的国家成员单位，刑

【发展概况】

科院利用 PNI 的广阔平台，积极加强中国与联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拥

合国机构及其他国家在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方

有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

面的交流与合作，一年来共计派出 7 人 3 次参与

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6个野外试

PNI 间的国际会议，涉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验基地。研究院围绕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全

实施情况，女性犯罪人与未成年犯回归社会与矫

球气候变化学科群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正，引渡、司法协助、资产冻结以及联合调查等
问题；同时，还派出 40 余人次赴美国、葡萄牙、
匈牙利、希腊、巴西、日本、意大利、俄罗斯、
加拿大、奥地利、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参

即以自然灾害学和自然资源学为主干学科，在
自然地理、自然资源、全球环境变化、地理信
息系统、灾害风险科学、防灾减灾工程、地理
信息工程等各相关支撑学科，就综合防灾减灾
与风险防范、自然资源合理与高效利用、全球

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访问等，加强在预防犯罪
与刑事司法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在此期间，
刑科院还接待了国际来宾访问达 40 余人次。

环境变化规律与适应，以及对地观测技术等开
展综合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
研究院下辖四个研究所：灾害风险与减灾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刑科院在国家有关部

研究所、空间信息与应急管理研究所、环境演

门和学校的同意与支持下，与联合国安理会反恐

变与风沙防治研究所、资源生态与人地系统研

局签订了学术合作协议，从而使刑科院成为联合

究所，设有5个博士点（自然地理学、地图学与

国反恐局在全球选定的 20 多个学术合作伙伴之

地理信息系统、自然资源、全球环境变化、自

一（刑科院也是联合国反恐局签订学术合作协议

然灾害）、8个硕士点（自然地理学、地图学与

的第一个单位），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反恐

地理信息系统、自然资源、全球环境变化、自

法律问题研究方面相互提供学术支持和合作。

然灾害、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防灾减灾工

2014 年，刑科院在深入推进与 40 余个域外

程及防护工程、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机构业已缔结的合作关系之基础上，又先后与台

【学科建设】

湾高雄大学法学院，香港树仁大学法律与商业学

针对灾害研究的多学科、系统性、交叉性的

系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或者“学生交换计划协

特征和社会需求，研究院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及相

议书”。同时，与巴西圣保罗大学，圣保罗市立

关学科的建设。在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自

大学，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法学院，新加坡国立大

然灾害学硕士和博士招生二级学科，形成了自然

学法学院，法国图卢兹大学法学院，巴黎第二大

灾害评估与风险管理研究方向；自然地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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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士招生二级学科,形成了环境演变与荒漠化

级学科，形成了灾害应急评估技术与综合减灾技

防治研究方向；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硕士和博

术研究方向；在测绘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置

士招生二级学科, 形成了灾害遥感与减灾信息

了“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硕士招生二级

系统研究方向；全球环境变化硕士和博士招生二

学科, 形成了灾害制图与减灾信息工程研究方

级学科，形成了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地球化学循

向；在生态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生态系统生态

环研究方向；自然资源硕士和博士招生二级学

学与景观生态学”硕士和博士招生二级学科，形

科， 形成了低温过程与海冰资源研究方向。除

成了全球变化生态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方

了在地理学一级学科下开展灾害风险招生和相

向。

关教学科研外，研究院还在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

减灾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兄弟院系一道建设

设置了“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硕士招生二

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位居全国学科评估第一。

2014 年度减灾院研究生培养学科分布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地理学

硕士招生

博士招生

自然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自然资源





全球环境变化





自然灾害学






生态学

生态学（2015 年后调整）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测绘科学与工程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着眼综合防灾减灾

中包括“千人计划”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这一重大国家需求对支撑学科的要求，努力把握

获得者 3 人、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2 人、国家百

学科发展趋势，发展了以地理学、生态学、土木

千万工程第一层次人才 1 人、教育部跨世纪人

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测绘科学与工程为基

才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7 人、青年拔尖人才

础的，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和综合灾

1 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

情与综合风险构成的区域自然灾害系统为对象

【人才培养】

的灾害风险科学，发展了灾害科学、应急技术、

2006-2014 年，累计招收博士研究生 221 人，

风险管理为特色的的灾害风险科学体系。

硕士研究生 439 人（含单考班硕士生 171 人）。

【队伍建设】

截止 2014 年，共毕业博士 131 人，硕士 234 人。

研究院现有教职工 70 人，其中具有正高职

目前，在读硕士生共 176 人（含单考班硕士生

称的 22 人，具有副高职称的 28 人。现有教职工

89 人）
，在读博士生 90 人。

研究院历年研究生招生人数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博士生

14

24

20

22

23

28

31

29

硕士生
1)

29

21+19

1)

23+16

1)

26+24

1)

30+12

1)

34+11

1)

30+29

1)

31+29

2014
30
1)

44+311)

统招生人数+单考班人数

在防灾减灾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方面，研究院

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充分利用高校创新人才培

发挥设在重点大学研究机构的优势和特色，高度

养计划的优势，积极选派优秀硕士生到国外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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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选择一流学科、师从一流导师，从事相关

分配制度、导师动态逐年调整制度、领导巡视听

博士学位研究工作；同时选拔优秀博士生与国外

课制度、中期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查重制度、博

著名大学共同合作培养。近年来，研究院已先后

士生预答辩制度和盲审制度等重要改革配套。进

选派了十数名学生到国外一流大学从事博士学

一步完善了招生环节、培养过程、毕业环节的工

位研究工作，目前已有 6 人毕业后回校工作。此

作职责、纪律和制度。院教学与学位委员会及时

外，研究院也接收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生来院

处理硕博选拔、重大奖学金评选等事务。

交流培养。对在研究院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的研

【科研工作】

究生，充分挖掘学校和学院资源，为其创造参与

1.科研项目与经费

国内外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机会，或通过聘请国内

2014 年，研究院共承担科研项目 110 项，

外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开设学科前沿讲座或主

全年到位科研经费 2280 万元。其中，科技部项

讲专业课程，开阔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创新

目到位经费 1276 万元，占 56.0%；国家自然科

能力。

学基金项目到位经费 425 万元，占 18.6%；国际

2014 年，减灾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培养

合作项目到位经费 105 万元，占 4.6%；省部级

系列改革相一致，完成了招生名额定量动态调整

项目和横向项目到位经费 473 万元，占 20.7%。

科研项目一览
负责人

类别

拨款单位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创新引智基地（第二期）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
引智计划

国家外专局、教育部

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应用关键技术合作研究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财政部

东非旱灾预警预报系统的建立与推广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浙江大学

李宁
杨赛霓

典型脆弱区综合风险防范技术与范式对比合作研究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财政部

武建军

重大干旱灾害监测技术合作研究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财政部

曹鑫

灌木扩张背景下的干旱/半干旱草原灌草混合景观植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盖度遥感反演研究

财政部

陈学泓

单类分类器应用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关键问题研究：以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田提取为例

财政部

新月形沙丘表面气流和风沙流结构变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丑洁明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对我国粮食产量影响评估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董文杰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减少数值模拟不确定性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财政部

中国灌木生态系统的碳水平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龚道溢

北极涛动对印度洋气候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郭兰兰

粉尘源区表土碳酸盐的分粒径分析-以鄂尔多斯为例

史培军
Roger
Kasperson
董文杰
李京

程宏

高琼

项目名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滑动基底的多尺度预测方法研究及其在长江中下游夏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降水预测中的应用

财政部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内蒙古沙质草地退化对土壤大孔隙流影响机理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黄甘霖

基于人类福祉的可持续性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蒋卫国

基于遗传粒子群优化模型的遥感图像融合与分类方法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应用研究

财政部

郭彦
何春阳
胡霞

李京

西南水电流域化开发风险管理及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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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清华大学

李宁

基于多维联合分布理论的沙尘暴风险评估 Coupla 模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研究：以内蒙古中部为例

财政部

刘刚

东北黑土区坡面至小流域尺度积雪与融雪过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鲁瑞洁

青海湖盆地全新世以来的风沙活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马玉贞

近两百年来黄土高原西部和沙漠黄土过渡带湖泊记录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十年/年际环境变化研究

财政部

毛睿

不同源地对青藏高原上空沙尘气溶胶贡献的数值模拟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析

财政部

孟耀斌

水生生态毒理效应的异速相关关系在化学物质生态风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分析中的应用方法探索：以重金属为例

财政部

史培军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土地利用与土壤风水复合侵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研究

财政部

史培军

地表过程模型与模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陶军

不同有机物料施用对含盐土壤中蚯蚓生长、繁殖和活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财政部

汪明

基于“时空分支”理论和“事件组”概念的山区地震灾害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风险建模方法研究

财政部

王瑛

农村震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韦志刚

我国西北几类典型裸土下垫面地表反射率和发射率的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数化和比较研究

财政部

吴吉东

基于 I-O 理论的灾害间接经济损失评估模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伍永秋

毛乌素沙漠古河流湖泊的消退和风沙地貌演化过程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武建军

基于作物生长过程模拟的区域农业干旱监测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徐伟

多目标多情景下的地震灾害避难所选址优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严平

青海共和盆地风水交互过程的观测与模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杨静

青藏高原地区气象要素准双周振荡的特征和形成机制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研究

财政部

杨伟

基于藻类吸收系数的湖泊初级生产力遥感估算模型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究：以滇池和洱海为例

财政部

于德永

城市绿地系统连接度模拟与生态风险防范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袁文平

碳循环遥感模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袁文平

黄土高原典型流域碳水平迁移对生态系统碳源汇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研究

财政部

张春来

沙区道路防护体系“前沿栅栏沙垄”发育模式、表面过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及其对防护体系的工程影响

财政部

张国明

干旱区盐土表层结构力学特性与可蚀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张全国

群落与生态系统生态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邹学勇

土壤风蚀影响因子参数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程昌秀

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程昌秀

基于直方图的空间查询代价评估模型研究及实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财政部

地表覆盖变化检测与自动化更新技术研究

科技部项目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全球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途径和评估方法

科技部项目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

曹鑫
丑洁明

董文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暖贡献的
首席科学家 定量评估研究
方伟华

风暴潮及海浪灾情综合评估模型研发

科技部项目

宫阿都

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动态信息核实与验收评价技术

科技部项目

北师大资源学院

渤海湾地区海冰等低质水盐碱地改造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科技部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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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阳

典型国别 LUCC 驱动机制与过程模拟（美国）

科技部项目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所

何春阳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关系模型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蒋卫国

典型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

科技部项目

林科院湿地所

蒋卫国

基于水质遥感结果与水面监测数据融合技术研究

科技部项目

中山大学

李京

多源遥感数据获取和分析

科技部项目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科技中心

李京

扶贫开发资源优化配置

科技部项目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李京

天基遥感影像专题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科技部项目

总参谋部测绘信息中心

李宁

全球变化与环境风险演变过程与综合评估模型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刘连友

重大地震-地质灾害链过程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价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史培军
全球及中国环境风险适应性范式研究
首席科学家
唐宏

专题无名称

科技部项目

同济大学

唐宏

地震灾害监测与灾情评估方法与系统研发

科技部项目

石河子大学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财政部

邬建国
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可持续性范式
首席科学家
吴立新

事件驱动的空天地多传感器协同观测方法

科技部项目

伍永秋

青藏高原沙漠化格局与变化

科技部项目

财政部

延晓冬

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情景参数集成研究

科技部项目

国家信息中心

气候极端事件与环境风险特征辨识

科技部项目

大气所

于德永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定量关系

科技部项目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

延晓冬

华北平原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关键气候参数研究

科技部项目

中科院地理所

邹学勇

沙漠化物理过程

科技部项目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何春阳

城市群尺度国土空间利用情景模拟技术研究

科技部项目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宫阿都

2014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综
合报告编写及现场核查工作指南制定

省部级项目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

郭兰兰

粉尘源区表土碳酸盐分粒径分析-以鄂尔多斯为例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何春阳

新世纪人才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

胡小兵

综合风险防范问题中空间复杂性的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服
务中心

马玉贞

黄土高原西北缘水库/湖泊高分辨率花粉记录的植被变
化与土壤侵蚀关系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史培军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省部级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新世纪人才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

吴吉东

基于区域均衡理论的灾害恢复判定指标体系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吴立新

北京城区内涝模拟推演方法与隐患分析模型研究

省部级项目

北京市基金委

于德永

典型易灾地区生态减灾区划与减灾效益分析

省部级项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袁文平

我国寒温带针叶林区域碳源汇模型研究

省部级项目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袁文平

教育部

杨静

唐宏

新世纪人才

省部级项目

张化

冬季海冰融渗条件下淤泥质滨海盐土水盐迁移规律研究

省部级项目

高琼

景观尺度生态系统过程

横向项目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顾卫

海冰淡化技术专利转让及服务

横向项目

北京华海德源科技有限
公司

胡小兵

基于空间复杂性启发模型和算法的综合风险管理

横向项目

英国华威大学

蒋卫国

南阳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城乡人居生态环境安全评价及
规划专题研究

横向项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蒋卫国

北京地区 Radarsat-2 雷达遥感影像处理

横向项目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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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

中国气象灾害防御能力评估和政策建议

横向项目

中国气象局发展研究中心

后《兵库行动纲领》计划论证

横向项目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

南极涛动与东亚气候的关联性研究

横向项目

韩国极地研究所

史培军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羊群天气指数保险关键技术研
究

横向项目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史培军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横向项目

联合国大学

武建军

区域综合旱灾损失评估模型构建与其适应性分析研究

横向项目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
计总院

武建军

北京市综合防灾减灾示范标准调查研究

横向项目

北京市民政局

袁文平

北京绿地改善城市地表热环境的规律研究

横向项目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赵晗萍

基于 Monte-Carlo 模拟的暴雨预警信息发布效用优化研
究

横向项目

北京城市气象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徐伟

应急安置点设置和生活保障及避难场所选址方法及技术
标准测试

横向项目

民政部减灾中心

王瑛

中小型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的现状及社会组织参与的可能
性研究

横向项目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蒋卫国

西南区域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评价与分析

横向项目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杨赛霓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研究

横向项目

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

赵晗萍

基于 Monte-Carlo 模拟的暴雨预警信息发布效用优化研
究(调研部分)

横向项目

北京城市气象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刘连友

北京市 2014 年沙尘暴灾害应急监测

横向项目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
治沙办公室

方伟华

中国地震及台风灾害地图数据库建设

横向项目

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
公司

史培军

内蒙古自治区羊群气象指数保险试点与示范关键技术研
究

横向项目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蒋卫国

洪涝灾害的防灾防损措施和财产险洪涝灾害保险责任的
控制

横向项目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刘连友
毛睿

2．发表论文和著作

型风洞还开展了风水复合侵蚀研究的风蚀相关

研究院 2014 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

实验；在水旱灾害模拟实验室，主要开展了玉米

论文 205 篇，其中 SCI、EI 和 ISTP 论文 133 篇，

的洪涝灾害模拟实验，完成了相应洪涝实验对玉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71 篇，出版专著 6 部，获批

米生长过程影响情况的数据采集工作，包括干物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获奖 1 项。

质的测量和产量测定等。依托房山综合实验基

3．实验室和野外实验基地建设

地，本年度共发表 SCI 论文 4 篇，获得发明专利

2014 重点建设的实验室和野外实验基地如

1 项。

下：

在建设方面，2014 年度房山综合实验基地

（1）北京房山综合试验基地

的基础建设及配套设施完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2014 年度房山综合实验基地共承担各项科

进展。实验基地利用学校“985 工程”经费建设

研任务 10 余项，科研经费总计约 1000 万元。在

完成了地震振动模拟实验室，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风沙环境与工程实验室，完成了我国北方土壤风

振动台设备基础修建工程、地震振动模拟实验室

蚀区 20 多个土壤样品的风洞模拟风蚀实验，包

的土建工程和彩钢板房修建工程等，同时水电配

括 5 个风速、5 个不同等级土壤含水量以及 5 个

套、设备调试和总体验收；另外，利用学科建设

不同植被盖度的实验设置条件，为进一步建立中

综合专项经费完成了人工降雨大厅改造工作。

国土壤风蚀模型方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中

2014 年度，房山综合实验基地接待国内外
156

单位参观访问共计 170 余人次，2014 年 7 月 16

学、天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黄骅野外试验站开展

日，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灾害风

合作研究工作。长期在站实验的研究生 9 人，其

险科学夏令营全体营员 60 人参观了房山综合实

中博士生 4 人，中国农科院区划所、天津大学等

验基地；2014 年 9 月 25 日，房山综合实验基地

单位的研究生长期在站开展研究。

接待了由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组织的西城区多

（3）黑龙江九三野外试验站

所中学的 30 余名地理教师。除此之外，房山综

2014 年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径流小区

合实验基地还接待了来自国家气象局、中国科学

挡土墙、径流小区人行路及护坡、径流小区排水

院的国内专家以及来自加拿大、俄罗斯和德国的

渠、试验站绿化、生产力小区整修等，费用来自

国外科研机构人员 80 余人次。

实验室学科建设综合专项经费。经过多年的建设

（2）河北黄骅野外试验站

和运行，九三站已成为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研究

2014 年度，为改善黄骅野外试验站实验条

的试验平台和研究基地。

件，实验室利用学科建设综合专项经费 20 万元

2014 年度，以试验站为依托，在研科研项

对试验站的电力设施、生活设施、长期观测气象

目包括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青年科学基

站等基础设施进行修缮，主要进行外接入试验站

金项目 1 项，校内自主基金 2 项，部委及实验室

的电网线路、生活区和实验室的房屋墙面、生活

项目等，总经费 210 多万元。依托试验站 2014

区厨房设备、供暖系统等设施修缮。

年发表 SCI 论文 1 篇，毕业硕士研究生 2 人，整

黄骅站立足于北方海岸带，主要围绕滨海地

编 2014 监测数据集一套。

区核心资源问题，重点开展基于自然低温过程的

2014 年实验站重点支持开展了以下研究工

滨海滩涂盐碱地水-土-气-生资源综合利用相关

作：①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对“作物产量-土壤

研究，探索资源化基本技术过程的一般机理和具

水分响应关系”的影响。通过开展不同侵蚀程度

体模式，并在实际应用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本年

土壤的大豆盆栽控水试验，大田地上、地下生物

度黄骅站承担国家级项目 2 项，教育部项目 1

量观测，定量研究东北黑土土壤侵蚀后土壤水分

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室内项目 3 项，北京师范大

对大豆生长的胁迫。②土壤侵蚀与土壤肥力空间

学自主科研项目 2 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分布特征。在九三站选择典型小流域，按照

3 项。主要开展了海冰水盐运动规律、咸水冻结

100m*100m 的密度，均匀布点，采集表层土壤

灌溉技术和覆冰改良盐碱地研究、滨海盐碱地区

样本，进行室内分析，研究土壤肥力特征的空间

不同农业有机废弃物施用对含盐土壤中大型土

分布特征。③坡面土壤水文过程当中的涝渍地研

壤动物的生长和发育影响的研究、典型污水自然

究，通过测量土壤水分、温度、蒸发和植物蒸腾，

冻结泌污试验、风能+太阳能联合驱动地下咸水

以及土壤毛管持水量、饱和持水量、田间持水量、

反渗透淡化农田滴灌实验等。此外，还开展了海

饱和导水率和容重，研究土壤水分运动规律，利

冰覆盖补灌、污水冻结净化、新能源驱动反渗透

用 HYDRUS-3D 模拟土壤水分运动过程，最终

地下咸水淡化等初步实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实

得出尿炕地的形成原因，从而改良尿炕地的土壤

验效果。依托以上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观测数

性质，为农业生产服务。④东北黑土区坡面至小

据和背景资料，取得发明授权 1 项，发表论文 7

流域尺度积雪与融雪过程研究。通过开展坡面、

篇，其中 SCI 检索 3 篇。

浅沟汇水区和小流域的积雪和融雪测量，研究东

2014 年共接待外单位人员 60 余人次，包括

北黑土区融雪侵蚀中的积雪与融雪过程，为进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西华师范大学、中国

步开展融雪侵蚀研究奠定基础。

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东北师范大

2014 年，国家水利部门人员多次到九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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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调研，主要包括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水管道铺设，宿舍楼改造、草坪喷灌系统、实验

松辽水利委员会、黑龙江省水利厅、黑龙江省水

台与家具配套、植物生理生态培养实验室修建

土保持监测总站、农垦总局水务局等单位。例如，

等。经过近 3 年的修建，怀来综合实验基地目前

2014 年 6 月 19 日，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处以及

已经基本能够全方位的满足来站人员的生活和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对九三

科研需求，能够同时提供 40 人的食宿服务，并

野外站进行了参观。重点对水土保持监测的现代

有稳定的网络服务，会议室能够满足 50 人的会

化和自动化进行了讨论，计划于 2015 年由水利

议需求。

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投入设备，以九三站作为全

2014 年度，怀来站的科研实验正式开展，

国水土保持监测的示范点之一，进行自动化监测

目前在试验站的斜坡流域内进行了定期的模拟

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目前，所需仪器设备已由

降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同时在侧柏林中放置了

九三站上报，并准备实施。

长期定位观测的仪器，研究北方常绿树种的节律

试验站在区域水土流失监测示范中，起到了

生长问题，本研究采用树木径向生长变化监测仪

重要作用， 2014 年 10 月 23 日，吉林省水土保

器对实验站内侧柏林的树木径向生长变化进行

持局，吉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吉林省牡丹

了动态监测，分析了侧柏树木径向生长特征及其

江水土保持局相关人员到九三野外试验站进行

对环境因子的响应。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 二区

参观学习。现场参观学习了如何建设野外径流小

期刊 Trees 上。

区、小流域控制站，并学习了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获奖情况】

的流程与方法。

《青海湖周沙漠化综合防治研究与试验示

另外，试验站也支持其他兄弟院校的学生，

范》项目,获 2014 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开展关于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的社会实践。2014

奖。

年，北京科技大学 10 名大学生，以九三站为依

【学术交流】

托，开展了该区水土流失现状和防止的社会调查

2014 年，研究院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4 次，

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国内外大会作特邀报告 4 次，参加国内国外学术

（4）河北怀来野外试验站

会议 60 人次，
邀请国内外专家来访讲学 34 人次。

2014 年，怀来站主要进行了实验基地的配

1.承办和参加学术会议

套设施的修建和修缮，包括污水池修缮、气象站

2014 年，研究院共承办学术会议 4 次（详

电缆铺设、配电室修缮、路旁护坡挡墙修建、用

见下表）。

承办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会议日期

参加
人数

1

综合减灾国际合作研讨会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

Margareta
Wahlström
姜力

2014.3.14

22

Margareta
Wahlström
史培军

2014.5.8-9

60

邬建国

2014.5.28-30

150

Carl Jaeger

2014.10.8-10

42

2

3

4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
综合减灾与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室、联合国减灾署
Symposium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UNISDR）
、民政部、
教育部
第二届景观可持续性科学国际论坛
(2n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Landscape
北京师范大学
Sustainability Science)
第三届全球系统科学开放大会:解锁绿色增长(III
全球气候论坛
Open Global Systems Science
北京师范大学
Conference:Unpacking Gree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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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国外作大会特邀报告 4 次（详见下表）。
国外大会特邀报告情况
日期

会议名称（中英文）

大会特邀报告名称

规模

会议主办单位

地点

报告人

2014.2
.3-4

拯救全球气候政策研讨会
(Workshop on Rescuing
Global Climate Policy)

Opportunities for a
Fresh Start

80

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

美国
亚利桑那

Carl
Jaeger

2014.5
.7-8

全球气候政策会议(Global
Climate Policy Conference)

Towards a Sound
Narrative on Climate
Policy and Green
Growth

100

英国伦敦海外
发展研究所

英国
伦敦

Carl
Jaeger

2014.5
.22-23

气候和能源政策经济模式技
术研讨会(Technical workshop
on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economic model toolboxes)

Insights on Economic
Modelling

80

欧盟委员会

比利时布
鲁塞尔

Carl
Jaeger

2014.8
.24-29

第五届达沃斯国际灾害与风
险大会(5th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nd Risk Conference,
IDRC Davos 2014)

Outco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Beijing

100

瑞士达沃斯全
球减灾论坛

瑞士
达沃斯

史培军

2014 年，参加国内学术交流会议 12 人次（详见下表）。
参加国内会议情况
序号

时间

姓名

会议名称

会议
地点

规模
（人数）

主办单位

1

2014.3.21

Carl Jaeger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绿色专题会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4
– Green Event）

北京

200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

2

2014.7.21-25

严平

第八届国际风沙大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甘肃
兰州

300

国际风沙科学学会
（ISAR）

3

2014.8.11-12

汪明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八届灾
害管理高官论坛

北京

100

民政部、亚太经合组
织（APEC）

4

2014.10.11

邬建国
何春阳
黄庆旭
黄甘霖

2014 年中国自然资源年会“气候
变化下生态过渡带资源持续利用
与减灾”分会

河南
郑州

50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
源持续利用与减灾专
业委员会

5

2014.10.25-27

邹学勇
张春来

中国地理学会沙漠分会 2014 年学
术研讨会

福建
福州

170

中国地理学会
沙漠分会

6

2014.10.27-29

袁文平

亚太城市空气污染控制国际专家
会议（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广东
珠海

50

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

7

2014.10.31 -11.3

亢力强

2014 年工程热物理年会

陕西
西安

2500

中国工程热物理
年会

8

2014.11.5 -9

袁文平

虚拟地理环境与地理过程模型的
共享与集成国际会议

香港

100

香港中文大学

2014 年，参加国外学术交流会议 49 人次（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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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海外国际会议情况
时间

姓名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主办单位

2014.1.19-23

史培军
叶谦

第一届未来地球环境变化项目会议
(1st Future Earth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EC) Projects
Meeting)

美国华盛顿

国际科学理事会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2014.1.13-17

叶谦

高等教育领域环境变化教育方案和举
措(Programs and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日本东京

日本庆应大学
(Keio University, Japan)

2014.2.9-13

叶谦

恢复力论坛(Resilience NOW 2014,
Academia: Research into Practice"
Sessional Conference)

瑞士日内瓦

英国 ZEST Buzz 公司(ZEST
Buzz Limited)

2014.2.13-14

Carl
Jaeger
杨赛霓
吕艳丽

全球系统，全球风险和绿色增长
（Global Systems, Global Risks and
Green Growth）

美国亚利桑那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A）

2014.2.23-28

陈晋
曹鑫
陈学泓

新南威尔士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地
表覆盖制图联合研讨会
澳大利亚堪培拉
(UNSW - BNU Joint Workshop on
Global Land Cover Mapping)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t Canberra, Australia)

顾卫

第 29 届鄂霍次克海和海冰国际研讨会
(2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khotsk Sea & Sea Ice)

日本北海道

第 29 届鄂霍次克海和海冰国
际研讨会秘书处(Secretariat
of 2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khotsk Sea &
Sea Ice)

李京

基于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工具的安全
社区联网国际培训及研讨会
(International Training and Workshop
on Safe Connected Communities against
Flood through RS and GIS Tools)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

巴基斯坦空间与高层大气研
究局(Pakistan Space & Upper
Atmosphere Research
Commission)

2014.3.16-18

何春阳

第五届欧洲遥感实验室协会土地利用
与土地覆盖特别研究组研讨会(5th
workshop of the EARSeL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德国柏林

欧洲遥感实验室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Remote Sensing Laboratories,
EARSeL)

2014.3.13-17

顾卫

2014 年社会科学与管理国际大会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美国芝加哥

美国高级信息科学研究中心
(Advance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董文杰

第十九届 APN 政府间会议和科学计划
小组会议
(19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IGM)/Scientific Planning Group (SPG)
Meeting)

泰国柬埔寨

泰国环境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Kingdom of Cambodia)

2014.3.18-22

何春阳
于德永

全球土地项目开放科学会议(2nd
Global Land Project Open Science
Meeting---Land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Global Challenges and Local
Realities)

德国柏林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2014.4.7-13

李颖
杜鹃

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 2014 年会(2014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美国佛罗里达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4.2.15-20

2014.3.9-14

2014.3.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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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3-27

叶谦

第五届国际风险和灾害国际论坛(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atastrophe Risk Management)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2014.4.26-30

袁文平

欧洲地理科学联会 2014 年年会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 2014)

奥地利维也纳

欧洲地理科学联合会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2014.5.17-24

黄甘霖

美国景观生态学 2014 年年会
(US-IALE 2014 Annual Symposium)

美国阿拉斯加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
斯分校(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2014.6.11-13

史培军

沃尔沃环境奖评审团会议
(The jury meeting of the Volvo
Environment Prize)

瑞典斯德哥尔摩

沃尔沃环境奖基金委员会
（Volvo Environment Prize
Foundation）

周涛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科研协作网络
“资源与环境变化预测：数据同化科学
与技术国际工作组会议
美国布雷肯里奇
(RCN FORECAST workshop
(Breckenridge,
Representing Soil Carbon Dynamics in
Colorado)
Global Land Models to Improve Future
IPCC Assessments)

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
（University of Oklahoma）

何春阳

中国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规划及管
理的综合理念研讨会
(Synthesis to Link Understanding,
美国安纳波利斯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Ecosystems in China)

美国国家社会环境综合研究
中心（the National
Socio-Environmental
Synthesis Center, USA）

2014.6.11-14

2014.6.11-18

2014.6.21-27

叶谦
汪明

第六届亚洲减灾部长级会议(6th Asia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DisasterRisk
Reduction,6th AMCDRR)

泰国曼谷

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亚洲及太
平洋地区秘书处(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2014.7.6-16

叶谦

高等教育领域环境变化教育方案和举
措(Programs and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日本东京

日本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

李京

第 35 届国际地学与遥感科学大会
(2014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加拿大魁北克

2014 国际地学与遥感科学大
会委员会(2014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2014.7.27-8.2

龚道溢
杨静

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第 11 届年会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 2014-11th Annual Meeting and
Geosciences World Community
Exhibition)

日本札幌

亚洲-大洋洲地球科学学会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2014.7.28-8.2

孟耀斌

高等教育领域环境变化教育方案和举
措(2014 International SWAT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巴西伯南布哥

巴西伯南布哥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肯尼亚内罗毕

肯尼亚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Jomo
Kenyatta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Keny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4.7.11-19

2014.8.4-9

陈学泓

发展中国家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开放数
据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Open Data for Sc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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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23-30

史培军
叶谦
刘凯

第五届达沃斯国际灾害与风险大会
（5th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nd Risk
Conference IDRC Davos 2014）

瑞士达沃斯

瑞士达沃斯全球减灾论坛
(Global Risk Forum GRF
Davos)

2014.9.15-21

顾卫
李宁

国际地理联合会地貌和社会委员会首
次会议(Inaugural Conference of IGU
Commission on Geomorphology &
Society)

中国台湾

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

2014.9.14-19

袁文平

全球变化研究论坛 2014 年年会(Global
意大利巴里大学
意大利奥斯图尼
Change Research Symposium 2014)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丹麦哥本哈根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第五届国际社会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会
议(5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DRiM 2014)

加拿大安大略

国际社会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史培军

沃尔沃环境奖颁奖典礼
(The Volvo Environment Banquet and
Award Ceremony)

瑞典斯德哥尔摩

沃尔沃环境奖基金委员会
（Volvo Environment Prize
Foundation）

史培军

中欧中心教育研究区域发展计划会议
(Meeting of European-Chinese Centre
for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德国特里尔

德国特里尔市
(City of Tirer, Germany)

2014.12.7-12

董文杰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组织框架下第 20
次缔约方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
10 次会议（Twentie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0) and
Ten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秘鲁利马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组织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4.12.1-5

叶谦

联合国减灾署亚洲伙伴关系会议
（ISDR Asia Partnership）

泰国曼谷

联合国减灾署亚太区域办公
室（UNISDR for Asia & the
Pacific）

2014.12.5-12

黄崇福

风险分析学会年会(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Annual Meeting)

美国科罗拉多

风险分析学会(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叶谦

水资源管理地区联系会议：用水和废
水的风险管理“（Regional Nexus
Observatory Workshop on Nexus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
Water- Wastewater-Risk Management）

日本羽山

日本全球环境策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2014.10.25-11.1

董文杰

第四十届 IPCC 会议(IPCC Synthesis
Report CWT-5 and the 40th Session of
the IPCC)

2014.10.29-11.3

杨赛霓
吴吉东

2014.11.25-11.27

2014.11.27-11.29

2014.12.10-12

2014 年，赴国外访问交流 15 人次（详见下表）。
在外访学交流情况
序号

时间

姓名

交流单位

交流地点

1

2014.2.3-17

杨赛霓
吕艳丽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亚利桑那

2

2014.5.15-17

黄甘霖

美国阿拉斯加州自然资源管理局(Alaska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美国
阿拉斯加

3

2014.5.18-6.2

方伟华

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美国纽约总部，佛罗里达理工
大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美国纽约，
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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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4.6.11-15

叶谦

日本爱知大学
(Aichi University, Japan)

日本爱知

5

2014.6.14-17

史培军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University of Vienna)

奥地利
维也纳

6

2014.7.6-16

张朝

芬兰农业食品研究所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芬兰
赫尔辛基

7

2014.8.3-30

黄甘霖

美国佛蒙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 USA)

美国
佛蒙特

8

2014.8.9-22

杨静

纽约大学(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美国纽约

9

2014.9.23-10.4

延晓冬

德国诺里奇生物地学（农业圈）研究所（IBG-3）
，瑞典
屯特大学地球信息与观测研究中心（ITC）
，瑞士黎世理
工学院森林生态与景观研究所（IFU）

德国、瑞典、
瑞士

10

2014.10.13-17

杨赛霓
胡小兵
刘凯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etherland)

荷兰
代尔夫特

11

2014.12.7-10

叶谦

台湾铭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

中国台湾

12

2014.12.13-14

叶谦

台湾逢甲大学地理信息系统中心

中国台湾

2014 年，邀请国内专家讲座 12 人次（详见下表）。
邀请国内专家讲座情况
序号

时间

专家
姓名

专家所在单位

来访活动内容

1

2014.2.20

宇如聪

中国气象局

讲座:中国东部“南涝北旱”型气候异常的整体特征和
成因

2

2014.2.25

刘纪远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讲座:中国近期 LUCC 过程及其对陆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影响

3

2014.3.14

马柱国

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

讲座:全球及区域干旱研究

4

2014.5.19

龚威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乡规划管理中心

讲座:3S 技术在城乡建设领域的应用研究

5

2014.5.27

刘恕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沙产业专业委员会

讲座:荒漠化防治的新视角和新理念

6

2014.5.28

田裕钊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沙产业专业委员会

讲座:微型藻类在应对非传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7

2014.6.6

何传启

中国科学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讲座: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理性思考

8

2014.7.9

穆穆

中国科学院

讲座:天气与气候预报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条件非线性
最优扰动方法在天气、气候可预报性研究中的应用

9

2014.7.11

王会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

讲座:我国几十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

10

2014.7.11

高学杰

2014.9.14

林文苑
石婉瑜

11

国家气候中心

讲座:中国区域气候变化的预估和区域气候模式

台湾铭传大学
设计学院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

讲座:1 Introduction to UPDM,MCU and Resilience
Educations/Projects；2 Urban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on going student and research
projects in Ming-Chuan University.

2014 年，邀请国外专家讲座 22 人次（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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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国外专家来访讲学情况
序号

时间

专家姓名

专家所在单位

专家
国别

1

2014.2.28

邬建国

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

美国

讲座：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2

2014.4.9

王斌

美国夏威夷大学

美国

讲座：亚洲夏季风降水的可预报性：可预报模态
分析

来访活动内容

3

2014.4.15

钱云

美国能源部西北太
平洋国家实验室

美国

讲座：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climate modeling: Sensitivity, calibration and
optimization
（气候模拟中不确定性的定量化研究：敏感性分
析，校正和优化）

4

2014.4.28

骆亦其

美国
俄克拉荷马大学

美国

讲座：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

5

2014.6.6

陈德亮

瑞典哥德堡大学

瑞典

讲座：未来地球与可持续性发展

6

2014.6.9

赵明

美国地球流体力学
实验室

美国

讲座：热带气旋及其对 21 世纪全球变暖响应的全
球模拟

7

2014.6.9

田杰

美国克拉克大学

加拿大

8

2014.6.9

周宇宇

美国航空航天局

9

2014.6.10

Andreas Schaffer

新加坡
对地观测组织

新加坡

10

2014.6.11

白雪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
利亚

讲座：Urbanization, Urban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11

2014.6.20

Pieter van Gelder,
Richard Curran,
ZhaoWenjing

荷兰代尔夫特
理工大学

荷兰

商讨安全工程研究等未来合作可能

12

2014.7.1

王玉清

美国夏威夷大学

美国

讲座：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印度洋海表面温度
异常对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成频数的增强作用

印度新德里建筑与
规划学院

印度

系列讲座：综合风险防范中的恢复性与适应性

13

2014.7.7-12 Bijayanand Misra

商讨未来合作可能

中国

讲座：(1)基于全球定位系统、探空资料和微波遥
感数据的全球大气水汽含量长期趋势及其昼夜差
异；(2)气候变化内部变率对全球增温速率的年代
际调整

联合国减灾署驻亚
太地区办事处

印度

与院内相关人员商讨中国及世界减灾地图集相关
事宜

Johannes
德国特里尔市城市
Christian
发展与统计局；德
2014.9.9-12
Weinand, Michael 国 CIMA 咨询管理
Karutz
责任有限公司

德国

讲座：城市和地区可持续发展基础——以零售业
和物流为例

澳大
利亚

讲座： 1 Societal risk reduction, resilient adaptation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evidence: reflections on
the Australian policy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2
The built environment, disaster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14

2014.7.16

15

2014.8.
20-22

Sujit Kumar
Mohanty

17

讲座：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城市化研究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Albany 分校

王俊红
戴爱国

16

讲座：基于 GPS 追踪数据的行动模式自动识别

2014.9.14

Graham Brewer,
Sittimont
Kanjanabootra

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学

2.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创新引智基地

地”（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111 计划”）。2012

2007 年，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资

年 8 月，基地顺利通过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

助，批准研究院承办建设高等学校创新引智计划

的评估验收，并继续列入第二期（2013—2017

“北京师范大学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创新引智基

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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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基地顺利举办第四届夏季灾

全球领先的科技书籍和期刊出版商 Springer 正

害与风险高级研讨班，主题是变化世界中的灾害

式合作，全文出版于 SpringerLink 平台，面向海

和风险。研讨班为期两周，研讨班的课程结构包

内外发行。IJDRS 目前采用开放获取的出版模

括专家授课、学员研究工作汇报、一对一指导、

式，以电子版发行为主，由 Springer 负责海外电

小组专题讨论等。

子版发行，每篇文章的年平均下载量达 1000 多

此次研讨班共招收了来自 12 个国家的 28

次，国内每年纸质版发行量约为 2000 册。

名正式学员。研讨班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灾害

2014 年，期刊进一步扩大阅读群体，加大

风险科学理论和进展，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灾

宣传和品牌推广力度。期刊编辑部通过和来自

害风险评估方法、气候变化与风险、巨灾风险分

德国科隆科技大学 Alexander Fekete 教授在之前

析与防范案例等。研讨班聘请了德国斯图加特大

投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组织了一期

学 Ortwin Renn 教授、国际气候论坛主席、我校

“The Usefulness of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外专千人计划” Carl Jaeger 教授、美国亚利桑那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专刊的出版，反

州立大学 Sander van der Leeuw 和 John Martin

响很好，吸引了大量来自德国的作者和读者。

Anderies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教授和叶谦

同时，期刊还和 Springer 策划了一系列的期刊

教授共 6 位灾害风险科学领域的知名国内外专

宣传推广活动，包括利用 Twitter、Facebook、

家进行讲学，暑期班全程由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

微博等社交网络工具进行宣传，在本学科领域

研究院韩国义研究员主持。研讨班的举办，为加

相关期刊主页嵌入宣传栏，订阅提醒服务等期

强我国灾害与风险科学领域的科研、教学、国际

刊品牌推广服务。另外，期刊还和汤森路透合

交流与合作能力，为在我国建立世界先进的灾害

作，在 2014 年 5-6 月份进行了两次期刊定向征

与风险科学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稿活动。编辑部成员也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进行期刊宣传和征稿。

3.国际刊物-国际灾害风险科学学报
《国际灾害风险科学学报》《International

【社会服务】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英文版）
（简称

2014 年，研究院参与的主要防灾减灾科技
服务工作如下：

IJDRS）是由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和北京师范大
学共同主办的全英文学术期刊。该刊编辑部设在

（1）协助国家减灾委员会完成《中国综合

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IJDRS 主

防灾减灾 25 年回顾与展望》研究报告，总结了

要刊登有关灾害风险研究理论、方法、技术和管

25 年来中国防灾减灾的主要成就，包括体制机

理方面的原创性学术论文和创新性研究进展，促

制与法制建设、灾害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估、灾害

进灾害风险科学学科体系（灾害科学、应急技术

信息共享与宣传教育、气候变化与风险防范、灾

与风险管理）的发展，为从事自然灾害风险研究

害应急与备灾能力等方面；分析了防灾减灾的经

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IJDRS 的

验与不足、挑战与机遇。该报告得到联合国 ISDR

创办填补了国内灾害风险科学领域综合类英文

的认可，并拟在 2015 年提交联合国世界减灾大

期刊的空缺，对推动灾害风险科学建设、人才培

会。

养起到重要作用。

（2）史培军教授等赴云南开展鲁甸地震灾

IJDRS 始终坚持强化精品意识，以质量立

害现场调查评估工作。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

刊，从创刊初始就把全面实施国际化作为期刊发

省发生了鲁甸 6.5 级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展策略，期刊编委会吸收了诸多国内外灾害风险

及财产损失。2014 年 8 月 16 至 8 月 20 日，国

学科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2011 年起，期刊与

家减灾委办公室和国家减灾委专家委组织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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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减灾中心、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和中国

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自然科学基

地震局、国土资源部以及云南省的 20 余名专家，

金委和企业等单位的 100 多名专家参加了撰写。

赴灾区开展了现场调查评估工作。史培军教授任

其中决策者摘要已经定稿。

地震灾害现场调查评估组组长，减灾与应急管理

（5）
《中国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

研究院刘连友教授、武建军教授参加了现场调查

适应国家评估报告》
（China National Assessment

评估，王瑛教授级高工、刘吉夫副教授等与研究

Report on Risk Management and Adaptation of

生参加了灾害评估的内业工作。工作组分赴地震

Extreme Climate and Disaster）中第二章“极端气

灾区鲁甸县、巧家县、会泽县、昭阳区的各个乡

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的内涵（Connotation of

镇，对不同烈度区建筑物、基础设施、农业、工

Risk Management of Extreme Climate and

业、服务业以及资源生态等方面的损失情况进行

Disasters）”和第五章“灾害风险管理与实践及

了入户详细调查，充分听取了灾区干部群众意

适应措施（Policy Measures and Practices of Risk

见，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资料。现场调查期

Management and Adaptation）”。秦大河院士担任

间，还听取了云南省省地震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核心编写组组长，领衔专家为闪淳昌、史培军、

厅、国土资源厅、水利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

范一大。来自中国气象局、各大部委、院所和高

和各灾区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意见。根据现场调

校等单位的 100 多名专家参加了撰写。

查评估的结果，并结合相关部门、灾区各级地方

（6）减灾院坚持在每年的上下半年结合国

政府上报的地震损失数据、卫星及航空遥感解译

家减灾日、国际减灾日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

数据以及灾害模型评估数据，为科学评定鲁甸地

动，开创了品牌活动“5•12 防灾减灾学术文化

震的综合灾害损失奠定了基础，为灾后恢复重建

节”，坚持举办文化节、国际减灾日的宣传教育

规划编制和灾区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活动。活动面向校内外开展，参与活动人员够达

（3）根据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安

到 800 余人次/年。第三届防灾减灾学术文化节

排，2014 年 11 月 3-6 日，史培军教授带领民政、

中曾结合本校情况，通过走访保卫处、后勤处，

水利、农业等部门的调研组赴湖北进行专题调

获得了一手资料，运用专业知识绘制了“校内内

研。实地查看了宜昌市秭归县地质灾害和综合减

涝风险图”、“校内常见风险图”，为本校师生提

灾示范社区，深入了解了湖北省（特别是三峡库

供了有效的参考信息。

区）自然灾害问题和防灾减灾规划实施情况，就
加强后三峡时代库坝区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非传统灾害防范、重大工程灾害风险评估和灾害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发展概况】

救助标准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咨询建议。
（4）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 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on Climate

全球变 化与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 院成立 于
2008 年 1 月，依托学校综合性、交叉性和系统
性的多学科优势，在原有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

Change）中第四卷“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影响评

院、环境学院、资源学院、水科学研究院、减

估（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研究

Climate change）”。刘燕华参事担任编写专家组

院以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遥

组长，领衔专家史培军，葛全胜，潘家华。来自
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教育部、工信部、国土资

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
实验室、高性能科学计算中心，以及一批部
（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为支撑平台，同

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水利

时通过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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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建创新团队，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研

(三) 人才项目

究与教学群体，并致力于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具

赵传峰教授入选第十批“青年千人”计划、

有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应用人才。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球院共有 9

【队伍建设】

名教师获得北京师范大学京师英才奖，一等奖为

(一) 人员结构

程洁、贾坤；二等奖为惠凤鸣、江波、缪驰远、

截止至 2014 年 12 月，全球院现有教职员工

上官微、杨新、姚云军、叶爱中。

共计 78 人，包含在编在岗人员 54 人，体制外聘

(四) 制度建设

用人员 4 人，校聘 1 人，院聘 19 人；博士后工

为了全面推进研究院人事工作的规范化进

作人员 5 人。在编在岗人员中，共有教学科研人

程，研究院拟定了《千人计划考核管理规定》、

员 51 人，工程实验人员 3 人，行政管理人员 3

《外籍专家聘用管理相关规定》、
《关于统一非事

人。

业编制人员薪酬、假期标准的决定》、
《体制外聘

教学科研人员中包含首席科学家 7 人（戴永

用教学科研人员聘用管理办法》
。

久、段青云、John Moore、李占清、梁顺林、王

在绩效考核方面，建立健全了《教学科研人

开存、徐冰）
，国家“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6 人

员绩效考核办法》，经过反复讨论与核算，建立

（戴永久、段青云、李占清、梁顺林）
、
“青年千

了适合研究院建设目标、促进研究院未来发展的

人”引进人才 2 人（王开存、赵传峰）
，
“国家杰

量化考核体系，将全球院的绩效考核工作推向了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戴永久、李建平）
、

新的台阶。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年度考核评

长江学者 1 人（戴永久）
；具有高级职称的 29

选细则》、
《2014 年一般业绩奖励分配方案》
，对

人，中级职称 30 人。

研究院人员管理、绩效发放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

(二) 人才流动

的制度化建设，便于相关工作的开展。

全球院共引进教授 2 人，分别为“国家杰出

【人才培养】

青年基金”获得者李建平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

2014 年全球院招收博士研究生 17 名，硕士

王秀君博士（正在办理手续中）；调入副研究员

研究生 29 名，其中，来自“985”或“211”高

1 人（冯娟）
、讲师 1 人（孙诚）
，选留博士后工

校的生源约占半数以上。2014 年新增博士生导

作人员 3 人（邢楠、孙赛男、张玉珍）
、博士后

师 3 名，硕士生导师 4 名。

工作人员出站 1 人（王显威）
。

2014 年，结合学位点评估和培养计划修订，

在专业技术岗位聘任中，惠凤鸣、上官微、

全球院再次对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国际

吴晓旭晋升为副教授。共有 8 名教师聘期结束，

化的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新培养方案的课程

经过逐级审核与评议，顺利通过考核、办理续聘

设置主要包括：科研素质提高课程（论文写作、

手续。

学术报告技巧等），全球变化及地球系统科学原

李占清、梁顺林、段青云、John Moore 教

理课程（主要由首席科学家授课）、全球变化及

授完成了“千人计划”学者第一个聘期的工作，

地球系统科学方法论课程（主要由青年教师联合

顺利通过考核、办理续聘手续（John Moore 教授

授课）、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广泛调研，在全校

的手续正在办理中）
。

范围内择优选择）、学术前沿课程（邀请国内外

来自南京大学的刘小红教授、波兰大学的

前沿学者以讲座形式进行），新培养计划将在

Hamid Moradkhani 教授作为短期访问学者，来

2015 年秋季开始试行。同时，结合全校本科生

全球院分别进行了为期 1 个月的短期访问，以学

教学计划修订工作，积极参与物理系创新实验班

术讲座、组间交流等方式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

教学计划的修订，提交了 9 门本科生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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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表的 SCI 论文为 88 篇，占 SCI 论文总数的

全球院 2013 届毕业生共 13 人，其中博士研

56.41%，同比降低 7.09 个百分点；其中 TOP 论

究生 4 人，硕士研究生 9 人。全部学生均顺利通

文 15 篇， 2 区论文 22 篇。国内核心论文发表

过论文答辩，被授予相应学位。其中张玉珍同学

40 篇，其中第一作者 11 篇。论文标志性成果包

博士期间发表 SCI 论文 5 篇，其中两篇发表在影

括：John Moore 教授发表于 Nature Geoscience

响因子大于 5 的 SCI Top journal，荣获地学院系

论文 1 篇，王开存教授发表于 Bulletin of the

最高毕业生奖周廷儒院士奖，这是全球院第一次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论文 1 篇，以及

获得该奖项。

王开存教授、李建平教授分别发表于 Scientific

【科研工作】

reports 论文 3 篇。

2014 年全球院延续执行的科研项目共 76

2014 年全球院共出版 3 部著作，包括 2 部

项，总科研经费 6532 万元。其中包括 973 计划

中文著作和 1 部英文著作。2014 年全球院共获

项目 1 项，课题 7 项；863 计划课题 2 项；国家

得发明专利授权 3 项，分别为：地表反照率产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3 项；其他项目 43 项。

的生成方法及系统（ZL201110276104.1）、一种

2014 年全球院新批准的科研项目有 29 项，

Landsat TM/ETM+图像中山体阴影区的光谱信

总计批准经费为 1427.4 万元；其中 863 课题 1

息恢复方法（ZL201210059363.3）、全球陆表的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含重大研究

LAI 产品反演方法及系统（ZL201110180128.7）；

计划 1 项、专项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3 项），

软件著作权 1 项：可视化大复杂动力系统模型不

其他项目 18 项。

确定性分析软件（2014SR130726）
。

2014 年全球院发表学术论文 196 篇，
比 2013

【获奖情况】

年增加 29.8%，其中 SCI 论文 156 篇，同比增长

2014 年度，全球院师生在党建、科研等各
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奖情况如下：

40.54%。全球院师生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全球院获奖情况一览
获奖名称

获奖人

级别

2013 年度北师大优秀共产党员

王开存

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度 AGU 优秀审稿人

王开存

AGU 组织

2014 年度中青年优秀气象科技论文二等奖

王开存

北京市气象学会

清华大学—浪潮集团计算地球科学青年人才奖

纪多颖

欧洲地球科学学会（EGU）
Young Scientist's Travel Award

张之华

2013 年度感动师大新闻人物

王秀丽

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北京师范大学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评选一等奖

王秀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程晓

北京市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赵传峰

教育部

第十批“千人计划”青年人才

赵传峰

美国地球物理协会 JGR 期刊“优秀审稿人”（Outstanding Reviewer）奖 赵传峰、王开存
美国地球物理协会会士

李占清

国家
美国地球物理协会
美国地球物理协会

Yoram Kaufman Award

李占清

2014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John Moore

国家
国家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

赵天成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戴永久

2014 年师德十佳标兵

王开存

北京师范大学

第十二届励耘奖学金优秀青年教师二等奖

张之华

北京师范大学

168

第十二届励耘奖学金理科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

王开存

北京师范大学

第十二届励耘奖学金优秀硕士研究生一等奖

孙巧红

北京师范大学

【党建工作】

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

2014 年以来，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总支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

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全球院党总支工作日益走上

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正规。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的必然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学校党委

组织生活日趋完善。具体如下：

一年来的重要工作，全球院总支认真组织了相关

(一) 搭建总支班子，加强组织建设

活动，在工作上细致查问题，找办法，根据学校

2013 年 12 月 12 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

党委要求，圆满完成了整改，并提交了整改和总

科学研究院党总支在科技楼一层会议室召开成

结材料。

立大会。程晓同志任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秀丽

(五) 加强完善党员发展和教育工作，提升基

同志任党总支副书记。全球院党总支下设六个支

层组织战斗力

部：研究院教工一支部、教工二支部、2011 硕

加强党员管理是加强和完善党总支建设的

博支部、2012 硕博支部、2013 硕士支部、2013

重要内容。发展党员是不断壮大党的队伍，保持

博士支部。2014 年 11 月，总支委员调整如下：

党的生机和活力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陈卓奇同志任党总支组织委员、贾坤同志任党总

的重要保证，为此本学年我们在党员的管理和发

支宣传委员、青年委员，李香兰同志任党总支统

展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战委员，袁华同志任党总支纪检委员，李建平同

1.

严格了党员组织关系和档案管理

志任总支委员。

我们根据学校组织部的要求，做好学生党员

(二) 组织理论学习，加强思想建设

材料的审查工作，并对其缺少或不合理的材料严

组织教职工和全院师生，学习习近平同志重

格令其补充或修正，同时把学生党员积极分子的

要讲话精神和思想，学习校党委有关文件和领导

档案进行了整理和管理。

讲话，积极组织党员、教职工听讲座，使大家通

2.

过学习，听讲座领会精神实质，并在工作中贯彻

本学年教工支部按期转正了 1 名预备党员，

落实。

按计划转正和发展了党员

发展了 1 名党员。学生支部转正了 22 名预备党

(三) 组织实地参观，倡导实践育人

员，并发展了 4 名预备党员，壮大了全球院的党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实践育人工作。进一

员队伍。

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对于不断增强学生服

3.

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

本年度，全球院总支书记程晓教授参加了在

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具有不可替代

山东临沂的革命优秀传统培训，组织委员陈卓奇

的重要作用。全球院党总支通过实践深化教育教

老师参加了北京高校第十三期基层党组织责任

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于世界一流学

人培训班的培训。两位同志在培训中认真学习，

科的创建，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开阔

回来后积极向校党委组织部汇报，并将培训所学

师生的眼界，提升师生的综合素质。

应用到研究院的党务工作中去。

(四) 组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专题活动，提升

4.

党建实效

积极输送党员干部参加培训

召开《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培训会，加强党员发展工作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9 月 26 日，全球院党总支在后主楼 2209 举

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

行了支部书记和负责人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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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程晓书记强调《细

热情和积极性，如给班主任每月 300 元补贴，给

则》的颁布实施，是党员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

学生申请学校的勤工俭学补贴、困难补贴等，尽

修订后的《细则》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

力解决学生干部的后顾之忧。在全面教育和积极

针，体现了实践探索的新经验，是做好新形势下

引导的前提下，重点关注五类学生：经济贫困生、

发展党员工作的重要遵循。他要求各位党支部书

学习困难生、心理问题生、感情问题生、交往问

记要认真学习宣传《细则》
，把《细则》的内容

题生，通过班主任和学生干部积极做相关同学的

和精神贯彻到以后的党员发展中，提升党员发展

工作，并加强与学校相关部门的沟通和报送，将

质量。他强调各支部书记和负责人要加强政治学

问题控制在最小限度。

习，积极联系师生员工，全心全意服务于师生员

平安校园是本学年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在

工和研究院的发展，把党支部建设成自强、拼搏、

党总支书记程晓教授的指导下，由副书记王秀丽

乐观和奉献的先进集体。 总支组织委员陈卓奇

老师牵头，带领相关行政人员整理出全球院自

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 5 月 28 日印发的《中国

2011－2014 年所做的相关工作材料，包括制度

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具体内容和修订后

规范、值班记录等内容，交送学校文字材料约

《细则》的主要要点做了详细介绍，对学校党员

25 万字，整理学院备查材料约 10 万字。

发展的政策作了说明，对全球院发展党员工作各

(七) 悉心指导工会活动，营造家园文化氛

环节的具体要求做了讲解。党总支副书记王秀丽

围。

会议上对上学期的党支部工作作了总结，对各支

院总支指导工会工作，工会在本年度取得了

部的活动作了点评和要求。她特别强调严格、科

可喜的成绩，很好的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各项工作

学、规范的程序是提高新党员质量的重要保障，

任务。除日常工会事务外，工会全年共组织和参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细则》
，在以后的党员发展

与活动 33 项，全院师生 500 人次参加了这些活

中要严格按照《细则》的规定和学校的相关规章

动，活动充分将工会的“教育、参与、建设和维

制度做好党员发展工作。

护”四项职能融入到全球院日常工会工作之中。

(六) 深入细致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做好系列学校交办工作

这些活动缓解了教职工工作压力，营造了团结和
谐的团队氛围，增强了教师身体素质，丰富了教

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上，我们发挥辅导员

师业余生活，更为教师间、师生间的交流搭建了

班主任、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积极分子等三支队

平台，强化了全球院的文化建设。

伍的作用，采取多样措施调动和提升他们工作的
全球院工会详细活动
月份

活动名称

参与人数

1月

参加校“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奖大会

4

1月

组织全球院教工生日聚会

15

2月

组织全球院职工办理女工保险

8

3月

组织全球院职工办理京卡

26

3月

组织参加校三八节教职工跳绳团体赛

15

3月

参加校女教授讲坛

3

4月

组织参加校广播操团体赛

32

4月

参加校教代会六届三次会议

5

4月

联合“爱婴协会”组织亲子嘉年华活动

10

4月

组织全球院职工办理重大疾病保险

5

4月

发放 13 年度工会评优奖励

19

170

4月

组织全球院教工生日聚会

15

5月

组织参加校教工运动会

36

6月

组织参加校教工羽毛球赛

4

6月

组织全球院师生的“白洋淀实践考察”活动

56

6月

组织院教工生日聚会

22

8月

参加 2014 年“暑期教代会工会工作研讨会”

1

8月

协助料理全球院职工赵教授的丧事

8

8月

制定全球院职工慰问细则

8

8月

组织全球院教工生日聚会

20

9月

组织全球院师生篮球友谊赛

40

9月

参加校教师节典礼

4

9月

组织参加校“青教赛”

2

10 月

参加评选全球院“师德模范”标兵

5

10 月

慰问全球院住院职工

3

10 月

组织参加校“职工健步走活动”

9

10 月

组织全球院教工生日聚会

25

10 月

协助组织全球院搬迁南院事宜

5

11 月

参加校“119 消防宣传展览”活动

3

11 月

参加校“师德论坛”

8

12 月

参加“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仪式

1

12 月

组织全球院教工生日聚会

20

(八) 加大宣传力度，积极选树典型

的形象。《科学日报》等诸多媒体对全球院教师

院总支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选派总支副书记

的学术观点和优秀事迹都做了很好的报导，很好

王秀丽老师主管宣传，在工作上积极塑造全球院

地提升了全球院的影响力。

全球院宣传活动
序号

宣传活动名称

宣传活动时间

1

“中国城市的云彩怎么了”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全球院李占清教授

2014-12-10

2

全球院 John Moore 教授在地球科学顶级期刊 Nature Geoscience 上
发文揭示气候影响冰川崩解机制

2014-12-9

3

热烈祝贺全球院王开存教授当选北师大“十佳师德标兵”

2014-12-8

4

全球院与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2014-11-18

5

全球院硕士罗斯瀚出征南极参加中国第 31 次南极科考

2011-11-14

6

李建平教授应邀访问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2014-11-8

7

【中国气象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李占清：
气溶胶影响我国气候变化趋势

2014-10-30

8

全球院李建平教授与英美科学家联合获得英国气象局项目资助

2014-10-13

9

100 foreigners get Friendship Award

2014-9-30

10

全球院段青云教授当选美国气象学会会士

2014-9-22

11

李占清荣获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两项荣誉

2014-9-22

12

全球院师生 2014 年北极考察首飞无人机

2014-9-9

13

全球院赵天成同学荣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

2014-6-26

14

【科学网】北师大教授王开存：全球变暖与干旱无直接关系

2014-6-4

15

全球院程晓教授荣获“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20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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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存教授获得 2013 年度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优秀审稿人奖

2014-4-28

17

全球院极地遥感团队师生赴上海参加欢迎“雪龙”号凯旋仪式

2014-4-18

18

【北师大快讯】中国第 30 次南极考察队向我校再次发来感谢信

2014-3-4

19

全球院王秀丽老师当选第五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

2014-1-22

20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出版专刊“陆面遥感的最新进展”

2014-1-15

21

【北师大快讯】我校科研人员助力“雪龙”号南极成功脱困

2014-1-9

22

【北师大快讯】中国第 30 次南极考察队向我校发来感谢信

2014-1-9

23

央视《东方时空》就“雪龙号”在南极被困采访我校程晓教授

2014-1-6

24

【新京报】徐冠华：改革的关键期就在未来五年

2013-11-14

16

【学术研究】

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研究院积极组织实施高端研究项目，出版相
应书刊。《院讯》第九期已经出版，许嘉璐院长

【发展概况】

《未达集》
、2011 年“中华文化与课程”研修班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以下简

讲者文集、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2012 年讲演集

称“研究院”
）成立于 2010 年，是北京师范大学

《相克相生 共进共荣》即将出版。访问教授陈

为搭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培

鸿森 2012 年授课文集及乾嘉名宿年谱、2012 年

养知行合一的高端人才，打造国际上具有较高知

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论文集、“京师人

名度的特色专业而建立的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

文宗教讲堂”2013 年讲演集《相克相生 共进共

研究机构。

荣》、2013 中医养生论坛（北京）、2013 北京尼

研究院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常

山世界文明论坛、2013“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研

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长许

讨会（北京）论文较为齐全，待交出版社。2014

嘉璐为院长，聘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

两岸四地茶文化高峰论坛（武夷山）
、2014 方东

会长学诚法师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副

美哲学思想研讨会（北京）会后论文正在收集中。

会长张继禹道长为副院长，并在全球范围内聘请

【交流合作】

人文宗教领域的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客座教
授、讲席教授。研究院本着“小机构，办大事，
多结合”的精神，秉承“感恩敬畏，人皆我师；
安居论道，奋起行之”的院训，积极开展各项工
作，为实现“三个高端”
（培养高端国际型人才、
进行高端国际交流、组织开展高端研究及其成果

体验营由许嘉璐院长倡议发起，拟在未来 5
年内每年举办两期，暑假在大陆，寒假在台湾，
分别邀请两岸大学生在两岸进行传统文化实地
体验，以共同的文化之根为钥匙，打开两岸交流
的“心窗”
。
2014 年，第一期“汉字之旅——第一期海

的出版）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在河南、北京举行，

【学术研讨】

来自大陆和台湾的 30 名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

2014 年，研究院共主办学术研讨会 4 次，
与会学者和嘉宾 200 余人，受众约 1, 800 人次。
主办 2014 年中华文化与品德教育研讨会

动。活动期间，体验营一行一路经河南和北京两
地与汉字、传统文化相关的场所进行实地体验，
并聆听了相关专家的讲座。

（北京）
、2014 年两岸四地茶文化高峰论坛（武

研究院领导和教师参访了中国藏学研究中

夷山）
、2014 年第二届中医养生论坛（成都）和

心，就双方的合作交流事宜交换了意见。

2014 年纪念方东美先生诞辰 115 周年暨方东美

研究院继续深化与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华

哲学思想研讨会（北京）
。

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长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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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会、中国文化院、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以及爱国网等单位的合
作，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尽

【发展概况】

力。

研究院成立于 2011 年 5 月，其主要职能是

【教学培训】

培养社会管理高层次人才，开展社会管理科学研

2014 年，研究院招收的首名硕士研究生顺

究和社会管理政策咨询。研究院的发展定位：服

利毕业，为研究院的学生培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吸引、汇聚国内

基础。博士后王文娟已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顺利

外相关领域资源，开展多学科合作，面向现代化、

出站。除了学历教育之外，研究院还充分利用现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研究型、创新

有资源积极开展教学培训工作，许嘉璐院长继续

型、开放型研究院，成为培养社会管理高层次人

为师生开设《论语通讲》课程，兼职教授李建国

才的教育基地，成为中国社会管理领域具有一流

先生为师生讲《孟子》，张猛教授为师生讲《易

水准和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库，成为北京师范大学

经》。同时，研究院继续举办“京师人文宗教讲

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

堂”系列讲座、燕京艺术讲座和“经典会读”系

发展的重要平台。院长是魏礼群教授。
【学科建设】

列读书会。

根据学校安排，研究院成为社会学和公共管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成功举办 16 讲，儒
学、佛学、道学、中医各 4 讲，听众约 3,000 人

理两个一级学科的参建单位。为推进学科建设，

次；
“燕京艺术讲座”3 讲，听众约 600 人次；
“经

研究院认真调查和分析时代发展趋势和高等教

典会读系列读书会”继续对北京周边高校及社会

育的发展规律，组织教师完成《社会管理方向博

人士开放，先后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东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出题方案研究》、《社会管理

岳庙主持袁志鸿道长，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方向研究生培养方案》等，提出了培养目标、课

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磊明先生，人文宗教高等研

程设置和考试规范等优化方案，不仅提高了社管

究院讲师张学涛分别作了关于道教科仪、《乡土

院教学科研决策的科学合理性，还促使教师自觉

中国》与中国社会、《说文解字》与小学常识等

研究教育规律，培养院内事务管理的全局观念，

讲座；组织召开“道家思想与时代精神”学术研

营造一种“发展社管院人人有责，社管院发展有

讨会；同时，读书会还组织学员与北师大辅仁读

我一份”的良好氛围，实现系发展建设共议共治

书会进行深入互动，讨论读书方法并交流读书会

的局面。

运作的经验；编纂会刊一期；参访八大处，丰富

【队伍建设】

课余学习生活、拓展学术视野。

（1）研究院咨询委员会本年度增补了 3 位

【制度建设】

成员。
（2）兼职教授队伍增加到 28 位。（3）通

2014 年，研究院在前期资料室建设的基础

过公开招聘办法，经学校批准，增加 5 位新教师，

上，将资料室重新规划、整理，逐步向学生开放，

形成了 6 位教授（研究员）
、5 位副教授、3 位讲

并制定了相应的图书借阅制度；继续建立健全办

师、5 位博士后的师资团队。

公室内勤制度，整理汇总专家信息库，促进各项

【人才培养】

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招聘行政管理工

完成 2014 级社会管理方向博士和公共管理

作人员一名，保证工作人员队伍的相对稳定及工

硕士（MPA）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根据学

作的持续开展。

校招生计划，又招收博士生 4 人、MPA 20 人，
学术硕士 7 人，于 2014 年 9 月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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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

2014 年 3 月 7 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2014 年，完成科研咨询项目 5 项，其中国

划办公室审核通过，特准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家社科特别委托重大课题 1 项；新立项 15 项，

重大项目“中国当代社会管理创新与国家科学

项目数量和经费不断增长。2014 年，社管院共

发展战略重大课题研究”免鉴定结项。

出版著作 14 部，发表论文 52 篇。其中核心期刊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15 篇。

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顺利通过中期检

2014 年 5 月 18 日，研究院会同中共北京市

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委托课题“社会管

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理创新问题研究”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

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托课题“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学院主办了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创新社

建设研究” 也取得重大成果，中国行政体制改

会治理体制”，10 多位部长级干部出席论坛，

革研究会委托课题“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

60 多位嘉宾致辞和演讲，400 多位高等学校、

制”等顺利结项。

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中外专

2014 年，研究院承担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家参加会议。论坛收到近百篇论文，从中精选

员会社会发展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员会委托

55 篇，结集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由北京

的“基于调查访谈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重点研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

究”课题。

响。

【交流合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党政领导支持下，今年 7

“社会管理创新大家谈”是社管院特色教学

月，向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总局提出申请创办《社

科学平台。2014 年，全国政协委员徐晓兰、美

会治理》期刊，8 月 28 日，经国家新闻出版广

国哥伦比亚大学 Michael B. Gerrard 教授、韩国

电总局正式批准，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

高丽大学 Heung Suk Choi 教授、清华-布鲁金斯

学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承办社会治理智

中心主任齐晔教授等做客“社会管理创新大家

库期刊。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研究社会治理、

谈”，发表“利用信息技术创新社会管理”、
“智

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期刊，是集思想

库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演讲，受到师生好评。

性、学术性、应用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刊物。

2014 年，研究院出访和调研近百人次。教

创刊工作正紧张进行，争取明年 3 月出试刊

师应邀赴德国参加国际第三部门研究协会召开

号，5 月出版创刊号。

的第 11 届国际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讲；还应邀赴

研究院组织编撰当代中国一部集理论性、实

俄罗斯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践性、史料性和工具性于一体和具有权威性的大

研究所联合主办“中俄文化对话”国际研讨

型文献图书—《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

会，并访问俄罗斯科学院等国际著名智库；赴

（1978-2015）
》
（综合卷，地方卷）
。目前，综合

美国参加非营利与志愿行动研究会召开的第 43

卷和地方卷（北京、上海、广东）均已开始撰写。

届国际学术年会，参与发起成立第三部门研究

计划 2015 年出版。

中国网络；赴韩国参加“东亚地区行政管理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正式批准的

研究生课程标准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发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第一阶段三年

言；以及第三届新疆社会管理论坛“新疆社会

期）“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信息库建设”顺利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施，已通过 2013 年度检查，全面启动并产出

2014 年，研究院接待来访百余人次。包括

了阶段性成果。

美国乔治城大学副校长 Thomas Banchoff、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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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南澳大学副校长 Nigel Relph、伦敦亚非学

建制的实体性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研究院

院中国研究院的刘捷玉副院长等国内外嘉宾来

致力于经济核算与统计分析研究工作。依托于北

访和交流。

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人文社科优势学科，研究

【社会服务】

院将密切追踪国际经济统计研究的前沿进展，围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做出将中国社

绕经济核算与定量研究主题开展理论与应用研

会管理研究院建成“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治理智

究，旨在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经济核算与统

库”的决定，列入国家级智库建设计划。研究院

计科学研究中心和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推进我国

积极开展资政服务，向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中

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研究院承担

央国家机关部委、地方党委政府报送决策咨询报

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任务，同时招收博士后和国

告 14 项，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的

内外访问学者。

有 4 项，包括：
《关于改革学科建制和提升社会

研究院下设三个研究中心，分别是政府财

学地位的建议》
、
“关于推动住宅工程质量治理体

政统计中心、货币金融统计中心和国际比较统

制创新的建议”
、
“关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调研

计中心。另外设有行政办公室、图书文献中

与思考”
、
“中央政法部门接待群众上访情况分析

心、国民核算实验室、经济统计研究编辑部。

报告”。此外，研究院还为中央政法委和民政部

【学科建设】

等一些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地方做决策咨询服

1. 编 制 统 计 学 一 级 学 科 建 设 规 划

务。这些咨询成果为地方党政决策发挥了积极作

（2014-2020）。作为统计学一级学科的主建单

用。

位，研究院协同数学科学学院统计系在广泛征求

2014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29 日，社管院与

各方意见和适当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统计学一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圆满

级学科建设规划（2014-2020）的编制，并顺利

完成“彩烛工程”第 8、9、10 期培训。来自四

获得学校二类建设计划支持。

川古蔺、重庆黔江和秀山、甘肃陇南、江西全

2.召开统计学科发展专家论证会。2014 年

南的 145 位小学校长分三批接受了培训。在此

10 月，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自

基础上，“彩烛工程”团队今年 6 月和 8 月两次

然科学基金委、中国人民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单位

分三组深入到贵州务川、正安、道真三县，开

的多位专家学者对我校统计学科建设与发展规

展“专题送教下乡活动”，三县教育局负责人

划方案进行了论证。

和中心学校校长 100 余名，小学班主任及语文

3.拟订统计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

教师 1000 余名，小学生和初中生 350 余名受

案。按照学校的工作要求，我们组建了北京师范

益。

大学统计学学位授权点合格工作领导小组。工作

2014 年 8 月 24 日-29 日，社管院和深圳市

领导小组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学位授权

社会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深圳市领导干部

点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讨论形成了

社会治理现代化培训班”隆重开班、圆满结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按照工作方案计

业。

划，我们将在 2017 年下半年邀请专家组进行学
位授权点现场会议评估。

国民核算研究院

4.加强学科平台建设。研究院还加强了与政
府部门和企业合作建设学科研究平台。本年度，

【发展概况】

研究院与财政部财务司达成筹建教育统计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以下简称研

的意向，与东源股权投资基金初步达成了共同建

究院)成立于 2011 年 1 月。是北京师范大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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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金融大数据中心的意向，其他后续工作正在跟

为统计学类专业开设专业课程 10 门，其中博士

进中。

研究生课程 2 门，硕士研究生课程 8 门。其中，

【队伍建设】

教授开设课程 4 门，副教授开设 3 门，讲师开设

2014 年，研究院接收国内应届毕业生 1 人，

3 门。根据研究生教务系统提供的数据，有 5 门

引进副教授 1 名。目前实有在编教师 13 人，其

课程获得学生评教分数，平均成绩为 94.7 分。

中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包括长江学者特

除承担本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外，我院还有 2

聘教授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 人。此外，

名教师承担了数学与科学学院应用统计学专业

我院还聘有兼职教授、博士后、研究助理、行政

硕士的学位课程 2 门。

人员 10 余人。

本年度我院积极开展本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本年度我院教师团队建设进展顺利，晋升教

的制订、修订工作。精心策划，组织骨干师资力

授 1 人，新增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2

量，经过多次论证，制订了 2015 级应用统计专

人。

业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和培养方案，并初步完成了

【人才培养】

2015 级经济统计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本年度研究生院正式批准我院成为独立研

的修订工作，以及 2015 级统计学本科专业培养

究生培养单位，为后续人才培养奠定了组织基

方案的修订工作。

础。

【科研工作】

我院获得的二级单位独立研究生招生和培

1.组织双周学术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2014

养权，在统计学（0714）一级学科下招收经济统

年 3 月，我院决定举办双周学术论坛，邀请校内

计学（0714Z1）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目前在校

外学者面向青年教师和学生报告学术研究成果。

生三个年级（2012、2013、2014 级）共 37 人，

双周学术论坛已举办 16 期，广大师生反映良好。

其中博士生 14 人，硕士生 23 人。本年度，我院

2.积极申报与承担重要科研项目。本年度，

还获得了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培养资格，自 2015

我院教师组织力量，科学论证，申报多项科研项

年开始招生。2014 年 11 月，以我院师资为重要

目，新增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

力量成立的统计学院，获批招收 2015 级统计学

金重大项目 1 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

本科专业。

项，承担财政部合作项目 10 项，其他省部级项

2014 年，我院积极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

目或部委委托项目 11 项。

2014 年国民核算研究院双周学术论坛一览表
期

论坛题目

报告人

1

要素结构、经济增长与发展战略

孙永强

2

多方法改进视角下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测算和效果评价

吕光明

3

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口扰动影响

李

4

GDP 国家数据与地区数据的可衔接性研究

曾五一

5

Socioeconomic Drivers and Co-benefit Opportunities of Relative Environmental Decoupling in
China

王亚菲

6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7

人格特征与股票投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发现

李

8

The Ethical Bases of Public Policies:Aconceptual Framework

徐永胜

昕

佐和隆光
涛

9

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再测算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石

刚

10

Evaluating Policy Impacts using Advanced Statistical Methods

高

琴

11

多水平模型及其应用

石

磊

12

经济学学术论文的创作要领

李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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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网络搜索数据的房地产价格预测

董

倩

14

A High-Dimensional Nonparametric Multivariate Test for Mean Vector
Structure Estimation in the Partially Linear Cox Model

李润泽
赵星球

15

地方政府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

乔宝云

16

Semi-nonparametric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Shrinkage-based diagonal Hotelling's tests for high-dimensional small sample size data

Rui Song
Tong Tiejun

聘教授来我校工作 5 个月。我院还积极邀请了国

3.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扩大研究院学术影
响。本年度先后派出 37 人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际投入产出协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拿大达

进一步扩大了我院的学术影响。2014 年 10 月在

尔豪斯大学、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等国外学

厦门大学承办第五届中国统计学年会，我院顺利

者来校讲学，与有关高校和国际组织建立了意向

获得第六届中国统计学年会的承办权。

性的合作关系。
【党建工作】

4.做好学术专著、社会服务报告和相关期刊
的出版工作。本年度，我院和中国统计出版社达

研究院于 2013 年 11 月成立直属党支部，组

成“经济统计学前沿系列”和《经济统计学（季

织建设迈入新阶段。目前研究院设有教工党支部

刊）
》的出版协议，共出版学术专著 5 部和《经

和学生党支部各 1 个。本年度，直属党支部有 3

济统计学（季刊）》2 本。同时，我院还出版发

名预备党员转正，发展预备党员 2 人，非党积极

布了《2014 国民核算研究报告》和《中国统计

分子 5 人。截至年底研究院共有中共党员 43 人

发展报告》等社会服务报告在科研成果水平上有

（含教师党员 9 人，博士后党员 1 人，院聘行政

了新突破。

党员 4 人，学生党员 29 人）。党员人数占全院师
生员工总数的 76.8%。

5.在科研成果水平上有了新突破。本年度教
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22 篇，其中 A 类 1 篇，B 类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11 篇。基本达到人均 1 篇 B 类论文的水准。我
院教师获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论文二等奖和北

【发展概况】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经济学类二等奖各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原认知神经科学与学

1 项。

习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7月，是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

“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基地，

本年度有 1 位教师获得国家基金委资助，将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赴加拿大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3 位学生获

育部“脑与认知科学”网上合作中心等多个大

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分别赴美国、法国和加拿

型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实验室设置了五个主

大访学一年。我院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商

要研究方向：基本认知过程与学习，语言认

学院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确定在 2015 年 1 月

知、数学认知与学习，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

派遣 11 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 1 名指导教师赴

用，心理发展与脑发育，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

该校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海外学习和研究工作。我

学研究。目前已经建成脑功能成像数据收集平

院教师还赴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会第 33 届大

台（北京师范大学脑成像中心）、神经细胞放电

会、G20 中小企业发展论坛、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数据收集平台（清醒猴电生理实验室）、生理-

大学等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心理数据收集平台、脑电与行为数据收集平台

与此同时，积极引入海外名师参与我院教学

等多种技术手段综合的研究平台。

与科研工作。2014 年 5-9 月，加拿大西安大略

【国家关注】

大学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作为我院外

2014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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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考

事决策神经机制研究的万小红研究员以及从事

察和座谈，参观了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秦绍正研究员；引进

实验室有关研究小组的实验活动，包括重点实验

计算神经科学专家、千人计划获得者李兆平教

室朱朝喆老师的近红外-行为实验室、舒华和南

授（已与学校签订备忘）；另外选留从事知觉认

云老师分别负责的语言、音乐能力评估实验室、

知和社会认知研究的优秀博士毕业生两名。目

李小俚和薛贵老师分别负责的注意力、学习能力

前，研究院科研队伍体现出了学科分布适当、

提升实验室，实验室师生受到极大的鼓舞。

多学科合作密切，中青年为主，科研骨干力量

【学科建设】

较强等特点。

在学科建设方面，研究院积极参与我国的脑

2014 年研究院李武博士入选“万人计划”

科学计划，培育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麦戈文

第一批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并获“第五届中

脑研究院工作进展顺利。Siegler 创新学习中心

国侨界贡献奖创新团队”，龚高浪博士成功申

开始正常运行。

请“青年 863”项目，成为青年 863 首席科学

研究院在脑科学计划中提出开展“人脑学

家，毕彦超博士荣获第十六届“茅以升北京青

习”的建议。就目前确定的我国脑科学计划几大

年科技奖”，由我院推荐至学校的 9 位京师英

主题上——正常脑的工作原理、开发脑研究新技

才候选人经过评审后均获得一等奖励。

术、脑健康促进、人工智能，研究院能参与的研

【人才培养】

究内容包括正常脑的工作原理部分、脑健康以及

2014 年，我院共招收硕士生 64 名，博士生

人工智能三个部分。

36 名；共培养硕士毕业生 39 名，博士毕业生 24

在积极培育“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的基

名；目前，在读硕士生 182 名，博士生 106 名。

础上，尝试申请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申请过程

本年度继续坚持选拔和培养并重的思路，继

使研究院凝练了主体研究方向，也进一步明晰了

续开展暑期学校，有针对性地加大宣传力度；调

研究目标。

整院和导师经费配套制度，加大力度，切实提高

麦戈文脑研究院在过去一年运行顺利，各项

研究生待遇，完善激励与保障机制；继续推进研

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在人员招聘方面，一位新

究生教学的内容和模式改革，科研理论与科研实

PI 已经正式入职，另有 17 位申请人中的 5 位通

践相结合；注重打造学术交流平台，通过组织系

过了初审，其中 2 位已经完成面试。在科研方面，

列性的学术讲座和交流（如京师学堂系列讲座、

研究人员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 项，其中

励耘学者论坛等）为学生提供与国内外大师、与

1 项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2 项重点项目，并

优秀同学交流的机会，同时继续资助研究生参加

获批 863 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 1 项。
在科研方面，

国内外高水平会议，开阔学术视野；重视研究生

发 表 （ 含 接 收 ） 论 文 61 篇 ， 包 括 Nature

思想政治教育，着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

Neuroscience, PNAS, Neuron 等。

2014 年通过国家公派项目共派出 3 名研究

由国际知名专家与北师大合作建立的

生进行联合培养，5 名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接

Siegler 创新学习中心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始正

收单位包括美国杜克大学、加州大学、澳大利亚

常运行，在合作研究基础上，中美学者共同发表

昆士兰大学等；并且，由研究院或研究生院与导

以北师大 Siegler 创新学习中心为署名的高水平

师共同资助了近 20 名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

科研文章 9 篇。

议，为研究生开阔国际视野提供了机会。本年度，

【队伍建设】

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接收论文 51 篇，其中

2014 年两位青年千人到岗工作，分别是从

SCI/SSCI/EI 论文 39 篇，TOP 期刊论文 1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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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7 名研究生获得

了更高级的认知功能，比如工作记忆、选择性注

校级优秀学业奖学金一等奖，25 名研究生获得

意力和决策。课程由来自美国、欧洲、中国和印

校级优秀学业奖学金二等奖；5 名研究生获校级

度的 17 位专家执教。执教教师分别来自麻省理

“社会实践奖”；2 名研究生获“通鼎”优秀研

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

究生奖学金；1 名学生获“合利屋”社会实践奖

纽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以色利魏兹曼

学金，8 名研究生获得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3

研究所等国际著名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学生更是

名研究生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7 名研究

从全球进行海选，精选研究生或以上共 30 名学

生获得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

员入校学习。

【科研工作】

2014 年，实验室教师出境参加学术会议、

2014 年研究院新申请获批省部级及以上项

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和合作研究共计 47 人次。

目 18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其中在学术会议上应邀作口头报告和论文海报

集成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

展示 26 人次。

项，863 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 1 项。截止目

同时，研究院/实验室注重对公众的开放和

前，研究院在研及新获批项目共计 103 项，其中

科学普及。2014 年度，实验室共计接待兄弟院

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2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校、国家部委、中外研究机构、国外大学等来访

项目 46 项，其他国家级项目及省部级项目 30

实验室共计 20 余次，来访人数累计达百余人次。

项，国际合作项目 7 项。

【实验室建设】

2014 年，研究院共发表（接收）SCI、SSCI

2014 年度，我们建设了符合国际静音室标

论文 145 篇，其中第一单位/通讯作者单位文章

准的测听室，为实验室开展听觉以及听觉语言相

108 篇。中文期刊收录文章 26 篇。高水平论文

关的研究，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实验平台。测听

逐年提高，2014 年尤其呈现飞跃式增长，第一

室采用悬浮结构，和原有墙体没有钢性的连接，

单位的 2 区以上论文 65 篇，比 2013 年增长了

满足国家 NC25 的隔音标准，配置了消声的换气

32.65%。第一单位 IF 大于 5 分的论文 44 篇，比

和空调系统。测听室的建设对实验室跨感觉通道

2013 年提高了 100%。

的学习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交流合作】

实验室动物实验平台（Animal Neuroscience

实验室依托短期海外文教专家聘请项目，邀

Division）主要以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与啮

请海外知名专家到实验室进行讲学、讲座、合作

齿类小动物（鼠） 为实验对象，从事认知神经

研究等科研活动。2014 年度邀请到包括美科学

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2014 年度我们完善了动

院院士 Michael Ellis Goldberg 教授在内的 6 名专

物实验平台的的附属设施。包括，新建了空气洁

家来到实验室访问、交流。

净度为万级的动物手术室；新建了用于动物实验

2014 年，由我校与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

和手术用具消毒的环氧乙烷灭菌室；同时，为了

范大学等联合举办的“第五届计算和认知神经科

改善实验动物的生存质量，我们改进了饲养室的

学国际暑期学校（CCN2014）
”于 7 月 5 日-25

饲养方式，增建了检疫室。这些配套设施的建成，

日在上海成功举办。该暑期学校为来自亚洲乃至

为实验动物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全球的科学家及学生们，提供近距离分享最新科

此外，建设了果蝇-斑马鱼电生理实验平台，配

研进展的独特平台。该暑期课程将重点放在脑认

备了双光子显微镜实验室、果蝇膜片钳实验室、

知功能的计算原理和神经基础上，课程不仅涉及

斑马鱼行为实验室等，加强了基于动物模型的学

到了感觉信号处理和运动神经的行为，而且包含

习脑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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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

实验室的脑成像实验平台，多年来持续稳定
的产出了海量的高质量数据，但现有的磁共振仪
器已经超负荷运转，并且已进入老化期；同时，

【发展概况】

实验室的科研实验需求却在逐年增加。为满足日

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研究院成立于 2012 年

益增长的脑成像科研需求，实验室今年招标购买

6 月 6 日，由北京市政府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共

了新的西门子 3.0T 磁共振设备。目前，新的脑

建，是一个集学术研究、咨询服务、文化传播于

成像实验室已进入土建规划和实施阶段。

一体的高层次研究机构，是文化政策制定的咨询
平台和业界吁求的传递平台。著名文化学者于丹

脑电-近红外-行为公共实验平台，加强了平

教授担任研究院院长。

台的信息化建设，引进实验室网上预约管理系

研究院主要承担北京市文化发展、创新、传

统。通过使用实验室管理系统实现实验室仪器与
实验耗材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为实验室评估、

播等方面的调研论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

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数据质量管理等决策提供数

研究任务；开展首都文化和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

据支持；系统能够准确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记

究工作；开展推进文化之都建设的相关理论模型

录运行的各项数据；智能生成数据报表，协助完

研究；研究推进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播工作；总

成数据上报工作。这促进了实验室管理水平的提

结文化创新的"首都模式"，开展首都文化示范基

升和技术开发队伍建设，保证了仪器设备的正

地建设研究和评估体系研究；开展文化创新和文

常、高效运行。此外，为促进脑科学研究中多种

化传播方面的培训工作。

类研究方法的融合，鼓励和促进新技术新方法的

成立以来，研究院链接校内外资源，致力于

探索，以及为 Cross-Brain 的 Hyper-Scan 技术提

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的研究，践行高校在人

供支撑，实验室今年招标采购了两台岛津最新型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已经

号的近红外光学成像设备。目前，可开展多个个

成为北京市文化发展决策的重要智库和首都有

体间大脑活动反馈的研究，为语言、情绪、社会

影响力的文化研究机构。
【队伍建设】

认知等方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手段。
进一步规范平台的管理。结合科技部、学校

2014 年，研究院首次启用北京市事业编制

对实验室运行管理的指导精神及具体要求，重点

人员招聘，根据研究院设置的招聘岗位条件、工

完善了实验平台的收费体系和制度、各实验平台

作任务和定位及应聘者的学科专业背景、能力优

的安全制度建设。修改完善了与实验平台条件相

势和个人经历，对应聘人员进行了筛选。最终招

配套的规章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SOP）
。同时，

聘北京市属编制人员共 4 人，其中管理岗 2 人，

积极开展对开展动物实验人员的上岗培训、技术

专业技术岗 2 人。此外，引进师资博士后 1 人，

培训以及动物伦理培训等，开展多层次，针对不

普通博士后 1 人。

同群体的用机培训。健全 PI、实验室“管家”

【科研情况】

以及实验平台管理人员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一）北京市文创产业研究课题

各平台大型仪器（单件大于 30 万）均运转

2014 年研究院充分借助北师大在文化研

良好，并达到了较高的使用率，对科研成果的产

究、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方面的学术优势，针对

出起到了支撑作用。

理论研究集聚校内外相关学科研究者，同时外部
链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业界精英，从宏观、中
观、微观三个层面开展了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课题
研究。
课题一：文化“走出去”国际坐标与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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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研究

（三）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定位与推广项目

成果 1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水平与渠

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定位与推广项目经过半

道调研报告

年的考察调研，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结项。报

成果 2 发达国家文创产业发展与国际行销

告成果已经被静安区政府采用，并逐步开始实

关键数据整理

施。

成果 3 国内公众对北京文化符号的认知与

（四）北京市纪委委托课题——“中国传统

喜好调研报告

文化与领导干部官德修养提升”课题

课题二：北京与相关省市文创产业政策体系

研究院“官德”课题组经过前期积累，在

比较研究

2014 年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工作，并在研究成

成果 1 北京市与相关省市文创政策对比报

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告

（五）基金资助项目：小学公益教育
成果 2 首都文创人才对于文创政策需求与

小学公益教育项目立足中国实际，在充分借

满意度调研报告

鉴国外服务学习及其他项目成功经验和框架的

成果 3 首都文创企业对于文创政策需求与

基础上，紧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满意度调研报告

要，尝试构建一种学校、社区、家庭互动的校内

成果 4 北京市财政资助政策及实施分析报

外相结合的新型教育模式，以促进青少年帮助他

告

人、服务社会的公益意识及行为习惯的养成，最
课题三：北京文创园区集聚水平与发展对策

终达到使其能力和素质全面提升的教育目的。

研究

【国际交流】

成果 1 驻园企业对文创园区满意度调研报

6 月 6 日，由我校主办，孔子学院/国家汉

告

办、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成果 2 北京市文创园区发展现状与评价体

会支持，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

系研究报告

承办的“文化‘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化的价

课题四：北京动漫游戏产业格局与发展路径

值凝聚与国际传播路径”国际论坛在英东学术

研究

会堂举行。

成果 1 中国动画产业消费调研报告

【党建工作】

成果 2 北京动漫产业格局与发展路径报告

由于研究院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院依

（2013-2014）

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凡是有正式党员

成果 3 北京游戏产业格局与发展路径报告

三人以上的，都应该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规定，

（2013-2014）

向校党委组织部申请成立了党支部，挂靠在艺术

（二）市文资办委托课题——第二届北京惠

与传媒学院分党委之下，目前共有党支部成员 8

民文化消费季活动全程评估

人。

2014 年 8 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

分析测试中心

程研究院的评估工作与第二届惠民文化消费季
活动同步启动，在两个月的活动跟踪过程中，实

【发展概况】

施数据当日回收统计、活动现场逐一走访、问卷

分析测试中心成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科学发放，试图及时发现活动不足，最大程度的

期，是以技术服务为主，集分析测试研究、分

寻找提升消费季品牌影响力的切入点。

析测试服务和教学为一体的独立单位，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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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理科科研教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

解，并就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互动讨论，部分

二十多年的运作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现已建

设备安排了上机实际操作演示。

立起了一支由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组成的骨干队

系列培训活动吸引了化学学院、物理系、核

伍，承担着无机定性与定量分析、有机定性与

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 11 个院系近

定量分析、高分子及生物分子的结构分析、材

300 人次参加；还有校外单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

料结构与成分分析测试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任

总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

务。中心现拥有相对独立、相对集中的现代化

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安阳工学

实验室2000平方米，是目前高校较好的现代化

院等 18 个单位近 60 人次参加培训活动。

理化检测实验室之一。其中无机定性与定量分

【大事记】

析、有机定性与定量分析、微区表面形貌成分

1.

和结构分析三个方面共有18个测试项目通过国

分析测试中心举办大型仪器设备系列

培训活动，2014 年共举办 7 期。

家计量认证。中心已成为我校973、863、国家

2.

和地方自然基金项目、科技部等各部委科研项

分析测试中心成立条码检测实验室，开

展物联网及大数据相关研究工作。

目顺利进行的重要支撑。2004年，学校高性能

3.

科学计算中心挂靠在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测试中心仪器设备共享信息系统

上线，使用电子化结账模式，告别纸质测试券。

【培训活动】

4.

为了充分发挥分析测试中心大型仪器的功

分析测试中心顺利承担高校实验室间

比对工作，35 家高校实验室参加未知有机物结

能和使用效益，提高教师和学生使用大型仪器的

构鉴定项目。

水平，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研发实验服务基地

5.

和分析测试中心共同为本校教师和学生举办了

2014 年 10 月 11 日，分析测试中心李

崧主任当选为全国高校分析测试中心理事长。

“大型仪器设备高端技术系列培训活动”。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共举办 7 次，分别为《激光拉曼光谱技术与应
用》
、
《ICP-AES 及 ICP-MS 技术与应用》
、
《场发
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日立 S-4800 技术与应用》、
《质谱技术与应用》
、
《等温滴定量热仪（ITC）

【概况】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占地面
积 4.3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80 万平方米、运

应用》、《核磁共振技术（NMR）应用》和《电

动场地面积 9400 平方米。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子能谱 XPS 分析技术与应用》
。

刘沪校长，王莉萍副校长，李敏副校长，梁原草

培训主讲教师分别对 LabRAM Aramis 激光

副校长，许建勇副书记，顾咏梅校长助理，李华

共聚焦显微拉曼散射光谱仪、ARCOS EOP 水平

艳校长助理兼工会主席，李磊校长助理，李静校

炬 管全谱 直读等 离子 光谱 仪、 NexION 300X

长助理。教职工 259 人，包括高级职称 117 人、

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日立 S-4800

中级职称 104 人。专任教师 219 人，包括特级教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MicrOTOF 高效液相四

师 7 人、市级骨干教师 10 人，市学科教学带头

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Xevo TQ 超高效液相

人 2 人；本科以上学历 219 人。开设教学班 60

-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仪、450GC-MS/MS 气相色

个，其中，初中 24 个、高中 36 个。毕业 623

谱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联用仪、MICROCAL

人，其中，初中 299 人、高中 324 人；招生 650

ITC200 等温滴定量热仪、Avance III 500 核磁共

人，其中，初中 315 人、高中 335 人；在校生

振谱仪、ESCALAB 250 Xi 电子能谱仪等仪器的

2070 人，其中，初中 935 人、高中 1135 人，包

原理、结构、应用领域及应用案例进行了深入讲

括寄宿生人 158 人，外省市借读生 1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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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景山教委签订教育合作共建协议】

2014 年，邰美秋老师被评为第二十七届北

2 月 20 日上午，在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二层

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陈瑾、朱燕燕、罗

会议室，北京师范大学与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北

德建三位老师被评为西城区优秀班主任，一个班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分

级获北京市优秀班集体称号，五个班级获西城区

别签订了《关于共同提升区域教育品质及合作共

先进班集体称号。

建协议》。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师范大学合

【教学科研】

作，在石景山西部五里坨地区引进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学校教师公开发表或获奖论文 100

附属中学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余篇。

中学京西校区。学校规模为 72 班，为公办六年

参与裴娣娜教授的国家级重大课题《我国基

制完全中学（含部分寄宿制），同时双方共建石

础教育未来发展新特征研究》是 2014 年学校开

景山区教育实践科研基地，加强人才培养和交

展的一项重要的课题研究工作。在 5 月河南大学

流、力争在首都西部地区办成一所“精品化、特

会议上，郭文涛老师设计并执教的教学课例

色化、多元化、国际化、现代化”的标志性学校。

“What can you do for our New Year’s Party”在国

【举行集团校第一次活动】

家社科基金“十一五”教育学重点课题“我国基

11 月 5 日下午，北京师大附中教育集团所

础教育未来发展新特征研究”第六届校长论坛教

属的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市第 43 中学、北京市

学课例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第 62 中学、北京市第 63 中学、陶然亭小学、北

12 月，在深圳大学元平体育馆，齐宏老师

京第一实验小学前门分校等六所集团校的领导，

代表北京市中学音乐教师参加全国第七届中小

在该校举行了第一次集团校活动。校长刘沪简单

学音乐现场课评比。齐宏老师执教的《贝多芬（第

介绍学校情况后表示，接下来将把集团校的组织

五）命运交响曲 第一乐章》在全国各省市选送

机构建立起来，并提出了成立集团校理事会、建

的 20 节现场课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立专门办公室、各校指定联络员等一些有关集团

【国际交流】

工作的设想。

2014 年学校共接待国（境）外宾客 18 批 262

【获奖情况】

人。分别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

3 月，学校被评为西城区文明单位。11 月，

拿大等 15 个国家。9 月，学校与与澳大利亚博

学校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 2014 年创建学习型

文中学签署了友好学校协议。

学校先进单位。

2014 年学校外派 3 位教师进行教学、友好

虞京一同学携《打印文档追踪系统的研究与

交流活动。截止 2014 年底，我校在校外籍学生

实现》项目进入第 34 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共 19 人，他们分别来自英国、德国、澳大利亚、

赛决赛终评阶段，获得科技创新成果（中学项目）

韩国、日本、泰国、朝鲜、墨西哥、南非、印尼

一等奖。

等十个国家。

在第十七届北京市学生艺术节〈西城赛区〉

在 2014 北京市外国学生多元文化节作文、

合唱比赛中，我校初中合唱团获得童声组总分第

摄影比赛和节目展演活动中，学校获 4 个一等

一名，高中合唱团荣获混声组总分第一名。

奖，2 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

2014 年西城区田径运动会，学校以 152 分

在 2014 年“北京市中小学对外汉语教育优

的总成绩获得西城区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二名。

质论文评选”中我校顾洁老师获一等奖，李梦老

2014 年西城区三好杯初中篮球比赛，获得

师获二等奖，徐兰老师、董少华老师获三等奖。

了初中女子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2014 年度在校外籍教师 8 人。美籍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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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籍 1 人，西班牙籍 1 人。8 名外教中，1 名

组成的队伍在印度举行的空间站设计大赛（亚洲

是具有博士学历的教授，在我校教授 AP 物理、

区 ） (Asian Regional Space Settlement Design

AP 微积分和科学基础；4 名具有硕士学历，分

Competition)中获得冠军。张雅萌同学同时获

别教授文学、AP 宏观经济学、AP 微观经济学、

DICK EDWARD 领 袖 奖（ DICK EDWARD’S

AP 历史、美国文化、法语；3 名本科学历，分

AWARD

别教授文学戏剧、学术写作、托福写作、托福口

LEADERSHIP ）。 国 际 空 间 站 设 计 大 赛

语。外籍教师还开设了拉丁文、法语等选修课。

（ International Space Settlement Design Competit

for

EXCELLENT

DISPLAY

of

ion，简称 ISSDC）起源于 1983 年，大型赛事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展于 1994 年，长期受到 NASA（美国航空航天
局）支持，是一项面向全球高中生的国际比赛，

【概 况】

每年举行一次。发展到今天该项比赛已经成为一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占地

项重要的高中生国际赛事。很多在全球总决赛中

面积 4.3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09 万平方米，

脱颖而出的优秀学生被美国名校录取。参赛者的

体育场馆面积 1.33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14.47

任务是设计一座容纳一万人以上的太空城市。学

万册，电子图书 4609 册，订阅杂志 543 种、报

生以团队的形式参加。团队成员通过协同努力，

纸 35 种。固定资产总值 19412 万元。全年教育

按照 Request for Proposal 的要求，最后递交一份

经费投入 13445 万元，其中，国家拨款 7595 万

长度为 40 页的英文报告，具体说明其空间站设

元、自筹经费 5850 万元。学校信息化经费投入

计理念及方案。比赛采取晋级制。（李波）

746 万元，拥有计算机 600 台，多媒体教室座位

【举行“家长生涯人物进课堂”活动】

5000 个，校园网出口总带宽 330Mbps，数字资

1 月 15 日，初一、高一年级学生举行了“家

源量 500GB，
“信息技术”课程初中 1 课时/周、

长生涯人物进课堂”活动。初一、高一年级活动

高中 2 课时/周。普通教室 72 个、专用教室 52

主题分别为“爸爸妈妈讲中学时代的梦想”和“爸

个、实验室 36 个。教职工 323 人，包括高级职
称 7 人、副高级职称 139 人、中级职称 123 人。
专任教师 241 人，包括特级教师 5 人、北京市学

爸妈妈讲职业”，生涯人物均在本班家长自愿报
名和班主任推荐的基础上产生，在各班家委会负
责人的主持下进行访谈活动。中青网对副校长杨

科教学带头人 4 人、市级骨干教师 8 人；本科及

文芝，高一、初一年级组长及班主任进行了现场

以上学历 241 人。开设教学班 80 个，其中，初
中班 38 个、高中班 42 个。毕业 990 人，其中，
初中 502 人、高中 488 人；招生 865 人，其中，
初中 525 人、高中 340 人；在校生 2879 人，其

采访。（陈晨）
【艺术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出】
2 月，学生艺术团师生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了“文化中国•非遗校园传承

中，初中 1574 人、高中 1305 人，包括住宿生

在行动”专场汇演活动。学校组织了包括舞蹈团、

287 人。高中录取分数线 553 分（西城区），应

合唱团、民乐团以及京剧团近一百多人的代表团

届高考本科上线率文科 100%、理科 99.5%。网

参加，演出作品包括京剧、民族舞蹈、中国民乐、

址：www.sdsz.com.cn。学校校级领导班子组成

合唱、川剧变脸等形式，节目以“非物质文化遗

名单如下：校长蔡晓东，党委书记程凤春，副书

产”为创作元素，充满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演出

记滕淑玲，副校长李晓辉、陈国才、杨文芝、刘

期间，艺术团还应法国枫丹白露市政府、巴黎十

学东。
（邢艳茹）

三区区政府的邀请，举办了两场“专场”演出交

【学生获国际比赛冠军】

流活动并在场内外开展了互动交流。 （张义亮）

1 月，学校国际部高二（14）班 12 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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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代表团来访】

中，举行了原创电影展映、电影主题曲演唱大赛

3 月 17 日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沙迪

及“你的梦想”征集活动。
（王国庆）

娜市教育局一行 16 人在西城区教委对外交流合

【举行“五四”纪念活动】

作科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校访问。在与校领导及部

5 月 4 日-5 日，校团委组织了五四青春创想、

分老师座谈之后，外宾们观摩了学校的通用技术

“我的青春我书写”、星级团支部颁奖典礼暨青

课堂、国学艺术课堂并参观了学校艺术博物馆，

春主题电影展映活动三个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还走进高一年级（11）班与师生交流。帕沙迪娜

学生通过制作书画、扇子等手工作品义卖，演唱

市与北京市西城区互为友好城市，实验中学师生

青春励志歌曲，进行体育运动，纸飞机大战、摄

刚刚于 2014 年寒假访问过帕沙迪娜高中，对方

影展、书画展、好书分享会，在条幅上书写青春

的部分师生也参与了此次接待活动。
（阎菁）

寄语等活动纪念节日。活动中，有 7 个团支部获

【举办青春期教育主题讲座】

得星级团支部称号。
（王国庆）

3 月 21 日，学校邀请北京大学教育与人力

【参展 2014 年北京市科技周】

资本研究所家长教育中心教研部主任、“家长教

5 月 17 日-24 日，学校生涯探索实验室

育与人才成长”课题组专家、中国关工委教育发

（Career Exploration Lab）在全国科技活动周北

展中心家长教育学院副院长张旭玲为初二年级

京科技周主场——展出。本次活动在全国农展馆

全体家长及部分家委会成员做了主题为“青春期

新馆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北京市委书记

孩子的沟通策略”的报告。张老师介绍了青春期

郭金龙、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孩子的特点，列举出与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方法策

出席开幕式并现场参观。实验中学校长蔡晓东、

略，阐述了家庭青春期性教育的必要性与方法。

书记程凤春为到场领导进行了讲解。北京电视台

本次讲座是学校青春期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之一，

科教频道对校长蔡晓东进行了直播专访。生涯探

除此之外，学校还面向学生开展了“青春宣誓仪

索实验室（Career Exploration Laboratory）是北

式”
、“十四岁生日庆祝会”
、青春期主题团队活

师大实验中学首创、北京市科委专项资助、北京

动与辅导等教育活动。
（王国庆）

新精英生涯国际教育科技中心协助下创立的生

【学生获科技比赛奖项】

涯教育实验室，是生涯探索活动及课程的平台之

3 月 27-30 日，学生参加第 34 届北京青少

一，是学生通过在模拟职业场景中的体验进行自

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荣获 8 项“一等奖”，8

我探索的场所。相对于传统以讲授式为主的课堂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专项奖”，

教学，实验室空天飞行、太空飞船检修、星球研

入围决赛作品和获“一等奖”数量均居北京市各

究、生活物品再设计、商业策划和公益摄影六大

中学前列。高三（2）班刘宏一和高三（12）班

项目的设计，让学生以团队形式完成实验项目任

万若萌获第十二届“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

务后，即时获得单项目体验报告，并在系统全面

奖”。本届大赛在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举

评估后，获得总报告《生涯指南》，随后学校生

行，实验中学共有 24 名学生创作的 18 项科技创

涯教育教师会根据报告给予学生综合、深入、个

新作品参赛。
（刚永运）

性化的讲解和指导。
（陈晨）

【举办第三届实验电影节】

【学生荣获科学比赛一等奖】

4月4日，学校举办实验中学第三届电影节颁

5 月 11 日-16 日，高三（12）班学生万若萌

奖典礼暨闭幕式，为历时一个月的电影节活动颁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65 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

奖。本次电影节的主题为“你的梦想”，学生围绕

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上，论文《为什么陆

这一主题拍摄制作了十六部原创微电影。活动

生植物不含高效吸收绿光的光合色素——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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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选择的角度探究含藻红蛋白的藻类未能进化

上城市承办，每三年一届，是中国当前针对青少

为陆生植物的原因》荣获“一等奖”
（奖励是可

年综合性最高、实力最强的赛事。同往届相比，

以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这也是实验

这是首次将大学生运动会和中学生运动会合并

学生荣获的国际科技竞赛最高奖。
（李波）

后举办的全国学生运动会，其比赛项目由前四届

【举行班集体多元评价研讨会】

的两项发展至今，设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

6 月 9 日，学校举行班主任工作站会议。副

乒乓球、游泳六个固定项目。（张义亮）

校长杨文芝、学生处主任刘海霞及部分班主任、

【高一年级启动分类走班授课制度】

年级组长、学生处全体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会

9 月 4 日是学校高一年级分类模块课程走班

议有三个主题：通报第二届市区级班主任基本功

上课的第一天。在开课前，教学处组织全体参与

大赛基本情况、讨论班集体多元评价方案、部署

走班的任课教师召开了“分类走班教师课堂管

近期和后期期末安排。杨文芝为基本功大赛中获

理”说明会，副校长李晓辉、教学处主任尚建军、

奖老师颁发了证书，班主任就班集体多元评价方

副主任孙兆前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上，孙兆前

案进行了讨论交流。
（刘海霞）

首先对《分类走班教师课堂管理指导意见（初

【举办合作办学签约仪式】

稿）》进行了逐条说明和解读，明确了任课教师

7 月 10 日，西城区教委与北京师范大学合

在课堂管理中担负的责任，提出了加强课堂管理

作办学协议签约仪式在学校举行。合作办学学校

的几点要求，包括“规范课堂管理，提高教学效

名称为：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二龙路中学。学校由

率”以及“规范过程性评价，完善课程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实施“一体化”的教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强调课堂管理在分类走班施

育教学管理，通过合作办学共同推动实验中学教

行过程中的重要性。李晓辉分析了学校施行分类

育集团建设。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校办

模块课程走班的背景，从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的

副主任刘晓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

角度阐述分类走班的意义。
（袁展）

蔡晓东、书记程凤春、副校长李晓辉，西城区教

【举办学生发展指导讲座】

委主任丁大伟、副主任赵蓬欣，西城研修学院副

10 月 21 日，学校举办主题为“5L&5S 高中

书记王红，二龙路中学校长金菡、书记姜诗卷参

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的专家讲座，主讲嘉宾是

加了签约仪式。
（吕永新）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博

【游泳队获奖】

士生导师、2009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7 月 28 日，实验中学游泳队参加第十二届

方晓义，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参会。方晓义在讲座

中国学生运动会，取得了 5 块金牌、7 块银牌、

中提出了“5L&5S 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
，

3 块铜牌及 1 项破全国纪录的历史突破性战绩，

其中“5L”是指“五个学会”，即学会做人，学

共获得 208 分的高分，为北京代表团赢得荣誉。

会健康，学会学习，学会工作，学会生活；
“5S”

受北京团市委、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体育

则是进行具体发展指导的五个步骤，分别是学生

局的共同委托，本届学生运动会游泳项目由实验

评估，发展指导方案制定，学校方案实施，学校

中学组队，这是学校第三次代表北京出战中运

工作评估，学校工作改进。“三级”是三个不同

会。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 3699

层级的指导，即发展，预防和干预。
（陈晨）

名中学生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其中来自 26 个

【承办学法指导现场会】

省市的 260 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的游泳比赛。中

10 月 28 日，学校举行“初中生学法指导行

国学生运动会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

动研究”现场会，来自北京市 60 多所学校的 200

中央主办，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协办，地、市级以

余位教师参加。会议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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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处指导，北京教育学会初中研究分会、“初

数据处理能力强大的特性。宾主双方互赠礼物，

中生学法指导行动研究”课题组主办，实验中学

沃尔夫勒姆还参观了校园并和学生互动交流。

承办，探讨如何行之有效地解决初中生因小初衔

（邢艳茹）

接、课业负担、青春期成长、个性发展等各种因
素带来的学习及成长问题，从理论、方式、方法、
实践几个层面探讨、展示、交流。市教委基教处

北京师大第二附属中学
【概况】

一处韩景毅参加会议，北师大教育学部博士生导

2014 年，学校毕业生数（初中人数 553，高

师、北师大实验中学党委书记程凤春主持并发

中人数 466），招生数（初中人数 501、高中人数

言，简要介绍了课题研究的背景及主要成果。实

360），在校生数（初中人数 1592、高中人数

验中学教师陈晨介绍了初中学生学业发展指导

1198）
，开设教学班数（初中班数 14、高中班数

实践的相关经验，初一学部主任苏海燕和大家分

37）
。教职工人数 19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65 人。

享了大数据背景下，年级组的管理工作是如何为

专任教师中特级教师 6 人，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

学生学习指导提供有效支持。此后还进行了语

员 7 人,中学高级教师 70 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2

文、数学、外语、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学

人，市级骨干教师 6 人，区级学科带头人 11 人，

习智慧等课堂展示和座谈会。(谢微微)

首席班主任 1 人,校级学科带头人 27 人。35 岁以

【演出学生话剧《雷雨》
】

下青年教师 65 人，本科学历教师 91 人，研究生

2014 年 12 月 13 日-14 日，作为西城区百姓

学历教师 74 人。校园占地面积 65390 平米，校

戏剧展演剧目，实验中学高二学生表演的话剧
《雷雨》在国家话剧院上演。西城区区长王少峰、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利、国家发改委机关

舍建筑面积 97375 平米。校图书馆、资料室藏书
约 10 万余册，报刊、杂志 350 多种。2014 年高
考成绩继续在北京市保持领先水平：文科重点率

党委办公室主任姜志民、武警直属支队政委杜希

100%，理科重点率 98.8%。85%以上学生考入国

光、中国联通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学萍等领导嘉宾

内一流名校，10%以上学生考入国外名校。2014

及部分师生和百余名社会观众（包括 50 多名智

年，二附中正式成为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男排)

障儿童家庭）观看了演出。2014 版实验中学《雷

学校和北京市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男排）培

雨》由高二年级语文备课组负责，聘请戏剧爱好

养基地并荣获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十佳科

者崔英剑组织排练，以在高二年级海选的方式选

技教育创新学校奖等多项市区级荣誉。2014 年

拔演职人员，采取往届参演学长指导现任演员的

校级领导名单：曹保义(校长)、阮国杰（常务副

形式，完全实验中学出品。
（谢微微）

校长兼任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校长、书

【接待美国科学家】

记）、申敬红(党总支书记兼任德育副校长)、王

12 月 29 日，美国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创

华（教学副校长）、陈国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

业家斯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到

学生处主任）。学校网址：http://www.shsbnu.net

校与高二年级 400 余名师生交流信息科学前沿

【中美两国元首夫人来访北师大二附中系

发展。北师大实验中学前任校长王本中、北京圣

列活动】

陶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室基础教育信息化研究

应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同志邀请，美国奥

室研究员唐亦军及实验中学校长蔡晓东、副校长

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偕家人于 2014 年 3 月 20

陈国才、副校长杨文芝等领导嘉宾参加了本次交

日至 26 日访华。3 月 21 日，中美两国元首夫人

流会。沃尔夫勒姆重点介绍了其研发的计算型知
识引擎 Wolfram Alpha，展示了该引擎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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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附中参观访问。在校期间，两位第一夫人进
行了会谈，并在曹保义校长、申敬红书记的陪同

下观摩了二附中的乒乓球课、书法课和机器人

二等奖，19个项目获得市级一、二、三等奖，29

课。4 月 21 日,外交部就二附中接待中美两国元

个项目获西城区一、二、三等奖。在自然科学知

首夫人来访发来感谢信。外交部表示，彭丽媛同

识竞赛中获得北京市高中组团体赛三等奖。在各

志陪同米歇尔参观二附中是此次访华的一项重

类人文学科竞赛中，12人获全国作文创新大赛

要内容，二附中师生在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热情友

一、二等奖；30人获北京市文体、科技类等各类

好、开放自信、治学严谨、追求卓越的特色给外

比赛一等奖，10人获二等奖，11人获三等奖；在

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9 月

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超过100篇，在专业期刊发表

10 日下午，美国白宫委派美国大使馆官员向二

论文近25篇，出版书籍6本。

附中转交了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亲笔签名的

【“北京市金帆书画院教育教学成果展”获

感谢信。米歇尔表示她很高兴有机会访问二附

一等奖】

中，并对上次来访时二附中的热情款待及为此所

1 月，二附中学生参加由北京市教委及北京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表示由衷的感谢。她坚信两国

市金帆书画院举办了《北京市金帆书画院教育教

之间的友好关系决不仅仅是政府或领导人之间

学成果展》获得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2 名，学校

的关系，它更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青少年之

荣获“北京市教委金帆书画院教育教学工作突出

间的友好关系。

贡献奖”。

【喜获北京市理科高考状元】

【“北京市第十七届学生艺术节戏剧比赛”

7 月，二附中高三（1）班刘倩莹同学以 719

获一等奖】

分夺得北京高考理科第一名。其中，语文成绩为

3 月 20 日——4 月 4 日，二附中戏剧团参加

137 分、数学为 148 分、英语为 146 分、理科综

了“北京市第十七届学生艺术节戏剧比赛”。校

合成绩为 288 分。

园剧《我的清华建筑系》获得“北京市展演中学

【教师获奖情况】

戏剧组一等奖”
。

9 月，二附中有 13 篇论文在 2013－2014 学

【北京市第二届班主任基本功大赛获一等

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论文评比中获奖,其中

奖】

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8 篇。11 月，二

5 月，二附中奚畔老师获得北京市第二届班

附中《高中素质教育舞蹈课》成果总结在

主任基本功大赛（五年举办一届）一等奖和“魅

2013-2014 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

力教师奖”，学校获得北京市优秀组织奖。

成果评选中获一等奖。11 月，二附中有 15 篇论

【第二届“荷花少年”全国中学校园舞蹈

文在北京市第四届“智慧教师”教育教学论文评

展演获金奖】

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 3 篇,二等奖 7 篇,三等奖 5

7 月 21 日，二附中舞蹈队编排的舞蹈《瞬

篇。12 月，二附中有 8 篇论文在北京市第 13 届

间》荣获第二届“荷花少年”全国中学校园舞蹈

课改论文评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 3 篇，二等奖

展演金奖。

4 篇，三等奖 1 篇。

【男排战绩卓著，连获冠军称号】

【学生获奖情况】

8 月 6 日至 14 日，二附中男排参加“北京

2014年，二附中学生在全国五项学科竞赛中

市第十四届运动会”获得冠军。8 月 18 日，二

取得优异成绩。5人获市级一等奖，13人获市级

附中男排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

二等奖，21人获市级三等奖。8人获全国联赛北

赛”获得冠军。10 月，二附中男排参加 2014 年

京赛区一等奖，35人获二等奖，29人获三等奖。

北京市中学生排球联赛获得冠军。12 月，二附

在科技活动中，高中有5个项目获得国家级一、

中男排刘宇光等四名同学荣获“国家一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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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称号。二附中男排申家兴、刘恩宏两名同学

个人经历与科学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在场的每一

被授予“北京市中小学生银帆奖”
。

位学生。

【参加 2014 年第六届国际青年科学家论

【海外学年成立二十周年暨与二附中建立

坛】

合作关系二十周年系列庆典】

2014 年 1 月 18 日，二附中陆宇虹、张欣怡

3 月 16 日至 19 日，海外学年督导团来二附

前往新加坡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ion

中，对海外学年中国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督

Boarding School）参加第六届国际青年科学家论

导。在此期间，海外学年成员校 Pedie School 和

坛（International Science Youth Forum, ISYF）
。

Belmont Hill School 的师生也来到海外学年参观

在为期五天的活动中，两位同学与来自全球 15

交流，旁听二附中课程，和二附中学生交流。3

个国家的 100 多位中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既

月 24 日至 28 日，海外学年总部董事会的系列会

为二附中带回了国外中学教育教学的先进理念，

议在六层会议室召开，对海外学年项目四个分校

又将二附中“项目式教学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探讨。为庆祝海外学年中国学

“科学游戏在教学中的应用”等教学探索向其他

校成立二十周年暨与二附中建立合作关系二十

国家教师进行了展示，赢得了广泛关注。

周年，3 月 28 日，海外学年总部在京城大厦举

【参加第五届东盟+3 科学天赋学生冬令

办了首场庆典晚宴；3 月 29 日，海外学年总部

营】

在二附中图书馆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12 月，

2014 年 1 月 24 至 2 月 1 日二附中吴梓曼、

二附中与海外学年总部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美

张雅榛、段兆轩参加了在瑞典纳卡举办的第五届

国海外学年（School Year Abroad）中国项目于

东盟+3 科学天赋学生冬令营活动。冬令营的主

1994 年经国家教委留学生处批准立项，由美国

题是关于海洋环境的 “The sea --- to be or not to

海外学年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共

be ……”
，主要围绕着全球变暖的影响、有毒物

同合作创立，迄今整整二十年。

质和垃圾、水体的富营养化、领海主权和相关法

【审议并通过二附中教职工培训支持方案】

律、人类活动的影响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展

3 月 25 日，二附中召开第八届教代会第三

开学习与探讨。通过组委会和纳卡学校师生的评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师大二附中教职工

选，二附中学生的海报以及演讲均获得了褒奖

研修培训支持方案》。该方案是为落实《北京师

（海报被评为一等奖）
。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2012-2016 年发展规划》，

【举办“开学一课”】

满足教职工的专业化发展需求，建设一支高素

2 月 25 日，二附中邀请清华大学化学系危

质、创新型教职工队伍，促进学校课程改革的深

岩教授就“科技创新与人类进步”这一话题与高

化与提高，全面提升教育教学及管理质量而制定

一、高二学生进行交流。危岩教授是国家特聘专

的培训方案。方案就在职学历、学位教育、短期

家“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及清华前沿高分子研究

出国培训、短期国内培训、短期技能培训等进行

中心主任，曾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获博士学位，

了详细的规范和约定。

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9 月 9 日，二

【举办德育名师系列活动】

附中邀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院士

5 月 27 日，“德育名师工程”系列活动之

与师生分享“信仰的力量”。施一公院士是美国

四——王颖老师班主任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终身教授、美

召开。王颖老师以《把“管”藏在“理”后面》

国双院士；我国第一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

为题阐述了自己的带班心得。12 月 16 日，“德

家。两位教授生动活泼的“开学一课”，传奇的

育名师工程”系列活动之五——孙敏老师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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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孙敏老师以“真”、
“平”、“实”为核心阐释了班主任工作的教育

【参加“第二届两岸四地学校辅导国际学
术研讨会”并介绍经验】

智慧，并重点围绕“实”阐释了在学生道德意识

7 月 5 日至 6 日，
二附中学生指导中心陈昭、

的引领与建构、道德实践的设计与实施、道德言

张二羚两位老师参加华东师大举办的“第二届两

行的示范与指导三个层面的具体做法。

岸四地学校辅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陈昭

【组织教职工拓展与沟通培训】

老师受邀进行“教师辅导中学长制实施发展的行

5 月 23—25 日，二附中组织一百多名教职

动研究”主题报告。报告围绕二附中学长制工作

工赴启行营地教育发展中心进行教师拓展与沟

的“背景与原因”、“起步及效果”、“探索与

通培训。本次活动通过营地教育的载体，体验式

完善”、“价值与意义”、“经验与反思”五个

活动与学习的方式，来实现拓展与沟通的培训目

方面进行，获得一致好评。

标。活动内容主要有：团队组建、穿越雷区、冰

【成立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委

河世纪、同建未来桥、美味关系、黑暗中的意外

员会】

旅行等。每个项目经过精心设计，都有不同的训

10 月 13 日，经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研

练侧重点，是对教师们的体能、意志、智慧、团

究决定，二附中党总支申请分党委获得批准,正

队合作的一次全新挑战。在拓展训练的过程中，

式更名为“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委员

教职工积极主动参与，全身心投入，切身体验挑

会”，第二附属中学党员隶属第二附属中学分党

战带来的激情，尽情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深刻

委。

反思失败后的原因，深度领悟了“在团队中成长”

【讲述教师心中的故事】

的意义。

10 月 28 日，二附中教师以“幸福”为题，

【出版《在高中与鲁迅相遇》一书】

开展了“说出你的教育故事”座谈会，座谈会由

5 月，二附中语文组王广杰老师主编的《在

申敬红书记主持。在座谈会上张永鑫、张晓雪、

高中与鲁迅相遇》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

孙敏、贾亚萌四位老师，简要回忆和动情讲述了

行，这是一本高中师生鲁迅作品学习文集。书中

自己教师生涯中发生的点滴故事。师生情、同事

为我们展现了教师简单质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

情、亲情、朋友情贯穿在一个个教育故事中，老

方法，以及十七八岁高中生应有的思维深度和情

师们在分享故事的同时品味着作为教师的幸福。

感浓度。师生饱含热情地专注于日渐受到冷落的

【开展并推进《思维发展型课堂》教师培训

鲁迅作品，从普通读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鲁迅这

项目】

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批判性地进行自我观照和社

11 月，为提升二附中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

会反思。

性，二附中与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赵国

【举办首届教学名师研讨会】

庆博士合作，开展并推进《思维发展型课堂》教

6 月 24 日，为加快教师队伍尤其是中青年

师培训项目，该项目重在思维整理和思维激发的

教师队伍的专业成长，分享教学智慧，打造教学

训练。二附中有 50 多名老师报名参加该项培训

名师团队，二附中举办 “首届教学名师研讨会

项目。

——与相红英老师一起谈教学”活动。相红英老

【举办“谈好教师”教育故事会】

师做题为《教学三得——鱼、渔、欲》的主题报

12 月 9 日，二附中召开“谈好教师”教育

告。报告中，相老师从教学目标入手，结合化学

故事会，故事会由申敬红书记主持。会上何杰老

教学案例，生动阐释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师以“让理想信念成为从教与学习的动力”为题，

授人以欲”的思想，令与会老师深受启发。

以近期“中国梦的践行者——讲述爸妈的中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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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班会为切入点，阐述了“导之以崇高、感之

人。开设教学班 40 个。毕业 288 人、招生 254

以情怀、促之以实践、约之以规律”来进行学生

人 、 在 校 生

理想价值观教育的教育思想。王丽老师讲述了自

//www.eps.bnu.edu.cn。
（高春芳）

1687 人 。 网 址 http ：

己与班中两名学生的故事，她认为好老师要有仁

【学校荣誉】

爱之心，这既是对教师的要求，也是对教师的挑

2014 年获评中华文化传承推广活动先进单

战。90 年代二附中提出了“道德堪为学生的楷

位

模，言行堪为学生的榜样，才学堪为学生的师表”
的师德标准。2000 年以后二附中提出“为人能

2014 年 5 月 四年级六班（2010 级 6 班）被
北京市教委评为先进班集体

表率，教学能领衔，科研能引领，实践能示范”
的骨干教师标准。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将永

2013 年、2014 年被评为海淀区中小学学生
营养餐(外送)管理先进单位

远是二附中每一个老师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构建和实施《几何机器人》课程】

2014 年 12 月获评海淀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示范校
2014 年教师论文、荣誉、评优课、辅导学

2014年，为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和创新能
力，二附中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构建和实施《几

生等各类获奖 200 余人次。

何机器人》课程。该课程以数学几何学知识为核

【我校派出教师赴境外参加培训】

心，借助物理学和信息学知识，通过项目式学习

2014 年 1 月，学校派出教师 12 人次赴夏威

方式，完成一个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学校建立

夷普纳荷学校学习；8 月，派出教师 8 人次赴芬

了培养方案的课程化、课程方案一体化、课程内

兰学习。我校一贯重视对各年龄段、各层次教师

容融合性的培养方式。为保障课程的正常实施以

的培养，特别注重骨干教师的深入学习与继续发

及对市区乃至全国的辐射作用，学校建立了实验

展。学校通过各种渠道促进骨干教师进行国际交

基地，占地300多平米，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成

流、参加国外培训。老师们把在国外学到的新理

不同的区域，有工作室、学习交流区、展厅等。

念带回学校，与全体老师分享，并将合理有效的
成分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不断促进教育教学的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进步。
（刘莹）
【中国科学院石广玉院士和秦大河院士受

【概 况】

聘为我校特聘教师】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占地面积

2014 年 2 月 26 日下午，我校在二楼会议室

13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188.4 平方米、体育

举行特聘教师聘任仪式，中国科学院石广玉院士

场馆面积 8050 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11.3 万册，

和秦大河院士正式受聘为我校特聘教师。出席聘

电子图书 7260 册，订阅杂志、报刊 93 种。固定

任仪式的有北师大曹卫东副校长、高尚玉教授、

资产总值 4619 万元，全年教育经费投入 3482

董文杰教授、陶明信教授、刘连友教授等，我校

万元，其中，国家拨款 3413 万元、自筹经费 69

部分教师和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聘任

万元。多媒体教室座位 2925 个，校园网出口总

仪式上，少先队员代表为两位院士献上红领巾，

带宽 1024Mbps，数字资源量 9000GB，
“信息技

吴校长致欢迎词并介绍了两位院士的成就。两位

术”课程 1 课时/周。普通教室 40 个、专用教室

院士也发表讲话，石院士表达了担任小学特聘教

25 个。拥有计算机 301 台。教职工 127 人，其

师的喜悦，秦院士则对同学们提出了要培养品德

中，高级职称 8 人、中级职称 76 人。专任教师

和长大后报效祖国的要求。与会人员还一起观看

110 人，包括特级教师 1 人、北京市骨干教师 4

了秦大河院士获得 2013 年度沃尔沃环境奖的视

人、北京市学科带头人 1 人，本科以上学历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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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吴莉荣）

许祎玮老师受分级阅读课题组王蔷教授的邀请，

【我校开展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携我校 25 名三年级学生，为 100 多名专家教师

3 月 24 日至 3 月 28 日为安全教育周，我校

展示《Ant’s Bug Adventure》一课，得到高度评

开展了安全系列教育活动。今年安全教育的主题

价。12 月，许祎玮、王竹在课题组举办的“2014

是“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
，少先队通

年度优秀课例评选”中获得最佳教学设计奖，张

过广播形式宣讲了安全常识及健康知识。3 月 31

璐、杨小霞获得最佳教学组织奖，刘莹、张璐、

日，我校进行全校教职员工疏散演习，并利用升

王竹老师的论文被推荐到《英语教学（教师版）》，

旗仪式，由教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王崇娥）

准备发表。（刘莹）

【我校数学学科举行第九届“京师杯”教学

【我校积极发挥辐射作用开展支教活动】

展评活动】

2014 年 4 月我校吴建民校长、李新洁、牛

2014 年 4 月 3 日，我校成功举办了数学学

广华老师赴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开展

科第九届“京师杯”评优课活动，本次活动的主

为期五天的支教活动。上示范课、做讲座，并赠

题是 “加强学生研究，提高课堂实效”
。李杜芳、

送了我校出版的各年级学生读书成果集——一

魏转叶、魏诗琳和姜巍四位教师分别进行了《什

二年级《绘本故事精编》、三四年级《绘本扩写》、

么是面积》
、
《认识毫米》
、
《拔萝卜》
、
《认识角》

五年级演讲集《汲取智慧，分享收获》及六年级

4 节课堂教学展示，海淀区教研员张红老师对这

演讲集《阅读求知超越 1》。2014 年 5 月，吴校

四节课进行了详细地评价与指导，吴校长、马校

长再次带领陈延军、秦亚鹏、弋山和黄茜 4 位教

长和部分教师参与了听课与评课活动。
（叶晓宏）

师到国家级贫困县的甘肃省榆中县开展为期三

【我校四项区级重点关注课题顺利完成结

天的支教活动，重点在学校管理、语文、音乐、

题】

体育和美术方面开展交流。我校支持我国中西部

截止 4 月 8 日，我校四项“十二五”区级重

薄弱地区教育的发展，开展了多次支教活动。
（刘

点关注课题顺利完成结题。其中吴建民校长承担

莹）

的《促进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途径和方法研究》和

【英语学科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特级教师陈延军老师承担的课题《小学语文阅读

2014 年 4 月至 5 月举办第十一届 “Super

教学创新的实践研究》
，分别于 3 月 21 日和 4

Baby”一至三年级英语故事比赛决赛，60 位同学

月 8 日以会议鉴定的形式通过结题，评估等级为

分别获得 Super Kid、Best Story Teller、Best

“优秀”。此外，王莹副校长承担的《应用戏剧

Performer 的称号。2014 年 6 月，举办第一届四

教学法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融合的行动研究》和

至六年级“Super Baby”英语戏剧比赛，每个年

莽晓懿老师承担的《通过数学实践活动发展小学

级设最佳表演奖，最佳创意奖，最佳编剧奖三个

生数学思维的研究》两项课题也已顺利结题。至

集体奖项，以及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

此，我校十二五期间承担的 14 项区级课题均已

最佳叙述者奖三个个人奖项。2014 年 12 月举办

结题（上个学期有 10 项一般课题均以通讯结题

第十二届二至三年级“Super Baby” 英语故事比

的形式全部完成结题）
。
（陈延军）

赛决赛，42 位同学分别获得 Super Kid、Best Story

【英语学科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

Teller、Best Performer 的称号。2014 年 11 月举

从 2012 年 9 月开始，我校英语学科参与了

办四、五年级英语阅读比赛，210 位同学分获年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教育部

级一、二、三等奖；同月举办六年级英语写作比

重点课题《中国中小学生英语分级阅读体系标准

赛，120 位同学获一、二、三等奖。
（刘莹）

研制》，第一阶段现已结题。201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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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组继续举行了“科学家进校园”系

行了第一次班主任沙龙，王崇娥主任、二年级班

列活动】

主任田玉娟、顾丽丽和郭琴老师参加了活动。活

2014 年 4 月至 5 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

动中，王宏老师首先耐心地倾听班主任老师在班

学科学组继续举行了“科学家进校园”系列活动。

级管理中的困惑，从理论上对问题学生进行分析

4 月 25 日下午，邀请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

并与老师们探索恰当的引导方法，为解决班级问

感中心物探部主任周坚鑫为六年级同学作《海洋

题提供一些依据。班级管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国土与海洋探宝》讲座；5 月 26 日下午，邀请

情，需要理论的引导，更需要班主任老师的耐心、

北京师范大学张雁云教授为四年级同学作《小鸡

爱心和责任心。三位老师表示将更加深入地思考

的孵化与饲养》讲座。通过讲座促进学生将从课

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做有效能的班主任。
（王

本中学习到的相关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崇娥）

引导学生注重学以致用。让学生在聆听专家的讲

【绘本点亮童心——二年级绘本童话剧展

座中体验和成长，身心在活动中得到全面发展。
（吴莉荣）

演活动】
5 月 20 日在 A 楼 5 层报告厅召开了二年级

【我校开展第九届“京师杯”语文学科教学

绘本童话剧展演活动。每个班家委会的家长们从

评优活动】

剧本的创编、服装和道具的设计，到角色的选择、

2014 年 5 月 6 日、12 日、13 日三天，我校

剧本的排练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力求本

举行了第九届“京师杯”语文教学评优活动。本

班的绘本剧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展示同学们

次评优活动的主题是“体现语文学科本质，提高

阅读的成果。表演过程中，每个班级的同学更是

课堂教学实效”
。我校 12 位青年教师参加了这次

努力表演，从服装造型到剧情设计都给我们呈现

评优活动。方艳老师授课《课外阅读指导》，蒋

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让同学们感受到了阅读

帅老师授课《装满昆虫的口袋》，王乐之老师授

的快乐。学校吴校长、王校长和贾主任参加了此

课《雨铃铛》
，郭琴老师授课《雨后》
，李宁老师

次活动，并对同学们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吴

授课《囚歌》
，苏岩老师授课《晏子使楚》
，田玉

校长对同学们的表演进行了肯定并希望以后多

娟老师授课《南辕北辙》，夏惠绩老师授课《为

开展这样的活动。随后吴校长为各班小演员颁发

了他的尊严》
，丁昕老师授课《古诗二首》
，王丹

了奖杯。看到奖杯，每位同学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老师授课《一个这样的老师》，顾丽丽《狮子和

的微笑。（顾丽丽）

兔子》
，刘烜老师授课《快乐的小公鸡》
。参加本

【我校派出多个师生团队赴国外开展“中

次“京师杯”语文学科评优活动的专家有：海淀

国文化传播之旅”活动】

区小学语文教研员柏春庆老师、牛玉玺老师，朝

2014 年 5 月至 10 月，我校先后派出四个团

阳教科所樊玉亭老师，北京市特级教师陈延军老

队，共计教师 19 人、学生 57 人，到日本、新加

师。我校马校长、贾主任、学校语文教师、其他

坡、美国、澳大利亚，与各个友好学校开展交流

学科部分教师以及甘肃省榆中县的六位挂职校

活动，既转播了中华文化，又拓展了师生视野。

长也参加了此次活动。（贾红斌）

（刘莹）

【班主任沙龙系列活动（一）
】

【举办第四届“同梦杯”篮球比赛】

为了提高青年班主任管理班级的能力，帮助

2014 年 5 月我校第四届“同梦杯”篮球赛

她们解决班级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本学期，教育

拉开战幕，整个联赛历时近一个半月，参赛班级

组特别邀请了豆豆妈妈工作室的王宏老师为老

为六年级七个班和五年级八个班。比赛采用分年

师们开展了小型班主任沙龙活动。5 月 19 日进

级分组单循环赛制，两组第一名决出冠亚军，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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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第二名争夺季军。本次篮球赛在学校的大力支

2014 年 10 至 11 月我校女足一队获北京市

持下，延续去年的五、六年级比赛，组织更为完

中小学生足球赛小学女子甲组第三名。(孙彬)

善。“同梦杯”不仅让各班篮球队员能在赛场上

【我校武术队参加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

展示运动天赋，而且和“童悦杯”啦啦操表演结

2014 年 8 月 11 日我校武术队参加由北京市

合，为女生们提供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最后，六

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委协办

1 班、六 2 班、六 6 班分别获得本届篮球赛六年

的 2014 年北京市第十四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

级组冠亚季军，五年级组前三名分别被五 7 班、

赛。北京市运动会是北京市青少年最高级别的综

五 4 班和五 2 班获得。
（秦亚鹏）

合性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此次比赛解小曼

【我校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先进

同学获得 42 式太极拳第一名和 42 式太极剑第二

党支部”
】

名；张颖茜同学获得 42 式太极剑第一名和 42

2014 年 6 月 30 日，北京师范大学庆祝中国

式太极拳第二名，以及集体项目第一名的好成

共产党成立 93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在英东学术

绩。（许民强）

会堂隆重召开。大会以“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扎

【党支部开展“如何做一个好老师”主题征

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主题，表彰了“先进

文活动】

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团体和个人。我校

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师大

党支部再次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先进党支部”。

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

这项荣誉的取得是对我校党支部工作的极大肯

好老师的新标准和新要求。为更好地学习领会习

定，也是我校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共同努力的结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把讲话的精神实质贯彻

果，必将鼓舞全体党员教师更好的发挥模范带头

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学校党支部组织了“如何做

作用，为学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我校

一个好老师”主题征文活动，全体党员、入党积

牛广华、常军老师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共

极分子及部分非党员教师共计 68 人积极参加了

产党员”。
（徐欣）

此次征文活动。
（徐欣）

【我校足球队参加海淀区及北京市比赛获

【我校陈延军老师荣获“全国模范教师”荣

得佳绩】

誉称号】

2014 年我校男女足球队参加了多项由失球

9 月 9 日下午，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暨全国

组织的比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具体如下：
2014 年 5 月我校男足一队获北京市“小西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
京西宾馆隆重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

甲”校园足球比赛甲组第七名。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主持了会

2014 年 5 月我校男足二队获北京市校园足

议。会上，我校特级教师陈延军荣获“全国模范

球联赛乙组第十名。

教师”荣誉称号。此次评选共表彰全国模范教师

2014 年 6 月我校男足二队获海淀区小学生

719 名，全国优秀教师 1798 名。9 月 9 日上午，

足球联赛第六名。

陈延军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

2014 年 6 月我校女足队获海淀区小学生女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9 月 10 日上午，又

足比赛第三名。

受到了北京市委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做了《践行

2014 年 6 月我校男足一队获双榆树学区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首都基础教育发展做些

届“阳光杯”足球赛第一名。

事情》的典型发言。9 月 30 日晚，陈延军老师

2014 年 10 至 11 月我校男足一队获北京市

作为全国 10 名优秀教师代表之一，参加人民大

中小学生足球赛小学男子甲组（普通校）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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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国庆 65 周年招待会。
（陈延军）

【启动新一届六年级学生讲坛活动】

励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李老师教学目标把握准

9 月 22 日，六（3）班的孙行伦同学演讲，

确，教学环节清晰，学情分析到位，是一节精彩

他演讲的主题是《飞向梦想》。他主要围绕着民

的数学课。（叶晓宏）

航客机的发展史、结构、制造、航空公司等多个

【六年级开展学科整合活动】

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10 月 27 日，六（5）

本学期，六年级围绕烤面包主题开展了学科

班的亓妙彤同学演讲——电影特效幕后揭秘。让

整合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

大家了解了这些电影幕后的制作故事，体会到了

9 月初学生首先在综合实践课上观看老师现场

电影人的艰辛。最后，亓妙彤带领同学们亲自体

和面，分组实践，自主练习和面。之后带着面团

验制作特效。她向我们介绍了一款软件，可以轻

走进美术教室，用泥塑课学过的技法做了小猪、

松地制作出精美的特效。吴校长、马校长和贾主

小刺猬馒头，同学们还自己设计制作了许多花样

任都参加了我们的活动。 (陈向伟)

馒头为后面的面包塑形打下基础。9 月底，在数

【王磊教授到我校为老师进行“培养学科

学课上，数学老师从“和面和塑形”的活动引入，

能力”的专题讲座】

研究和面中面和水的比，开展数学教学“比的认

2014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4:00—5:00，我校请

识”，然后应用比的知识进一步解释食品中的比。

来了化学学院王磊教授为教师做“学科能力”培

10 月份在科学课上，学生学习发酵，调查了解

养的讲座。王老师从“课题研究的意义、课题研

酵母在生活中的应用，之后用四节课的时间，通

究的开展情况、课题研究的几个值得注意的问

过配料、活面、发面、塑形和烘烤等环节完成实

题”等几个方面为老师们深入浅出地解析了自己

践活动。11 月份的体育健康教育课上，老师从

主持的国家级重点课题“培养学科能力”的主要

面包导入，通过计算食品中的卡路里，换算用多

内容。通过讲座，老师们认识到在传授知识教学

长时间的运动能够消耗脂肪等有关热量与营养

的同时，重视学科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讲座之后，

的知识，引导学生合理安排饮食。12 月份的英

很多老师开始把讲座的重视学科能力的三个层

语课上，结合英语的《烹饪》单元，用英语简单

次 “知识和能力——实践和运用——创造和迁

描述制作过程。接下来的语文课上，老师通过成

移” 内容，带进了重新设计备课的思考之中，

立烘焙坊进行任务闯关的情境设置，引导学生介

并有力地推进了课堂教学的改革。
（陈延军）

绍自己的店名及自行设计的 LOGO，提高学生的

【我校成功承办“儿童与数学”全国小学

口语交际能力。最后的综合实践课上，学生在家

数学研讨会分会场工作】

自制各类糕点和邀请函，在课堂上举行美味品鉴

2014 年 10 月 31 日，“儿童与数学”全国小

会，为此项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通过本

学数学课堂展示和研讨会的青年教师展示课活

次活动，学生收获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动在我校进行，3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学教

学习兴趣和能力也大大提高。（吴莉荣）

师参与了此次活动。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教

【音美书法学科推进会】

育学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联合主办，我

201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四点，音美

校与中关村一小以及海淀区教工委共同承办。我

书法学科推进会在 A 楼二层会议室召开。吴建

校李在励老师执教《整理房间》，来自浙江的郑

民校长、马骏副校长、音美学科全体老师以及教

水中老师和强振求老师分别执教《平行四边形面

育部十多位挂职锻炼校长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

积》和《圆的认识》，共呈现了三节展示课。课

会上美术组甄岳鑫、弋山两位老师首先对学校近

后北师大教育学部张树东教授和浙江省特级教

期校园文化建各工程进展情况设进行了汇报。接

师林良富主持了互动交流，对我校青年教师李在

下来吴校长对近期美术、书法的展览以及美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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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室的布置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尤其提到了要

了解了芭蕾舞的起源和发展，认识了著名的舞蹈

给学生提供平台举办个人书画展。会议最后同时

家，还学习了一些基本的手位与脚法，收获了很

部署了下学期音乐、美术、书法欣赏的一系列规

多相关的知识。芭蕾舞系的师生还特地为本次活

划，包括优质图书、光盘、晾画架等一系列学习

动印制了精美的明信片送给每一位同学，掀起了

用具的采购等等。
（胡斌斌）

活动的高潮。吴校长、王校长、马校长和学校领

【四年级“学生讲坛”活动报道】

导班子主要成员均全程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结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22 日，四年级同学走出

束后，吴校长代表学校为舞蹈学院师生们奉送了

了自己的班级，走上了年级其它各班的讲台，与

纪念礼品。
（胡斌斌）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本学

【四年级同学观看精彩的“科学秀”表演】

期四年级同学们共开展了七次学生讲坛活动。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中国科技馆科学实验

了出色地完成演讲的任务，演讲的同学都在课前

表演团队继 10 月 30 日为我校二年级同学表演关

精心选择演讲题目，认真制作精美的 ppt，课上

于空气的精彩科学实验后，再次受我校科学组之

还设计了有奖问答等互动活动，他们的演讲内容

邀为四年级同学表演引人入胜的科学小实验。中

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

国科技馆科学表演团队“超人哥哥、超人姐姐”

（任丽）

【新一年级继续开设国学课】

们的科学互动表演，以趣味和互动的形式为孩子

我校开设国学课至今已有十年。2014 年 9

们演示了《泡泡秀》
、
《变色秀》、
《大气魔力》等

月，我校继续在新一年级开展此项活动。学校邀

科学小实验，让科学变得好玩，让孩子们在玩耍

请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国学社的同学们

中学科学，增强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与此同

担任主讲教师，利用语文课时间讲授《弟子规》。

时，四年级还有六位同学幸运地参与了表演团队

（王艳梅）

的科学实验录像的拍摄，他们参与的科学实验将

【举办第十四届“童友杯”足球赛】

有机会在电视上播出，为我校争得荣誉。（吴莉

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我校开展了第十四届

荣）

“童友杯”足球赛，本届比赛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班主任沙龙系列活动（二） 说说儿童心

了五、六年级的女生比赛和六年级的男生比赛，

理学,分享教育新策略】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对此项活动的参与度。首先学

2014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家庭教育专家王

校进行活动前期的宣传和动员，比赛结束后为冠

宏老师应邀来给我校青年班主任培训，主讲《说

亚季军班级颁发了奖牌，为冠军班级颁发了奖

说儿童心理学》.王老师首先提出，在教师和家

杯，并制作了五、六年级女子组和六年级男子组

长的交往过程中，理解是基础、沟通是桥梁，技

的全新“童友杯”奖杯，同时将冠军班的信息刻

巧是关键。随后，她不但介绍了教师必知的一些

在奖杯的杯体上。学期末少先队还为获奖班级制

儿童心理学知识，还详细剖析了孩子成长期的行

作展板，并在学校宣传栏中展出。
（孙彬）

为目的、个性特点和、智商/情商综合能力发展

【高雅艺术进校园——记北京舞蹈学院芭

目标和策略，让老师们受益匪浅。不少老师表示，

蕾舞系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这次讲座为他们在随后召开的家长会提供了新

2014 年 11 月 13 日，我校五、六年级同学

思路，也为今后的班级管理工作带来了新方法。

在北师大学生活动中心迎来了北京舞蹈学院芭

（王崇娥）

蕾舞系师生一行，欣赏了他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我校数学学科召开第十四届研讨会】

《黄河赋》
、
《天鹅湖》选段和经典性格舞蹈。节

2014 年 12 月 23 日，我校以“生活问题探

目间隙中，同学们在芭蕾舞系专业教授的带领下

究实践”为主题召开了第 14 届数学研讨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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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儿童数学教育研究所张丹教

园，1956 年搬至现地址，1962 年正式更名为北

授作为特邀专家参加本次研讨，我校吴校长、马

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一直沿用至今。现设有

校长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我校全体数学教师及在

3 个分园，分四址办学，总占地面积 2.03 万平方

我校挂职校长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在

米，其中，本园 8595 平方米、牡丹分园 5250

学校“乐学、会学”办学理念指导下，数学团队

平方米、望京分园 3461 平方米、奥林分园 3010

共同努力，在“综合与实践”领域有所创新。我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76 万平方米，其中，本

们以五年级上册综合实践领域中的“秋游方案”

园 6613 平方米、牡丹分园 3560 平方米、望京分

为一典型课例，探讨小学数学教材中的“综合实

园 3880 平方米、奥林分园 3583 平方米。藏书

践”课的一些规律及教学方法、策略。在经过反

5.6 万册。固定资产总值 2193 万元，其中，新增

复尝试、多位教师参与讨论及学生指导后，由姜

67 万元。全年教育经费投入 2582 万元，其中，

巍老师呈现题为“制作秋游方案”的第二课时的

国家拨款 1051 万元、自筹经费 1531 万元。园内

展示课。张丹教授对本次教研主题、形式及成果

设有多功能厅、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等专业教室，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校数学团队围绕“综合实

设有幼儿图书借阅室、教师借阅室，各班配备先

践”展开的研究很有价值，研究的内容也是当前

进电教设备。教职工 433 人，其中，专任教师

数学教学的前沿内容，是很多学校不敢尝试的内

203 人，高级保育员 4 人、保健员 18 人。教师

容，研究经验、成果值得推广。如果能进一步将

中包括硕士学历 24 人、本科学历 90 人、专科学

成果固化，归纳出这类课的教学策略，创造出更

历 98 人，小学高级职称 32 人。共开设教学班

多的课例，甚至课程，将使更多学生和同行受益。

65 个，其中，婴班 4 个、小班 13 个、中班 14

研讨会最后，马校长充分肯定了我校数学团队的

个、大班 12 个、混龄班 22 个（其中全托班 13

工作，并对大家以后的工作提出期望。希望老师

个）。幼儿入园 678 人，离园 548 人，在园 1965

们牢记我校教学理念，不仅让学生“乐学”，还

人。

让学生“会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真正

【特色活动】

实现张丹教授提出的“想清楚”、“做出来”、

3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牡丹

“表达出来”。（叶晓宏）

分园 2013 届部分毕业生及家长自发回到分园，

【陈延军教育教学实践研讨会成功召开】

进行“感恩成长，植树留念”活动，在牡丹分园

12 月 24 日，我校受中共海淀区委教育工作

院内，家长带领幼儿共同除草、挖坑、填土、浇

委员会及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委托，承办陈延军老

水，种植海棠、苹果各 1 株小树苗。该园 10 名

师教育教学研讨会。研讨会于 2014 年 12 月 24

幼儿及 15 名家长参加活动。

日上午在海淀鑫泰大厦一层报告厅顺利召开，区

4 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举办第 6 届

委、教委领导及参会专家对本次研讨会给予了高

阅读节活动。校本部园与 3 个分园分别以“经典

度评价。（陈延军）

阅读，让我们的世界更精彩”、“演绎经典 享受
阅读”、“书香为伴 快乐成长”为主题，旨在培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养幼儿“好读书、读好书”，帮助幼儿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倡导亲子、师幼、同伴牵手阅读。

【学校概况】

读书节采取全园、年级组、班级等不同形式，活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始建于 1915 年，

动内容包括童话剧表演、专家讲座、亲子故事屋、

最早的园址位于石驸马大街，名为北京女子师范

哥哥姐姐给弟弟妹妹讲故事、图书漂流、优秀图

学校附属蒙养园，经过几次更名后于 1949 年迁

书展销会等系列活动。全园幼儿、教师、家长

至和平门，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附设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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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余人参加活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阅读节

部署等。

2009 年开始举办，每年举办 1 次，时间为 1 个

11 月 1 日、2 日，为提高我园新教师的整体

月左右。

素质，促进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北京师范大学

5 月 12 至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实验幼儿园培训部组织了新教师专业培训，培训

奥林分园举办安全进校园活动。5 月 12 日，举

内容包括专业讲座、已入职一年教师分享感悟、

办“警车叔叔进校园”活动。朝阳区东坝派出所

文字材料书写培训等。

干警 5 人驾驶 3 辆不同种类的警车，为幼儿讲解

【国际交流】

安全知识，并分别介绍巡逻警车、拘捕犯人的警

7 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参加了世界

车和载运警犬警车。5 月 13 日，东坝消防中队 4

学前教育组织（OMEP）2014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名消防员驾驶 1 辆消防指挥车进园，为小朋友讲

并在大会上向世界幼教工作者分享了关于“传统

解消防安全知识，介绍消防员服装及救火工具，

节日文化教育的实践与启示”、
“在幼儿园实施混

带领幼儿分批参观消防车，了解消防车内部构造

龄教育的实践与思考”和“在‘以儿童为本’的

和功能作用。奥林分园师生约 350 人参加活动。

幼儿园环境中促进幼儿主动发展”三篇论文；8

10 月 28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校本

月，首次派出骨干教师团赴芬兰坦佩雷对当地的

部园开展首场“健康快乐动起来”运动健康日活

教育进行参观与交流；11 月，接待日本友好园

动。活动设置 22 个游艺项目，包括大龙球闯关、

柏学园的交流访问，双方对于续签友好园协议和

铃铛阵、足球射门、摘星星等，所有游艺项目均

未来互动内容已达成初步共识。

由幼儿园体育教研组教师讨论并设计，各班教师

【党建工作】

布置准备。幼儿园将每周二定为运动健康日，在

9 月至 11 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正常天气条件下每周开展 1 次。该园 640 名幼儿

党支部组织“如何做一名幼儿园好老师——开展

参加活动。

围绕习总书记“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讲话

【教师培训】

的系列学习活动”。活动内容包括：
（1）开展“如

5 月 11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2014

何做一个好老师”征文活动。幼儿园各岗教师结

年新教师技能展演在校本部园多功能厅举行。本

合自己的工作和习总书记的讲话，撰写了学习体

届新教师技能展演的主题是“展演才艺，展示自

会，有的从观念层面阐述了自己对好老师的理

我”，目的是促进新教师专业技能提升，提高新

解，有的从教育实践中的故事出发讲述如何做一

教师大胆展示才艺的自信。技能考核主要包括弹

名好老师。
（2）听郑国民老师专题报告。幼儿园

唱、舞蹈和语言三大类，展演形式即有规定的表

全体党员和部分入党积极分子、群众教师 100

演内容，也包括自主表演项目。展演为新教师们

多人利用中午时间聆听了郑老师的报告，之后，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并且达到了“以演

大家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达了聆听报告后

带练”的目的，让教师们体验到了专业成长的快

对习总书记讲话的进一步理解与认识。
（3）召开

乐，有效的提升了新教师的整体素质。

党员民主生活会。每一位党员都将讲话精神与自

8 月 30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新学

己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表达了自己对做好一名

期教师培训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幼儿园好老师的理解、认识，用实际行动的故事

幼儿园有近 500 名教职员工参加了本次培训。培

进行了阐释，并且结合自身的不足提出了做好老

训的目的是“启迪教师专业心灵，建立健康生活

师的努力方向。（4）观看电影《亲爱的》。让每

理念，拓展教师专业视野”
。培训内容包括：健

一个人都对幼儿的安全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再

康与美学讲座、外出学习汇报、园长新学期工作

一次明确，做一名幼儿园的好老师，首先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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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保护好在园幼儿的安全。

动倒计时活动，各班采取幼儿轮流方式担任倒计

【社会服务】

时小使者，并在倒计时日历中记录下对幼儿园的

3 月、10 月,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黄珊

祝愿。全体幼儿 1965 人参加活动。

园长带队分别赴四川绵阳、安县、巴中和新疆阿

【聘任管理干部】

勒泰地区进行支教；3 月，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

5 月 19 日至 6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

儿园奥林分园执行园长高以华等一行 4 人赴云

幼儿园公开聘任管理干部。此次干部聘任共有

南西双版纳、玉溪、石林地区进行定点支教帮扶。

18 个岗位、70 个职数，包括新增发展部助理、

此外，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共完成

培训部助理和人事部助理 3 个岗位，面向全体教

100 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幼儿园管理干部和教

职工及社会公开招聘，共计 99 人（教职工 92

师的代培工作。

人、社会人员 7 人）参加竞聘。申报原岗位且在

5 月 24 日和 7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

民主测评中分数较高的干部由园长直接任命，申

幼儿园奥林分园举行社区早教活动，活动地点为

报新岗位人员统一参加公开竞聘，经过初审、全

奥林分园操场，活动以“绿色生活 快乐成长”

面考察，其竞聘结果在全园公示。最终，18 个

为主题，该园志愿者教师指导幼儿及家长利用废

岗位、70 个职数均配齐，其中，本园教职工 69

旧材料进行手工制作与创意涂鸦。来自朝阳区东

人获得岗位，社会人员 1 人获得岗位。北师大实

坝乡 100 多个家庭参加活动。

验幼儿园自 2008 年开始管理干部聘任工作，每

【获奖情况】

3 年一次。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校本部

【召开二届一次教代会】

园荣获“北京市幼儿园环境创设评优活动‘最优

6 月 23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二届

环境建设奖’”和“海淀区幼儿园社区儿童早期

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校本部园隆重召开，园

教育活动站建设先进集体”
。

长、执行园长、主任及各岗教职员工共计 75 名

【启动百年园庆倒计时】

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幼儿园工会主席孙秀莲

4 月 15 至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与实验幼儿园党总

百年园庆倒计时启动。15 日，幼儿园领导、家

支书记、幼儿园园长黄珊做大会工作报告，幼儿

长代表及特邀嘉宾参加启动会，与会者就园庆提

园人事主任肖智泓、财务主任王琳分别做了人事

出意见和建议，会后完善确定百年园庆活动方

及财务工作报告，工会主席孙秀莲做工会工作报

案，并成立各项工作筹备组。有关人员 30 人出

告。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副主席龚河华出席此次会

席启动会。4 月 16 日，校本部园及各分园均启

议，并代表校工会对此次会议召开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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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3、启动了一级学科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概述

完成一级学科的分类定位；组织各一级学科
完成学科建设规划的编制，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规

2014 年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继续围绕世

划进行了评估；完成各一级学科队伍的梳理工

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以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和

作，明确了每个教师的学科归属，明确了各一级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相关工作为重点，按照

学科的主建单位和参建单位；明确了各一级学科

学校任务部署和 2014 年工作计划开展了各项工

管理小组和专家小组，建立了跨单位的学科建设

作，在学科建设、学科建设项目管理、2011 协

机制；在学校统筹安排下，下达了学科建设综合

同创新中心建设、综合改革、共建服务等方面取

专项，启动部署了一级学科建设项目。

得了良好进展。

4、逐步理顺一级学科与院系设置关系

学科建设

根据《学科能力提升计划》关于“以一级学
科建设为导向，对分散在多院系建设的学科和建

1、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

设多学科的院系逐步进行调整”的要求，配合校

划》

领导完成统计学、新闻传播学的调整工作，以国

完成《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划》的

民核算研究院、数学科学学院统计系为主体组建

起草和论证工作，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

统计学院；以文学院新闻传播系为主体，与光明

2014 年 3 月 14 日由学校正式发文（师校发

日报社合作共建新闻传播学院。

[2014]6 号）
。
《计划》提出了一级学科与学科交

5、启动学科交叉、机构设置等改革方案的

叉“双轮驱动”的学科发展策略，在加强一级学

起草工作

科建设、建立跨学科交叉机制、理顺学科与院系

根据一级学科与学科交叉“双轮驱动”的学

设置关系、完善学科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出了针对

科建设策略，从 2014 年下半学年开始启动学科

性的思路举措，成为指导学校学科建设和学科管

交叉促进机制的改革工作，旨在以项目建设为纽

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带，打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之

2、召开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大会”

间、部院系之间的壁垒，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

2014 年 3 月 21 日，
我校学科大会顺利召开。

部院系的教师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创设条件，探

会上，书记、校长分别作了主题报告，院系代表

索跨学科、跨单位的学科支持机制和管理机制。

介绍了学科建设经验，各一级学科分组讨论了

起草了《北京师范大学建制性教学科研机构管理

2020 年建设规划。通过大会，全校上下明确了

办法》，与社科处、科技处起草了《北京师范大

学科改革的方向，共识了学科建设的思路和举

学非建制性教学科研机构管理办法》，对我校教

措，标志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学校综合改革正

学科研机构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评估管理进

式启动。

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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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科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包括规

6、完成北京市重点学科（群）财政评审工
作

划申报、预算编制、过程管理和年度总结等功能。
组织完成北京市重点学科（群）2015 年财

完成了系统的搭建工作，可以实现申报规划和编

政评审方案的编报工作。包括组织各学科编制工

制预算等功能。

作计划和预算，根据北京市教委要求汇总形成人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文北京学科群、绿色北京学科群、新医药学科群
等 3 个项目申报书及项目预算的支撑材料。

积极参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

7、编辑《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参考》

中心认定申报书》撰写、答辩 PPT 制作和现场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参考》强调学科信息

考察工作准备。中心认定工作准备充分、基础扎

的时效性， 2014 年共编辑 10 余期《发展规划

实，被成功认定为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实现了北

与学科建设参考》
，提供包括 ESI、QS、上海交

师大协同创新中心零的突破。

通大学、THE、US News、校友会网等大学排名

综合改革

及学科排名的最新信息。

学科建设与项目管理

1、报送 2014 年教育改革进展情况
按照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组

1、完成学科建设综合专项经费测算工作

织学校相关职能部处总结 2014 年改革工作和规

设计经费测算方案，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

划 2015 年改革任务。对 2014 年学科建设改革进

科能力提升计划》，将学科建设类别、学科文理

行了总结，并提出了 2015 年学科改革的任务，

属性和学科规模作为测算因素，测算各一级学科

完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改革进展汇报》上报教

的建设经费，参照人员规模和 “985 工程”

育部。

2011-2013 年平均经费，测算出各部院系 2014

2、推动学校综合改革工作

年度建设经费。7 月 16 日，学科建设综合专项

2014 年 7 月，党委常委会决成立学校综合

经费分配方案获得常委会批准，开始执行。
2、发布《学科建设经费执行方案编制指南》
完成学科建设综合专项（即一级学科建设项

改革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学校综合改革工作小
组，将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处，启动综合改革工作。根据校领导和职能部处

目）的编制指南，并整合教务处、研究生院、社

提出的综合改革任务，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综

会科学处、科学技术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编

合改革方案（草稿）》
。

制指南，完成学校《学科建设经费执行方案编制

共建工作

指南》
。
3、进行学科建设综合专项经费使用审核工

1、完成“2015 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

作
组织各部院系网上填报学科建设综合专项。

项目”申报工作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2015 年北京市

对照各学科的《一级学科建设规划》完成对各部
院系学科综合专项的年度工作计划、建设项目、

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的总体部署，组织完

工作内容和经费预算审核。

成我校申报工作。申请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

4、搭建“学科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

为了更好的进行重大项目管理，在“‘985

业发展四类项目共计 21 项，申请经费 1690 万元，
获批 1630.2 万元，获批比例达 96.46%。

工程’执行方案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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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北京市共建项目填报系统

公室与学校人事处、财经处共同推进研究院“市

对填报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增加了多个子项

属校管”模式的具体实施，逐步梳理出学校与北

目的系统填报功能；优化了填报界面，增强了项

京市签订的共建协议中规定的“在人员聘任、职

目填报的舒适度和对单价控制的灵活性。在

称评定、日常管理、年度考核、福利待遇、退休

“2015 年度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

后管理、档案管理、经费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

申报过程中进一步推广了填报系统在共建项目

将研究院视同下属的二级单位进行管理”的具体

中的应用。

内涵，实质推进研究院建设工作。

3、推进共建平台建设

（2）与光明日报社共建新闻传播学院

（1）推动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

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

究院建设

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要求，发挥

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作为

学校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优势，适应国家现代传播

北京市设立，北师大负责管理的独立法人性质的

体系建设和媒体变革、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研究机构，北京市投入一定的建设经费和人员编

需要，与光明日报社共建新闻传播学院。

制，由北师大负责运行管理。2014 年，共建办

附录
1.三级重点学科一览表
国家重点学科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5 个）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1 个）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

教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世界经济

心理学

民俗学

电影学

中国语言文学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数学

中国古代史

地理学

理论物理
物理化学
细胞生物学
生态学
系统理论
环境科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北京市重点学科

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5 个）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9 个）

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1 个）

中国史

外国哲学

自然资源

生物学

世界经济

公共管理

凝聚态物理

艺术学理论

无机化学

戏剧与影视学

有机化学
环境工程
英语语言文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天体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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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重点学科
校级重点学科
（25 个）

校级重点培育学科
（7 个）

中国哲学

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伦理学

刑法学

课程与教学论

学前教育学

中共党史

高等教育学

远程教育

体育人文社会学

历史文献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光学

广播电视艺术学

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史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应用数学

分析化学

天体物理

中药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发育生物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行政管理

水文学及水资源

核技术及应用

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

2. 2014 年共建机构与共建项目一览表
一、2014 年共建机构
机构名称

共建方

依托单位/合署办公单位

新闻传播学院

光明日报社

无

二、2015 年共建项目(2014 年 12 月申报，2015 年 5 月批复)
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科研基地-哲社基地建设

40

科研项目-首都市民文化素养提升与健康城市理念研究

10

科研项目-利用新型的抗体型分子伴侣治疗老年痴呆症的研究

50

科研项目-腐败与反腐败的心理机制研究

30

科研项目-北京市暴雨山洪灾害风险应对关键技术研究

30

科研项目-面向学科领域的教育资源智能搜索关键技术研究

30

科研项目-脑胶质瘤诊断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筛选和应用

50

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学科与研究生教育-重点学科

449.16

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研究生培养-优博论文

39.80

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学科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54.79

科研项目-北京实验室-北京雨洪灾害监测与风险评估案例研究（改革试点）（协同创新中心）

49.82

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少年儿童脑发育与认知的功能成像系统

100

人才培养共建项目-教学名师

20

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

80

人才培养共建项目-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交流合作平台

50

大学生学科竞赛

20

精品视频开放课

40

北京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综合改革研究

30

教师队伍建设-“青年英才计划”入选人员

336.63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团队支持项目

80

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研究生培养-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地方配套）

40

总计

1630.20

3.非实体研究中心一览表
序号

中心名称

挂靠单位

中心主任

发文文号

发文时间

1

小学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学部

石中英

师校发【2014】20 号

2014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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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培 养

分析报告。截止 12 月，基本完成了 66 个专业（含

本科生教育

各类实验班、师范生专业、留学生专业）的培养
方案的修订工作，并组织同行专家评议和学校教

人才培养改革

学指导委员会审议。

1.专业设置与建设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校现设本科专业 62 个，其中师范专业 23

⑴大力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

个，师范和非师范皆可的专业 3 个，其它专业

划

36 个。实际招生专业 49 个。2014 年增设“动画”

截至 2014 年 12 月，励耘实验班在籍学生人

专业，“电影学”专业调整为“戏剧影视文学”

数共计 469 人，其中，励耘理科实验班总人数

专业。（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详见

311 人，文科实验班总人数 158 人。

附录 2）

学校不断创新拔尖学生个性化成长机制，大

建成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中心。本科课程中心

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物理励耘实验班采用了大

主要包括：培养方案、课程资源、Bb 网络教学

班授课和研讨型小班讨论的教学模式。数学励耘

平台、教学名师、推荐视频五个功能模块。培养

实验班专门开设了本科生讨论班和研讨课，由学

方案模块列出了学校 60 个本科专业及所属院

生主讲，老师指导。化学励耘实验班积极研究、

系，师生登陆可按专业下载教学计划（培养方

学习国外先进教学模式，聘请若干国外擅长上讨

案）
、按院系所下载教学手册。

论课、擅长启发学生的优秀老师，讲授几门重点

2.本科培养方案修订

课程，并组织本院教师观摩学习，以提高讨论课

2013 年底，启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

水平。学校注重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通过多种

作，经过广泛的文献分析、实地考察、问卷调查、

形式组织学生到国外一流大学进行学习和交流。

征求师生和校友的意见，研制了《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文理科实验班学生约 130 名参加了 7

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师校

项暑期国际交流项目。

发[2014]24 号）
，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后

2010 级励耘理科实验班受国家“基础学科

印发。

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资助学生共 40 人，

在组织各本科院系和研究院所申报通识教

100%实现了继续深造，其中，在国外深造比例

育课程并提交课程教学大纲基础上，学校组建由

为 32.5%，在国境内深造比例为 67.5%。毕业生

39 位教授组成的通识教育课程专家委员会，分

中，深造方向为基础学科的共有 33 人，占总人

理工组、人文组、社科组三个组对 600 多门通识

数的 82.5%。2010 级励耘人文学科实验班共计

课程进行了评审，最终审核通过 562 门课程列入

21 人，其中国境外深造 3 人，国内深造 17 人，

《2015 年学校通识教育课程名录》
。

总体深造率为 95%。

有关部院系积极开展调研和座谈，修订各专
业培养方案，24 个部院系共完成 103.5 万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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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大力推进瀚德学院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迄今，我校共获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11 门。

改革

同时，有 3 门课程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网

瀚德学院由钟瀚德基金会捐资于 2013 年成

络教育）建设立项。迄今，我校共有 39 门课程

立，同年 9 月开始招生。学院旨在培养具有深厚

获得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立项。
（2014 年获批国

人文底蕴、通晓国际规则，懂经济或精法律、通

家精品开放课详见附录 3）

外语，具有卓越实践能力的经济、法律等专业的

完成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014 年度项目规划

涉外国际化高端人才。目前已有本科生 159 人。

和建设工作，2014 年共获准经费 600 万元，建

6 月，召开瀚德学院学年工作汇报会和师生

设国家规划项目 5 项，学校自主规划国家大学生

座谈会，教务处负责人汇报了瀚德学院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 8 项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完

2013-2014 学年工作，钟瀚德先生与同学们就职

成 2011-2014 年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设总结和

业规划、实习就业和出国交流等方面进行交流。

2015 年项目规划工作，起草形成项目进展报告

10 月，分别召开瀚德学院第二次董事会、瀚德

和 2015 年度建设规划。（2014 年度国家本科教

学院 2014 级新生座谈会。瀚德学院建院一年来，

学工程项目详见附录 4）

在生源质量、课程设置、多语种教学、国际化培

招生工作

养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1.积极完成国家任务

⑶协同合作推进“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

⑴实施新师表计划

实验班计划”

按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教育部提出

我校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密切合
作，形成了“三校一体、四年一贯、校企合作、

增加农村籍学生入高水平大学机会的要求，学校

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10 月，举办了“第三

在自主选拔录取中实施新师表计划，面向广西、

届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实验班”开班仪式，教

云南、贵州、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等七个

育部、文化部领导和三校主管校长，以及 19 名

中西部省份国家级贫困地区，择优选拔乐教适教

2014 级动漫实验班新生、三校联合工作组出席

的农村籍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就读免费教育师

仪式。2014 年度先后 4 次组织学科专家、教学

范生。

管理专家召开联合工作会议，讨论暑期国际交

⑵大幅度增加贫困专项计划

流、新生选拔、教学计划调整、培养经费分配等

按教育部政策要求，我校面向全国国家级贫

问题。截止 2014 年底，该计划共有三届在校生

困地区，积极安排贫困专项招生计划，共向 20

57 名。

个省份投放贫困专项计划 170 人，为去年的 3.4

⑷认真开展中学生英才计划培养工作

倍，并全部完成录取，为考生提供了更多入学机

与北京市科协合作开展中学生英才计划培

会。

养工作，聘请数学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化

⑶利用机动计划增加贫困专项录取人数

学学院、物理学系的 5 名教授指导 2015 年度申

学校利用有限的机动计划指标，增加录取南

报我校的北京市优秀中学生。我校被中国科协、

疆四地州贫困专项 1 人，新疆预科 1 人。

教育部授予“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2.调整了个别省份的招生类型

试点高校”
。

2014 年，我校调整了湖南省的招生类型，

4.国家本科教学工程建设

由原来全部招收免费教育师范生调整为招收非

2014 年，共有 5 门课程正式获评国家精品

师范生。尽管招生批次从提前批调整为一批，且

视频公开课，另有 5 门课程通过第一阶段评审。

录取人数较上年增加 57%，湖南省生源质量仍
有较大提升，其一，文理科学校调档线与一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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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分别较去年提升 22 分和 28 分。其二，文理

治区、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

科最后一位进档考生全省排名分别较去年提升

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及

545 名和 1563 名。反映出免费教育师范生对我

广东省和海南省等 20 省份；非师范生 2060 人，

校生源质量有显著影响。

统招生涉及 19 个招生省份。招生类型有统招生、

3.校领导亲历中学一线开展招生咨询

自主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训练专

6 月 18-22 日，学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

业、艺术特长生和艺术类专业等特殊类型招生。

董奇、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和副校长陈光巨先后赴

6.录取情况

四川、山东、湖南和内蒙古等四省（自治区）召

2014 年，我校共录取新生 2580 人（含港澳

开了 2014 年学校招生信息发布会。信息发布会

台华侨 38 人）
。其中，非师范生 2153 人，比去

上，校领导全面介绍了学校的总体情况、学科优

年增加 45 人；免费教育师范生 427 人。

势、专业特色，以及精英人才培养情况，同时，
接受了当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专访。

在新生生源结构中，女生比例为 72.83%，
与去年的 73.41%基本相当，其中免费教育师范

发布会期间，刘川生书记会见了四川省副省

生达 75.4%；农村籍学生比例基本稳定，较去年

长甘霖等在成都工作的校友；董奇校长会见了山

提高 0.85%，为 21.04%；应届毕业生比例进一

东省分管教育工作的常务副省长孙伟和省教育

步提高，达到 91.8%。
（北京师范大学 2013-2014

厅、教育招生考试院领导；史培军常务副校长会

年录取分数统计见附录 1）

见了湖南教育考试院的领导；陈光巨副校长会见

7.生源质量

了在呼和浩特一中任教的部分校友。

近年，我校在办学实力、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人才培养和招生工

4.首次全面实施院系包干省份招生宣传模
式，满足招生宣传新需求

作的改革与探索得到了考生的认可，使学校生源

为满足日益增加的招生咨询宣传任务，建立

总体质量连续多年实现了高位上的稳步提升。

院系主动参与的招生宣传机制，在去年工作试点

指标 1：我校提档线与一本线的差值。在 31

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了院系包干省份招生宣传的

个招生省份文理科录取中，提升和持平的占

工作模式。2014 年，我校参加招生咨询宣传活

71%。31 个省份的差值平均值，文史类平均高

动达 267 场，其中参加中学开放日 139 场，大学

出 68.9 分（去年为 67.58 分）；理工类平均高出

开放日 14 场，大型招生宣传咨询活动 94 场，接

100.1 分（去年为 93.55 分）
，首次达到 100 分以

受媒体采访 20 次。

上。
指标 2：录取平均分与一本线的差值。我校

5.招生计划
2014 年，我校计划招收内地生 2560 人，港

31 个招生省份这一差值的平均值，文史类平均

澳台生 30 余名，其中：免费教育师范生 500 人，

高出 75.35 分（去年 74.5 分），理工类平均高出

含内地西藏高中班 9 人，内地新疆高中班 8 人，

109.31 分（去年为 103.45 分）
，表明我校生源整

预科转入 10 人，贫困地区定向计划 170 人。统

体水平有所提升。

招免费教育师范生涉及安徽省、内蒙古自治区、

指标 3：最后一位进档考生全省排名。在有

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

数据的 25 个主要生源省份中，与去年相比，文

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及广东省、

理科我校提档线考生的省排名升与降数值各占

海南省等 15 省份，贫困地区定向计划涉及河北

一半。合计总排名：文科提升 116 位，基本稳定；

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云南省、

理科提升 4796 位，平均每省提高 191.8 位。在

湖南省、湖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内蒙古自

个别省份，生源质量提升显著。如北京，文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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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排 590 名，理科排 1820 名。在 160 个在京招

基金会优秀教师候选人评选推荐工作、钱瑗教育

生的本科院校中，文科排第 9 位，理科排第 8

基金优秀教师奖评选工作；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展

位。

“北京师范大学第八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

8.专业志愿录取率

教师”评选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四届青年教

专业志愿录取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考生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和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评选

对招生专业的认可度。2014 年非师范生录取中，

工作。评审过程中严格按照奖励条例和评审办法

从第一专业录取率看：文科为 65.2%，理科为

及程序组织评审工作。2014 年，共有李芒、熊

53.3%。调剂专业录取率理科为 3.6%，文科为

晓琳、范楼珍、王立军 4 位教师获得北京市教学

4.1%。

名师奖，10 位教师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质量工程建设

奖；李笋南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李勇、
范楼珍、别荣芳 3 位教师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

1. 8 门国家精品课获批，完成国家本科教

10 位教师获得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0 位

学工程项目

教师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第八届最受本科生欢迎

5 门课程正式获评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另

的十佳教师”称号；在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四届青

有 5 门课程通过第一阶段评审。迄今，我校共获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有 13 名教师获得一

评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11 门。我校 3 门课程入

等奖，28 名教师获得二等奖；有 15 名教师获得

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教育）
。迄今，我

励耘优秀青年教师奖。这些奖项在调动广大教师

校共有精品资源共享课 39 门。

积极投入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完成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014 年度项目规划

用。完成本科教学优秀奖和通鼎青年教师奖的评

和建设工作，2014 年共获准经费 600 万元，建

选工作。

设了国家规划项目 5 项，经过专家评审，学校自

组织我校教师参加了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

主规划了 8 项专业综合改革项目、5 项大学生校

课件大赛。为了帮助参赛教师更好地参与比赛，

外实践教育基地项目和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教务处聘请有关教育技术专家针对参赛教师进

练项目。

行了专场培训和个别指导。最终我校共有包括课

完成 2011-2014 年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设

件、微课、网络课程在内的 21 个项目参加了比

总结和 2015 年项目规划工作，起草形成项目进

赛，参赛项目全部获奖。其中有 4 个项目获得大

展报告和 2015 年度建设规划。

赛一等奖，16 个项目获得优秀奖，一个项目获

2. 30 种教材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

得微课组二等奖，教务处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奖。

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

4. 完成新增专业申报和课程中心建设

在教育部开展“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为了完成教育部、文化部“动漫高端人才联

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次推荐遴选工作中，教务处

合培养实验班计划”，艺术与传媒学院申请增设

积极组织推荐工作，经过符合条件的教材主编自

动画本科专业；艺术与传媒学院将电影学专业调

主申报、院系审核与推荐、学校评审、校内公示

整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根据《关于 2014 年度

等环节，推荐高质量教材到全国参选。最终我校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有关问题的说

有 30 种教材入选“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

明》
（教高司函[2014]25 号），我校向教育部申请

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
。

了戏剧影视文学、动画本科专业。

3. 4 位教师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与信息网络中心充分沟通讨论，完成学校课

先后开展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评选

程中心网站（http://kczx.bnu.edu.cn）本科生教学

暨北京市教学名师奖候选人推荐工作、宝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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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设计、建设、数据上传，并实现了统一身

入校指南》，精心安排教学名师和学科带头人担

份认证，满足校内外用户对我校课程资源的需

任指导教师，聘请名师讲授研修公共课程，协调

求。主要设计了培养方案、课程资源、Bb 网络

相关部门为研修教师提供校内上网、餐饮、图书

教学平台、教学名师、推荐视频五个功能模块。

馆等服务保障。此外，还组织开展面向六所基地

“培养方案”列出了教育部批准的 60 个本科专

100 余名研修教师的教育技术专题培训会。

业及所属院系，按专业上传了教学计划（培养方

6. 深化校级教学建设和改革项目工作

案），按院系所上传了教学手册，师生登录可下

组织完成校级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 2013 年

载。“课程资源”提供了当前学年学期开设的本

度拨款、2012 年度中期检查、2010 和 2011 年度

科课程列表。
“Bb 网络教学平台”列举 Bb 课程

结项评审。共有 153 项通过中期检查，并拨付二

总览信息。
“教学名师”按照获奖级别展示全校

期经费，140 项通过结项验收，14 项被评为优秀。

教学名师的相关信息，可按获奖年度、姓名、所

高度重视全英文教学专业课程的开设，聘请

在院系检索。“推荐视频”分类列出国家精品课

了 17 位外籍教授为本科生开设化学、心理、物

程、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理、环境、教育、文学等专业全英文课程共计

MOOC、教师自荐课程。

19 门。

5. 加强北京市共建项目和教改项目的规划

规划建设 56 门新生研讨课程建设项目，共

管理

计 27 个本科教学单位和研究院所参与了课程建

4 月，获准 2014 年度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

设。

高校共建项目 750 万元。12 月，按照市教委要

7. 积极推进本科课程助教制、新生导师制

求，组织完成了 2015 年度北京市共建项目申报

工作

和经费预算工作。申报并获准 2014 年北京市高

根据各类课程教学及改革需要、院系承担教

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 7 项,其中重点联

学任务量及学生数、专业数、班级规模等制订了

合项目 2 项，面上项目 5 项。

2014 学年助教岗位设置计划，组织助教岗位申

6 月，受北京市教委委托，我校承办第十届

报工作。组织专家对各部院系实施细则以及本学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评审及宣传工作。

期助教岗位设置申请进行了评审，公布了助教岗

本次评选共有 79 所北京地区高校参评，推荐候

位计划。

选教师 123 人。评选设立 11 个组别，组织专家

各部院系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并结合教学实

评委 60 人，学生评委 330 人，经过网络评审、

际，修改完善了助教制“实施细则”，调整了助

现场展示以及专家组评议等环节，最终评选出第

教岗位设置、进一步明确了助教工作任务和要

十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92 人。

求。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助教上岗培训工作，明确

我校作为“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之

助教工作任务、工作要求、考核办法，强调了助

一，2014 年 7 月，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印

教工作纪律、工作职责，并签订工作协议。助教

刷学院等市属院校 26 名研修教师顺利结业，在

已按照岗位要求上岗工作。

评选出的 5 名校级优秀研修教师中有 4 名通过市

2014 学年共有 958 名研究生承担了 767 个

级评选获得“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优秀学

助教岗位。担任了 672 门课程（1240 门次）的

员”荣誉称号，体现了我校在骨干教师研修工作

助教工作。2013-2014 学年第一学期评选本科课

上的突出成绩。2014 年秋季，新一届 18 名研修

程优秀研究生助教 112 名。2013-2014 学年第二

教师来到我校，开始为期一年的研修工作。教务

学期评选本科课程优秀研究生助教 138 名。

处编制了《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研修教师

组织各部院系开展导师制实施工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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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经过各部院系、研究院所教师申报，学生和

嘉德圣玛丽学校为高中学段的国际学校，学生在

教师的双向选择，
最终有 814 名教师担任了 2520

实习过程中，完全使用英语教授高中各科目课

名 2014 级本科学生的导师。导师中不仅有本科

程，这是我校教学实践环节与国际基础教育接轨

生所在院系教师，还有来自脑与认知科学研究

的初步尝试。支持新疆 12 所教育教学实践基地

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国民核算研究院、

研究项目 24 项，均顺利通过结项评审，并评选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等单位的教师担任了新生导

出 8 项优秀研究项目。

师。

2014 年春季，利用我校与实践基地学校建
设的点对点视频交互系统，组织免费师范生开展

师范生培养工作

在线观摩中小学课堂教学活动的教育见习。共安

1.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提升师范生综

排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生物科

合素质

学、物理学、化学、地理科学、历史学、思想政

在教育部启动的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

治教育等 9 个基础学科的 359 名 2011 级免费师

目申报和遴选工作中，我校组织推荐的“本—硕

范生进行远程听课见习活动。教育技术、学前教

一体化的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模式的理论探索与

育、特殊教育、体育教育、心理学等专业积极邀

实践研究”和“优能型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的探

请幼儿园和中学的高级教师走近课堂，举办讲

索与构建研究”两个项目获得批准立项。

座，或组织学生入园入校见习。为配合教育见习

学校为全面提高师范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师

活动，学校为每位 2011 级免费师范生配发小黑

范生投身教育事业的浓厚兴趣，强化师范生的教

板，促进师范生教师基本技能训练。

育教学实践能力，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实践

2014 年秋季，共完成来自 12 个部院系、13

活动。

个专业的 427 名 2011 级免费师范生为期一个学

第一，组织开展第五届“未来教育家·北京

期的教育实习。免费师范生的实践基地分布在全

师范大学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活

国 11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 63 所中学，

动，活动共有 12 个部院系的 2011 级免费师范生

实习期间，学校共派出 110 余位指导教师，督导

参加，通过动员、培训和评审环节，推出校级优

教师 90 余人次，开展教育实习的指导、巡视和

秀获奖选手 17 名。

督导工作。

第二，实施“仲英教育名家讲堂”计划。2014

3. 有序开展非免费师范生教育实习工作

年共邀请 32 位国内外教育领域专家、知名中学

2014 年秋季，来自 12 个部院系 19 个专业

校长及中学一线教师为师范生开展专题讲座、教

的 771 名 2011 级普通师范生参加了集中式教育

学技能培训等活动。

实习，安排在共 90 所实习基地，各相关部院系

第三、开展师范生的国际交流活动。与密歇

共选派 130 余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

根州立大学开展互访交流活动，通过讲座与讨

的教师参与了教育实习指导工作。在本市开展集

论、文化体验、学校参访、教师教育课程观摩和

中式教育实习的学生 689 人，分布在北京四中、

分享与反思等环节，促进两校学生对中美教育的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等 79 所实践基地学校；

差异与文化的了解。

在外地开展集中式教育实习的学生 82 人，分布

2. 优化教育教学实践基地，确保教育见习

在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中学等外省 11 所

与实习工作顺利开展

实践基地学校。

2014 年，学校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实践基

4. 集体申办教师资格证书

地建设工作，与 60 余所实习基地学校续签共建

2014 年我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于 3 月启动，

基地协议。新建实习基地 4 所，其中，北京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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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结束，历时 4 个月。共有 1154 名师范生申

3.推进大学生科研训练，提升学生创新创业

请集体认定教师资格，经审核，最终 1123 名师

能力

范专业学生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24 名

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效显

师范专业学生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

著

5. 推进教师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

5 月，组织 2014 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2014 年，我校获得立项支持的 9 门教师教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工作，共立项创新训练

育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有 8 门课程顺利通过教育

项目 110 项，创业训练项目 9 项，创业实践项目

部的中期检查，1 门课程通过结项验收，并在爱

2 项，共有教师 133 人次参与指导，362 名本科

课程网上公开发布。

生参与项目研究。
（201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实践教学工作

业计划项目一览表详见附录 7）
组织 2012 年度全校 104 个“国家级大学生

1.积极开展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结项工作，共收到百

结合新一轮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对“北京

余篇结项报告，从中评选出 21 项校级优秀项目。

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以项目为基础，本科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高质

见”中的“实践与创新”模块开展广泛调研，形

量 学 术 论 文 “ Analysis model for forecasting

成“实践教学体系调研报告”。召开相关职能部

extreme temperature using refined rank set pair”、

处、院系代表座谈会，针对实践教学模块的改革

“ Set Pair Analysis Based on Phase Space

要求，形成“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实

Reconstruc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践与创新模块实施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师范大

Forecasting Extreme Temperature”等被 SCI 收录；

学本科生实践与创新学分认定程序及实施办

“强迫量表儿童版在中国青少年中应用的信效

法”
。

度”、
“北京轨道交通典型站点周边的土地利用特

2.稳步推进三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

征分析”等论文被 CSSCI 或 CSCD 数据库收录；

作

以本科生为第一发明人或本科生参与申请的专
3 月，组织校内实验室建设管理专家，对全

利有“一种适用于落叶分解菌种的筛选装置”、

校 19 个部院系的教学实验室开展现场调研，形

“一种基于显著性分析的自适应遥感图像融合

成“2014 实验教学中心（教学实验室）现场考

方法”
。2014 年我校本科生刘思琦在国家大学生

察报告”。根据实验室现场考察结果，结合建设

创新创业项目的支持下，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

项目申报书开展 2014 年度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

高水平杂志 Physics Letters B(影响因子：4.469)

评审工作，确定立项建设 18 个校级项目，投入

发表论文，校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学校为优秀项

经费 1200 万元。

目负责人录制了经验访谈录像，并制作优秀项目

9 月，开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展板在四季厅展览。

推荐申报工作，化学实验教学中心顺利通过北京

10 月，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大学生

市的答辩，获得参评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先进单位”。创业实

心资格，并已通过教育部的评审进入公示。

践项目“UxBoard™电子积木”入选教育部主办

11 月，组织开展 2008、2009 年获批的北京

的“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创业推介

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验收工作，传媒与艺术实

环节。

验教学中心、心理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顺利通过

⑵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

专家验收，并得到验收专家及市教委领导的高度

6 月，组织开展 2014 年度“北京市大学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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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立项工作，全校共立

绩。通过学科竞赛的开展，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

项 133 个，20 个部院系的 370 名本科生参与项

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学

目研究，指导教师 142 人次。

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我校知名度

组织开展 2012 年度立项的“北京市大学生

和影响力。
（2014 年本科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统

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80 个项目的结项工

计表（省部级二等奖以上）详见附录 8）

作。
“基于 NV centers 与纳米腔相互作用的量子

5.严格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抓好学风建

信息处理”
、
“六盘山地区油松和华山松树轮宽度

设

对气候要素的响应研究”等 16 个项目被评为北

2014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自 2013 年 11 月启

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项目。以项目为基础，本科

动，于 2014 年 6 月结束，共收到毕业论文 2324

生发表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Numerical study of

篇，797 名教师参与指导，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

magnetic and pairing correlation in a bilayer

论文 89 篇，处理涉密论文 14 篇。教务处将优秀

lattice ” 、 “ Sandwich-Structual

毕业论文（不包含涉密论文）集结印刷，制作

triangular

2014 届本科优秀毕业论文集。

Graphene-Based Metal Oxides as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等被 SCI 收录；本科

根据教代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以及学校相关

生撰写的“香港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制度研究”、

要求，2015 届毕业论文工作提前到 2014 年 10

“结构化面试中面试官的评分及影响因素”等论

月启动，学校将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 34 号）相关要求，着重

⑶校级本科生科研基金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工作，抓好学风建设。

2014 年，全校 20 个部院系共设立校级项目

6.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与专业见习实习工作

261 个，728 名同学参与项目研究，指导教师 278

稳步提升

人次。6 月，组织开展 2013 年度校级本科生科

2014 年，我校文学院、法学院、生命科学

研基金项目结项工作，评选出 48 项优秀项目。

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等 15 个部院系，31

4.支持开展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个专业开展专业见习/实习工作，参与学生人数

2014 年，学校组织开展各级学科竞赛共 27

及生均实习经费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项，竞赛内容涵盖人文、科技、创新、教师教育

北京市教委对 2008-2010 年度建设的校外

等，参赛学生覆盖了全校本科生培养专业。竞赛

人才培养基地开展验收工作。组织我校生物技术

项目包括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东芝杯中国

与新医药产业实习基地、教育实践与教师发展基

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等

地接受验收工作。

国际级、国家级竞赛 8 项，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

11 月，开展“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

识竞赛、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等省部级

新实践基地”建设申报工作，“心理学创新实践

（北京市级）竞赛 12 项，北京师范大学程序设

基地”参与示范基地的评审。

计大赛、北京师范大学英语演讲比赛等校级竞赛

7.开展多样化的小学期活动，拓展学生综合

7 项。

素质

我校本科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成绩优异，获

2014 年小学期共开设 83 项课程（活动）
。

得多项表彰：在 2014 年 2 月举行的“2014 年美

学生利用暑假前的 1-2 周时间，在部院系老师的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首次获得特等奖；

指导下进行实践创新活动。如化学学院、生命科

在 2014 年 6 月举行的“2013 年度国际大学生程

学学院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对学生开展学科前

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中取得第 45 名的好成

沿、教育发展等方面的讲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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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开展会计文化沙龙系列活动，包含了学长手拉

2.积极筹备大规模在线课程建设

手、“在商言商，言为心声”之商业案例原生态

为筹备 MOOCs 建设有关工作的开展，教务

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处相关人员先后参加了第六届全国大学教学改

开展了本科科研与论文写作讲座、本科生学术研

革研讨会、MOOCs 时代的高校教学创新模式研

讨会等有助于学生提高研究水平的活动；教育学

讨会以及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部开展了创意电子基础、计算机维护等与学生工

高校教师在线课程制作培训会等会议，赴清华大

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能培训，受到了学生的广泛

学专题调研两次，召开了授课团队、视频技术团

好评。

队、平台建设团队等一系列 MOOCs 建设的座

教学资源建设与管理

谈、研讨会，邀请了台湾新竹交通大学高等教育

1.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建设情况、在线课程建设的思路、方法等，邀请

继续推进精品视频公开课申报、建设工作，

清华大学“财务分析与决策”课程主讲人肖星老

完成了 6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的拍摄、编辑工作。

师做了题为“MOOCs 课程建设的体会与思考”

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旬，已经完成 15 门精品视

的报告。

开放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李威仪介绍“育网”平台

频公开课的拍摄、编辑及修改工作，其中 11 门

教务处动员相关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建设，并

课程已顺利上网。同时，协助相关教师完成 9

为有意开展建设试点的教师配备了 30 名助教，

门教师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和 7 门精品资源共

“中学化学教学设计与实践”、
“思维训练与学习

享课教学录像的录制、编辑工作。

力提升”等课程已经在校内外的不同 MOOCs 平

2014 年，新建一间高清录播教室（教七

台上试运行，另有其他 8 门教师教育精品课程也

103）
，升级建设一间高清录播教室（教九 502）
；

完成了前期的摄制工作。

完成了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两门校内主播课

3.加强 Bb 网络平台建设

程直播和 5 门校外直播课程收看的技术保障工

为促进课堂教学改革，推进课程信息化建

作。在 2011 级免费师范生入校实习前，组织了

设 ， 加 强 师 生 互 动 ， 我 校 自 2005 年 引 进

4 次数码设备使用培训。利用校内已建成的 5 个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用于各级各类教学。

远程互动及自动录播教室，完成了与美国康奈尔

2014 年，教务处对 Bb 平台的用户及课程统计进

大学等 6 所大学轮流主持的《环境社会学》课程

行了一些调整更新，由于用户数已超过最大数

互动教学 6 次，2011 级免费师范生的远程教育

目，清理了已毕业的学生用户，合并了重复课程。

见习 27 课时。

我校 Bb 平台现有用户 48609 名，
其中，
教师 1408

2014 年拍摄、
编辑课程资源共计 1445 课时。

人，学生 47201 人，其他权限用户 41 人（精品

其中拍摄与编辑视频公开课 63 课时，资源共享

课程用户可直接访问），同时在线人数最高峰达

课 737 课时，外教讲座 5 课时，各类申报课程 9

5320 人以上（三小时内）。现有本科生课程 2174

课时，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28 课

门，研究生课程 1043 门，夜大课程 26 门, 留学

时；拍摄了“女教授论坛”、“教育实习动员”、

生课程 14 门，其他课程 62 门，课程总数为 3319

“大学生创新优秀项目访谈”
、
“中央和国家机关

门。教师积极利用 Bb 平台建设各级精品课程，

司局级干部选修”、教师发展中心等特色课程、

通过 Bb 平台能链接我校所有精品课程，方便了

讲座、教学活动等 631 课时。完成了化学学院、

师生的使用。

心理学院申报或验收专题电视片，时长 30 分钟。
全年共收集课堂教学、教学会议，讲座等活动照

2014 年共举办教师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
台使用培训两场，培训教师和助教 38 名。截至

片 1000 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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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务处共举办了 31 次教师使用培训，全

⑵组织集体听课与教学巡视，研究和解决

校共有 1216 人次教师和助教参加培训，有力地

课堂教学问题

促进了我校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发展。

教务处、研究生院、本科生工作处、研究生

2014 年正式使用了“课堂直播”服务，在

工作处、公共资源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人员共组

Bb 平台及精品课程服务器上建立了网络直播课

织了 16 次教学巡视、7 次集体听课。巡视课堂

堂网页，教师和学生可通过网络在线实时收看课

覆盖了各教学楼（场馆）、各教学时段；所听课

堂教学和讲座。

程为随机抽取的各部院系、各类型本研课程共

教学质量保障

39 门。巡视及听课由主管副校长带队并主持情
况汇报与工作研讨会。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联

2014 年，制订和修订了《关于落实领导干

系相关院系与部门进行核实，并在学校信息门户

部听课与教学巡视制度的管理规定（试行）》、
《北

上予以通报，引起部院系高度重视，浏览量达

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
《北京师范

7830 余次。相关部院系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

大学免费师范生教育实习经费使用标准》
、
《北京

了调查分析，提出和落实了改进措施。教务处对

师范大学普通师范生教育实习经费使用标准》、

发现的教学事故进行了调查处理。针对巡视与听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和质量

课中发现的学习纪律等问题，组织协调相关部门

报告公示实施办法》等。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了由

开展调查研究，改进留学生教学管理。联合学生

教学秩序巡视、领导听课、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处等相关部门倡导实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课堂

教学督导工作、教学事故处理、课程考核管理工

学习“六不准”
》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室使用“六

作专项检查、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专项检

不要”》
，学生出勤、听课等情况有了明显改善。

查、院系教学质量公示制度等环节在内的多元化

2.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教学质量内部评价与保障工作。将本科教学质量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学校内部教学质量评

纳入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教师绩效考核和津贴分

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学生对课堂教学的过程

配体系，逐步完善本科教学工作长效激励与质量

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以及教师自评三部分。过程

保障机制，形成本科招生、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性评价全学期开放，教师可随时上网查看学生留

等各项工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化院系主体作

言，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调整和

用，推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

改进教学。终结性评价为教师了解学生对教学的

1.领导听课与教学巡视

看法与建议，总结教学经验，反思和改进教学提

⑴组织落实领导干部听课与教学巡视制度

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共有 8134 位学生

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和我校《关于

对 1074 位教师、965 门课程、共 2012 个教学课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改进工作作风的规定》（师党

堂进行了评价，参评率为 84.9%，学生对教师教

发【2014】1 号）精神，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学总体评价的全校平均分为 4.68，对课程的总体

制定并组织落实《关于落实领导干部听课与教学

评价的平均分为 4.64，学生对教师教学的看法和

巡视制度的管理规定（试行）
》
（师校发【2014】

建议 283744 条。

28 号）。据统计，2014 年校领导参加教学巡视

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共有 6596 位学生

50 人次，听课 33 节并填写听课记录；学部、院、

对 1115 位教师、1011 门课程、共 2126 个教学

系领导听课 359 节。校领导和部院系领导干部参

课堂进行了评价，参评率为 79%，学生对教师

加教学巡视和听课的次数明显增长。

教学总体评价的全校平均分为 4.65，对课程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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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评价的平均分为 4.62，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

的大力支持，督导成员由 14 人增加到 21 人，督

和建议 276761 条。

导的学科和年龄结构更加合理。在职督导的参与

3.督导工作

有利于督导团了解对一线教学、科研工作，以及

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是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保

与院系的沟通与合作。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代表学校

⑶开展专项听课，督导课堂教学

对本科教学与管理全过程进行检查、评价和咨

结合本科教学重点工作，2014 年重点开展

询、指导，为本科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了“新生研讨课”、
“绪论课”、
“一批院系”的教

与决策依据，促进优良教风、学风和育人环境的

学情况调研工作，并重点关注了学生评教得分较

形成。

高和较低的课程教学，组织了相关汇报、讨论，

⑴制定督导工作条例，完善督导工作机制

以期为这些课程的教学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2014 年 3 月 19 日，史培军常务副校长主持

①督导听课总体情况

召开督导工作座谈会，征求督导意见，讨论督导

2014 年，督导共听课 781 门次、1507 节次。

工作定位；2014 年 4 月 16 日刘川生书记、董奇

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

校长出席学校教学督导工作会并作重要指示。经

效果等方面，对教师教学及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

过系列调研，学校制定并实施了《北京师范大学

评价、提出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课程教学作出

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师教文【2014】22 号），

“总体评价”；课后与任课教师、学生交流并及

保证了督导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时反馈意见或建议。编辑《督导简报》、
《督导工

⑵加强督导队伍建设，督导结构更加合理

作专题报告》将听课意见与建议反馈到部院系、

2014 年新一届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得到院系

相关教师。

2014 年督导听课及对课程“总体评价”情况统计表
听课总体情况

项目
合计

总体评价（门次）

备注

门次

节次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未评价

781

1507

416

325

32

1

0

7

53.3%

41.6%

4.1%

0.1%

0.0%

0.9%

占课程门次比例

注：因该次课为学生作业或汇报，教师授课情况不明，故未做评价，有待进一步听课了解

②新生研讨课、绪论课、一批院系听课情

《新生导引课（绪论课）听课总结》，并汇编成

况反馈

册发放院系供参考、交流。报告对各门课程教学

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督导团专家

情况进行了评价；对各类课程教学模式及特点进

及时与院系沟通，了解院系学科教学特点、课程

行了分析；点评了部分课程的教学特点；分析了

的教学目标和要求；督导团多次对相关专题进行

各类课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交流研讨，修订了“听课评价表”；按照学科相

⑷开展专项检查，加强教学过程管理

近原则，采取对同一门课程多人、多次听课和分

2014 年由督导和院系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

组听课、分别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力求评价的多

组，分别开展了“课程考核管理工作专项检查”

元和客观。

和“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专项检查”工作。

在认真分析、讨论，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①课程考核管理工作专项检查

督导专家对听课情况进行了分类分析，撰写了

2014 年 4 月 24-30 日，督导团及院系专家

《新生研讨课督导听课专题报告》
《一批院系（理

共同组成专家组，对 2012-2013 学年第二学期的

科）听课总结》《一批院系（文科）听课总结》

本科课程考核管理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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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在对所抽查课程考核的成绩构成、试卷

证长效机制，教务处组织督导和院系专家共同组

管理和批阅、平时作业、考场记录归档等情况进

成专家组，对 2014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

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对各院系课程考核管理工

理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本

作提出了评价意见及建议。本次共抽查了 23 个

科 生 毕 业 论 文 （ 设 计 ） 工 作 条 例 》（ 师 教 文

院系 299 门次课程、18052 份试卷。检查结果“总

[2013]132 号），设计了《本科生毕业论文（设

体评价”为“好”的为 169 门次，占 56.5%；
“较

计）管理工作检查表》，对部院系论文工作管理

好”的为 102 门次，占 34.1%；
“一般”的为 17

组织机构及分工情况、学生选题、开题指导情况、

门次，占 5.9%；
“较差”的为 5 门次，占 1.7%；

答辩及评语填写、论文指导记录册填写情况等进

“差”的为 6 门次，占 2%。专项检查结果已反

行全面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馈到相关院系，院系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或提

本次共抽查了 21 个部院系的 1252 份毕业论

出改进措施，以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保障教学

文（设计）全套“工作档案”，涵盖了全校 63

质量。

个本科专业或试验班级、师范生班级。“论文管

②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专项检查

理工作总体评价”为“优”的 47 个，评价为“良”

为加强对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

的 15 个；评价为“中”的 1 个；没有评价为“较

管理，提高毕业论文（设计）水平，建立质量保

差”和“差”的。

2014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
检查工作量

总计

总体评价结果

部院系

检查毕业论文
份数

专业数
（或班级数）

优

良

中

较差

差

21

1252

63

47

15

1

0

0

74.6%

23.8%

1.6%

0.0%

0.0%

占专业数（或班级数）比例

4.教学奖励

培养奖励力度的同时，明确岗位职责与任务，加

⑴完善教学奖励体系建设，推进教育教学

强考核评估，力求充分调动每一位教师在人才培

综合改革

养、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工作中的积极性。将优秀

2014 年，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本科新生导师、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教学管理工作的进一步严格规范，学校的三级奖

大学生科研与创新创业训练优秀项目指导教师

励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教务处进一步完善各类

等均纳入业绩奖励范围；将国家级和北京市教学

奖项的评审规范、严格评审程序。先后开展了北

成果奖、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含精品资源共享

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北京市教学名

课、精品视频公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含

师奖和宝钢优秀教师候选人推荐工作奖、钱瑗优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纳入学校重大业绩奖

秀教师奖、明德教师奖、通鼎青年教师奖评选工

励范围。

作；与校工会、校长办公室、校团委学生会等部

2014 年，共有 204 人次和单位获得各级本

门协作组织了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评选、

科教学奖励。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20 人次

励耘青年教师奖、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等奖

（4 项成果）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4 人,

励和竞赛工作。作为学校综合改革的重要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奖 10 人,宝钢优秀教师奖

学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教师投入本科教学的激

4 人（其中 1 人获特等奖提名奖）,钱瑗教育基金

励政策，印发了《关于实施北京师范大学业绩奖

优秀教师奖 10 人,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励综合改革办法（试行）
》
。在大幅增加院系人才

10 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 10 人，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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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奖 3 人,通鼎青年教师教学奖 10 人。励耘青

2014 年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资格并

年教师奖 15 人，82 人次在学校举办的青年教师

组织推荐申报国家级成果奖。最终我校推荐的 4

教学基本功比赛中获奖（本科教学）,21 位教师

项成果均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中获奖,5 个院

此次成果奖的评选，学校从 2012 年开始启

系获评助教工作先进单位。

动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与评选工作，至

⑵完成第七届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

2014 年完成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推荐工

报与推荐工作

作，历时 3 年。在校级成果奖的评选过程中，共

2014 年 2 月，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 2014

评出校级一等奖 79 项，二等奖 42 项。在校级评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教师

审的基础上，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完成人

[2013]14 号）
”
、
“关于做好 2014 年高等教育国家

进一步凝练成果，提升理念，为申报市级及国家

级教学成果推荐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4]5

级教育教学成果奖做好准备。2012 年 11 月 17-19

号）
”，以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4

日，北京市召开了市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会，我校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京教

钟秉林教授牵头的“免费师范生培养体系的构建

人[2014]1 号）
”等文件的规定，按照北京市的限

与实践”成果获得市级特等奖。此外我校还获得

额指标要求，组织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在

一等奖 16 项，二等奖 11 项，特等奖及一等奖的

已获得 2013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获奖总数列北京市第三位。（普通高等教育教学

及以上的 17 项成果中，评选出 4 项成果获得

成果奖统计表详见附录 9）

附录
附录 1. 北京师范大学 2013-2014 年录取分数统计表
文史类
省份

2013 年

理工类

2014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一本 调档
线
线

一本
线

调档
线

最低
分

最高
分

平均分

一本
线

调档
线

一本
线

调档
线

最低
分

最高
分

平均分

安徽

540

589

541

595

595

613

601.38

490

561

489

573

574

617

584.08

北京

549

636

565

635

635

662

645.72

550

654

543

656

656

681

664.95

福建

513

592

561

631

631

646

636.67

501

612

506

627

627

656

633.16

甘肃

503

566

543

596

596

612

601.38

489

578

516

602

604

630

613.08

广东

594

640

579

634

636

646

638.71

574

647

560

638

638

666

648

广西

541

601

550

613

614

641

621.85

510

590

520

611

612

649

622.12

贵州

522

608

569

638

638

658

647.25

449

570

484

605

605

637

620.2

海南

667

799

666

815

819

842

827.33

608

770

606

802

806

816

811

河北

561

625

563

628

628

643

632.5

538

622

573

658

658

682

664.4

河南

519

579

536

593

593

606

597.98

505

585

547

630

630

662

637.96

黑龙江

504

591

541

627

627

644

631.52

527

634

529

645

645

667

653.11

湖北

531

581

535

587

587

605

593.18

527

590

533

606

606

649

621.35

湖南

557

606

562

633

633

653

638.16

495

568

522

616

616

640

625.06

吉林

510

591

560

628

628

645

633.92

535

639

555

655

655

677

662.8

江苏

328

364

333

367

367

374

370.18

338

368

345

376

376

387

378.26

江西

532

583

524

581

581

600

587.11

517

601

526

611

611

636

620.35

辽宁

554

619

552

626

626

638

631.69

538

646

526

649

649

663

653.61

内蒙古

474

546

525

601

601

625

608.31

482

587

501

620

620

650

631.54

216

宁夏

484

552

517

593

595

627

青海

435

541

473

580

589

山东

570

635

579

647

647

山西

507

558

526

578

陕西

540

611

548

上海

448

479

四川

567

617

天津

533

西藏

604.29

455

573

473

590

590

628

606.09

601

595

383

538

406

561

568

605

583.55

659

651.29

554

650

572

669

669

684

673.27

578

592

583.12

493

567

534

617

617

656

625.87

628

628

645

633.58

485

616

503

634

635

661

643.7

444

479

479

480

479.5

405

445

423

461

461

467

464

551

602

602

616

606.61

562

633

540

616

616

641

623.56

621

523

622

622

634

626.57

521

627

516

634

634

650

640.5

480

520

500

575

575

576

575.5

470

539

460

568

568

572

570

新疆

460

539

516

582

582

607

593.94

443

554

475

571

571

601

584.18

云南

520

605

565

637

637

671

642.12

495

614

525

630

630

652

641.18

浙江

619

680

621

680

680

702

689.64

617

682

597

679

679

712

685.48

重庆

556

630

555

628

628

643

632.71

520

613

514

611

611

635

621.26

附录 2.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1

010101

哲学

四年

哲学

2

020101

经济学

四年

经济学

3

020301K

金融学

四年

经济学

4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经济学

5

030101K

法学

四年

法学

6

030204T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四年

法学

7

030302

社会工作

四年

法学

8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四年

法学

S

师范标识

9

040101

教育学

四年

教育学

S

10

040104

教育技术学

四年

理学

S

11

040106

学前教育

四年

教育学

S

12

040108

特殊教育

四年

教育学

S

13

040201

体育教育

四年

教育学

S

14

040202K

运动训练

四年

教育学

S

15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四年

文学

S

16

050102

汉语言

四年

文学

17

050201

英语

四年

文学

S

18

050202

俄语

四年

文学

S

19

050207

日语

四年

文学

S

20

050304

传播学

四年

文学

21

060101

历史学

四年

历史学

22

060104

文物与博物馆学

四年

历史学

23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学

S

24

070201

物理学

四年

理学

S

25

070301

化学

四年

理学

S

26

070302

应用化学

四年

理学

27

070401

天文学

四年

理学

28

070501

地理科学

四年

理学

29

070502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四年

理学

30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四年

理学
217

S

S

备注

31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四年

理学

32

071001

生物科学

四年

理学

33

071002

生物技术

四年

理学

34

071101

心理学

四年

理学

35

071102

应用心理学

四年

理学

36

071201

统计学

四年

理学

37

080402

材料物理

四年

理学

38

080714T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四年

理学

39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理学

40

082502

环境工程

四年

工学

41

082503

环境科学

四年

理学

42

082506T

资源环境科学

四年

理学

43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44

120101

管理科学

四年

管理学

45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管理学

46

120201K

工商管理

四年

管理学

47

120203K

会计学

四年

管理学

48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四年

管理学

49

120212T

体育经济与管理

四年

管理学

50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四年

管理学

51

120402

行政管理

四年

管理学

52

120801

电子商务

四年

管理学

53

130202

音乐学

四年

艺术学

S

54

130205

舞蹈学

四年

艺术学

S

55

130303

电影学

四年

艺术学

J

56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四年

艺术学

J

57

130310

动画

四年

艺术学

58

130401

美术学

四年

艺术学

S

59

130405T

书法学

四年

艺术学

S

60

130501

艺术设计学

四年

艺术学

J

61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学

62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四年

艺术学

S
S

S

从 2013 级开始使用。
2012 级（含）以前本科生仍用“艺
术设计”专业名称毕业，根据教育
部专业调整要求，需保留“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名称。

附录 3. 2014 年获批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统计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院系

精品视频公开课

教育学导论

石中英

教育学部

精品视频公开课

中国语言文学导论

王立军

文学院

精品视频公开课

《史记》人物形象

过常宝

文学院

精品视频公开课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

徐勇

教育学部

精品视频公开课

走进经济全球化

赵春明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教育）

管理学

刘松柏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教育）

古代文学史（一）

尚学峰

文学院

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教育）

外国教育史

郭法奇

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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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2014 年度国家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依托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万）

1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研制项目

哲学类专业标准研制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韩震（秘书长
江怡）

30

2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研制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标准研制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杨耕

30

3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研制项目

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标准研制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周星

30

4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心理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建设项目

心理学院

刘力

50

李芒

80

5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项目

国家教师发展中心建设项目

教师发展
中心

6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经过评审分
配各院系

文学院本科教学综合改革的实验与探索

文学院

王立军

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综合
改革与实践

生命科学学
院

向本琼

化学学院本科教学综合改革研究

化学学院

范楼珍

创新经济学人才培养体
系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赵春明

国际商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研究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孙川

外文学院本科教学综合改革与建设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刘娟

艺术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周星

本科生“启发式大班讲授与开放式小班研
讨相结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改革

物理系

梁颖

以国际化为导向

7

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130

合计

250

600
附录 5. 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姓名

所在单位

出版社

版次

1

金融市场学

李翀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2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第 3 版）

曲如晓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3

3

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第 2 版）

赵春明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

2

4

犯罪学（第二版）

张远煌

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5

民俗学概论（第二版）

钟敬文

文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6

中国民间文化

万建中

文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7

现代教育论（第三版）

黄济、王策三

教育学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3

8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刘焱

教育学部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

现代教学论基础

裴娣娜

教育学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10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霍力岩、姜珊珊、
李敏谊

教育学部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11

教育法学

尹力

教育学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12

教育心理学（第二版）

冯忠良、伍新春、
姚梅林、王健敏

心理学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2

13

体育教学论（第二版）

毛振明

体育与运动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14

运动人体科学基础

乔德才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219

15

语言学概论（第三版）

岑运强

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16

古代汉语

王宁

文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17

中国近代文化史

张昭军、孙燕京

历史学院

中华书局

1

18

偏微分方程

保继光、朱汝金

数学科学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19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简明教程

包景东

物理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20

普通物理学教程 力学（第三版）

漆安慎、杜婵英

物理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21

计算物理基础

彭芳麟

物理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梁灿彬、秦光戎、
梁竹健

物理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胡乃非、欧阳津、
分析化学（化学分析部分）
（第三版）
晋卫军、曾泳淮

化学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分析化学（仪器分析部分）
（第三版）

曾泳淮

化学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天体物理学（第二版）

李宗伟、肖兴华

天文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植物生物学（第 3 版）

周云龙

生命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植物生物学实验指导（第 2 版）

王英典、刘宁、
刘全儒、姜帆

生命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心理与教育测量

郑日昌

心理学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22 普通物理学教程

23
24
25

26

电磁学（第三版）

27

材料化学（第 2 版）

李奇、陈光巨

化学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28

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

杨志峰、刘静玲

环境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29

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基础

王洛忠

政府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30

西方现代美术史

甄巍

艺术与传媒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附录 6. 2014 年度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获奖名单
1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014

马宁

教育学部

2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014

吴娟

教育学部

3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014

卢忠林

化学学院

4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014

朱良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5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课件组二等奖

2014

胡久华

化学学院

6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傅纳

教育学部

7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洪爽

文学院

8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严厚福

法学院

9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贺丹

法学院

10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魏浩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1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焦豪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2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师曼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3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王德亮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4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殷水清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15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邴杰

生命科学学院

16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魏来

生命科学学院

17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靳溪

生命科学学院

18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孙一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付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王志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1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2014

井健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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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201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一览表
所属部院系

项目名称

项目组成员

指导教师
姓名

项目经费
（元）

陈征

15000

张晓婷

15000

郭殊

15000

牛军峰

25000

史江红

25000

何孟常

25000

毕少兰

25000

姜碧沩

25000

刘正平

25000

王科志

25000

汪辉亮

25000

卢忠林

25000

侯国华

25000

杨晓晶

25000

杨帆
临终关怀制度的立法保障问题研究

贺奇琦
杨馥萍
刘湘

法学院

C2C 个体网店的反逃税问题研究

彭月
张洁
刘思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机制研究—
—从“双非问题”引入

李想
宁博源
刘含

碳纳米管沉积金属掺杂 PbO2 薄膜电极
降解水中吡啶研究

索成
张新奇
栾天来

环境学院

富里酸对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光致活性氧
自由基的影响研究

毕柏溶
戴金星
郑雅伟

不同来源的细菌胞外聚合物对锑的吸附
特性研究

涂梦昭
付颖雨
李亚光

Kepler 视场中类太阳振动恒星的脉动模
式证认
天文系

杜明昊
潘俊陶
谢博涵

Ia 型超新星寄主星系的消光比率的模型
解释

王天丁
马祎曦
赵雪杉
蒋舒婷
四苯基乙烯类聚合物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辛欣
陈太鑫
赵欣书

半菁-氧化石墨烯自组装薄膜的研究

郝丹
魏雅清
董琰

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仿海蜇水凝胶

祁雯
张钰渤

化学学院

陈砂杉
含荧光单元和[12]aneN3 阳离子脂质体
的合成及其基因转染性能研究

谭炼千
胡静
罗曼
李鹏运

二茂铁骨架手性双膦配体的合成及其在
不对称催化氢化反应中的应用
由稀土掺杂 LDH 纳米片制作超晶格层
状结构和白色荧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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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逊
林柳
王茗涵
夏陈马雅

芳炔分子衍生物的合成，其成胶条件及
性质

励耘学院（化学）

励耘学院（生物）

小分子激发态电子结构和光反应机理动
力学
NSR 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陈昭
刘静远

龚兵

25000

方维海

25000

翟永功

25000

刘全儒

25000

张正旺

25000

张俊杰

25000

梁前进

25000

张立

25000

董卫华

25000

周尚意

25000

张立强

25000

刘君 、黄
海洋

25000

于濂

25000

鲁克俭

15000

赵炜

15000

董磊明

15000

李由

15000

沈锦涛
汤典东
缪昀轩
林诗韻
刘心宇
吴则开
蒋媛媛
紫草科天芥菜亚科花序及花发育的比较
形态学研究

李晓
吴键军
贾培培

两种长尾山雀微卫星遗传标记的开发

周倩琳
芦琦

生命科学学院

张启明
PemK 蛋白抑制分枝杆菌生长的分子机
制的研究
不同光照条件下睡眠的小鼠体内褪黑素
的变化及相关健康问题分析
北京动物园亚洲象展出环境对其行为的
影响研究

代圆祎
王莹冰
董柏辰
马晓晶
周方易
秦川
马卓弈

时间压力下应急地图设计——以西藏山
洪灾害风险地图为例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文化关系的地图呈
现形式分析
基于数据缺失的地面激光雷达树木点云
的三维重建
多尺度 Mumford-Shah 型图像分割算法
及其在医学 MRI 图像中应用的研究

励耘学院（数学）
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异常行为智能监控
技术

王佳欣
王怡婷
毛凌潇
段明远
王薇
刘敏
梅杰
姜鉴铎
詹智成
金俞
于子豪
石雯
黄觊鹏
李想
刘自晓
李靖新弘

乌托邦实验：从政治到生态

毕唯乐
卞爱迪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情”在私营企业的
运行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山东两企
业的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
以北京一亩园社区 S 装修队为例

梅文杰
李爽
赵沛沛
王帅捷
何紫棠
段思含
赵乃乐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留守儿童群体需求探究及关爱模式建构

王一平
李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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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发送对解决“柠檬市场”现象的作
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大学生移动支付意
向探究
本科生科研政策调查反馈的实证分析—
以北京四大高校为例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择业动机的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多元 logit 模型的分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便利店的变革发展研
究——以顺丰嘿客店Ｏ２Ｏ模式为例

蒋万宇
李楠楠
唐榕逊

邢春冰、何
浩然

15000

仲鑫

15000

魏浩

15000

罗楚亮

15000

胡松明

15000

苏凇

15000

李实

15000

孙志军

15000

萧放

15000

张国龙

15000

杨利慧

15000

刘勇

15000

张柠

15000

尚学峰

15000

董晓萍

15000

宋作艳

15000

胡绪千
刘子琰
牛一佳
陈基平
梁爽
李双
王立斌
吕思琦
杨康
钟卓越
朱美静
窦斌

网络理财产品如何满足大学生理财需求

翁淑虹
董绍姝

大学生学习成绩受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程度分析——基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实证
研究

林涵倩

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影
响——基于北京四所高校通过自主招生
的学生的家庭背景分析

叶芃宁

民间创意手工艺活态传承的商业教育培
训模式探索
——以赵春香
创艺无限软陶艺术文化机构为例

刘瑶

安然
娄洋
吴浩男
张旭东
龙姿羽
彭曦芷
金王牧歌（励耘）

成长小说对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影响研究
——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

付晓明
南楠

神话在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其影响
——以北京四高校大学生群体的调查为
例

张世萍（励耘）
张小童
马越
陈晗

北京高校校报文化副刊与学生心理健康
问题研究

苏琳
吕玥

文学院

李雅静
探讨网络小说经典化的可能性——以唐
家三少小说为例

罗珍艺
席雨晨
孙雨晴

中国免费师范生国学素养现状及提升模
式的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李琳
王璇
笪颢天（励耘）

数字中国相声故事志

周天悦
石名君

北京方言特征词的继承与流失
——以老舍、王朔作品及“京味”年代
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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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晨希
王琦
王桧银

杨昆
自媒体语境中汉语新缩略语研究

谢光鑫

孙银新

15000

秦艳华

15000

蒋原伦

15000

沈庆利

15000

卜师霞

15000

王昆扬

25000

蒋仁进

25000

王幼宁

25000

纪光华、段
青云

25000

张淑梅、刘
红云

25000

王文旭、张
博宇

25000

刘玉明

25000

刘玉铭

25000

王颖喆

25000

魏云刚

25000

李如玥
伍康
媒介融合时代下，《论语》的新媒体传
播平台策划

毕晟
刘珂瑀

大学生在人人网上的自我表露现状研究
——基于使用者特征视角（以北京师范
大学为例）

侯颗
李梦冉
宋少康
李嘉华

现当代乡土文学中的水意象研究
——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为例

张浩玮
罗幼
邹梦然

基于建立数据库的古语词误用现象研究

史瑞雪
王子轩
蔡安然

经典算子在平均框架下的逼近误差的研
究

罗艺灵
余培然

数学科学学院

李国华
平面上泊松方程解的正则性及量化的等
周不等式

赵欣宇
丁宗淇
姜瑞欣

双曲空间圆锥截线的某些基本性质

陈卓
王灵艺

基于 Polynomial Chaos Expansion 建立响
应曲面方法的程序实现及在敏感性分析
上的应用

颜韵
邱晗
王凡
余楚漪

含随机转变点的多阶段发展模型及其应
用

包学莲
王晓波
魏薇

数学科学学院

网络上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研究

刘嘉诚
许子禾
李雨轩

对整二次型的研究

杨贺羽
刘子轩
张力文

基于交通流评价体系的安全决策算法研
究与仿真验证开发

叶辰
赵晓宇
卢宇婷

随机优化算法的改进及其收敛性研究

彭乔姿
林禹攸
谭晓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OSSL 中群体智能体支持工具的研究

秦晓冉
于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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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养老院智能管理系统
设计与实现

基于脑电的双人游戏及其在神经反馈训
练中的应用
无人驾驶飞行器精准控制研究

张静斌
管世昱

别荣芳

25000

姚力、张家
才

25000

杨绪业

25000

张升

15000

张皓

15000

李帆

15000

李帆

15000

张皓

15000

张皓

15000

姚明焰

25000

唐东辉、李
燕芳

25000

任园春

25000

周星

15000

周星

15000

甄巍

15000

肖向荣

15000

顾一凡
王卓琳
王晨曦
于璇
张茜
金盈
吴姚函
宋代杭州书坊研究——以南宋临安府为
主要考察对象

李玉琳
韩叮咚
任冉

控制与反控制：1903 年至 1931 年中日
较量下的安东贸易

马燕
安颖
钟明浩

历史学院

新课改前后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体例研
究——以人教版教科书为中心
当代大学生中国史知识获取情况研究—
—以近十年来相关的教材、影视、网络
为中心

李子然
蒋书一
丁昊
郭逢萍
汪雪珂
刘洋

两次台海危机中之美国军机侵扰及中国
反侵扰

励耘学院（历史）

全面抗战路线能否确立：中国共产党与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关系研
究

吴闻达
邓可人
石梦雅
王昕熠
韩彩莹
王晶

《室内多元拉伸与阻抗练习对大学生健
身效果的实证研究》

毕竞
李卫
折江波

体育与运动学院

短时有氧运动对肥胖男大学生奖赏系统
影响的 fMRI 研究

黄玉蕾
朱利
姚梦

以运动为主的综合干预对低—中度糖尿
病患病风险人群的效果研究

陈昊
张文
张语洋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国产相关影视作
品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段嘉宣
余竞天

艺术与传媒学院

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话剧转型的驱动因素
——以用比较文学手段研究现实主义话
剧剧本为主轴

冯琛琪
张旭
余丹
冷韬

漫画《北京传统小吃》创作与研究

邓皓
张文正

视觉工作记忆容量对舞者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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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雨妍
李劲

杨陈秀一
音乐在中国先锋话剧中的现状与影响

许婧怡
石润乔

田卉群、朱
杰、萧薇

15000

郭兰兰

15000

唐海萍

25000

江源

25000

黎坚

25000

王芳

25000

李虹

25000

舒友生

25000

于晖

15000

刘娟

15000

陈则航

15000

王德亮

15000

彭宣维

15000

彭宣维

15000

胡咏梅

15000

李琼

15000

谢晨露
幼儿钢琴教学中情绪抑制教育实验研究

朱晓旭
屈茗

不同刈割方式对几种牧草产量和品质的
影响分析
资源学院
芦芽山华北落叶松
茎干木质部启动的阈值温度研究

沈哲焱
李钊欣
毕莹
金蕾
赵白鹭
杨恺灵
邓孟迪
自我损耗对谎言质量的影响

杨沛祺
李昌锦

人均耕地占有量对中国地域文化差异的
影响：资源占有理论的视角
心理学院

张茂鑫
张世夷
盛小添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配对联想学习能力缺
陷的神经机制

陈铨
黄卉怡
王雅思

焦虑情绪调控的神经微环路机制

陈金琳
韩娟
王晶

英语专业学生写作中连接词的使用错误
原因分析

张瑶
颜涵
白紫微

从俄罗斯主流媒体涉华报道透视中俄关
系

王巧雨
周晴
许君豪

不同阅读条件对词汇附带习得影响的实
证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吴科杰
王雪琪
张楚韵

短语动词的认知理据分析及其对教学的
启示

王丹琦
陈璐
陈悠然

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教学现状调研

邵塬
陶瑞
朱桀

我国高校大学外语教学现状调研

罗少卓
王彬力

本科生专业学习投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基于对北京四所高校本科生的
调查
教育学部

李佳哲
黄依芃
吴晓涵
樊世奇

“学霸”是怎样炼成的——成绩优秀本
科生的特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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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菲
韩奕帆

朱丽
动画片对幼儿合作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

李莉

洪秀敏

15000

王晨

15000

周颖

25000

蔡苏、江丰
光

25000

陈翀

15000

柯江林

15000

刘晓娟

15000

柯江林

15000

刘晓娟

15000

王海波

25000

马天星

25000

王引书

25000

夏钶

25000

李晓文

25000

寇谡鹏

25000

谈国太

25000

杨青青
李潇潇
学而书院研究——学生视角下的大学育
人模式探索

章林昱
况兴轩

基于教育游戏的植物学习工具的研发与
试用

陈晶
唐雄艺
刘恩睿

基于 metaio 的移动学习在中学理科教学
中的应用——以化学学科为例

田浩
于艺梅
罗文馨

基于用户兴趣的众包模式应用研究——
以书评采集为例

王建雄
张黎雪

北京市“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增长趋
势影响的预测研究——基于生育意愿调
查视角

赵家宁
徐佩
刘梦灵
颜思行

政府管理学院

单篇学术论文可视化的研究与实现

马梦琪
刘港琛

大学生低碳消费行为“知强行弱”现象
内外部影响因素探究——一个基于扎根
理论的探索及实证研究

徐梦蝶
许昉昉
张萌尧
邱韵霏

基于 Dbpedia 的图书馆馆藏资源聚合

张子璇
罗颖
王钧

适用于大学物理教学的紧凑型双光子量
子纠缠态的产生与操控

薛笑影
梁玉冰
安旸

各向异性棋盘晶格的超导配对对称性

康翊博
戴悦
王晓唯

掺杂 Cu 的 ZnO 半导体性能的研究

苏玥
孙梦苑

物理学系

铁磁体内考虑 D-M 相互作用形成的
Skyrmion 的构型及其在温差驱动下的动
力学特征

彭士宇
于润泽
孙月香

二维耦合映像格子的喀迈拉态的研究

毕然
张朔
谢应明

基于双层石墨烯的新颖量子器件设计

佟孟阳
郭奕斌
陈喜燕

铁基超导体 NaFe1-xCuxAs 的比热测量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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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蒙
李雪

任思远
陈良俊

“下课后”校园配餐

葛玉良

25000

孙川

100000

李由

25000

张平淡

20000

崔丽

20000

白明、于福
生、刘玉铭

20000

孙波

100000

魏云刚

20000

张吾龙

20000

田卉群

20000

王华春

30000

王达桂佳
杨佳睿
王舒啸

万绿农业生产贸易有限公司

杨新雨
张钘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张丽
“自由行”大学生自行车租赁平台

赵萌
肖敏
武晓忠
李远哲

众里互联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牛通
刘洪灏
徐晓薇
孙弋涵

基于小波分析的搜图购物手机软件开发

武康
黄爽

数学科学学院

王方洋
苏碧昕

“汽车助手”——基于预警决策算法研
究与仿真系统开发的车载移动终端

原铭
才子聪
董自鸣
车茂立

“乐行”网络服务工作室创业计划

张玉栋
刘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段兰君
何超越
The second college life（校园第二人生）

陈怀
李俊
孙业强

体育与运动学院

校园文化创意推广实践项目

孟克阳
朱利敏
李慧研

艺术与传媒学院

从北国剧社到剧乐工作室：校园戏剧的
市场化探讨与实践

李亦白
李浩廷
吕梦晗

“飞鸽传书”广告式快递服务公益创业
项目

政府管理学院

马悦
王靖子

附录 8. 2014 年本科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统计表（省部级二等奖以上）
竞赛名称

竞赛负责院系

获奖人
数

获奖情况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北京赛区复赛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

市二 2 人

北京市大学生书法大赛

艺术与传媒学院

7

省特 1 人，省一 2 人，省二 4 人

21 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京津
赛区复赛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

市二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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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生数学建模与计算机应用竞赛

数学科学学院

51

市一 18 人，市二 33 人

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化学学院

10

市一 5 人，市二 5 人

北京市人文知识竞赛

文学院

10

市一 5 人，市二 5 人

华北五省区市舞蹈大赛

艺术与传媒学院

1

市二 1 人

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物理学系

6

省一 1 人，省二 5 人，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8

市特 4 人，市一 4 人，市二 20 人

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法学院

6

市一 6 人

北京市大学生数学竞赛

数学科学学院

3

市一 1 人，市二 2 人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4

国一 9 人，国二 15 人

首尔国际舞蹈比赛

艺术与传媒学院

1

国一 1 人

全国高等院校化学专业师范生教学素质大赛
“教学设计”比赛

化学学院

7

国特 2 人，国一 2 人，国二 3 人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数学科学学院

119

国特 3 人，国一 33 人，国二 83 人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数学科学学院

30

国一 9 人，国二 21 人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

国二 1 人

附录 9.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统计表
9-1
序号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统计表

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学校办公室

国家级
二等奖

1

免费师范生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钟秉林、赵欣如、郑国民、李艳玲、涂清云

2

汉语言文学专业研修式教学模式探
索与实践

张健、王立军、张柠、康震、陶群英

文学院

国家级
二等奖

3

免费师范生化学教学体系建设与创
新型化学教育人才培养

范楼珍、王磊、刘正平、欧阳津、方维海

化学学院

国家级
二等奖

4

以厚基础与强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生
郑光美、葛剑平、王英典、向本琼、桑建利 生命科学学院
物学基础课程建设与实践
9-2

序号

国家级
二等奖

2013 年北京市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统计表

获奖名称

获奖人

所在单位

获奖等级

学校办公室

北京市特等奖

1

免费师范生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钟秉林、赵欣如、郑国民、李艳玲、梁家峰

2

在立足根底、注重会通、追求特色
理念下构建历史学本科人才培养体
系的新探索

杨共乐、张荣强、李帆、郑林、吴琼

历史学院

北京市一等奖

3

汉语言文学专业研修式教学模式探
索与实践

张健、王立军、张柠、康震、陶群英

文学院

北京市一等奖

4

西方哲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
与实践

韩震、江怡、王成兵、田平、李红

5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学专业建设
林崇德、陈英和、方晓义、王大华、胡清芬
与优秀人才培养模式

心理学院

北京市一等奖

6

与时俱进的《普通心理学》（教材
彭聃龄、郭德俊、许燕、陈宝国、丁国盛
第三版）

心理学院

北京市一等奖

7

学部制改革与高层次教育人才培养
周作宇、褚宏启、黄荣怀、李家永、石中英
模式创新

教育学部

北京市一等奖

8

全面建设计算物理课程，创新理论实验-计算相结合的本科教学模式

物理学系

北京市一等奖

9

免费师范生化学教学体系建设与创
范楼珍、王磊、刘正平、欧阳津、方维海
新型化学教育人才培养

化学学院

北京市一等奖

包景东、彭芳麟、熊俊、梁颖、刘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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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社会学
北京市一等奖
学院

10

自然资源学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与实践

11

国家理科基地地理学“三维多元”
地理与遥感科
杨胜天、王静爱、葛岳静、周尚意、朱良
北京市一等奖
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与实践
学学院

12

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 FIT&P 能力
杨志峰、刘静玲、裴元生、徐琳瑜、董世魁
培养与实践

13

以厚基础与强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生
郑光美、葛剑平、王英典、向本琼、桑建利 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市一等奖
物学基础课程建设与实践

14

统筹规划，立项牵引，系统推进本
科教学建设与改革

15

信息化条件下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马克思主义学
王炳林、王树荫、熊晓琳、张立成、朱志敏
北京市一等奖
实效性的实践与创新
院

16

以国际化为导向创新经管人才培养
模式

赖德胜、沈越、赵春明、杨澄宇、李实

经济与工商管
北京市一等奖
理学院

17

中国大学生足球人才培养改革与实
践

郎健、王长权、李永明、高林

体育与运动学
北京市一等奖
院

18

中国史学史教学的开拓与创新

19

以“回归原典”为理念，推进文艺
童庆炳、李春青、赵勇、陈太胜、方维规
学专业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

20

加强团队建设，深化外国教育史课
程教学改革

21

发扬传统锐意创新——学前儿童发
展本、硕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的创
新与实践

22

突出能力核心教育生理学基础课程
王雁、刘艳虹、左明雪、曾少举、邢秀宇
模式的创建与实践

23

分析类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24

创新型统计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25

有机化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改革与
尹冬冬、谢孟峡、张站斌、秦卫东、郭建权
创新（教材）

化学学院

北京市二等奖

26

强化本科生科研训练，探索创新型
张同杰、杨志良、孙艳春、赵峥、何香涛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天文系

北京市二等奖

27

心理干预表演教学模式

28

网络教育质量管理操作体系的创新
继续教育与教
包华影、亓俊国、刘向霞、王彦平、关海燕
北京市二等奖
与实践
师培训学院

史培军、李晓兵、江源、李强、刘学敏

资源学院

环境学院

涂清云、何丽平、夏敏、李宁、刘一楠

教务处

瞿林东、张越、向燕南、汪高鑫、周文玖

北京市一等奖

北京市一等奖

北京市一等奖

历史学院

北京市二等奖

文学院

北京市二等奖

张斌贤、王晨、孙益、郭法奇、李子江

教育学部

北京市二等奖

庞丽娟、洪秀敏、冯晓霞、陈帼眉

教育学部

北京市二等奖

教育学部

北京市二等奖

王昆扬、郇中丹、刘永平、丁勇、袁荣

数学科学学院 北京市二等奖

李勇、张淑梅、金蛟、童行伟、李慧

数学科学学院 北京市二等奖

郭兰兰、卞钢、杨慧、王海波、丁怡

艺术与传媒学
北京市二等奖
院

千人。1981 年学校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硕士、

研究生教育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84 年成为全国首批试办
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概述

植根于百年积淀的学术沃土中，北京师范大

北京师范大学创办于 1902 年，是一所以教

学研究生教育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

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

科体系。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4 个、

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是我国最早开展研究生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6 个，二级学科博士

教育的高等学府之一。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

点 10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149 个，覆盖除军事

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自 1954

学以外的 12 个学科门类。另有教育硕士、法律

年到 1963 年北京师范大学共招收培养研究生近

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 14 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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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硕士培养类型和 1 个专业学位博士培养

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为学校可持续发展创造

类型（教育博士）。学校已建成国家重点一级学

广阔的空间，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教育科学

科 5 个（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

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地理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1 个；一级

研究生院下辖机构：综合处、培养处、学位

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5 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

处。

学科 10 个。

研究生教育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拥有强大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1、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研

截至 2014 年底，共有研究生导师 1946 人。其中，
学术型导师 1724 人（全职博导 931 人，全职硕

究生教育改革的决定》
，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导 793 人）；专业学位硕导 222 人（全职硕导

革。
2013 年 11 月，学校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

137 人，兼职硕导 85 人）。同时，拥有一大批
国内外著名学者：现有两院院士 7 人、双聘院士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决定》
（师校发[2014]31 号），

10 人，荣誉教授 2 人、资深教授 5 人，长江学

提出了未来 5－10 年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思

者特聘教授 27 人、讲座教授 3 人，马克思主义

路。2014 年上半年，围绕以分类招生促进分类

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34 人次，国家杰

培养、改进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办法、改进招生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6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选拔办法、建立灵活开放的课程体系、建立一级

级人选 20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 人、学

学科学位授权点和各类专业学位的外部评估和

科评议组成员 20 人。

自我评估机制、改革导师遴选制度、加强研究生

作为全国重点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师范大学

课程教学的督导和评估、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等

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截至 2014 年底，

方面，细化改革方案，先后出台了《北京师范大

在学研究生 16187 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 9259

学关于开展硕士研究生分类招生改革试点的意

人，专业学位研究生 6928 人；境内研究生 15530

见》
（师校发[2014] 25 号）、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

人，境外研究生（含港澳台和国外留学生）657

生招生绩效测算与计划核定实施办法（试行）》

人；博士生 3729 人（其中专业学位博士生 85

（师研字[2014] 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

人），硕士生 12458 人（其中专业学位硕士生

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北京师

6843 人）。截至目前，共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范大学关于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指

论文 19 篇，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7 篇。

导意见》
（师学位[2014]第 10 号）
、
《关于改革研

在开展国际合作与对外交流方面，北京师范

究生导师遴选制度的说明》（师研学位[2014]第

大学先后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300 所高等院

07 号）、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与

校和科研机构建立联系，努力探索国内外导师联

处理办法》
（师校发〔2014〕23 号）、
《北京师范

合指导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积极推进“国家建设

大 学 研 究 生 奖 助 学 金 设 立 方 案 》（ 师 校 发

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同时，招收大量

[2014]31 号）等系列文件，改革举措受到广大师

外国留学研究生和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拓宽了国

生的关注。
2、修订完善研究生教育的管理规定。

际合作与对外交流的广阔渠道。
面向未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将继续恪

利用《研究生手册》
（2014 版）的修订契机，

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不断更

针对涉及到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相关管理规定，

新教育观念，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创

如《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

新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构建具有研究型大学特色

的若干规定》、
《北京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
程学习及成绩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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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管理规定》
、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

专业学位类型；在职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生（即单

规定》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订，使其更加符合

证）报考 1744 人，录取人数为 577 人，涉及教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实际。

育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 6 种专业学位类型。

《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修订

2014 年共有 3458 人报考我校学术型博士研

版）》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于 2014

究生，录取 793 人；共有 122 人报考我校专业学

年 1 月 9 日颁布实施。

位博士研究生，录取 17 人。
2014 年我校共录取境外研究生 186 人，其

3、加强学风建设，落实教学巡查工作。
制定《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与

中港澳台生 4 人，外国来华留学生 182 人。

处理办法》（师校发〔2014〕23 号）
，对规范研

（二）录取质量与结构

究生教学活动、保障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提

2014 年研究生录取质量稳中有升。学术型

供了制度保障。

硕士生中，毕业于 985 高校的人数比 2013 年增

起草规范课程管理和课堂秩序的文件 3 部：

加 44 人至 687 人，占总人数的 39.06%；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课程调整管理暂行办法》、《北

211 高校的人数比 2013 年增加 66 人至 1034 人，

京师范大学课堂学习“六不准”》、《北京师范

占总人数的 58.78%。博士生中，毕业于 985 高

大学教室使用“六不要”》。

校的 431 人，占总人数的 53.21%；毕业于 211

2014 年度，研究生院继续组织教学巡视员

高校的 551 人，占总人数的 68.02%。

对全校研究生课程进行巡视检查。

硕士研究生类型结构进一步优化。2014 年
录取的学术型硕士生与专业学位硕士生人数比

招生工作

例为 0.87:1，若不计免费师范毕业生教育硕士，

（一）基本情况

二者之比则为 1.27:1，学术型硕士生与专业学位

2014 年我校共录取各级各类研究生 5355

硕士生招生人数基本保持均衡。

人，详细情况如下：

（三）2015 年研究生招生报名情况
2015 年我校共有 33 个单位、127 个专业招

2014 年我校研究生录取人数统计表

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20 个单位、32 个专业

研究生类型

2014 年
招生人数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793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17

31 个省区市的 10118 人报考，其中 6030 人报考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759

学术型硕士生，4088 人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生。

双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不含免师教育硕士）

1386

2015 年全校共有 33 个单位、105 个专业、

单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570

781 名导师招收学术型博士生，一个专业学位类

免费师范毕业生教育硕士

647

型（即教育博士）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生。共有

港澳台研究生

3

3467 人报考学术型博士生，109 人报考专业学位

留学研究生

180

总计

5355

领域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共有来自

博士生。
2015 年我校共有 7 个单位、6 个专业学位类
型招收在职人员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即单证），

我校 2014 年学术型硕士生报考人数为 8239

共有 1744 人报考。

人，录取人数为 1759 人；2014 年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生报考人数为 4404 人（其中包含免费师
范生攻读教育硕士 693 人），录取人数为 2033
人，涉及包括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等 1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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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重点工作

业率、承担科研任务与经费总量等进行分配；博

1、高度重视接收推荐免试生和硕博连读生

士生招生计划主要依据各学科与培养单位承担

工作。

在研纵向科研任务与经费数量、学科水平与特

接收推荐免试生是我校吸引优秀生源、提高

色、科研成果、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及就业率等

生源质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2015 年招生年度

进行分配；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主要依据培

我校大力宣传新的奖助政策，充分利用推荐资格

养单位的人才培养类型定位、生源质量、培养条

补偿政策，共接收各类推免生 1124 人，其中攻

件、就业质量和办学效益等进行分配。将博士生

读硕士学位 1250 人，攻读博士学位 41 人。除研

名额调节名额比例提高到 15%，主要用于鼓励

究生支教团等各类专项计划外，2015 年招生年

院系招收优质生源和支持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

度我校共接收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推免生 967

导师。

人，比 2014 年增加 176 人，占简章公布招生计

4、继续加强招生宣传。2014 年共资助数学

划（1517 人）的 63.74%；共接收攻读专业硕士

科学学院等 6 个招生单位举办“优秀大学生暑期

学位推免生 243 人，比 2014 年增加 38 人，占可

夏令营”，招收营员超过 300 人，资助金额共计

接收推免生专业学位类型简章公布招生计划

27 万元。通过举办夏令营，既宣传了我校学科

（810 人）的 30.00%；共接收攻读学术型博士

和导师，吸引学生报考，同时也考察接收推荐免

学位推免生 41 人，占简章公布招生计划（654

试生。

人）的 6.27%。

学位授予工作

接收硕博连读生有利于改善我校博士生生
源质量，优化培养过程，提高培养质量和培养效

1.授予 632 人博士学位。

益。2015 年拟接收硕博连读生 160 人，其中采

其中，外国留学生 19 人。

取审核录取的硕博连读生 118 人，考试录取的

按学科门类统计，法学 51 人，工学 35 人，
管理学 40 人，教育学 102 人，经济学 26 人，

42 人。
2、
开展硕士研究生分数招生改革试点工作。

理学 227 人，历史学 23 人，文学 106 人，艺

为了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术学 1 人，哲学 20 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1

分别建立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开

人。

展硕士研究生分类招生改革试点，试点单位 7

2.授予 1876 人学术硕士学位。

个。为进一步发挥学术权力在博士生招生中的决

按研究生类别统计：学历硕士研究生 1733

定性作用，选拔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具有创新

人，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130 人，高校教师

潜质的人员攻读博士学位，不断提高博士生培养

11 人，中职教师 2 人。学历硕士生中，外国留

质量，我校在 2014 年试行 “申请-审核”选拔

学生 79 人，港澳台 9 人。
按学科门类统计：哲学 58 人，经济学 65

博士生制度基础上，增加心理学院、生命科学学

人，法学 171 人，教育学 437 人，文学 328 人，

院两个试点单位，目前试点单位已达 8 个。

历史学 78 人，理学 407 人，工学 174 人，农学

3、改革招生计划管理方式。在招生名额配

1 人，医学 4 人，管理学 152 人，艺术学 1 人。

置方面，进一步完善以科研任务和人才培养质量
为核心的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和动态调

3. 授予 1648 人专业硕士学位。

整机制。在下达 2015 年招生年度各院系招生计

按类型统计：全日制（双证）专业学位研究

划时，学术型硕士生招生计划依据各学科与培养

生 1191 人，其中，留学生 9 人（汉语国际教育

单位近三年学科水平、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就

硕士）
；在职（单证）专业学位研究生 457 人。
按专业学位类型统计：教育硕士 591 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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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硕士 269 人，法律硕士 225 人，公共管理

生院进行了全日制教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硕士 140 人，体育硕士 81 人，汉语国际教育硕

优秀实习生的评选，共有 46 名同学获得优秀实

士 65 人，艺术硕士 79 人，工程硕士 48 人，新

习生的荣誉；举行了实习成果展示暨优秀实习生

闻与传播硕士 31 人，应用心理硕士 30 人，社会

表彰大会，以促进不同专业教育硕士的教学技能

工作硕士 28 人，应用统计硕士 25 人，翻译硕士

交流。

20 人，国际商务硕士 16 人。

继续坚持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与行业资格认
证挂钩，组织完成 166 名 2014 届全日制教育硕

研究生培养工作

士和 4+2 课程教学论学术型硕士的教师资格证

（一）启动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申报、审核、发放等工作；组织系统科学学院申

工作

报项目管理硕士相关行业认证资格项目。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关于学位和研究

3、继续推动分类培养

生培养的改革思路和学校工作安排，启动学术学

继续推动分类培养，完善工作机制，建立专

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面向导师、研究生、

业学位硕士特有的培养体系。针对目前培养单位

培养单位等不同对象组织了 7 场座谈会，面向全

未真正实现分类培养的现状，配合分类招生工

校研究生进行课程感受的问卷调查，组织 2 个专

作，设计分类培养方案，推动建立适应专业学位

家团队对国内外 18 所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培养

硕士培养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工作进行调研和总结，赴上海、吉林、浙江

（三）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

等地，对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1、抢救性课程视频录制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浙江

为了进一步拓展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资源，研

大学等高校进行实地调研和交流。

究生院培养处组织录制了一批名老教授的课程

对我校的现状、研究生人才培养趋势进行分

视频。2014 年共录制《媒体与大众文化》、《中

析总结，提炼出我校研究生培养亟需解决的 8

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20 世纪俄罗斯诗

个问题。

学流派》、《中国古典美学》、《中国现代小说

在此基础上颁布《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学

史论》、《行为遗传学》6 门课程。下一步将依

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关于修

托我校现有的网络课程平台继续建设相关网络

订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制定学位质量标

课程。

准的通知》。

2、网络课程建设

（二）加强专业学位培养工作

2014 年暑期，继续督促各院系在 IPV6 平台

1、修订和完善培养方案

上开设教育硕士相关课程。支持建设了 7 门网络

针对 2012 年教育硕士培养方案运行中出现

课程投放全国教师教育网盟免费师范生教育硕

的问题，协助教育硕士评审组组织 2014 级各类

士网络共享课程平台，供我校及其他五所部属师

型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讨论与修订工作。

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选学。

2、提升学生的实践与就业能力

（四）支持开办研究生暑期学校和博士生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规范专业学位研究生

论坛

实习、实践工作，颁布《关于做好 2014 年度全

支持和协助 1 个“研究生暑期学校”
、5 个

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实习工作的通知》
。

“博士生学术论坛”举办。具体列表如下：

为表彰在实习中表现突出的教育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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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坛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举办单位

时间

1

第八届京区地理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4 月 20 日

2

第四届陆表卫星遥感数据反演理论与方法暑期学校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7 月 12-16 日

3

和而不同：中俄青年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问题国际会议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4

第十届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生国际论坛

历史学院

12 月 20-21 日

5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论坛

历史学院

12 月 27 日

6

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前沿博士论坛

教育学部

12 月 28 日

9 月 20 日

（五）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统计

SCITOP 论文 160 篇、SCI2 区论文 105 篇、SCI3

23 个培养单位、62 个专业的 417 位研究生

区论文 152 篇、SCI4 区论文 102 篇、EI 论文 30

申报的 649 篇优秀科研成果通过审核。其中，A

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各 1 项。

类论文 43 篇、B 类论文 13 篇，C 类论文 42 篇、
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情况表
年度

培养单位数

专业数

获资助研究生数

论文数

经费/万元

2009

21

51

134

231

12.845

2010

23

57

227

389

28.330

2011

22

58

263

419

29.915

2012

25

70

336

521

48.680

2013

26

73

382

553

63.320

2014

23

62

417

649

214.95

合计

—

—

1759

2762

398.04

（六）提升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

取由于申报质量和派出人员学业进展情况获得

1、本土研究生国际化培养

基金委认可，除新增名额外，今年还超额执行了

（1）国家公派

留学基金委的计划数量。硕士生项目、中法蔡元

进一步理顺公派研究生项目工作流程。通过

培项目分别完成 1 名、2 名研究生的申报和派出

细化各类工作管理办法，包括规范高水平项目公

工作，富布莱特项目 1 人、艺术人才项目 3 人派

派工作的宣讲、说明会制度、派出前培训制度等。

出、博导项目 6 人派出。所有 2014 年回国人员

完成了对 1000 余师生的咨询解答和 200 余人申

的总结和管理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已经对 2015

报材料的审查，实现录取攻读博士学位 36 人、

年留学基金委项目的前期宣传工作。

联合培养博士 92 人，录取人员的全部派出。录
2014 年我校在教育部留学基金委获批派出人员统计表
申报项目名称
硕士项目
国外合作专项
艺术类项目
高水平项目

留学身份

录取人数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1

硕士研究生

1

博士研究生

1

硕士研究生

2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1
36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合计

92
134

235

（2）校内专项

年 10 月，该项目已使 268 余名研究生获批，开

重新修订了《聘请国际学者承担研究生教学

展会议报告或张贴论文等学术交流,共计金额

任务项目管理办法》
、
《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

2228635.62 元。在完成修订博士生短期访学项目

管理办法》和《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管

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根据评委评审结果，分类先

理办法》，并完成项目的年度总结。聘请国际学

后派出博士生，进一步提高了出访学习的效益，

者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通过录制教学视频和研

支持的出访博士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多。

究生问卷调研，加强了对项目实施的监督保障。

2、留学生培养

全年共安排 35 门由国际学者参与讲授的研究生

（1）英文项目一期结项和管理制度建设

课程，其中院士一名。通过修订资助研究生参加

目前已完成一期建设总结工作，针对一期建

国际学术会议的管理办法和申请流程，提高了派

设工作中的问题，出台《英文国际硕士研究生项

出标准，保证国际学术交流的水平。截止 2014

目管理办法》。

英文国际项目第一期学生情况表
年级
层次

教育学部
博士

环境学院

地遥学院

博士

硕士

16

2

6

5

5

4

12

12

2012(汉院 1 硕)

1

18

2013(法学 1 硕)

8

19

共计

9

53

2

3

1

13

1

（2）留学生培养工作

硕士

博士

硕士

社发院

硕士

2011(汉院 1 硕)

博士

经管学院

博士

11
0

0

28

硕士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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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组织和支持修读《中国概况》的 2013 级 60

2、
“通鼎青年教师奖（研究生教学奖）”评

余名留学博硕研究生赴山东儒教文化圣地(孔

选

庙、孔林、孔府)进行社会文化考察，让留学生

协助学校教育基金会组织 3 月 29 日召开第

真正了解中国最具有价值的历史和文化，得到老

一届“通鼎青年教师奖”颁奖典礼。在会上，通

师和学生们的欢迎和认可。

鼎奖捐赠人、江苏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小

针对目前在留学生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过

平先生为获奖的青年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发

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调研兄弟院校，拟出台关

放了奖金。

于留学生教育的全面规范性文件。建立留学研究

12 月 31 日组织第二届“通鼎青年教师奖”

生与国内研究生统一的培养要求与管理体制。严

的评选工作，共评出“通鼎青年教师奖（研究生

格留学生培养的单位准入和导师制度。结合培养

教学奖）”获奖人 10 人。

方案修订，统筹中外研究生培养，加强课程建设。
（七）为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能

3、研究生教育优秀论文评选
根据《关于申报第九届北京市高教学会研究

力营造良好氛围

生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的通知》文件精神，我校

1、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

共有 5 个学院 12 篇论文参与培养组和专业学位

与校工会、人事处、教务处共同主办“第十

组优秀论文的评选。通过评审，最终我校推荐 5

三届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共有

篇论文参评培养组优秀论文，4 篇论文参评专业

27 名教师参加研究生组比赛，共评出一等奖 4

学位组优秀论文。

人，二等奖 9 人，三等奖 14 人。在教师中引起

论文研究范围涉及：研究生能力培养、培养

良好反响，对推动青年教师研究课程设计，改革

取向、培养模式、专业实习、案例教学方法、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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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培养、网络课程建设以及培养可持续发展

等，基本涵盖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方面。

北京师范大学推荐申报培养组优秀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1

工作单位
2

1

研究生学术能力：一个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

朱志勇 崔雪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能力的培养——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
可持续发展

朱志平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3

反思研究生培养：学术取向与就业取向

姚计海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

综合交叉学科形成的潜变及其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以
“自然资源”专业资源经济与管理方向为例

王玉海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

5

德国汉语教学现状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能力培养

孙立峰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推荐申报专业学位组优秀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1

教育实习对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效能感影响的研究——以北京
师范大学为例

傅纳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面向免费师范生专业硕士的网络课程建设和实施探索——以
《现代化学与中学化学》网络课程为例

胡久华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3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实证研究——以教育
心理学课程为例

张春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

以实习为契机，促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职业能力培养—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实习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吴方敏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此外，我校作为专业学位组组长单位组织完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

3、加强学风建设，落实教学巡查工作

成了北京市高教学会研究生教育会专业学位组

2014 年度，研究生院继续组织教学巡视员

的优秀论文评审工作。我校积极组织论文申报和

对全校研究生课程进行巡视检查，巡视课程达 3

评选工作。截至 2014 年 10 月 16 日，我校共收

万余门次。组织集体教学秩序巡视 12 次，其中

到北京市 17 所高校 42 篇论文申报专业学位组优

课堂秩序巡视 6 次，考试秩序巡视 6 次。组织教

秀论文。其中，8 篇论文因为不符合高教学会论

学和学生管理部门集体听课 5 次，集体听课 13

文的申报要求而无法参加评审。最终有 34 篇论

门次。

文参评。我校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完成第九届

制定《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与

北京市高教学会研究生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专

处理办法》（师校发〔2014〕23 号），对规范研

业学位组）评选工作，共评出 20 篇优秀论文。

究生教学活动、保障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提

（八）教学日常管理工作

供了制度保障。

1、完成了 2012 级研究生提前毕业的审核工

起草规范课程管理和课堂秩序的文件 3 部：

作。

《北京师范大学课程调整管理暂行办法》、《北

共审核完成了 17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58

京师范大学课堂学习“六不准”》、《北京师范

名学术型研究生递交的提前毕业申请工作。

大学教室使用“六不要”》。

2、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核和中期考核审核

导师队伍建设

共完成 1856 名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
资格审核和 1798 名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审

1.改革导师管理制度。

核。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决定》（师校发[2013]31 号）文件精
神，学校对导师遴选制度进行了改革,实施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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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格准入制和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制，将导师

选，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

遴选权力下放到各培养单位。为顺利推进遴选制

文评选办法（试行）》（师研字[2014]10 号）和

度改革，起草了《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改革说明》

《关于评选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

（师研字[2014]03 号）
，完成 2014 年度导师备案

文的通知》（师研学位[2014]第 8 号），开始启

工作。 2014 年各单位共备案导师 194 人，其中，

动评选工作。

博导 106 人，硕导 88 人。

（五）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

2.完成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换届工
作。

在广泛的校内外调研、征求意见基础上，
《北

我校共推荐 30 位候选人，
最终有 20 人入选，

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最新修订版经

其中 1 人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2014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通过，颁布实施。
（六）继续实施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

（一）继续使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对全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继续实施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组建了新一
届研究生教学督导团，聘任督导专家 12 人，优

继续使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全部

化了督导专家的学科分布，对研究生课堂教学进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为导师审阅论文提

行更深入的专项督导，提高了督导覆盖面。开发

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了研究生教学督导网上评价系统，提高了工作效

（二）进一步完善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

率和工作质量。2014 年督导课程 387 门，共 1879

制度，并建立预答辩制度

学时。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是衡量学位授予单位博

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

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提高我校博士

与处理办法》（师校发〔2014〕23 号），对规

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的公平、

范研究生教学活动、保障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

公正性，从 2013 年开始，校学位办将我校全部

量提供了制度保障。

博士学位论文委托教育部学位中心匿名送审。

（七）继续开展毕业研究生满意度调查

2014 又进一步完善了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制

开发了网络版问卷调查系统，大幅提高了工

度。2014 春季送审论文，不同意意见占 5.4%，

作效率和毕业生参与度。其中：学术型硕士毕业

同比 2013 年（12.1%）降低了 6.7%，学位论文

生问卷回收 1602 份，回收率 94.62%；专业学位

质量大幅提升。同时，规定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

硕士毕业生问卷回收 1034 份,回收率 89.4%；博

必须经过预答辩。

士毕业生问卷回收 506 份，回收率 94.23%；延

（三）继续执行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期未毕业博士生问卷回收 151 份。完成各项指标

相关基本规定

的综合分析，撰写了 4 份调查报告，总结了培养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及

过程各个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培养单位进行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干规定》中的相关条款，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须

（八）启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遵照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统一部署，制定

（四）启动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博士学

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位论文评选

工作的指导意见》（师学位【2014】第 10 号）

为不断提高我校博士生培养质量，学校决定

文件，正式启动了我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

从 2014 年开始开展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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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校共有 61 个学位授权点应参加合格评估，

的处置机构及认定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与以往文

其中，学术学位 53 个，专业学位 8 个。另有 8

件相比，该办法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更具体、

个学位点需参加专项评估，其中学术学位 1 个，

更细致、更能符合研究生学术活动特点；增加简

专业学位 7 个。

易处理程序，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扩大

（九）完成北京市共建项目申报工作

了适用对象范围。

完成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共

（十二）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发“博士学

建项目的申报和经费预算工作，共撰写项目申请

位系统”

报告书 10 余万字，获批经费 132 万元。

鉴于原教务系统已无法适应新的工作需求，

（十）完成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评优

在多次调研并明确需求的前提下，依靠自身力量

推荐和抽检工作

开发博士学位信息系统。该系统实现了研究生学

经院系申报、专家评审，共推荐优秀教育硕

籍、培养、学位授予、质量监控、学科导师等功

士论文 50 篇。

能模块，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包括：科研成果统

与图书馆合作，开发了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抽

计、论文送审、公开答辩、毕业论文库、毕业生

检平台，提供抽检备选论文 694 篇。

问卷调查等。

（十一）起草《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

目前该系统运行平稳，并制定了详细的《博

不端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

士学位申请流程图》、
《博士学位系统操作指南》，

该办法由 20 条组成，对什么是基本的学术

并在不断完善细节。

规范，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附录
1.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科目录
门类
名称

哲学
01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
(代码及授权时 序号
代码
间)

哲学★0101
2003.09(第九批)

理论经济学★
0201
经济学
02 2003.09(第九批)

应用经济学☆
0202

二级学科名称

学位授权类别

博士学科 硕士学科
授权时间 授权时间

备注

招生
单位

1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011

198111

2

010102 中国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012

199011

3

010103 外国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9

198607

4

010104 逻辑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512

198111

5

010105 伦理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9

198607

6

010106 美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1

199312

7

010107 宗教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11

200309

8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1

198111

9

科学思想史与科
0101Z1
博士点/硕士点
学社会史#

200512

200512

201206 重
新论证

10

0101Z2 价值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512

200512

201206 重
新论证

11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012

198607

12

020102 经济思想史

硕士点

13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1

200309

14

020105 世界经济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15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
博士点/硕士点
境经济学

200401

200309

经资、
环境

16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98607

经资、
地遥

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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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社

经管、
经资

199011
经管

17

020204 金融学

博士点/硕士点

18

020206 国际贸易学

硕士点

19

020207 劳动经济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

030101 法学理论

硕士点

200309

法学

21

030102 法律史

硕士点

201106

法学

22

030104 刑法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9

法学、
刑科

23

030105 民商法学

硕士点

201106

法学

24

030106 诉讼法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509

法学、
刑科

25

030107 经济法学

硕士点

201106

26

030109 国际法学

硕士点

200509

27

030201 政治学理论

硕士点

200012

政府

28

030204 中共党史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马院

29

030207 国际关系

硕士点

198401

政府

30

030301 社会学

硕士点

200012

31

030303 人类学

硕士点

200509

32

030304

民俗学（含中国
博士点/硕士点
民间文学）

198111

198111

33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
博士点/硕士点
原理

200012

199011

马克思主义理
论★0305

34

030502

马克思主义发展
博士点/硕士点
史

200606

200606

2006.01(第十批)

35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
博士点/硕士点
化研究

200606

200606

36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点/硕士点

200012

199011

马院、
哲社

37

040101 教育学原理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教育

38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博士点/硕士点

199807

198111

涉及
相关
院系

39

040103 教育史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教育

40

040104 比较教育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401

198111

41

040105 学前教育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807

198401

42

040106 高等教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201

198607

43

040107 成人教育学

硕士点

44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506

200201

45

040109 特殊教育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506

199312

46

040110 教育技术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312

198607

47

0401Z1 教师教育#

博士点/硕士点

200801

200512

201206 重
新论证

48

0401Z2 远程教育#

博士点/硕士点

201206

200512

201206 重
新论证，
升博士点

49

0401Z3

教育政策学与教
博士点/硕士点
育法学#

200801

200801

201206 重
新论证

心理学★0402

50

040201 基础心理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607

198111

心理、
脑科

2000.12(第八批)

51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
博士点/硕士点
学

198111

198111

心理、
脑科

2011.03

法学☆0301
2011.03

政治学☆0302
2011.03
法学 03
社会学 0303

教育学
教育学★0401
04

教育学★0401

教育学
04

1998.06(第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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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

199806
经管

200012
201102

201102

201102

198607

200309

法学

哲社
文学

马院

教育

200005

体育学★0403
2011.03

文学 05

52

040203 应用心理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201

200012

心理

53

0402Z1 认知神经科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1206

201206

201206 重
脑科
新论证

54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9

198607

55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6

199312

56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6

200309

57

040304 民族传统体育学 硕士点

58

050101 文艺学

59

050102

60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体育

200309

博士点/硕士点

198401

198111

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
博士点/硕士点
言学

199906

198401

文学、
汉院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文学、
汉院

61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401

198401

文学、
古籍

中国语言文学
★0501

62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011

198111

63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1998.06(第七批)

64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
博士点/硕士点
文学

199906

198401

65

0501Z1 中国民间文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11

200411

201206 重
新论证

66

0501Z2 儿童文学#

硕士点

200411

201206 重
新论证

67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607

198401

68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011

198401

69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6

199605

70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
博士点/硕士点
用语言学

201106

200309

71

050301 新闻学

硕士点

199312

72

050302 传播学

硕士点

200509

中国语言文学
★0501

文学

文学 05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2011.03
新闻传播学☆
0503
2006.01(第十批)
考古学★0601
2011 年对应调
整
中国史★0602
2011 年对应调
整
历史学
06
世界史★0603
2011 年对应调
整

数学★0701
理学 1998.06(第七批)
07
物理学★0702

外文

文学

73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8

201108

按一级学
科招生

74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8

201108

按一级学
科招生

75

史学理论与外国
0603Z1
博士点/硕士点
史学史#

201206

201206

76

0603Z2

世界上古中古史
博士点/硕士点
#

201206

201206

201206 新
增

77

0603Z3 世界近现代史# 博士点/硕士点

201206

201206

201206 新
增

78

070101 基础数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79

070102 计算数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6

200401

80

概率论与数理统
070103
博士点/硕士点
计

198111

198111

81

070104 应用数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607

198401

82

070201 理论物理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241

历史、
201206 新 古籍
增

数学

物理、
核科

200201

200201

物理、
核科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物理、
核科

070207 光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012

198111

物理、
核科、
天文

86

070301 无机化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607

198111

87

070302 分析化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701

198401

88

070303 有机化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化学★0703

89

070304

物理化学（含化
博士点/硕士点
学物理）

198111

198111

2003.09(第九批)

90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
博士点/硕士点
理

200801

199011

91

药物化学与分子
0703Z1
博士点/硕士点
工程#

201206

200512

92

070401 天体物理

199011

198111

93

天体测量与天体
070402
硕士点
力学

94

070501 自然地理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地遥、
减灾、
资源

地理学★0705

95

070502 人文地理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1

198111

地遥

2003.09(第九批)

96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
博士点/硕士点
息系统

200012

199510

地遥、
减灾、
资源

97

0705Z1 自然资源#

博士点/硕士点

200411

200411

201206 重 资源、
新论证
减灾

98

0705Z2 全球环境变化# 博士点/硕士点

200512

200512

201206 重 全球、
新论证
减灾

99

0705Z3 自然灾害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512

200512

201206 重
减灾
新论证

100

071001 植物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11

198111

101

071002 动物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807

198111

102

071003 生理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005

198111

103

071004 水生生物学

硕士点

200301

104

071005 微生物学

硕士点

199806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硕士点

200301

071007 遗传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411

198607

107

071008 发育生物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1

200005

108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8111

198111

109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
博士点/硕士点
生物学

199807

198111

博士点/硕士点

199011

199011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博士点/硕士点

200801

199011

2000.12(第八批)

天文学 0704

粒子物理与原子
博士点/硕士点
核物理

83

070202

84

070205 凝聚态物理

85

博士点/硕士点

化学

天文
199605

地理学★0705

理学
07

生物学★0710
1998.06(第七批) 105
106

系统科学★
110
0711
2000.12(第八批) 111

071101 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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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 重
新论证、
更名、升
博士点

生命

系统

科学技术史（数
学）☆0712
112
1981.11(第一批)
生态学★0713
2011 年对应调
整

113

按一级学
数学
科招生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8

201108

生命、
按一级学
资源、
科招生
减灾

0714Z1 经济统计学#

博士点/硕士点

201206

201206

201206 新
增

115

0714Z2 应用统计#

博士点/硕士点

201206

201206

201206 新
增

116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硕士点

200309

117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点

198401

118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硕士点

200012

119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
硕士点
工程

200309

数学

120

081103 系统工程

硕士点

200309

系统

121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
硕士点
系统

200509

信息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0812
2011.03

122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
博士点/硕士点
论

201106

199806

信息、
教育

123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点/硕士点

201106

198401

信息、
脑科
等

土木工程 0814

124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
硕士点
防护工程

200309

减灾

水利工程☆
0815
2011.03

125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硕士点

200309

126

081502

水力学及河流动
硕士点
力学

200509

127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硕士点

200309

资源、
地遥

128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
硕士点
理信息工程

200309

地遥、
资源、
减灾

129

082703 核技术及应用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9

198111

核科

083001 环境科学

博士点/硕士点

199011

198111

083002 环境工程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1

200012

地下水科学与工
博士点/硕士点
程#

200411

200411

材料科学与工
程
0805
信息与通信工
程
0810
控制科学与工
程
0811

测绘科学与技
术
0816
核科学与技术
0827

环境科学与工 130
程★
131
0830
2003.09(第九批) 132

农学
09

198111

114

统计学★0714
2011 年对应调
整

工学
08

硕士点

0830Z1

国民

核科

信息

环境、
水科

环境、
201206 重 水科
新论证

133

野生动植物保护
090705
硕士点
与利用

200309

按生物学
一级学科
生命
的研究方
向招生

134

090707

水土保持与荒漠
硕士点
化防治

200309

地遥

林学 0907

243

医学
10

135

微生物与生化药
100705
硕士点
学

200309

按生物学
一级学科
生命
的研究方
向招生

中药学☆ 1008
136
2006.01(第十批)

硕士点

200509

按一级学
资源
科招生

管理科学与工
程☆1201
137
2003.09(第九批)

硕士点

200309

按一级学
政府
科招生

药学 1007

工商管理☆
1202
2011.03

管理学
12

公共管理★
1204

138

120201 会计学

硕士点

200309

139

120202 企业管理

硕士点

199312

140

120401 行政管理

博士点/硕士点

200309

198607

政府

141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
博士点/硕士点
事业管理

200606

200512

社发院按
一级学科 社发
招生

142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博士点/硕士点

199605

198607

143

120404 社会保障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6

200309

144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博士点/硕士点

200401

200309

145

1204Z1 政府经济管理# 博士点/硕士点

200512

200512

201206 重
政府
新论证

146

人力资源管理#
博士点/硕士点
（交叉学科）

200801

201206 重
新论证、 政府、
更名改交 经管
叉学科.

2003.09(第九批)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
1205
2011.03
艺术学理论★
1301
2011 年对应调
整
音乐与舞蹈学
☆1302
2011 年对应调
艺术学
整
13
戏剧与影视学
★1303
2011 年对应调
整
美术学☆1304
2011 年对应调
整

99J1

经管

200801

147

120501 图书馆学

硕士点

200012

148

120502 情报学

硕士点

199312

149

博士点/硕士点

150

硕士点

经管、
政府、
教育
社发院按
一级学科 社发
招生
政府、
资源

政府

201108

201108

按一级学
科招生

201108

按一级学
科招生
艺术

151

博士点/硕士点

152

硕士点

201108

201108

按一级学
科招生

201108

按一级学
科招生

注:★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4 个，☆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2 个，#为自主设置学科（共计 20 个，201206
新增或重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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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 年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王 诚 张海燕 金梦兰 于江霞 杨永利
宋振美 张东甍 帅 刚 李敏静 薛晋锡
刘 溪 张 乐 张宗岱 梁红燕 马智宇
柳清泉 马龙锋 张 雨 王 媛 王 振
李秋莎 李敬峰 侯静娜 王 喆
吐尔逊娜依·赛买提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樊 玲 蔺玉清 高 淼 杜 荣 颜 奕
胡新建 柴文竹 林敦来 李兰荣 赵 晶
艺术与传媒学院
林丽宁 高 山
刘 兰 杨涵溪
金海鑫 刘一奔
张子谦 杨 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胡玉玲 李 芳 李俊霞 赵佳音 董俊燕
张 雪 石丹淅 华向东 高 莹 魏 曼
解亮品 郝宇彪 李宏兵 陈开军 郭卫东
倪淑慧 刘 杨 杨 穗 金 迪 冯 毅
马兴微 BAE, SE JIN KIM, YOUNKYUNG

数学科学学院
唐晗力 周 珂
王珊珊 盛 瑶
曹建智 孙 铁
张 伟 曹 军
秦 华 吴立宝
刘士虎
物理学系
卢慕稚 曾亚光
徐德芹 彭 征
李金锋 乔丽颜
孙 乾 谷伟凤
陈佩赓 吴亚杰
冯 伟 王培月

法学院
曾赛刚 李树建 苏丽娜 刘 磊 巫国平
史新章 刘 澍 庞小菊 熊德中 郑寰宇
谢光旗 徐 苗 何生根 管元梓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永龙 薛金礼 刘伟明 李雪铭 王佩连
方 建 湛风涛 徐启东 李 林 亢 飞
李正军
心理学院
王贵生 周双珠
林 琳 刘国芳
叶 萌 高红梅
崔 淼 张雁军

李淑娟 马 昱 王 杰
杨文秀 蔡学亮 王 莹
冯晓临 袁 媛 乐 琴
JUNG,BOYOUNG

毕洪伟
谷 懿
刘 稳
汤 获
邵珍红

张 铭
孙小春
吕本建
费明兵
梅松竹

程丽娟
宋 娟
孙小强
李丽萍
王 锐

李 涛
杨 宏
柯 谱
黄旭辉
张 聪

华 明
张 静
周振华
王晶波
孟 岚

刘 建
魏 昕
李伟佳
刘益能
卢树华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 琳 鲁 明 胡 涛 田 平 张 鲁
黄建微 王 菁 李彦晶 王立春 耿轶钊
谢文杰 毛 飞 张 挺
艾米尔丁·艾米都拉 买买提艾力·巴克

张文娟 齐亚静 陈品红
白宝玉 周会霞 原 琳
刘春雷 梁利娟 孙佳楠
孙 凌

体育与运动学院
朴晋成 陶克祥 傅雪林

化学学院
黄鸣春 张莉娜 孙 莹
唐小枚 曾 竟 马 琳
吴菁箐 何 清 刘 娟
李子婧 林 潇 商维虎
赵祚全 陈立翠 李海凤
张 磊 侯 聪 王 娟
李超群 彭乔虹 童元峰
SAJID, MUHAMMAD
MAHMOOD,KHALID

文学院
郭景红 张金平 李水英 李 巍 王晓霞
白 莲 李 倩 张慧强 金垠伶 崔焕伟
石 嵩 李葛送 郭雪妮 冯 欣 宋虎堂
李安光 李明英 祝 然 李 炜 国 蕊
夏丽丽 孙建伟 吴菲菲 侯佳利 蒋志远
王素敏 李 蕾 吴 亮 杨松柠 柯永红
孟 青 李军亮 张 莹 高忠严 双 金
邵卉芳 龙晓添 黄金城 林 玮 岳 雯
常培杰 匡 宇 魏斌宏 段 恺 李圣传
魏建亮 孟 隋 薛学财 王 勉 王 蓉
刘长星 张东赞 吴继峰 王一涵 林甸甸
张 越 徐 波 孙文杰 马天祥 代改珍
李金龙 吕亚兰 朱永富 谢君兰 张 弛
周 洁 路翠江 曾念长 赵 坤
萨仁图雅 乌兰其木格 LEE,HYE JUNG

岳红伟
王香凤
孙红保
李 伟
陈彦梅
余洪涛
赵 宁

环境学院
杨 涛 钟 晨 王咨元 石巍方
李晋鹏 闫 冬 李慧君 王亚芹
刘剑飞 王昌辉 吕俊平 邓晓雅
纪丹凤 邓 丽 乔 治 杨 盈
谢元博 胡梦泽 RABEARISOA
ANDRY HARINAINA
MAHARANA DUS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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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兴文
徐升豪
姜言霞
曹 炜
刘丽虹
岳 岭

陈 靓
邱培培
唐 见
林 辉

资源学院
祁 瑜 刘洪娟
慎 利 徐学才
张思毅 于晓娜
李 雪 朱美霖
孙 灏 范德芹
李瑞华 邓 飞
生命科学学院
袁 刚 李铁梅
梁慧媛 周军智
魏 祎 李 洁
郑三多 周 宇
陈 琪 窦 坤
朱 星 李巍巍
石 磊 耿俊华
陈静雯 钱民先

陈
李 智
张志华
吕乐婷
杨 光
朱 爽

廖剑宇
丛建辉
张 瑜
刘金欣
刘志锋

辛补社
朱 婧
丁 芳
吕 翠
赵鸣飞

张志斌
张 彦
李 陈
张培培
高少培
李 倩
王宝璐
张 嘉

丁平涛
江 丽
李小蒙
王玉秋
付艳霞
刘佩伟
丁德强
李林峰

孔 青
杨文源
赵佳丽
孙汉资
刘志祥
钱尊磊
郝 莹

教育学部
张秀峰 洪 煜
胡建新 张宗伟
王振洪 黄宏伟
何 倩 孙 琪
曲 霞 潘晓青
谢绍平 蒋科蔚
鞠慧敏 赵 旻
甘琼英 何 岩
陈纯槿 王慧敏
王国明 姬 智
王 慧 何 蓉
李晓蕾 张建桥
杨冬梅 张瑞瑞
黄 爽 王为民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 静 贺 辉 徐冰心 王元龙 赵世凤
徐金东 徐崇斌

杨俊锋
刘 丽
杨 珂
陈 晨
景安磊
王济军
杨聚鹏
姚 松
徐爱杰
郭 冰
朱忠琴
刘晶秋
孙美红

曾爱波
王彦波
胡 淼
谷小燕
吴焕庆
郭俊杰
杨 志
艾巧珍
段洪波
贾玉超
翟月玲
吴春艳
杨彦捷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施贤明 潘胜强 杜春雷 张 欣
研究生院
胡忠英

汉语文化学院
张美霞 汪 琦 梁 滢 张冬梅 许艳华
甄 珍 刘相臣 吴 剑 郝瑜鑫 王 慧
NG, LAY SHI LUU,HON VU
TRAN,THU HIEN

系统科学学院
邹永杰 游宏志 袁正中 郭金忠 闫小勇
历史学院
张 宇 贾 浩
姚正平 王玉山
高铁军 江天岳
孙世平 王红亮
易凤林 魏少辉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吴 铭 王雪磊 张亮亮 孙祥栋 宋 洋
袁 威 蔡 宁

卢焕华
徐鹏飞
程大志
杨 静
丛林娟

伍 宸
石小岑
苏志刚
李函颖
余 蓝
王志军
贾 宁
陈 丹
王少芳
王学男
杨 冰
张新颜
范明丽
张志新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艾福利 辛 晶 张栩然 黄湘岳 胡 淼
魏 婷 刘宇鹏 李志锋 金东艳 何学兆
郭元喜 杨旭东 解 伟 周 扬 帅嘉冰
郎 莹 李 颖

政府管理学院
柳 博 吴 静 朱兴宏 介新宇 张 琴
李 晓 南 锐 周昕皓 高 升 刘金发
张 骎 韩李云 代 璐 柴 铎
PHAM,THI THAO NGUYEN,DUC LUAN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张高燕 韩 燕 雷雪梅
李雪婷 张明霞 徐 苗
段 炼 惠明琪 闻 莉
卫 薇 刘 慧 郭 磊
王效莹 周 蔚 杨宇翔

丽 郭 静

阎 崟
李 馨
刘昱云
宓 林

李 哲
王 遥
王坤鹏
邵 勇

许曾会
陈 余
吴雪飞
周增光

张立芹
张 湉
周 松
李 葳

天文系
刘 康 于浩然 刘志娥 王德华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刘 峰 郭利彪 贾贞贞 高胜国 张 涛
张 鑫 蔡明勇 周秋文 侯 雪 李 茜
郭 谦 胡 浩 崔玉娟 黄晓云 张向萍
雷永登

水科学研究院
王 威 赵银军 张晓岚 万 峻 渠晓霞
田雅楠 王 琼 李 磊 李 艺 苏海磊
武 玮 王晓南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李 涛 李丛丛 张玉珍 孙赛男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 林 马玉洁 尚立富 徐晓新 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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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王吉春 张 杰 柴建桢 何柏松 孙道萃
焦 阳 董晓华 刘 杰 王鹏祥 景 景
周晓永 金翼翔 闫 雨 王 辉 马云雪

NAJOI GHAZEL BARUC DEBORAH

3 . 2014 年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王曦赫 刘翠先 李 帅 陈海丽 宋 飞
刘立丹 卢明静 范瑞雪 莫医铭 常 李
梁 莉 俞春香 胡祥梅 聂德艳 刘 倩
包 晗 陈青青 王 政 赵银斐 王红向
张静超 吴剑锋 张萌萌 王佳瑜 申洪昌
郝宇飞 李晶晶 方 敏 孔 娜 李振刚
周 阳 常佩瑶 陈 洁 李豪利 侯博文
李亚楠 梁思聪 吴学智 荆 潇 马子媛
兰德华 李光耀 王新宇 安夏萌 钱俊月
吕盼博 王 悦 隋良玉 王世龙 许崇娜
郭妍丽 高 莹 马冉冉 刘江伟 汤胜鹏
张 振 胡冰浩 王紫燕 李世达 张庆志
刘 腾 陈 微 林国旺 王晓乐 荆 晶
刘 欢 邢 雯 郭梅静 杨 萌 王 涵
白莎莎 贺 培 王欢欢 杨 凯 沙 军
陈明杰 丁博超 姜婧怡 王 隽 吴 云
武 强 席立航 肖 珊 黄 友 王丽丽
麻 艳 王永刚 张晓磊 李 茜 张 穗
白 岩 魏 欣 谢 婷 郑 毅 王 冠
艾尔肯.阿布拉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王浙鑫 闫 培 巫 俊 刘士彬 姚晓颖
温宇迪 赵 妍 黄亚男 张玉恰 刘 娟
刘京京 雷思平 余长海 吴金珂 常 悦
王晓倩 李 璐 王宗业 董月娟 喻画恒
郭芮言 王 鑫 李文婕 陈 骁 曾于峰
周冠男 王 特 陈文蕾 贺育飞 李 萌
周忠锋 朱梦冰 崔雅琼 罗锦林 张钰丹
陈 铖 康 靓 王 帅 公 芹 赵 珺
常 羽 铁鑫鑫 隋付燕 李婷婷 彭思敏
鲍 文 张 瑶 宋盼盼 曾燕萍 王昕彤
王晓丹 郝 壮 贾淑艳 张 玮 孙 超
谢 羚 李 晨 沈 琰 张 刚 任 娜
李欣雨 卢 佳 梁 亮 黄鸣曦 孙肖岩
吴 愔 庞桂梅 郑 凯 刘 洋 温 睿
文 来 许佳明 陈 钰 黄文婷 常 海
李雅楠 王 铮 HA THI,HONG
CHONG WEI LING IDALENE
LOTUS ALIS FUNG
DANILO RAIMUNDO AZARIAS
SUVANARD BOONYAMANONUKUL
RORY GREEN ELIE MOUSSALLEM
IRAN MONROY CANO
SANTIAGO XAVIER YANEZ SOTOM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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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 亭 窦昊旻
杨 洋 杨 雪
何 珊 陈晓辰
魏欣欣 祝上翔
赵高召 毛 顺
罗天宁 陶雨擎
冯俊超 赵令卓
张 过 孙家丽
陈娅飞 江 雪

龚 成
骆 贤
杨鑫淼
马炳帅
李 娟
杨瑞芳
李 翠
汉 超
王 卓

倪 娜
卢 帅
徐莎莎
朱萍萍
杨 彤
门靖靖
高 杨
孙 昊

罗颖平
郭昱青
周彩彩
任瑞姣
王亚辉
王 鑫
史坤坤
王霞霞

教育学部
招斯喆 唐梦影
闫玉杰 李洁琼
封丽娜 李学文
戴 秀 韩亚伟
苏 丹 朱雪婷
王 颖 李 洁
王 玉 陈小露
杨小翠 李文婧
龚庆子 廖苑伶
苗 淼 王 岩
肖嫣然 张 敏
李晓燕 肖志勇
李 萌 赵津毓
张连刚 宋 衍
王胜男 翁宁娟
陈惠玲 张媛媛
杨 咏 李华芳
米亚会 李 山
刘 洋 张宝文
郭亚歌 陈晓玲
林丽珍 杨 媛
潘竹君 杨传利
张晓璇 胡慧娟
李 飚 钱 燚
李 静 杨依菲
李婧君 牛美心
林建华 李燕南
宋 阳 王义勇
李 鑫 王延柯
田 佩 万 驰
乔 芳 蒋 佳
郝东方 刘 惠
王 倩 姚 岩
王 峰 郑梅钦
何怡睿 杨 漠
赵 兰 董洪伟
郝祥红 周红艳

韩海英
马广红
姜真真
于立文
伍明明
许 玲
陈明英
徐 琼
李晓萌
郭 冉
谢丽娜
赵 君
朱艳涛
丁 敏
孙舒颖
赵玉婷
郑 娟
焦辰菲
任 飞
赵娜娜
高晓宇
张楠琦
赖德铸
陈 凌
朱 平
邱化民
杨 萍
胡笑玲
王慧敏
杨会勤
徐 苹
罗 悦
武闪瑶
殷 越
戴志容
张 月
于娟娟

薛安辉
郝国强
高万敦
王盼盼
李秋劼
汤 琦
宋薇薇
宋 佳
应孟泠
朱学良
虞蒙蒙
王 婕
王生丽
王赫男
邹方杰
李东妹
吴晓超
汤慧琍
张东梅
冯燕玲
王艺洁
宋 雨
杨春英
周铃钞
刘 姣
闻 艳
范学芬
李凯一
吴 婵
黄 凤
王成龙
江雪婷
曾 妮
于海兰
王玲玲
薛奕娇
王 思

冯海洋
吴丹丹
潘建海
管海娟
景君珺
朱 青
尹纳宇
朱晓玲
黄 喆
孔婷婷
徐佳丽
张师平
李春晓
唐 瑶
张媛媛
孙飞鹏
张大伟
汪玲玲
王 雪
吕凤楠
潘坤坤
全景月
王文全
袁玉芝
祁 翔
臧 菲
仲海宁
王 浩
郑菲遐
杨璐仪
于 超
高晶晶
丁 魏
张晓红
杨琴琴
张立红
陈 丹

马伟伟 李 湘 张 英 朱 虹 李妍妍
高 晶 栗桂明 刘秀娟 凌鹏飞 符 辰
秦晓波 张竞予 程 令 张永强 王 璇
黄高镭 李 铭 周啸然 傅俊华 张 婷
贾思雨 郭艳芳 陈 娜 吴雯雨 赵 娜
丁晓新 许 枝 赵 扬 张之光 高 旋
黄明浩 刘 幸 张捷宇 黄园袁 张 茜
潘 姝 李 群 郭 月 孙 丽 韩雅琪
刘新蕾 鲁馨心 阚溪朔 郑 颖 刘敬仙
刘 颖 柯 彤 孔德婧 郭思彤 马 箐
葛秀平 潘吉乐 谭 莉 刘 怡 王 祎
王寅枚 赵丽婷 张文洁 李 茜 黄 可
李媛媛 殷俊益 刘潇女 马 英 冉时雨
王雅君 李 瑒 孙蔷蔷 李晓莉 陈婷婷
樊燕茹 朱佳慧 黄 洁 郝姝丹 肖月佳
刘 安 刘荣民 林来寿 吕霄霄 刘东兴
邹林佚 阎丽欣 李 婕 孔诗君 谢 婷
张韶华 赵 熙 田 甜 吴 芬
苏德钰洁 皇甫秀丽 琼斯梅娜 上官金曼
边巴次仁 JANG,YOUNG HEE
SRITRAKUL,PHATTHARAMANAT
JUSTIN PATRICK OSBORN
KIM DONG HWAN SKRYABIN MAXIM
NGUY?N TH? NG?C B?CH
HAN NA KOSI?SKA WIOLETA
TSOGZOLMAA TUMUR-OCHIR
MUHAMMAD ARIS ICHWANTO
TOMASZ WOJCIECH BLONSKI
KEISHA LE"MAYA SIRIBOE
CARRIE ANNE THOMAS
SYED NITAS IFTEKHAR
YEHUDA LEVY SHAMSUTDINOV OYBEK
SHAMSUTDINOVA DURDONA
ZAFER MAHSHI M. ALGARNI
AHMED ALI M. FAQIHI
OSTROVIK,OLEKSANDR
SHIN,SO YEONG
法学院
马海婷 袁 泓 朱 珠 杨逸文
周 洋 李秀媛 武 冰 李付刚
刘 敬 陈文贵 高 峰 朱 雷
李家润 杨 磊 唐文忠 杨洪冰
李 梅 原 茵 王溶媖 郑 路
李 雯 付凉洁 张 逸 吉晓睿
韩紫微 姬晨笛 麻晓婧 毕晓宇
李 坤 陈 慧 张晓雪 周 洋
张晓明 董 妍 李思含 张圆国
吐热尼萨.萨丁
BUYANBADRAKH, AMARBAYAR

张 婷 曾 杨 唐斯奇 朱凤辉 张 强
张锋华 任素婷 李江萍
心理学院
夏石勇 王 臣 陈玲玲
魏 军 代 曼 黄 玉
吴梦希 唐 芹 郑明璐
迟昊阳 侯悍超 李逢战
聂晋文 于 是 余发碧
段东园 胡姗姗 郭 璐
施佳威 解加平 王 珊
苏 迪 仲 懿 刘 君
骆春铃 史佳鑫 邹 红
周安梅 杜瑶琳 汤晨笑
林培剑 詹雪梅 王辰怡
郑静璐 陈思思 张 怡
陈萌萌 吴翰斌 邹爱婕
彭建章 毕建传 杜姗姗
任希婧 杨晓林 朱 乐
陈建珍 翁 琨 张 然
CHEN,HENRY HAO CAI

景文超 刘林澍
孙 鹏 陈丽华
李妍君 何 姣
赵慕一 曾祥龙
杨 柳 杨 萌
闫 阅 王家祺
封子奇 肖 遥
刘 博 张应兰
袁 可 王 雪
唐 澈 周 瀚
胡 婧 宋 玥
路晓兰 姜 玲
赵文峰 仝丽娟
赵京津 余云涛
严凌美 张 静
黄红嫚 项 佳
ZHANG,KATIE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陆 怡 牛 鑫 邵陆颖
丁 珂 赖 寒 冯 杰
林碗君 项紫霓 吴艺方
宋家龙 王 芳 王卓然
陈麒璇 黄 景 高丹琪
代博涵 马小卉 李 雨
王 智 温旭云 刘伟杰
袁 林 王思齐 苏余芬
杨 琳 汪雪玲 梁 晶
邵剑波 白晓春 杨 薇
吴 娟 史世勇 陈 琦
师冬平 高 姗 李 瑗

黄杨岳
李冬冬
陈 钺
吕 莹
冯晖艳
朱芸芸
赵 晨
马 娜
王海英
王立东
王易韬
刘小兰

杨 彬
周晓庆
陈 超
孙 研
张浩云
雷廷举
胡振红
王 岚
魏丹丹
王 虹
李海琼

王荆楠
王 丹
郭 卓
张吉敏

郑 瑾
许晨晨
张媛媛
时凯旋

韩馨仪
于永晖
钟华梅
闫开龙

刘 伟
贾 婧
代 莉
李逸然
孙晓菲
王文华
张一弛

申旭兵
孙 丽
童 芳
闫 黎
刘 敬
冉 博
殷冬雪

郑 玮
高 云
陈 婧
赵丽薇
胡春雅
王元欣
李 菁

体育与运动学院
王羽辰 张 鹏
苏鸿鹏 葛娇娇
崔婧宇 黄 凯
银雪麟 林 然
李旭龙 张 茜

王楠楠
许立军
李淑娟
刘悦恒
李宗波
张 悦
高 扬
罗 璀

文学院
陈佳红
于桢桢
杨艳平
叶怡雯
刘亚奇
朱国庆
侯 睿

系统科学学院
杨思聪 韦 添 雷红梅 周国斌 赵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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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叶
张晓帆
孙晓博
毛建雷
裴亚婷
刘瑞一
王 悦

李思倩 姜雯洁 王安琪 张 琳 朱生玉
左 叶 时玲玲 张红侠 张 健 赵明丽
刘成凤 张楚楚 胡海宝 张甜甜 李诗景
岳莉红 林美宇 卢笑予 林 澄 刘蒙蒙
王文琦 李育博 高 旷 吴婉溶 刘瑞盈
陈 玥 李 婧 谭东春 马曼曼 刘 曦
吕 颖 董 洁 洪 旭 韦 文 刘梦颖
覃 奕 王 欣 郑 玮 李秋侠 孙艳艳
蔡文娇 陈汝静 孔 雪 许 茜 李晓冬
杨 毅 薛靖怡 张蒙蒙 王 璐 吴 键
刘 旭 过 超 颜 杨 郑 超 柴慈瑾
肖蔓菲 史志刚 梁 凡 郑 端 方建煌
陈冠飞 袁晓雪 郭 毅 李艳芳 李文芳
杜泽君 赵青青 王 昭 王 蕾 赵 玮
卢 瑶 吴 攸 邓沫南 李雪花 李美超
罗 姗 韩 莉 王丹琳 秦霁政 李 萌
高 敏 黄凯华 冉云龙 沈 琳 陈彦昭
王秀平 吴 娇 徐逸超 邢毓南 诸雨辰
彭希聪 尚 烨 唐三骄 杨 莎 施 思
姜 瑀 刘丹琴 刘 利 李乐乐 齐午月
梁艳华 陈晓嘉 王思宇 苟瀚心 鲁博林
王力可 苏楷越 薛 晨 褚云侠 江子安
罗雪峰 卢绪英 王 婉 张 祺 吴玉芳
袁静彬 陈玉红 许瑞丽 刘 娜 芦玲玲
王渴鑫 杨海珍 谢 威 贾 宁 刘 婷
钱 丽 王冰怿 张志军 郑治民 夏文林
孙艳松 林炳勋 张元德 陆洁盈 古竞豪
欧迪雅 刘惠芳 朱 瑶 温少杰 应 瑛
蒋建学 王 媛 李 娜 郝彦桦 刘慧丽
宋晓园 张 纯 吕 冉 郝巨华
NGO,NGUYET ANH KIM,HYE MI
SEO,BORAM NETSAWANG,JITTRA
SUBSIRIPHAN,WASAN KANG,MISUN
NOH,TAEKYUNG KIM,MI GYEONG
JO,AYEONG LEE,GA YOUNG

历史学院
景 明 陈昊雯
崔小洁 海 涵
高 靖 于 泳
申 旭 陈 钗
方丽娜 白树军
陆明娟 陈 阳
代 翀 孟 勇
张飞飞 孙乾博
廖靖靖 张 毅
张先朋 宋文汐
张 娜 熊艺钧
黄铭心 张 丹
张 茹 董 莹
马红红 向鸿波
王 媛 姚 音
刘文丰

杨川平
祁 洁
刘 玲
张 贺
袁梦如
廖 莹
廖洪辉
吴春宏
张舰戈
陈新元
蒋皎舸
周育苗
任红宇
宋 健
张新焱

何 茜
王维佳
张志超
李 慧
潘 跃
任媛媛
艾荔丰
蒋丹丹
张 楠
洪雁菲
李 伟
滕飞飞
许 丽
王长安
黄红华

李慧茹
周 倩
黄格林
王 龙
左 帆
董 梅
牛梦岳
王 宁
王春春
王 朋
尹露露
李 琰
叶维维
孙 婧
张爱东

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左茹慧 徐姗姗 杨继承 白 帆 关鹏飞
郭云洁 李斌强 种 方 袁春杰 牛雁楠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项思璐 常 冬 罗 飞 陈仕雄 闵德龙
敖 莎 于 倩 许凌筠 黎文娟 曲 歌
侯亚娟 白光远 刘诗瑶 李 卓 李英子
张馨雅 欧阳双飞
数学科学学院
胡 勤 詹铭峰
刘婷婷 刘正微
张优优 谢传龙
徐 莹 常会敏
陈 晨 张正阳
刘彩云 付靖宜
赖旭东 陈 焦
杨越峰 张颖楠
王 婷 胡 潇
周海舟 戴梦姣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焦 捷 吴梦萦 张 园 颜亚静 战兴媛
徐 妍 李 娟 郭 菲 张秀凤 姚雪飞
江慧琳 徐朋朋 刘诗佳 马慧娇 杨欣怡
孙小伟 张 辉 陈夕婷 沈 涵 樊琳琳
赵立翠 吴丽楠 张 丽 王凌沛 刘丽丽
龙堉瑜 林予婷 白丽娜 庄满满 白剑韬
赵倩莹 张敬肖 唐姣梅 张 浩 李兆娜
李传明 孙 哲 王璐璐 卫昭慧 周今由
古 明 刘东杰 仇珊珊 尤 佳 许碧梅
李 力 张铮铮 刘 靖 张 洵 单文镜
崔冬梅 占玉芬 刘 娟 方 军 周晓薇
邱 实 孙琦彦 龙 豫 石晓敏 孔繁玮
李玲玉 刘小辉 李飞鹰 任 艳 董佳佳
高灵芝 靳晓光 王春燕 张会霞 郑春华
刘 冰 季亚文 SAKANAKA,HITOMI

物理学系
张炜丽 赵晓晔
李鑫鑫 赵 靖
张 霄 任建英
梁 婷 宋晶晶
宋倩倩 张 梅
冯星辉 柳 燕
薛珊珊 朱莹雪
王玲玲 马泽枝
李德法 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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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静
柯于皇
徐 晓
张海诚
宋乾乾
王翠巧
张冬贺
张俊强
王春地

张 娟
曲荣华
王翠翠
侯倩倩
王艳丽
王立峰
蔡 霞
谷淑婷
邢 莹

林 敏
王 芸
师 玥
唐金波
常媛媛
卢玉峰
邹翰林
赵文君
刘 伟

敦志娅
杨庆华
齐 薇
木秋莲
姜 馨
田冉冉
薛 阳
李 爽
贾义娇

姚文婷
赵姣姣
赵珊珊
李 智
刘 鹏
李志诚
郑 红
袁雷杰
王铁成

孙彦彦
云 欢
路真真
郑 汝
周立臻
张珂莹
严亮星
殷隆晶
凡瑞霞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贾兴娜 刘晓龙 王 涵
王丽丽 彭 松 郭宜娇
何金龙 史学伟 杨 魁
安 坤 赵广翠 赵为刚
李晨晖 陈宗德 何 燃
吴玉龙

曹 望
刘世岗
李 璟
唐 琐
龚著靖

易 超
侯尚尚
张 婷
郑 琛
张小洪
李晓飞
韩钦亭
杨凯娜
杨学倩

许梦玲
王洪杰
吕中华
张东东
卢 扬
张 梁
闫佳琪
严 智
周 奇

宁红玉 薛 甜
田辉凤 孙瑞琪
刘海燕 范雅冰
徐国文 乔 瑀
危和狄 王 锋
徐 聪 陈宏欣
宗彦清 于艳军
陈 茜 甄甜丽
孔丽满 孟红青
赵 昕 刘 叶
王晓蕾 薛改青
徐增平 吴瑞娟
苏天异 李 化
努尔古丽.拉提莆

刘 畅
葛 莹
韩佳颖
李辰宇
赵 弟
袁丽琴
冯 萍
郭 蓉
苏会珍
张 磊
魏莉莉
赵 媛
岳 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红阳 范 强 龚 治
孟 灿 蔡华雨 康明吉
杨天心 曹 乐 吴 误
姜倩倩 李姗姗 任雅丽
张 莹 王士伟 姜 雪
曹容菲 张 旭 曹 政
詹 钰 罗 丽 李 程
张儒少 唐 亮 李妮晓
范停停 熊晓东 王 艳
化学学院
郭志德 李根薰
屠少昂 邓艾芳
王 鹏 竺 青
李树佳 郭彩霞
张晓鹏 梅 强
杨 柘 郑和莹
王 昊 陶闪闪
李 莹 丁伟华
潘国华 翟 伟
贾娜娜 吴海燕
王 星 李长玉
杨 茜 时晓利
张国庆 高广鹏
段瑞红 顼兴宇

朱良君 陈国坤 陈昌华 杨 帅 周 兰
李作文
顷淮斌
何佳霖
郝 亭
黄 鑫

环境学院
董大正 叶晓飞 王 靖 李晓锋 江建斌
岑 艳 刘采菱 陈 龙 梅 颖 吴 娱
韩婷婷 尹 雪 尚 晶 王东鑫 白雷雷
李思思 杨 盼 李 毅 张 晖 王志新
马 兰 王 睿 刘雪莲 唐 诗 梁培瑜
董振慧 杨 晔 韩莎莎 康明洁 冯悦怡
张洁茹 罗 姣 付文君 张 美 柳 婧
朱宝彤 刘开云 赖芸佳 邬乐雅 孙铭泽
潘丽君 武士蓉 刘杰伟 李筱金 高 静
肖 琳 刘 琦 张培培 张 珂 高玉冰
谢 婧 贾俊香 诸葛海锦 姑扎努尔.艾尼
LATHPARKDY SOULIYA ISANGE SYLVIE
MBOU WOUONO HENRIETTE

天文系
曾珊珊 陈继龙 张聪慧 姜朋序 杨 稀
黄志华 刘 见 崔子嘉 刘 政 李 昕
刘 洁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张 开 董亚冬 黄 帅
杨沛琦 王立钊 朱叶青
徐培培 向 阳 廖 华
程久全 刘 军 赵谦益
王晓利 李 泠 王婧博
黎诗扬 吕国玮 邱 研
饶 烨 陈婉婧 卜建华
李 菁 段 正 张玉韩
曾 庆 赵 莹 李 晶
魏 玮 吴志平 李 楠

刘 钊
李佳悦
隋 远
杨光超
冯嫒霞
刘 兴
闫丽英
金浩然
代加兵
黄红铸

郝虑远
汪 艳
张亦弛
赵小瑞
杨晓梦
曾洪勇
刘玉立
马 蒙
栗 妍
郭继成

生命科学学院
郭玉凤 黄 希
董书君 商庆凯
梁 言 张 杨
李小璇 王代平
班 蕊 潘 璐
史明澍 杨健帅
滕宁宁 周海玲
吴树青 刘 冲
尚文娟 潘 程
王珊珊 李旺成
刘帅帅 张剑慧
逄 也 周 兰
伍 凯 林晓晨
CHA,HWANGHO

吴 巧 朱叮叮
王现梅 魏益娟
黄 荣 林虹羽
刘 静 黄秋燕
古 牧 黄沛琳
张文龙 赵春霖
楚 谧 李 菊
汪 宁 汪丽亚
董晓芳 马意朋
范艳欣 张晓旭
李 敏 戚 志
施子晗 邵 丹
伊力亚尔

李丽娟
付 忆
李 霓
佘登映
张泽坤
杨 丹
李雯娟
李姗泽
王 云
常明钦
王广霞
刘增辉

资源学院
代光烁 何 丽
李恩贵 徐海霞
王文娜 胡东香
陈 鑫 龚淑玲
李 论 赵雪如
关 茜 王 伟
庄至凤 张翠玉
薛 洁 刘晓丽
刘 宇 孙 冬

王明昌
吕 强
习朝瑞
刘晓燕
安 晶
邹利东
赵明月
王亚男

刘 敏
宁子豪
杨宇峰
李玉萍
帅冠元
南 箔
汤成龙
王林萍

崔 斌
刘 敏
王 芳
高 杨
赵国琴
张 蒙
李 颖
周骁腾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尹 喆 崔 森 董雪涵 赵蔚然 李 睿
袁玲玲 叶珍珍 陈俊佑 王乐实 刘程程
王 阳 赵 越 董晓珺 高则一 李 珍
朴兴善 李娅芳 徐会文 王旖旎 郭彤华
TOBIAS ROSS METTE MIRTE BEKIUS
STEPHEN WENCISLAUS MAGOHA
KWIZELA ARISTIDES BASEB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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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
陈鹏君 周 雪 曾 晨 高一然
李姗姗 张雨露 曾 泓 涂俊仪
HOANG,THIEN HUONG
PRYZYNCHUK,SVITLANA
吕泽星 李 敏 段非奴 郭 丹
高 鑫 李 亢 马春灯 李 斯
史大维 佟薪火 尹荔玮 许 瑶
赵 晨 姜湛南 朱 珂 罗 珊
韩江雪 赵鑫如 李晶瑜 王 姝
王继红

PHILAVANH SISOUDA
DANIEL OLIVER HOCKENBERRY
LIN-YAO LIANE ZINNACK
USMAN MUHAMMAD
UDDIN MD RASHED
DONYINA MIRACLE OFOSU
政府管理学院
李 茜 葛明磊 关晓宇 商英伟 贾妙元
刘秋燕 杨芊羽 李 流 罗启轩 司冬梅
薛 昊 马家驹 邱 实 张 琰 李 苑
平玉新 宋 芳 安宁宁 徐 青 孙海星
余星兴 毛嘉瑞 王 彬 石永玮 李唯真
赵若虚 曹永启 丁 洺 武文泰 王 鑫
肖彦博 李蔚然 张 丹 宋 潇 张 璇
肖逸恒 朱秉韬 罗鹏程 杨亚楠 于 洋
赵天娇 霍凝坤 洪凌子 朱大弓 王瑞焕
黄 鹏 付 爽 王 婷 冯向梅 丁芬芬
于小荷 刘文波 张 敏 王宇浩 蔡梦晗
何雪梅 韩 宁 封哲学 曹 旭 王 丽
郭 莹 陈 涛 贺 芸 谭 思 张 炜
何 况 陈佳男 赵玉敏 胡 玫 王妙丽
曲 迪 CHANG,HYEON HO
HOANG,DAI HAI
THAWEEWATTHANAPHONG,PHEERAWAT

水科学研究院
孙 雪 郭永丽
谷 鹏 郭 慧
贾书惠 王鸿婷
张惠淳 金惠淑
张亚夫 鲁婷婷
陈华鑫 苏龙强
黄宁波 张明月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李方方 张 毅 冯佑斌 刘 强 毛玉娜
王来刚 丁 然 朱 枫 赵 晨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高妙妮 李 桑 付雨晴
武林红 常志云 冷 松
吴 渊 王健民 饶玉晗
白雪岷 叶佳缘 何寿亮
徐 粒 蒋 力 黄文敏
郑树成 王建华 杜 娟
陈洪姝 闫永杰 刘 杨
刘 蓉 顾孝天 明晓东
邓 岚 梅玉保

张轶鸥
袁丽华
邓 润
金赟赟
赵 超
宋昕沂
王联盘
刘杨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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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婵
霍 超
赫蒙娜
宋 歌
谢 琼

徐 沙
鲁维丰
孙东旭
阿噟兰
申萌萌
张兰影

马 啸
都莎莎
鄢正红
李 娇
韩绍伦
张睿昊

郭朝斌
张 磊
马梦娇
刘虹利
李长嘉
刘胜娅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李沂蔚 彭心韵 王 頔
王晓雪 蒋晓彤 吴天昊
邓瑞杰 王英秀 胡 健
刘 鹏 原佳丽 卿雅琴
卢 广 杨 轩 赵 欣
秘 玲 徐 云 朱六一

李玉洁
丁 宁
邢裴裴
何美丝
马鄢君

付丽凌
牟大钊
周文文
耿 静
孟 韬

汉语文化学院
李 洁 周 洋 王 典 李 慧
李思涵 景高娃 杨丹旎 何 姗
戴新月 刘 爽 王晓东 赵 明
杨柯慧 杨 艳 周 燕 胡韧奋
徐丽芳 常文斐 李洪政 黄锦春
马 静 KIM, SANGHYEON
KONGWATTANA,PATTARAPONG

徐文芳
单 越
林 伟
李 悦
吴汪洋
孙 姝
王 平
牛彦波

兰 朵
郭戚姗

吴珊珊
龙奕璇
王 珍
杨 洋
冯 时

科 研 工 作
理科科研

其中：新增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1 项，连
续资助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2 项，重大研究计

概述

划项目 4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项，面上
项目 82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4 项，重点项目

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及主管副校长的领导
下， 2014 年我校理科科研工作紧密围绕《北京

5 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10 项，

师范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及学校第十二

应急项目 7 项，专项基金项目 1 项。

次党代会提出的科技发展目标展开，经过全校广

从学部角度来看，地学资助 42 项，数理 28

大理工科教师的共同努力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密

项，生命科学 26 项，化学 15 项，信息 12 项，

切配合，我校教师在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科技

工程材料 10 项，医学 8 项，管理 6 项，政策局

奖励、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等多方面取得了很好

专项基金项目 1 项。其中，地学、数理、生命科

的成绩：理科到位科研经费呈现稳定态势，合计

学和化学四个学部获资助项目总数和资助经费

40085.92 万元，其中：纵向项目经费 33357.84

均占总项目数和总经费的 76%。
2014 年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新限项政策

万元，横向项目经费 6728.08 万元。较为突出的
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准经费为 13360.4 万元，

的影响，我校项目申报量较 2013 年减少了 10%，

创历史新高！省部级科技奖励取得较大进展，以

但在全校教师的努力下，我校青年基金和面上项

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共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6

目获资助数量稳中有升，群体、重大、重点基金

项，是历年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最多的年份！高

仍然保持强势，各类项目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

水平科技论文取得佳绩，数量增长较快，

充分展示了我校科研人员的实力和水平，显示了

Science、Nature、Cell 和 PNAS 四刊收录论文合

我校基础研究发展的良好态势和巨大潜力，同时

计 7 篇，列全国高校第 7 位。此外，加强了国家

也为 2015 年项目申报和立项打下了坚实的基

级科技平台培育工作：“理论及应用光化学国家

础。

重点实验室”已通过教育部向科技部推荐，“高

获得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的是：化学

危废水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已被国家发展和改

学院邵久书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研究团队。杨志

革委员会拟列入重点考虑项目，“重大自然灾害

峰教授、张大勇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获得连续资

灾情应急监测与快速评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已

助。
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有：何林

通过教育部向科技部推荐。

副教授（物理学系）和那娜副教授（化学学院）。

获准项目

获得重大研究计划（集中支持）项目资助的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有：李小雁教授（资源学院，900 万元）
。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合计 148

获得重点项目资助的有：杨志峰教授（环境

项，总资助金额 13360.4 万元，是我校继 2011

学院，366 万元）、舒友生教授（脑与认知科学

年获准经费突破亿元之后的历史新高！

研究院，326 万元）、朱朝喆教授（脑与认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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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院，300 万元）、张占军教授（脑与认知

科学基金项目 12 项，霍英东教育基金课题 3 项。

科学研究院，320 万元）
、李林教授（化学学院，

（四）横向项目

300 万元）
。

与企事业单位合作项目 558 项。到位横向总

我校化学学院获准经费金额最高，约 2500

经费为 6728.08 万元。

万元。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资源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环境学院和物理学系均超过 900 万元，

科技成果

上述六个院系获资助金额占了我校总资助金额

（一）科技论文

的 63%。

根据 2014 年 9 月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 2013 年“中国国际科技

（二）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

论文产出状况”：我校 2013 年度 SCIE 表现不俗

主持 973、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课题 2 项，
首席科学家 1 人（John Moore）
，科技支撑计划

论文数量名列高校第 30 位
（2012 年度为 29 位），

课题 2 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课题 1 项。

占我校 SCIE 论文比例约为 40.8%，按该比例排

（三）省部级科技项目

名，我校名列全国高校第 13 位。我校 Science、

主持省部级科技项目合计 39 项目，其中部

Nature、Cell 和 PNAS 四刊收录论文数名列全国
高校第 7 位。近五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见下表。

委项目 9 项，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10 项，教育
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5 项，北京市自然

北京师范大学 2009—2013 年科技论文统计表
年 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670

736

852

950

1178

EI 收录科技论文

370

455

433

373

599

CPCI-S 收录科技论文

189

274

104

242

112

中国科技信息所收录国内论文

906

801

732

790

724

类 别
SCI 网络版收录科技论文数

（二）知识产权

心的培育组建工作。

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102 项，实用新型专利

重要奖励

16 项。
（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

科技处组织了重大科研成果凝练报告会，邀

系统）

请上级主管领导及我校获奖人员介绍科技奖励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81 项。
（注：根据中

申报及推荐经验。我校有两项科技成果分别被教

国版权中心数据统计）

育部和北京市推荐参评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工作

奖励（环境学院牛军峰教授的国家技术发明奖，

1、认真组织申报“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
（科学前沿类）
；

环境学院夏星辉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今年
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共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2、积极推进 2015 年我校全球变化研究协同

6 项。详见下表。

创新中心的认定申报工作，组织召开申请认定部
署研讨会及工作汇报会，进一步落实协同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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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奖励类别

等级

获奖者

获奖成果

院系所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杨大春、袁文、周渊、蒋仁进

函数空间实变理论中的一些
进展

数学学院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李小雁、高前兆、史培军、马育军、 半干旱区集雨保水与植被生
谢忠奎、高尚玉
态适应机制

资源学院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陈彬、陈国谦

资源可用能核算理论与方法
研究

环境学院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专利奖

二等奖

牛军峰、林辉

一种多孔纳晶电极的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

环境学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基础研究与科技管理）

二等奖

基于多模态磁共振图像的人
贺永、左西年、朱朝喆、龚高浪、
脑连接组计算方法与应用基
舒妮、邹启红、夏明睿
础研究

脑与认知科
学研究院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计算机与现代服务业）

周明全、耿国华、纪元、武仲科、
王醒策、冯筠、段福庆、王学松、
二等奖
颅面形态信息学研究与应用
李康、叶健、税午阳、邓擎琼、
刘晓宁、董建民

计算机与科
学技术学院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的实验空间、仪器装备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积
极推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一）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4、向上级相关部门推荐国家级科研平台

1、认真做好国家重点实验室迎评工作

目前已通过教育部向科技部推荐 2 个国家

学校积极应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调

重点实验室，分别为：理论及应用光化学国家重

整，邀请科技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化学领域评估

点实验室、重大自然灾害灾情应急监测与快速评

专家，为我校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讲解新的评估

估国家重点实验室。

要求、程序和注意事项，分享参与评估过程中的

已通过教育部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

体会与经验。为 2015 年地学领域和 2016 年生命

荐“高危废水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其被国家

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做好准备。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列入重点建设项目。

2、向教育部推荐国家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

（二）部市级重点实验室工作

学校于 2013 年正式启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1、统筹下拨科研业务费

培育计划，整合了我校化学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

根据学校综合改革工作要求，加大跨部门工

多个部门重点实验室的优势学科力量，组建了两

作协同力度，编制科研业务费使用指南，将部市

个培育基地，并在建设经费及配套支撑条件等方

级以上重点实验室运行经费等科研业务费打包

面全方位、高强度地支持培育基地的建设。根据

下拨院系。

《教育部关于调研国家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的

2、获批 9 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共建项目

通知》
（教技司[2014]223 号）要求，我校向教育

今年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继续采取竞争性

部推荐了“理论及应用光化学”、“细胞增殖调控

项目申报方式，增加了获取实验室建设经费难

与生殖发育”国家重点实验室指南建议，进一步

度。学校积极应对变化、精心组织、加强资源整

推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合，通过努力，获批 9 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共建

3、加大国家级科技平台培育力度

项目，共获得 420 万元共建经费支持。

学校发文成立理论及应用光化学国家重点

3、开展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绩效考评工作

实验室申报领导小组。申报领导小组召开多次协

根据北京市科委《关于开展北京市重点实验

调会，逐步解决和落实了实验室建设过程中遇到

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考评工作的通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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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校组织 2011 年市科委认定的“抗性基因资

关于放化实验室历史遗留放射性固体废物

源与分子发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北京市

的处理问题，已与具有《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

重点实验室开展绩效考评工作，历经材料组织、

可证》的专业公司联系，确定了处置方案。

机构自评、单位公示等环节，现已将 2 个重点实

2、与院系签订安全责任书

验室绩效考评总结报告提交至北京市科委。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和辐射安全管理，
学校与各相关院系签订了安全责任书（危险化学

4、组织申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品安全工作责任书 13 份、辐射安全工作责任书

根据我校现有实验室的布局和规划，遴选和

5 份）。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

推荐 3 个实验室申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管理办法》
（初稿）。

技术研究中心。

3、实验室废液处理工作

（三）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工作

与红树林公司续签废液处理合同，并于今年

1、大型设备论证、免税情况

处理了实验废液 7 次，总量超过 28 吨，处理费

积极应对经费执行压力，加大跨部门协同工

用达 68 万余元。

作力度，配合学校经费预算领导小组组织 3 次大

科技统计及信息化建设

型仪器设备专家论证会，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

（一）科技统计主要工作

大型仪器设备论证工作。
办理的进口免税仪器 225 台件，设备总值

2014 年 2 月，按时完成北京地区高等学校

4600 万元，免去国家各类关税 700 万元，为学

科技统计年报报送工作。3 月，完成科技部国家

校节省了宝贵的科研经费。

级科技计划项目调查统计。7 月，完成“2014 年

2、测试基金工作

度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工作”。9 月完成了

完成了测试基金电子化的工作，兑换旧券共

“2013/2014 学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
计工作”。 科技统计工作在服务科技创新活动、

438.7 万元，新申请测试基金 379.7 万元。

支撑学校科技管理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实验室安全工作

（二）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是确保实验室教学、科

理科科研管理系统完成试运行、上线工作，

研工作正常进行的前提保证。本年度除完成辐射
安全和危化安全管理的定期常规安全检查项目

并完成了与学校数据中心数据对接工作。科技处

外，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新网站运行顺利，根据学校二级网站评比工作中

1、通过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工作检查

相关指标不断完善，参评促改，增设了英文版及

今年环保部华北站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

“科技成果图片展”等栏目内容，成立了网站管理

局联合对我校放射源库、放化实验室及相关射线

工作小组，制定了管理条例，同时在“规章制度、

装置进行检查。我校基本达到了相关安全要求，

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成果、科研基地、科

有效整改了前次检查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相关领

技精英、办事指南、科研经费、科技统计”等主

导的肯定。我校将以管理到位，责任到人的原则

要栏目进一步完善了各类信息。在 2014 年学校

继续完善辐射安全相关管理制度。

二级网站评奖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附录
国家、教育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一览表
序

实验室类别

1

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名称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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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

成立时间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2005

2

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2007

3

国家重点实验室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联合）

环境学院

1995

4

国家重点实验室

遥感科学（联合）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02

5
6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1999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细胞增殖及调控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1999

7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射线束技术与材料改性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1999

8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放射性药物

化学学院

2003

9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数学与复杂系统

数学科学学院

2006

10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联合）

生命科学学院

2000

11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水沙科学（联合）

环境学院

2000

12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理论及计算光化学

化学学院

2008

13

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移动学习

教育学部

2012

14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天然药物

资源学院

2000

15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防沙治沙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2006

16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虚拟现实应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07

17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

教育学部

2007

18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水科学研究院

2009

19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应用实验心理

心理学院

2000

20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

资源学院

2000

21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00

22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基因工程药物及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2001

23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应用光学

物理系

2001

24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部

2010

25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虚拟现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历
史学院

2011

26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抗性基因资源与分子发育

生命科学学院

2011

27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能量转换与存储材料

化学学院

2012

28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城市绿色发展科技战略研究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2013

29

北京市工程中心

北京市防沙治沙工程技术中心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2001

30

北京市工程中心

生态服务产业规划与设计北京高等
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生命科学学院

2010

2014 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类、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表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所在院系

邵久书

理论及计算光化学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化学学院

杨志峰

流域水环境、水生态与综合管理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连续资助）

环境学院

张大勇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连续资助）

生命科学学院

那 娜

阵列分析及成像检测新方法研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化学学院

何 林

石墨烯及类石墨烯材料的物性研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物理系

2014 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一览表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所在院系

李小雁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过程集成及生态情景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

资源学院

李 武

恐惧及相关负性情绪反应中猕猴杏仁核与视皮层的相互
作用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张鸣沙

非人灵长类情感与工作记忆的神经环路机制研究

重大研究计划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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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永

基于高分辨率神经影像的后内顶叶皮层高精度亚区图谱
构建计算方法及其验证研究

李 林

重大研究计划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仿生纳米通道智能隔膜的能量转换特性研究

重点项目

化学学院

杨志峰

浅水草型湖泊生态水文过程演变机制与综合调控

重点项目

环境学院

舒友生

大脑皮层中兴奋和抑制的动态平衡机制研究

重点项目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朱朝喆

基于血氧代谢信号的神经反馈：关键理论与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张占军

解毒通络治法调整脑内微环境改善 AD 失连接的临床基础
研究

重点项目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2014 年度获批主持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表（部分）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所在院系

John
Moore

地球工程影响气候系统及减缓气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候变化的模拟分析研究

江

碗烯类分子的可控自组装与多级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拓扑结构

化学学院

张华北

a7 脑受体等 5 种放射性药物研究

科技支撑计划

化学学院

李

波

准噶尔北部生态保育技术集成与
示范

科技支撑计划

资源学院

徐宗学

东北粮食主产区旱灾评估技术及
应用平台研究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水科学研究院

华

文科科研

础上，社科处结合学校“十二五”规划，对其他
部属高校文科发展和改革情况进行充分分析，并

概述

在校内经过数十次的专题研究、各层面的意见征

2014 年是学校“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四

询、多角度的论证，在集思广益和反复修改的基

年，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

础上，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计划》的开局之年。一年来，社会科学处全体工

行动计划》的起草和编制工作，经党委常委会讨

作人员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学校建设

论通过，正式颁布实施。
《行动计划》在发展目标上进一步明确：要

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以全面提高工作质量
和科研成果质量为核心，齐心协力、开拓创新，

建构机构合理的科研创新平台体系；要创新科研

在发展规划、制度完善、协同中心申报、项目和

组织模式与研究方式；要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

成果管理、平台机构建设和内外交流共建等方面

革；要完善科研保障制度。
《行动计划》的颁布

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绩，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实施，从整体上厘清了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

得到了广大教师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广泛认可，获

思路和路径，对我校人文社科未来 6 年的发展情

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授予的“北

况进行了科学规划，在学校推进文科综合改革的

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荣誉

关键时期凝聚了抓机遇、谋发展、开新局的强大

称号。

合力。

创新行动计划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获得国家认定

2014 年是我校的综合改革之年，在学校党
政领导下，学校各单位都开展许多重大改革。社

“2011 计划”是继“985 工程”、“211 工程”之

科处在主管领导的带领下，到文科各院系充分调

后，我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

研，了解各单位综合改革方案。在充分摸底的基

重大战略举措。牵头争取“2011 计划”是体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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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流地位重要标志。目前“2011 协同创新中

大任务和研究规划、队伍组建、体制机制改革等

心”申报和建设成为我国高校最为重视的工作之

筹备事宜，协同中心的组建与培育工作全面展

一，很多学校都是倾全校之力来组织申报工作。

开。

我处在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国家政策的基础上，

3、认真配合“信息化促进教育改革发展协同

协助整合校内外创新资源和要素，积极组织专家

创新中心”申报工作。我校作为主协同单位，与

论证，推动学校协同创新中心工作的开展。

华中师范大学联合申报信息化促进教育改革发

1、全力协助“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

展协同创新中心。我处多次参加华中师范大学杨

创新中心”申报工作。在学校校长、主管副校长

宗凯校长来校研讨的座谈会，多次前往华中师大

的带动下，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交流双方合作事宜。

心成立伊始，我处深度参与中心培育工作。首先，

获准项目与经费

负责内外协调。积极与主协同单位和协同单位专
家联系，召开分中心主任会议，就专家互聘、人

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是衡量高校

才联合培养等事宜保持长效沟通；协调审核主协

科研整体实力的关键性指标。为进一步提升我校

同单位和协同单位聘用专家团队的预算方案、中

科研实力和影响力，同时实现科研经费收入翻番

期考核等；与校内外 299 名专家签署协议。其次，

的目标，社科处坚持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

参与设计重大活动。参与设计学校积极心理指数

目培育机制，积极组织动员全校教师申报各级各

发布会、教育评价云平台发布会、区域教育指数

类项目、奖项，充分调动各种机构、团队和个人

发布会等重大活动；积极参与“中国好教师”协同

的科研活力，在经费、项目申报和成果获奖方面

行动计划启动仪式的策划、协调、组织活动，保

再创历史新高。

障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第三，协助开展体制机制

1、文科科研经费收入突破 2 个亿，完成并

改革设计。为中心起草和设计各项管理制度，如

超过年度经费增长目标。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科研组织与协同管理办法、资源贡献与知识产权

26 日，学校已到账文科横向经费 1.2037 亿，纵

管理办法、岗位设置和人力资源制度设计，项目

向经费 0.8157 亿，合计 2.0194 亿。

组团队考核，工作人员薪酬管理改革办法，日常

2、加强组织动员和支持服务，各级各类项

财务管理，固定资产管理、为申报工作提供数据

目申报成绩显著，尤其是国家级重大项目全国第

资料支持等。第四，协调中心现场考察工作。联

一。社会科学处通过提前组织动员，从设计选题

合研究生院、财经处、资产处、后勤管理处等相

入手，通过策划、加强选题遴选和向上级主管部

关部门共同做好中心现场考察环节工作。这一环

门大力推荐，保证我校有优势的选题入选，大大

节获得考察专家一致好评。2014 年 10 月，中国

提高了我校重大项目的申请计划。同时重点抓好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获得国家认定，

组织论证工作，采取预审读和预答辩等措施，保

成为教育领域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协同创

证了申报论证质量。截至 2014 年 12 月上旬，共

新中心。

组织申报国家及地方 30 类项目近 700 项，目前
已经获得批准省部级以上项目 144 项。

2.、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

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共获批 11

践行协同创新中心”筹备工作。为充分发挥我校

项重大项目，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在文史哲领域的优势力量，经学校研究决定，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在分管校

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领导的带领下，成立了工作小组，我处积极组织

目立项 1 项，获得重大委托项目 2 项；教育部人

专家和工作团队，多次召开讨论会，论证中心重

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立项 26 项，位居全国高校
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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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北京社科基金项目 19 项，立项数位居

大委托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北京

首位；获批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立项 6

社科联决策咨询课题开题报告会和成果报告会；

项，排名第三位。

组织近 40 项北京市社科规划、北京市教科规划

3、积极组织申报并积极争取各类成果奖励，

一般项目开题工作。

在获奖数量增加的同时获奖质量也得到明显提

4、加强项目中后期管理。组织完成 200 余

升，尤其是在获得特级奖项方面成绩突出。2014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重

年社科处共组织申报各类成果奖 65，在组织申

大、基地、一般项目及北京哲社项目年度检查工

报过程中心，社科处一方面动员组织教师申报成

作。

果，一方面积极推荐我校专家作为评委，做好各

5、做好项目结项鉴定工作。完成 100 余项

项服务工作，截止目前，已经公布的获奖成果我

各类项目结项鉴定评审工作，组织开展 2009 年

校已获得 30 项。其中，组织申报 2014 年度国家

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我校 3 项成果获得二等

教育部人文社科年度项目、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

奖；组织申报第十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和北京教科规划项目清理工作。

成果奖，我校获 2 项特等奖（该奖项一共获奖 4

6、做好校内项目申报管理。完成 2014 年自

项）
、6 项一等奖和 14 项二等奖，获奖级别再创

主科研基金下达立项工作，共计立项支持 156

新高；组织申报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

项；开展 2013 年自主科研基金项目年度检查，

奖，我校 2 项成果获得优秀著作奖二等奖和优秀

督促课题组做好研究工作。启动青年教师基金项

论文奖二等奖；组织申报第五届钱端升法学研究

目，对新教师加强支持。启动文科数据库建设项

成果奖，我校 3 项成果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和提

目，对 13 项课题开展校外评审。

名奖；首次组织申报“五个一工程奖”；组织申

基地与智库建设

报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正待评审。
协助组织申报第十二届励耘奖。组织申报

为深入落实《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

“2014 年度国家哲社成果文库”
，3 项成果入选

进计划》，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打造适应现

成果文库，获得国家哲社规划办立项资助。

代社会发展需要、科研活力充分迸发的新型科研
组织模式，学校决定对已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科研管理

研究基地进行综合改革，以问题为导向新建若干

1、编制我校民族教育科研规划。2014 年，

校级基地、文科实验室和智库进行培育，进一步

教育部出台了《全国民族教育科研规划

完善对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管理。

（2014-2020 年）
》
，为充分落实规划精神，加强

1、开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进行

我校民族教育研究，抢占民族教育研究学术制高

综合改革。一是要求基地面向新形势下国家重大

点，社科处针对教育部的规划要求，结合我校优

需求，以问题为核心，重新聚焦 3-5 个重大主攻

势，制定了我校民族教育研究发展规划，进一步

方向，做好新 5 年战略规划，使基地研究项目整

凝练方向、凝练队伍，应对国家对民族教育研究

体规划、整体设立、整体推进、集中精力、铸造

的重大需求。

精品，改变过去以文章、经费数量的考核办法，

2、组织各类项目预算编制工作。完成 80

变为以完成设计的任务程度为标准，要求要实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干、有实效。二是加大资源投入，增加基地配套

学项目、北京哲社规划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工作。

经费支持，每个基地增加为 60-80 万的经费配套
支持。在人事管理、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方面

3、积极做好项目开题工作。组织召开 10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对基地进行政策倾斜。三是要求基地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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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据库建设。着力加强社会调查、统计分析、

工作。

基础文献、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建设，形成一

期刊建设和社团管理

批高水平数据和信息中心。四是探索管理改革，
建立分类评价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研究基地，

1、全面梳理现有期刊建设情况，同时申请

按照研究特点建立分类评价办法，制定投入/产

创办新期刊，与国外合作共建 ssci 期刊。首先，

出的综合效益评估机制，加强绩效管理。

对国际学术期刊情况、中国 SSCI 来源期刊建设

2、全面启动校级文科基地、文科实验室、

情况及国内高校期刊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撰写调

智库的建设培育工作，为未来申报国家级科研机

研报告。全面总结了 2013 年度我校高等学校哲

构打下良好基础。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

学社会科学期刊（10 种）的经费、出版、发行

科学创新行动计划》，培育具有良好基础的科研

等各方面情况，规划我校期刊建设工作，向教育

机构，启动了校级文科基地、文科实验室、智库

部和新闻总署主管部门报送期刊清理的详细资

的建设培育工作。首先，在认真调研考察的基础

料；认真完成学校主办刊物的年检工作。其次，

上，对学校文科院系中可以建设文科基地、实验

申请创办《中国社会治理》期刊和《教育经济评

室和智库的机构及其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调查分

论》期刊，通过创办期刊，占领社会治理和教育

析，明晰了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团队；其次，加

经济管理领域的学术推广平台。第三，积极协助

强顶层设计与规划，制定了详细的组建方案，正

心理学院与亚洲社会心理学会联合主办《Asian

式启动了申报工作。第一批接受了 8 个机构的申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标志着我校以及

报，第二批接受了 10 个机构（包括 3 个学科基

中国心理学界有了第一本 SCI/SSCI 收录的英文

地）的申报，组织专家对这些机构进行了评审，

学术期刊（合办），这是我校心理学科国际化建

对没有通过评审的机构提出整改意见并组织了

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2. 加强社团建设管理工作，筹建新的全国

第二轮评审。

学术团体。认真进行社团管理。根据要求，审查、

3、进一步加强非建制性科研机构的管理工
作，完善学校科研平台创新体系建设。我校文科

报送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

有 103 个非建制性科研机构，是培育交叉学科研

训诂学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 2013 年

究团队、推动成果迅速转化、广泛提高我校影响

度工作报告书，协助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挂靠

力的重要力量，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管理和建设，

单位变更工作，督促社团按时完成年检，并对社

对完善学校科研平台创新体系大有益处。首先，

团换届、人员调整事宜进行了管理。向教育部民

2014 年社科处对我校 103 个非建制性研究中心

政部报送相关请示和文件，协助筹建具有全国性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检查评估，完成了《虚体中

学术团体性质的元代文学学会，充分发挥学校学

心分析报告》。其次，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

术优势，占据该领域的国内学术高地。协助学校

新成立 4 个文科虚体研究中心。第三，经过多次

作为发起单位之一，支持成立中国社会保障学

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起草了《北京师范大学人

会，申请成立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文社会科学非建制性科研机构设置和管理暂行

3、不断拓展对外合作共建的新领域和新形

办法》，以进一步规范中心的管理，推动中心健

式，努力搭建人文社会科学与政府、媒体之间的

康发展。

新型合作平台。首先，积极做好与北京市社科联

4、做好北京市哲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工作。

的合作共建工作。11 月 1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

组织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教育经济研究院进行

和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举办的“2014 北京

项目申报和经费争取工作，并做好其它日常管理

学术前沿论坛”在新图书馆报告厅举行。论坛以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首都治理体系
260

建设”为主题，首次聚焦“大城市治理问题”，此

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看中国系列工作，并协助协调

次学术论坛共举办了 1 场主论坛，12 场分论坛。

其发展中的相关问题。
“‘看中国’中外青年暑期

来自哲学、法律、经济、传媒等不同学科领域的

DV 计划”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重视，2014

知名专家从多学科、多角度探讨了首都在实现城

年，根据国务院新闻办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高

市战略定位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及解决策略，通

计划层次，扩大活动规模，同时中国文化国际传

过提供多元的智力支持，共建和谐首都，实现中

播研究院也成为中宣部的重要外宣基地。

国梦。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市社科联党组

获奖情况

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凯，我校副校长杨耕，北京
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梁立新，以及 30 多个学会

我校有 3 项成果获 2014 年度国家级基础教

的代表出席会议了主论坛。其次，参与光明日报

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十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

与我校合作共建新闻传播学院的工作。我处积极

科学优秀成果奖，我校有 2 项获特等奖、6 项一

参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筹建工作，多次参加会议并

等奖和 14 项二等奖，获奖级别再创新高；第十

积极献言献策。11 月 27 日，光明日报社与我校

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我校有 2 项成果获

签署共建新闻传播学院协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

得优秀著作奖二等奖和优秀论文奖二等奖；组织

传播学院正式揭牌。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

申报第五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我校三项成

副总编辑刘伟，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

果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和提名奖；首次组织申报

副校长杨耕，副校级干部周作宇，校长助理陈丽

“五个一工程奖”；组织申报第十六届孙冶方经

等出席会议。光明日报及我校相关部门负责人，

济科学奖，正待评审；协助组织申报第十二届励

文学院原新闻传播学专业全体师生，艺术与传媒

耘奖。组织申报“2014 年度国家哲社成果文库”，

学院、出版科学研究院有关师生参加揭牌仪式。

3 项成果入选成果文库，获得国家哲社规划办立

协助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
‘看中国’

项资助。

中外青年暑期 DV 计划”
。我处积极指导中国文

附录
2014 年度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表
预期成果
形式

计划完成
时间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承担部门

项目分类、类别

项目来源单位

1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研究

高明华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研究
2017/12/31
报告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五
个维度协同发展研究

胡必亮

经济与资源
管理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论文
（集）

2016/9/30

3

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
预警机制研究

陈梦根

国民核算研
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6/9/30

4

加快劳动力要素自由
流动的对外贸易战略
转型研究

赵春明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报告 2016/12/30

5

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
史

李景林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论文
集

2019/12/1

6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
献集成

郭英德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资料集；论
文集

2019/12/1

7

“东方学”体系建构
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

王向远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论文
2019/12/31
集；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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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
纂及其影响研究

方维规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9/12/1

9

儿童阅读障碍的认知
机制及其干预研究

刘翔平

心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论文集；研
究报告

2018/7/1

10

中国儿童青少年思维
发展数据库建设及其
发展模式的分析研究

陈英和

心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论文集；研
究报告；数 2018/12/31
据库

11

生物哲学重要问题研
究

李建会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论文
集

2019/12/1

12

马克思宏观经济数理
模型的系统构建研究

白暴力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0

13

我国人力资本要素内
涵式演进与国际经济
竞争新优势培育研究

赵春明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2/30

14

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
改革、规范和发展研
究

胡海峰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6/9/30

15

莱布尼茨科学与文化
著作编译及研究

刘孝廷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译著；专著

2017/12/1

16

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
重建与传承研究

萧放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研究
报告；工具
书

2019/12/1

17

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MOOCS）战略研究

教育学部

国家社科基金
“十二五”规划
教育学重点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专著；论文
集；研究报
2016/12/31
告；政策建
议报告

18

智能感知技术在中小
学作业减负中的应用
研究与实践探索

全国教育科学
北京师范大 “十二五”规划
学
教育部重点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专著；研究
论文；研究
2017/12/31
报告；电脑
软件

19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
习分析工具设计与应
用研究

武法提

教育学部

全国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
教育部重点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研究论文；
电脑软件；
研究报告

2017/8/31

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自然灾害救
助工作的历史经验

赵朝峰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0

21

相对论的一阶逻辑基
础研究

陈磊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2019/12/31

22

马克思市民经济理论
研究

沈越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2016/12/31

23

贝塔的新估计及其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
的应用研究

徐军

国民核算研
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2/31

24

法治反腐背景下境外
追逃问题研究

张磊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6/30

25

后劳教时代的轻罪刑
事政策研究

郭理蓉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7/31

26

反腐风暴下的贪污贿
赂犯罪刑事对策研究

郑延谱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研究
2016/12/31
报告

27

基于姓氏空间分布的
人口迁移研究

陈家伟

系统科学学
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2017/12/31
研究报告

陈丽

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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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
变迁研究

董磊明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8/12/1

29

流动儿童高级情感的
影响因素与促进研究

刘霞

心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7/6/30

30

大学生社交网络的不
当使用及其心理需要
缺陷机制研究

刘翔平

心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2016/12/20
研究报告

31

人口流动背景下大城
市的婚配特点及其影
响研究

高颖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研究
2017/12/31
报告

32

清代新疆维吾尔地区
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

王东平

历史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2018/2/28

33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欧亚联盟关系研究

李兴

政府管理学
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研究报告

2017/7/1

34

晏阳初平民教育史研
究

孙邦华

教育学部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0/30

35

20 世纪中国左翼文学
的谱系学研究

刘勇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0

36

北平燕京大学、辅仁
大学的民间文学及民
俗 学 研 究 （ 1937 —
1949）

岳永逸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0

37

现代中国歌谣学学术
史

万建中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1/25

38

面向第二语言习得的
汉语句法复杂度测评
指标研究

冯丽萍

汉语文化学
院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2/31

39

现代职业教育中企业
责任的实现机制与评
价研究

霍丽娟

教育学部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专著

2016/8/30

刘克文

国家社科基金
北京师范大 “十二五”规划
学
教育学一般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专著；研究
论文；研究 2017/12/31
报告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专著；论文；
2017/12/31
研究报告

40

美国 AP 课程研究

41

中国地方政府教育治
理结构和机制研究

鲍传友

教育学部

国家社科基金
“十二五”规划
教育学一般项
目

42

社会选择理论视阈下
西方国家票决民主制
度的内在机理研究

聂智琪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1

43

腐败犯罪及其防治对
策研究

彭新林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6/30

44

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
行政处罚制度创新研
究

严厚福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7/6/30

45

刑事司法业务考评对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冲
击与反制研究

印波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46

中国 NGO 参与全球
治理的战略与策略研
究

吕晓莉

政府管理学
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263

专题论文集
2017/12/31
研究报告

专著

2017/1/28

47

唐宋转型视野下的散
文演变研究

谢琰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1

48

《说文解字》疑难释
义丛考

孟琢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1

49

基于本体推理演化的
语义级中文校对模型
研究

姜赢

珠海分校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论文集、电
2016/12/31
脑软件

50

高校图书馆全媒体服
务推广模式及运行保
障机制研究

刘兰

图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题论文集
研究报告

2017/9/30

51

新媒体艺术的本体观
念及其趋向研究

姜申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项目青
年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规
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8/9/1

52

交融与协变——白马
人面具舞蹈研究

王阳文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项目青
年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规
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1

53

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扩
大模式研究

高莉

国家社科基金
北京师范大 “十二五”规划
学
教育学青年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7/6/1

54

0-3 岁儿童自我控制
发展及影响因素的追
踪研究

王兴华

国家社科基金
北京师范大 “十二五”规划
学
教育学青年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研究论文；
专著；研究 2018/12/31
报告；其他

55

基于大数据学习分析
技术的大学生适应性
调节学习技能的评价
与干预策略的实证研
究

郑兰琴

国家社科基金
“十二五”规划
教育学青年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专著；研究
论文；研究 2017/12/31
报告

56

学校制度生活促进教
师专业道德发展的发
生机制与实践模式研
究

傅淳华

国家社科基金
北京师范大 “十二五”规划
学
教育学青年项
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
室

专著；译著；
研究论文； 2018/9/1
研究报告

57

现代西方公共行政思
想简史

孙宇

政府管理学
院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4/12/31

58

担保物权实现论

刘璐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4/8/1

59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语
言哲学研究

张冰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4/9/1

60

香港电影史研究

张燕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5/5/30

61

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思
潮论

熊修雨

文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5/12/31

62

中国道路与国外发展
模式比较研究

施雪华

政府管理学
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特别委托
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63

全球价值链重塑下北
京创新驱动发展格局
研究

章文光

政府管理学
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第四批重大
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教育学部

264

2016/4/8

专著

2015/6/30

肖永亮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第四批重大
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5/8/30

王树荫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第四批重大
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5/12/31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12/30

64

社会化媒体公众话语
权体系重构

65

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
育的历史进程与基本
经验研究

66

近代北京地区高等教
育发展史

孙邦华

教育学部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第四批重大
项目

67

中国哲学历史观研究

章伟文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12/31

68

阿多诺道德哲学研究

罗松涛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12/31

69

海峡两岸词汇的差异
与融合

刁晏斌

文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6/30

70

深化北京市教育财政
体制改革研究

王善迈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7/1

71

资源共享与首都经济
圈协调发展研究

王玉海

资源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5/12/31

72

北京市中小学集团化
办学的内部治理结构
及其引导政策研究

程凤春

教育学部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研究
报告

2016/12/30

73

文化历史中的北京国
际形象研究

沈庆利

北京文化发
展研究基地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点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12/31

74

北京外国人管理问题
研究

邢爱芬

法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2/31

75

北京市检察机关知识
产权犯罪专业化办案
模式研究

刘科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6/30

76

创新集群、治理规则
与首都创新驱动发展
研究

郑飞虎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8/30

77

京津冀区域能源消耗
与节能政策研究

赵楠

国民核算研
究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7/1

78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
社会支持机制研究

史立梅

法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12/30

79

基于北京市老年人口
状况的延迟退休路径
选择研究

李汉东

政府管理学
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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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识
字量发展研究

温红博

教育学部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5/12/31

81

现代语言技术体系研
究

张政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集

2016/6/30

82

复杂系统科学理论视
域下“大数据”的特
征及其哲学意蕴

董春雨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7/5/31

83

北京市各区县基础教
育发展指数

杨

娟

首都教育经
济研究基地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2/3

84

首都高校办学质量的
效益研究：基于多产
出成本方程的分析

侯龙龙

首都教育经
济研究基地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0/23

85

北京文人笔记研究

张智华

北京文化发
展研究基地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一般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12/30

86

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估
值

白瑞雪

经济与资源
管理研究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7/12/30

87

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
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徐建炜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12/1

88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讨
北京小学生使用电子
书包态度之纵贯研究

江丰光

教育学部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论文集

2016/9/1

89

北京市高等教育扩张
与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研究

董丽霞

教育学部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6/30

90

北京市流动儿童的学
校环境对其问题行为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李燕芳

脑与认知科
学研究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2016/6/30

91

社会创新视角下的中
国社会企业运行模式
研究

余晓敏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9/30

92

北京网络电影文化研
究

唐宏峰

艺术与传媒
学院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集

2015/12/31

93

2019 世园会与北京城
市文化品格的提升

宋明晏

北京文化发
展研究基地

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
目青年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

专著

2016/12/30

94

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跟
踪与评估研究

教育学部

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
目

教育部社科司

专著/论文/
研究报告

2017/9/11

95

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研究

审计处

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重
大课题委托项
目

教育部社科司

研究报告

钟秉林

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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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专
项任务委托项
目（科研诚信与
学风建设）重大
课题

教育部社科司

研究报告

2016/3/31

96

全面深化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科研领域综合
改革的意见

97

美国社区听证对中国
的借鉴研究

黄凤兰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98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闲
置土地生成机制与治
理研究

王宏新

中国社会管
理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咨询
报告

2014/7/3

99

促进儿童发展的数字
化学习资源评估体系
研究

王文静

脑与认知科
学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评估报告、 2014/7/3
评估标准

100

农业环境政策对农业
面源污染控制研究

刘瑞民

环境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01

孤独症儿童面部表情
识别的干预辅具设计
与应用研究

刘艳虹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电子
出版物、干
预辅具、指
导手册

2014/7/3

102

教育行政职能转变与
教育行政权力界限研
究

余雅风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咨询
报告

2014/7/3

103

知识内化机制视角下
的大规模网络开放课
程（MOOC）对学生
学习方式的影响研究

阚维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104

外资进入与服务业工
资差距——基于中国
城镇个人与行业匹配
数据的实证研究

蔡宏波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咨询
报告

2014/7/3

105

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
构及其对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影响研究

魏浩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06

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
晚清权力格局变迁
（1862-1895）

邱涛

历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

2014/7/3

107

早期家庭风险环境对
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

李燕芳

脑与认知科
学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08

高校出版物质量监督
检查体系构建研究

吕建生

出版集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咨询报告

109

基于系统科学方法的
钢琴教学法研究

王海波

物理系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110

我国中学生英语写作
中思辨能力表现研究

陈则航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01

网络链接行为的刑法
规制

刘科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咨询
报告

2014/7/3

刘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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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我国大学社会捐赠筹
资管理研究

李胜兰

对外联络办
公室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03

五四知识分子的身份
塑造研究

林分份

文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

2014/7/3

104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变
迁的制度分析

周慧梅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105

思维教学共同体促进
小学阶段教育均衡的
实证研究

赵国庆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106

基于学习分析的远程
学习者在线学习参与
度评估模型与分析工
具研究

李爽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软件
工具

2014/7/3

107

智慧教室的智能模型
与评估工具研究

李葆萍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08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中
小学卓越教师成长的
机制和路径研究

桑国元

教育学部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109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
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杨丹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10

业主维权运动与城市
基层治理模式研究

陈鹏

中国社会管
理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111

多元环境交互背景下
学校群体隔离对流动
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

张云运

中国基础教
育质量评价
与提升协同
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咨询
报告

2014/7/3

112

地方传说与北京精
神：都市民间叙事的
当代传续与生产模式
研究

康丽

文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论文
集

2014/7/3

113

组织管理学视野下的
高校学生工作组织机
构研究

应中正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专
辅导员基地 项任务项目（高
校思想政治工
作）二类课题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刘川生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专
辅导员基地 项任务项目（高
校思想政治工
作）一类课题

教育部社科司

论文

2014/7/3

马振清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专
马克思主义 项任务项目（中
学院
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
究）

教育部社科司

著作、论文

2014/7/3

114

115

高校实践育人机制研
究

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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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

文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专
项委托项目（我
国文化生态保
护与实践探索
研究）

117

区域一体化公共治理
的理论基础

汪波

政府管理学
院

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后
期资助项目一
般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专著

2014/7/29

11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我们的生活

吴向东

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

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普
及读物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普及读物

2014/7/2

119

中国反腐败新观察

赵秉志

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

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普
及读物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普及读物

2014/7/2

120

识字与写字

王宁

文学院

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普
及读物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

普及读物

2014/7/2

121

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
资源扩大模式研究

高莉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优
先关注)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7/6/1

122

信息化条件下北京市
中小学学生学习方式
变革实验研究

王本陆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优
先关注)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7/7/1

123

首都基础教育内涵发
展与质量提升策略研
究

程凤春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优
先关注)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7/12/1

124

单独两孩人口政策调
整后北京市学前教育
应对政策研究

洪秀敏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优
先关注)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7/6/1

125

职业教育专业集群研
究

和震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优
先关注)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6/12/1

126

高考语文主观题计分
方法改革研究

温红博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6/6/1

127

幼儿园科学教育内容
框架体系的前瞻性研
究

高潇怡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7/6/1

128

文化接受度对来华留
学生规模、结构的影
响分析：基于门槛效
应的研究

曲如晓

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专著

2016/10/1

129

基于在线行为数据挖
掘的远程学习者在线
学习投入评价与预测
研究

李爽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重点课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6/12/1

130

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质
分级预警机制建构与
管理研究

甄志平

体育与运动
学院

北京市教科规
划青年专项课
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6/5/1

116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节
庆习俗现状及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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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科司

2014/7/3

131

“能量理论”视域下
教师轮岗交流政策实
施研究

叶菊艳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青年专项课
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7/6/1

132

智慧学习环境下大学
生自我调节能力培养
策略的实证研究

郑兰琴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青年专项课
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7/6/1

133

北京市中小学师生对
智慧教室环境感知研
究

李葆萍

教育学部

北京市教科规
划青年专项课
题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研究报告；
论文

2016/12/1

2014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承担部门

项目分类、类别

计划完
成时间

1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孙秀民

马克思主义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院

2016.9

2

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风险与考验及其应对策
略研究

马振清

马克思主义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认同与实践发展

徐斌

马克思主义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4

现代民事诉讼中的法院权力体系研究

郭翔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5

儿童法治理念教育绘本编写研究

贺丹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6

诚实信用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新发展

宋刚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

证券监管行政法问题研究

张红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8

法律文化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夏扬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

TPP 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张桂红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0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实施状况实证研究

刘荣军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1

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法律问题研究——国际法
与比较法的视角

裴洋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2

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涉诉案件法律分析

廖诗评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3

中国古代律令中的官吏治理策略与规范

吴海航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4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法律制度研究

冷罗生

法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5

古籍版本学的理论与实践

邓瑞全

古籍与传统文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化研究院

2016.9

16

中国古代汉语天主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毛瑞方

古籍与传统文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化研究院

2016.9

17

北宋欧阳修、苏轼文人集团研究

张文澍

古籍与传统文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化研究院

2016.9

18

先秦两汉格言的时代变迁

史杰鹏

古籍与传统文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化研究院

2016.9

19

中国古代史部典籍存佚总目(含数据资源建设)

周少川

古籍与传统文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化研究院

2016.9

20

国际比较项目（ICP）理论与中国实践研究

邱东

国民核算研究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院

2016.9

21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研究——基于创新生态
系统的研究

杜勇宏

国民核算研究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22

孔子学院动态资源库建设及发展方略研究

程龙

汉语文化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23

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研究

王学松

汉语文化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24

海外中小学中华文化教学研究

李炜东

汉语文化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25

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研究：机制创新与效果
评价

崔学刚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理学院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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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及预警机制研究

胡海峰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理学院

2016.9

27

气候变化与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研究

曲如晓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理学院

2016.9

28

财产性税收的财富分布及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杨澄宇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理学院

2016.9

29

一分为三的中国传统思维及其在管理学领域的
实证研究

李海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理学院

2016.9

30

中国商品进口定价权问题研究

魏浩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理学院

2016.9

31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家能力研究

万峰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理学院

2016.9

32

基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文化创意企业动态能力
研究

焦豪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理学院

2016.9

33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形成路径研究
——从管理者环境态度与压力感知的视角

申嫦娥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理学院

2016.9

34

财经素养教育对消费者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研
究

苏凇

经济与工商管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理学院

2016.9

35

中国工业环境绩效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刘一萌

经济与资源研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究院

2016.9

36

北京产业调整和小城镇融合发展研究

邵晖

经济与资源研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究院

2016.9

37

成本-效果（CEA）/成本-效益（CBA）经济学方
法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及效果—以雾霾
（PM10/PM2.5）为例

王诺

经济与资源研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究院

2016.9

38

新时期中国城市群的空间重构特征及其动力机
制研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

郑艳婷

经济与资源研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究院

2016.9

39

合作行为与草场退化治理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周晔馨

经济与资源研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究院

2016.9

40

下川遗址石制品原料产地调查研究

杜水生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1

基于学科能力的历史课程内容标准研究

郑林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2

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特征研究

汪高鑫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3

朱希祖与民国史学

周文玖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4

清代北方人水矛盾及其调节-以永定河流域为中
心

王培华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5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

晁福林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6

笔记小说与隋唐五代城市研究

宁欣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7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档案中新四军史料的整理与
研究

邱涛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8

国民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斗争（1927-1949）

张双智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49

古代中国与西方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研究

易宁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50

古代埃及与中国：外交婚姻比较研究

王海利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51

法国旧制度下的济贫观念与救助措施

庞冠群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52

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研究

孙立新

历史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2016.9

53

精神卫生法的效果评价研究

梁小云

社会发展与公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共政策学院

54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政策成本及社会收益的
系统动力学模型

胡晓江

社会发展与公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共政策学院

2016.9

55

北京市社区居家老年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研究

萨支红

社会发展与公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共政策学院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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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基于农村社区的老年抑郁预防适宜技术研究

屈智勇

社会发展与公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共政策学院

2016.9

57

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信息化与国际
经验整合

王新松

社会发展与公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共政策学院

2016.9

58

西方当代戏剧理论与实践中的互联文化主义研
究

曹雷雨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59

论创新型法语语言文化教育教学

刘芳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0

系统功能语法与大学外语高水平教学的内容改
革框架

彭宣维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学院

2016.9

61

中国学生英语专业读写能力发展研究：以北京师
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新增课程“读写课”教学
为例

孙迎晖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2

大众文化与当代中日之间相互认知研究

王志松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3

语篇体裁类型学视角下的知识建构研究

于晖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4

当代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研究

张冰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5

清代译学思想史研究

张政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学院

2016.9

66

布莱克早期诗画合体艺术研究

章燕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7

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及发展模型构建研究——
以北京师范大学拔尖类学生为例

祝珣

外国语言文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68

心理弹性视角下的艾滋孤儿干预研究—基于
fMRI 脑成像的干预效果评估

林丹华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69

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研究

张西超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0

中国大学生生涯决策影响因素及干预模型研究

侯志瑾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1

主观幸福感的神经机制研究

胡思源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2

病理性哀伤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王建平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3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视域下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

王大华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4

儒家心理资产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自我效能的中
介作用

李庆安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5

小学生工作记忆与自动化图式对心算策略的影
响的研究

刘儒德

心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76

国际反恐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刘志伟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研究院

2016.9

77

刑法的人格解释原理

袁彬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研究院

2016.9

78

死刑错案比较研究

蒋娜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研究院

2016.9

79

刑事一体化的现实建构

黄晓亮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80

刑事司法中困境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研究

廖明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81

中国社区矫正组织模式研究——以司法衔接与
社会支持为切入点

苏明月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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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刑事审级制度原理的跨学科分析

王超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83

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打击跨国文物贩运

张磊

刑事法律科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84

社交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传播机制研究

张洪忠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院

2016.9

85

全球化视阈下亚洲电影产业竞争力与创作影响
力研究

张燕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86

新媒体时代的影像生产、传播与文化研究

陈晓云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87

电影内容预期评估的理论方法与模型建立

王宜文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88

范本教育与个性养成——书法教育的理念与方
法

邓宝剑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89

20 世纪中国与俄苏现实主义美术比较研究

于安东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90

拉班学术思想在中国的教学与实践

肖向荣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91

国家级“非遗”校园集体舞

金千秋

艺术与传媒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92

类型学视角下汉语方言程度范畴研究

荣晶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3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谱系与结构研究

李怡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4

中国古代文评专书全编

郭英德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5

中国学派的田野理论与方法

万建中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6

北京礼仪文化传统及其当代重建研究

萧放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7

汉语听觉语句加工中的母语经验、韵律及语义的
脑认知机制

许小颖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98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路径创新与效果评估研
究

刘洪涛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99

中小学语文国学经典教育现状调研及国学基本
教材的编撰

张燕玲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100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史（1949—2012）

张宁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01 汉字构型演化数字平台开发与应用

王宁

文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2016.9

102 当代学术语境中的实用主义研究

王成兵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学院

2016.9

103 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性著述研究

李祥俊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学院

2016.9

晏辉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学院

2016.9

105 完善村级治理机制研究

董磊明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106 辅广著作的辑佚整理及思想研究

田智忠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107 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研究

吴玉军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108 中学政治课学科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李晓东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109 当代西方政治代表理论的跟踪研究

聂智琪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104 转型中国：伦理基础变迁及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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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渊源与演进：早期儒学脉络中荀子道德哲学

王楷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111 直觉逻辑的一阶逻辑系统研究

陈磊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郭佳宏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王葎

哲学与社会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学院

2016.9

高嵘

体育与运动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修订版）
》背
115 景下
对学生体能与体质关系的研究

孙璞

体育与运动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116 我国校园足球运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郎健

体育与运动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屈国锋

体育与运动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查萍

体育与运动学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院

2016.9

119 武术教育教学原理与实践研究

杜晓红

体育与运动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院

2016.9

120 超越“信息主义”
：媒介素养教育的文化向度

班建武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家庭教育研究的“道”与“术”——以《道德经》
121 四组范畴为方法论基础探索家庭教育学理论反
陈建翔
思与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径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陈玲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冯婉桢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洪秀敏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25 当代大学生教育公平观研究——中日比较

姜星海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26 平板电脑为终端的 1：1 数字化创新教学研究

李葆萍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12 知道行动的哲学分析与逻辑描述
1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研究
114

运动教育模式在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

117 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研究
118

122

基于动作发展学的 3-6 岁幼儿体操教学内容创新
和体系建构的实验研究

教师区域网络教研中知识进化模型及特点研究
——从知识协同建构的视角

123 我国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研究
124

“单独二孩”人口政策调整后学前教育应对政策
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127

STEM 教育视角下中小学科学创新教学模式研
究

李艳燕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28

中芬合作开展自闭症儿童技术辅助教学和干预
的研究

刘艳虹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马宁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裴淼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王璐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吴娟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姚计海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张进宝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赵德成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郑兰琴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周慧梅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周颖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2016.9

129 基于知识地图的教师微培训方式与效果研究
130

学校场域下的教师学习模式研究：北京市两所学
校的实证研究

131 教育督导人员专业化管理制度国际比较研究
132

基于 M-learning 的师生共读经典文学作品之模
型建构与实证研究

133 基于教学自主的教师专业发展状况研究
134

新媒体技术支持下的 STEM 教育模式与学习环
境的设计研究

135 以学习为中心的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研究
136

基于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的大学生适应性调节
学习技能的评价方法和干预研究

137 职业教育制度的经济分析（1904-1949）
138 KM 图教学应用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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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中国学校研究
140

大学生失业危机引发重大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及
防范机制研究

141 中国地方政府教育治理结构和机制研究

顾明远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2016.9

洪成文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2016.9

鲍传友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142

中小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完善与办学质量提升
研究

程凤春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143

提升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学科微课程资源
开发研究

董艳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144 “十三五”期间幼儿教师的供给及其影响因素

杜屏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师心理韧性调查与促进研
究

李琼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的可持续消费教育实
146 践共同体的建设与研究——以北京市学校社区
垃圾处置的跨界管理体系运营为例

田青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武法提

教育学部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教育学部

145

147

电子书包中基于大数据的学生个性化信息挖掘
与应用研究

148 中小学学生学习力与学科建设研究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施雪华

郑葳

政府管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耿骞

政府管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点项目

2016.9

151 2014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民生中国梦

唐任伍

政府管理学院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2016.9

152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指标体系构建

王宏新

中国社会管理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153 社会治理人才研究

游祥斌

中国社会管理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刘冰

中国社会管理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陈鹏

中国社会管理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156 部分国家和地区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研究

张汝立

中国社会管理
文科自主科研一般项目
研究院

2016.9

157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孙秀民

马克思主义学
文科自主科研重大项目
院

2016.9

成果
形式

获奖
等级

149 中外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150

154

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智能专家遴选与推荐平台
建设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研
究

155 社会治理的组织与模式研究

获奖成果表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
作者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1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

顾明远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2

中国散文通史（十二卷）

郭英德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特等奖

3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
下）

晁福林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一等奖

4

美、英、日、印四国学前教
育体制的比较研究

霍力岩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专著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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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 特等奖

李壮鹰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一等奖

沈越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一等奖

北京教育史

俞启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专著

一等奖

8

中国当代社会史

张静如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专著

一等奖

9

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

李建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10

中国外 贸依 存度 和失 衡程
度的重新估算

李昕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二等奖

11

汉字学新论

李运富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12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

庞丽娟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13

世界管理思想史

唐任伍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14

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
标体系 构建 与地 区差 距测
量

王洛忠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二等奖

15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探讨

王善迈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二等奖

16

中国特 殊教 育教 师培 养研
究

王雁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专著

二等奖

17

我国义 务教 育阶 段学 生核
心素养模型的建构

辛涛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二等奖

18

个人所 得税 改善 中国 收入
分 配 了 吗 — — 基 于
1997-2011 年微观数据的动
态评估

徐建炜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二等奖

19

早期丝绸之路探微

杨共乐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20

四库全书馆研究

张升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21

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

张智华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著作

二等奖

5

中华古文论释林（十卷本）

6

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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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中 国现 阶段 慎用 死刑
的思考

赵秉志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十三届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

论文

二等奖

23

低碳经 济环 境下 中国 对外
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赵春明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第十八
届

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
励金委员会

著作

优秀著
作奖二
等奖

24

中国外 贸依 存度 和失 衡度
的重新 估算 —— 全球 生产
链中的增加值贸易

李昕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第十八
届

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
励金委员会

论文

优秀论
文奖二
等奖

25

我国现 阶段 死刑 制度 改革
的难点 及对 策— —从 刑事
实体法视角的考察

赵秉志

钱端升法学成果奖第五届

钱端升法学
研究成果奖
基金理事会

论文

二等奖

26

薄弱学校的教学改进研究

胡定荣、李先
2014 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
平、黄晓青、张
果奖
素元、马国红

教育部

教案

二等奖

27

基于学 生发 展的 多学 科教 梁威、卢立涛、
2014 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
师合作 的校 本研 究模 式的 何光峰、胡进、
果奖
构建与实践
张丽娜

教育部

教案

二等奖

28

运用教 育创 新理 论大 幅提 何克抗、余胜
2014 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
升农村语文、英语教学质量 泉、
吴娟、
马宁、
果奖
的研究
陈玲

教育部

教案

二等奖

29

国际刑 事司 法合 作的 规则
与实践

黄风

钱端升法学成果奖第五届

钱端升法学
研究成果奖
基金理事会

著作

三等奖

30

现代刑事纠纷及其解决

何挺

钱端升法学成果奖第五届

钱端升法学
研究成果奖
基金理事会

著作

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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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概述

今年，我校教职工因公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持有者
人数新增 285 人，其中因公护照 216 人，因公港

2014 年在学校领导的宏观指导下、在学校

澳通行证 69 人；
目前，因公护照持有人数达 1206

各个机关部处和院系所的配合下，国际交流与合

人，因公港澳通行证持有人数达 426 人，我处管

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学生国际教育中心一年来

理的因公证照总数增至 1630 余本。

紧紧围绕我校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

（二）吸引长短期外国专家加入到我校教师

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结合我校人才培

队伍

养、学科研究、社会服务的客观需求，积极整合

随着引智项目不断深入进行,对引智的需求

国内、国际教育资源，全面开拓国际合作交流领

呈持续增长趋势。2014 年度我校聘请外国专家

域、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流服务水平，在圆满完成

来校共 909 人次，其中外专千人计划 2 名、海外

过去一年的常规任务基础上出亮点、有创新，使

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来访 15 人，学科带头人据不

我校国际化层次和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完全统计 22 人。工作方式以讲座讲学、学术会

教师国际化服务工作

议和合作科研为主。本年度，我处创新性设置了
学术大师项目，鼓励聘请诺奖获得者、海外院士、

提高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是提高教育国际化

及学科权威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及合作研究，提升

水平的前提，只有教师“开眼看世界”了，才可

全校的引智聘请层次。为提高外专聘请层次，

能让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自觉地把自

2014 年鼓励聘请全球排名前 100 院校及研究机

己培养成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

构的短专项目，共资助 84 项；常规讲学项目共

争能力的人才。为不断提高教师的国际化视野，

资助实施 103 项。长期外国专家的聘请层次也进

2014 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步提高，以语言类为主的长期外专聘请结构目
前也已转变为以专业类为主。

（一）继续加大教师派出力度并努力做好服

引智基地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非

务

常有效的引智平台并取得一定成绩：相继成立包

继续加大教师派出力度并努力做好服务。
2014 年，我处共为全校师生办理因公短期出国、

括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在

赴港澳审批手续 2340 人次，
较之 2013 年的 2068

内的几个学术研究平台；社会工作教育示范项目

人次增加 29%，其中教师 1511 人次，约占全校

对我校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有效推进以

教师的比例 47%。办理因公护照申请 324 人次，

及我校推荐的 John Moore 约翰·摩尔教授，2014

签证申请 792 人次，涉及国家约 40 多个；受理

年度被授予国家友谊奖等等。

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申请 133 人次，
赴台 32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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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校的引智工作积极响应教育部及

国家外专局引智精神以“统筹规划、突出特色、

团让更多的管理干部有机会到世界一流大学培

优化机制、提高层次”为工作重点。我校接待长

训学习。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的高素

短期外专来校讲学、合作科研及参加国际会议

质干部队伍提供了重要途径。

2012 年度 973 人次，2013 年度 934 人次，2014

学生国际化服务工作

年度 909 人次。虽然总人数略有减少，但引智结
构实现了优化，学术大师及常规讲学等重点项目

2014 年我们通过各类学生交流活动派出学

占所有引智项目的比例逐年提升，2012 年度

生参加境外学习、学术会议与交流、文体类竞赛、

17%，2013 年度 29%，2014 年度 58%，以此实
现了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引智层次的提升，
重点项目的突出及规模效益。

中外大学生融合项目等方式开拓中国学生国际
化视野和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学生的境外国际化培养

（三）协助教师海外发表学术文章

2014 年新签署学生协议共计 36 个，其中含

通过英文文章润色服务和英文文章写作培

校际交流 28 个协议，3+2 本硕连读项目 1 个，

训提升写作水平和学术文章海外发表率。

硕士学位项目 1 个，院际项目 6 个，另有校际 7

2014 年我校共有 716 篇文章进行润色，预

个续签协议，比 2013 年签署 19 个协议数相比接

计全年将达到 800 篇，
较 2013 年增长 17%。
2012
年润色的 423 篇文章中，已有 237 篇正式发表，
发表率达到 56%。2013 年润色的 684 篇文章中，
已有 235 篇正式发表，发表率达到 34%。2014

近翻一倍。
2014 年我校通过校级和院级的交流项目共
派出学生 206 人赴境外进行一个学期（含）以上
的学习和研究，总数比去年增加 55 人，增长幅

年润色的 716 篇文章中，已有 93 篇正式发表，

度达 36%，接收交换留学生 103 人，较去年大

由于润色后文章投稿至发表需要一定的时间，发

幅上升；有 1236 名学生参加了形式多样的短期

表率的统计有一定的滞后。

交流项目，比去年全年增加 419 人，开拓或继续

为了提高教师英文写作水平，今年我们分别

着英国国王大学 2014 年暑期项目、加拿大圣玛

邀请 Nature 执行主编 Nick Compbell 先生、
Nature

丽大学和阿卡迪亚大学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Communication 执行主编 Ed Gerstner 先生等 5

学项目、牛津大学 Hertford 学院暑期项目、台湾

位 Nature 的代表在我校做“如何在 Nature 杂志

大学暑期项目等近 30 个项目，同时积极鼓励学

上发表文章”的讲座；Nature 旗下的麦克米伦公

生参加赴境外参加学术会议。

司合作，邀请 Nature、Nature Materials、Nature

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Physics 的资深编辑 Ed Gerstner 先生和 Nature

和“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顺

Communications 的副编辑 Zhang Changjun 先生

利实施，我处参与完成了教务处、研究生院 2014

来学校，我校老师举办第二期为期两天的“英文

年度 134 名研究生和 32 名本科生 CSC 项目选拔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培训”
。

派出工作。赴境外攻读高层次和质量进一步提

（四）申办国家外专局支持北师大境外培训

升。

团

2014 年我校学生境外交流人数达到 1576

我校成功申请了国家外专局支持的境外培训

名，2013 年同比增长 40%，较 2012 年翻一倍，

团组。2014 年 7 月培训团赴美加州州立大学富
勒尔顿分校进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科研协作及提升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的三周培
训。培训对象为中层管理人员共计 25 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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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我校境外交流经历学生占全校学生数的
16.7%。

2014 年学生境外交流表
年度

交换/访问

短期交流

CSC 公派高水平

总数

2012

123

520

119

762

2013

171

817

132

1120

2014

206

1236

134

1576

（二）提升英文博硕士项目数量和加强英文

长。

课程建设

国际处积极配合院系采取整体招生、项目招

2014 年我校共有英文博硕士项目 9 个，其

生的方式，提升留学生的招生质量和培养质量。

中 1 个为博士学位项目，8 个为硕士学位项目。

2014 年新设立的“新兴市场研究项目”得到了

较 2013 年新增 2 个项目。

商务部专项支持，首年就有 14 个国家的 28 人入

2014 年我校全英文授课课程达到了 135 门。
跨院系英文学分课程项目吸引了大量校际交换

读，且全部学生都是经商务部推荐的各国处级以
上经济管理干部。

生，促成了我校与更多英语国家的高水平大学建

2014 年我校全英文授课项目取得了丰硕成

立起学生交换关系，为我校中国学生出境学习提

果。全英文授课国际研究生项目新增 2 个，总计

供了更多机会与可能性。同时，我处继续推动英

达到了 9 个项目，其中 1 个为博士学位项目，8

文授课精品课程培育计划，评选出 8 门课程作为

个为硕士学位项目。2014 年我校英文授课国际

校级来华留学英文授课品牌课程。2015 年将推

研究生新生实际报到注册人数达到了 95 人，已

荐其中部分优秀课程参加全国来华留学英语授

经超出了中文授课研究生新生数（93 人）
。英文

课品牌课程评选。

授课国际研究生项目已经成为我校提升高层次

（三）校园学生国际化氛围的营造

留学生学历生比例的重要增长点。

2014 年中俄研究生国际论坛“高等教育国

2014 年我校优秀留学生学术成果显著，其

际化进程中青年学者的使命”
、青年领袖营 2014

中 2 篇学术论文被 SCI 收录，1 篇被 EI 收录，

年我校继续邀请国际名师和知名专家来校讲学，

突显了我校留学生培养的成果。

并加强中外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协同北师大珠海

2014 年，我校创新实施了留学生勤工助学

校区国际处、学校教务处及相关部门、院系所联

项目。自 2014 年 7 月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在 10

合举办的国际青年领袖成长营大型活动，让北师

个单位（院系及机关部处）设置了助教、助研、

大的学生受益匪浅。

主管岗位 22 个。留学生勤工助学项目一方面为

（四）克服困难，努力提高留学生的数量和

留学生培养提供了配套社会实践机会，另一方面

培养质量

也更好地提升了留学生群体反哺母校、为学校国

2014 年我校全年共接收来自 114 个国家的

际化建设服务的能力。

长短期留学生 4638 人，其中长期留学生 3309

2014 年，我校留学生活动成绩优异：在北

人，短期留学生 1331 人。2014 年秋季在学学历

京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辩论赛中我校留学生辩论

生人数为 1250 人，学历生占长期留学生的比例

队获得前两名；在北京高校外国留学生羽毛球比

为 72.59％。长期留学生中欧洲学生占 13%，美

赛中，我校留学生羽毛球队获得女单第三名，男

洲学生占 6.9%，非洲学生占 4.5%。亚洲仍为我

女混双第八名；在北京高校留学生征文比赛中，

校长期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其中日本（4.4%）
、

我校留学生获得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

韩国（53%）学生所占比例略有下降，泰国、印

奖 4 名。第五届相聚之歌北京留学生之夜参演国

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学生人数均有增

家超过 40 个、参演院校 8 所，现场观众突破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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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达到历史最高，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

国莱法州州长、德国驻华大使、德国特里尔市市

春晚”。2014 年我校首次开展了留学生团体评

长、德国罗伊特林根大学校长 HendrikBrumme

优，进一步加强了对留学学生团体的规范。因在

等。

2014 年留学生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本年度我校

2014 年校领导代表团出访美大、欧洲与亚

荣获全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北京高校外

洲多个合作院校，交流的学校均位居世界前列。

国留学生汉语辩论赛优秀组织奖、在京外国留学

刘川生书记率代表团应邀访问新加坡南洋理工

生“我与北京”主题征文比赛最佳组织奖。

大学，并代表我校与南洋理工大学签署校级合作

截止到 2014 年 11 月底，自费留学生学费总

协议，并在人文社科领域、商业管理、环境与水

收入共计 2877 万，上级部门留学生奖学金生经

科学、计算机教育、创业师资培训和创新创业研

费拨款共 2026 万。留学生教育累计收入达 4903

究以及教育技术领域的博士联合培养等七方面

万元。

的合作意见，为我校在亚洲地区市场开拓了新局

（五）创新理念，引入社会资金支持学校留

面。刘书记 10 月率代表团访问了冰岛、瑞典及

学生教育

芬兰等多个知名高校及知名公司，签署了一系列

2014 年，我处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充分借

合作协议，推进了我校与北欧国家高等教育领域

助社会资源支持我校留学生教育，成功争取到香

教师科研、学生交流的广泛合作，促成了我校部

港威信公司捐款 26 万港币支持我校留学生活动

分院系与芬兰愤怒小鸟公司共建产学研合作基

的开展。借助此笔资金，我们于 2014 年 12 月成

地。董奇校长率队访问了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英

立了北京师范大学“相聚”留学生发展基金，为

国牛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爱荷华大学和美

今后进一步吸引社会资金支持我校留学生人才

国考试中心等高校或机构，与爱荷华大学确立了

培养及文化活动搭建起了平台。

两校在文学及写作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关系。此
外，另有多位校领导带队出访丹麦、意大利、西

学科国际化服务工作

班牙、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友好合作院
校，开展校际合作的高校，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

（一）签署合作协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二）举办品牌性国际会议，搭建国际学术

2014 年我校共签署具有实质性内容的 57 个

交流平台

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接待了校际 120 余个访问团

2014 年，围绕北师大国际化战略的发展目

组，累计千余人次，其中美大 38 个、欧洲 35

标，为促进我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及学科发展，提

个、亚非 30 个以及港澳台地区 20 个。重要来访

高教学与科研水平，扩大我校国际影响，学校鼓

贵宾有：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先生、联合国安

励并支持具备条件的单位主办或承办国际学术

理会反恐执行局执行主任拉博德先生、美国纽约

会议，特别是大型和品牌性国际会议，搭建国际

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校长 Robert J. Jones 博
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Michael Crow 校长、
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韩国文化院院长

学术对话平台。今年我校成功举办国际会议 26
个。如：4 月 17 日至 18 日在我校举行的“中俄
教育类高校联盟成立大会”暨系列活动，俄罗斯

金辰坤先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余明华副校

6 所教育类高校（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

长、阿曼国家委员会（议会）委员法兹娅·法利

国立师范大学、莫斯科师范大学、车里亚宾斯克

西亚女士、以色列驻华大使夫人、印度使馆教育

国立师范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师范大学、雅罗

参赞、瑞典驻中国大使 Lars Peter Fredén (罗睿德)
先生、英国卡迪夫大学校长 Colin Riordan 先生、
英国国王学院副校长 Joanna Newman 女士、德
281

斯拉夫尔国立师范大学）及中国 6 所教育类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校长

年会”，并作主题演讲，访问多个港澳台地区的

参加此次活动。

兄弟院校，效果显著。

（三）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发挥师大特色，做好两岸四地青年人和教

继 2013 年我校成功与两个国际组织签署合

育工作者工作。4 月份，我校举办“中华文化与

作交流协议，并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后，2014 年

品德教育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基础教育界骨

我校又成功地与联合国环境署签署了合作备忘

干人士，共同探讨诸如如何推动两岸中华文化教

录，建立了正式的全面合作关系，双方首个正式

育，促进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延续等重要问题。4

合作项目：中亚环境官员培训项目也已启动筹备

月和 12 月，我校各举办了一次面向港澳学生的

工作。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中资企业招聘会”，每次都有近百名在京港澳

署的支持下，我校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组建

学生参加，近 20 家香港中资企业代表参加招聘

“UNIDO-UNEP 绿色工业平台中国办公室”
。该

会活动；7 月，“第五届青年踏寻孔子行脚大陆

“中国办公室”是“UNIDO-UNEP 绿色工业平

部分启动仪式暨两岸大学生传统文化论坛” 在

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个国家级办公室，将

我校英东学术会堂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能成为在中国推广绿色工业理念、促进工业绿色

和台湾师范大学的 400 多位师生参加了活动。8

发展的重要平台。

月初，受教育部委托，我校举办了面向赴港学习

（四）响应国家号召并发挥师大特色，港澳

学生的“学在香港”行前说明会，超过 300 余名

台工作创新成果连连

赴港学生来我校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培训；9 月

今年 7 月和 11 月，刘书记两次率团访问

底，我校成功举办了“北京市港澳台侨生迎新联

香港地区，访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欢会”，近千名北京地区的港澳台地区的学生参

香港理工大学等友好院校，并出席我校与香港理

加；做好对台重点项目：第六届两岸中小学校长

工大学在港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大学社会责任”

研习营（100 名台湾基础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

论坛，并作主题演讲，刘书记在港期间，还拜会

首届两岸青年就业创业领导力研习营（近 40 名

田家炳基金会、恒隆集团等我校在港重要合作机

台湾地区的社团领袖出席）和对港万人计划：9

构。11 月，刘书记还顺访澳门大学，并与澳门

个项目有近 300 名香港师生参加。还承接教育部

大学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

任务：2014 澳门中小学学科教师培训班（90）；

此外、其他校领导还率团参加台湾师范大

香港校董会学院访京团两次（32+34）
；2014 香

学与我校共同举办的“2014 年孔子行脚支教活

港教育专业大学生国情研修班（80）
；2014 承担

动”台湾启动仪式；参加香港教育学院 20 周年

国台办研究课题《赴台陆生心理变化规律及应对

校庆，并出席在港举办第三届“两岸四地师范大

策略研究项目》
。

学校长论坛”；赴台出席“第五届环太平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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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与 服 务

（二）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制定工

综合管理与服务

作
2014 年，根据《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

概述

法》
（教育部令第 31 号）及相关文件要求，在教

2014年，是学校深化综合改革的开局之年，

育部统一部署和学校领导的统筹指导下，党校办

也是贯彻落实学校十二次党代会和“十二五”规

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制定工作。协调相关

划的关键之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在

职能部处、学部、院系所负责人和相关领域专家

校内各单位的支持下，党委/校长办公室围绕学

学者的力量，参与章程的起草和修订。比较研究

校战略大局和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办好大事，

兄弟高校章程 30 余部，学习整理重要法律法规

务实高效履行各项职能，为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

20 余部。按照民主、公开的原则，组织召开章

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程建设专题会议 10 余次，面向学校领导、职能

（一）圆满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来校考察组

部处代表、院系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党代表、

织协调任务

民主党派代表、教代会代表和学生代表广泛征求

做好总书记来校视察活动的组织协调与综

意见建议 502 人次，收集汇总整理意见建议 120

合接待工作是 2014 年党校办最重要的政治任

余条，章程修改 20 稿。4 月 12 日，章程草案提

务。从方案策划、上下沟通到部门协调，从路线

交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六届三次会议讨论。6 月

规划、人员组织到场地布置，从材料准备、工作

17 日，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并报党委常委会

汇报到师生反映，党校办整体规划、全程参与、

审定，形成《北京师范大学章程（核准稿）》上

全面服务、细致工作。期间，先后上报领导调研

报教育部核准。10 月 11 日，《北京师范大学章

方案 10 余稿，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

程》正式经教育部核准、生效。

部师范司召开的有关方面协调会，并且接待上级

综合服务

来校调研 10 余次，中央警卫局、北京市公安局
等安保部门全面安全检查 3 次。活动期间，党校

一年来，党校办发挥综合协调枢纽作用，深

办协同校内相关单位，在校园安全、交通、活动

化与全校各职能部处和部院系所的协同配合，举

组织等方面群策群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我校

全员之力保障学校重大会议、重大活动的圆满完

的组织接待工作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教

成、顺利推进。组织协调校领导班子述职会、校

育部的高度称赞。活动结束后，党校办积极总结

领导班子务虚会（2 次）、暑期党建暨工作研讨

上报全校上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会、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2 周年表彰大

精神情况和师生思想动态，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的

会、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学校年度表彰大会、

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学生毕业典礼及新生开学典礼等重大会议 10 余
场。参与协调学校运动会、第 21 届大学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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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校园开放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 30 周

的思路与指示等。

年纪念大会、北京市创建平安校园专项检查等重

信息工作

要活动数十项。

党校办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工作，紧紧围绕教

文秘工作

育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及时、全面、准确、

充分发挥公文对依法治校和进行公务活动

规范地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部、北京市委、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公文处

北京市教委和教育工委等上级部门报送信息。

理规定》的工作流程和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准

加强信息报送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

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保证公文

完善信息报送工作机制。采集整理教育部简报信

的时效性和规范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

息库，日常进行研究学习，掌握教育部刊发信息

性，积极推动公文流转与文件制发工作再上新水

的选题重点与信息写作方法。围绕上级关注的重

平。公文流转方面，坚持闭环式工作流程，及时

点工作和我校工作开展情况，做好上报信息的选

登记、呈送、催办，保证文件批转效率。文件经

题策划，从校内文件、简报、报告、新闻、会议

领导批阅后，及时通知相关单位办理和执行，建

中挖掘信息选题、积累信息素材，或主动向校内

立了定期催办，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机制。2014

单位约稿、调研。利用平日积累的信息素材，积

年，总计审查、流转校内外各类收文、信息和简

极开展信息组稿、简报编辑工作，信息基本成稿

报 1800 余件共 200 余万字，累计为领导送阅公

后，请校内相关单位进行补充完善，为校内单位

文达 7000 余次。文件制发方面，在起草、修改、

减轻文字工作负担，同时又有效保证了信息报送

审核、印发等各个环节认真仔细、精益求精，保

数量。进一步加强信息研判，提高信息综合加工

证内容严谨准确。2014 年，总计审查、拟制文

水平，使信息材料言之有物，避免宏观、论述性

件 15 个文种共 520 余件，超过 50 余万字数，累

语言，提高信息质量。对校内单位加强信息报送

计印发 3000 余份。此外，为了服务学校综合改

指导和信息采用反馈激励，通过学校主页快讯宣

革，规范校内重要专题会议纪要发文，党校办加

传教育部采纳的信息，扩大影响面。

强了对专题会议纪要发文的统筹管理，全年核发

2014 年度截止目前，党校办共编发《师大

专题会议纪要 9 份。

动态》110 篇，包括《工作简报》91 篇（主题涉

充分发挥文字工作对学校各项工作的辅助

及贯彻上级重要精神、习总书记考察北师大、弘

和促进作用。平时加强资料的搜集与积累，主动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学生党建、教师志

了解四类资料：一是党和国家对于教育的指示精

愿服务、提升学科能力、创新人才培养、促进教

神、政策部署；二是当代教育科学的发展趋势、

育公平、优化科研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

研究成果；三是兄弟高校的成功经验、先进理念；

《思想动态》19 篇（主题涉及中央和国家重大

四是北师大的改革成果、创新举措。文稿撰写时，

会议、习总书记系列讲话、新学期开学、社会热

以贯彻落实学校十二五规划和第十二次党代会

点事件等），采用了校内 49 家单位的信息，定

精神为导向，注重将学校的各项改革发展思路落

稿约 15 万字，审阅约 20 万字。

实到具体的文稿内容中，增强师生员工对学校发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各地各校信息采

展思路、奋斗目标、战略任务的理解与认同。2014

用情况通报》，2014 年 1-10 月我校被采用信息

年，累计撰写和修改各类文稿 40 余份，超过 10

达 23 篇，其中，单篇采用 11 条，综合采用 12

万字，制作大会演示文稿（PPT）10 余份，文稿

条。《北京师范大学发挥学科交叉综合优势助力

的内容涉及学校的改革发展全局和人才培养、科

“雪龙”号南极成功脱困》被《教育要情》采纳，

学研究、社会服务、党建创新等具体领域或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国教师积极
284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被《教育要情》采纳并获得

标、监测办学条件指标，为学校科学管理和决策

中央领导批示。2014 年 1-4 月、7-10 月，我校

提供数据支撑和资料支持。按照北京市教委要求

信息工作排名在 97 所高校中均位列第一，还荣

开展统计工作质量评估，学校获得“2013 年度

获 2013 年度向教育部报送信息先进个人称号。

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优秀集体二等奖，优

发挥《师大快讯》对学校重要工作和重大活

秀个人三等奖。

动的权威发布作用。2014 年截止目前，共编发

发挥信息公开对学校重要事项的权威发布

《师大快讯》160 余期，700 余条，定稿近 40

作用。根据教育部今年暑期下发的《高等学校信

万字，审核内容超过 60 万字；审核发布学校通

息公开事项清单》，研究制定《北京师范大学落

知公告 50 余条，约 5 万字。对重要信息进行主

实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工作方

动约稿，督促有关单位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保证

案》。召开信息公开工作会议迅速部署清单事项

信息时效性；严格控制快讯编辑处理的流程和规

公开工作，对 30 个单位的信息公开负责同志和

范，做好每一篇快讯稿件的信息加工与提炼，突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讨论确定了《北京师范大

出内容重点，认真进行信息审核校对，确保信息

学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及分工方案》。在各单位自

的准确性。

查和确定公开条目的基础上，对全部 50 项清单

发挥《高校信息动态》对有关决策的信息参

事项进行检查和梳理，并在学校信息公开网站上

考作用。在高等学校纷纷启动综合改革、建立现

统 一 集 成 发 布 。 2014 年 10 月 ， 完 成 学 校

代大学制度的背景下，党校办编发《高校信息动

2013-2014 学年度信息公开报告，并面向社会公

态》，面向学校领导和二级单位领导发送。2014

开。此外，积极做好兄弟高校信息公开情况调研

年，对《高校信息动态》刊物进行改版，提高信

和监测，辅助领导决策。与信息网络中心配合做

息入选标准，重点关注综合改革和高校全局工

好新版主页上线工作，并做好学校概况、校情统

作，及时采集各985高校、部属师范院校、教育

计等网页的更新维护。

部网站有关信息，并增加校内学部院系改革动

做好安全稳定报告工作。在全国两会、十八

态、标题新闻栏目，在电子刊物增加标题链接，

届四中全会、APEC 会议等敏感时期和重要节

丰富了刊物的内容和形式。本年度截止目前，共

点，协调校内有关单位做好每日安全稳定零报告

编发《高校信息动态》14期，文章179篇，来自

工作，并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举措及时上报。遇

33所高校，定稿约5万字，查阅信息20余万字。

安全稳定突发情况时，根据学校领导的要求，及

辅助领导了解兄弟院校在综合改革、体制机制、

时报送安全稳定信息，为上级部门掌握学校安全

全局工作、党建工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稳定情况提供重要依据。

学研究、社会服务、队伍建设、国际化、条件保

法律咨询与服务

障等方面的工作重点和创新举措，掌握学校学部

以建立风险防范与纠纷处理机制为依托，牢

院系改革动态、最新工作进展，为有关决策的制

牢把握“预防法律风险，维护学校利益”这一宗

定提供参考。
发挥统计报表的数据支撑与决策辅助作用。

旨，坚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稳步

协调校内 20 余家单位做好学校办学基本情况统

推进学校法律咨询与法律服务工作。在合同协议

计数据汇总，年初汇总编制 2013 年度学校统计

有效管理方面，共审查、修改合同 40 余份，内

公报，年末填报学校《2014/2015 年度高等教育

容涵盖合作办学、人事聘用、新校区建设、研究

基层统计报表》。以统计报表为基础，摸清学校

资助、拟交资产、项目合作、建设工程、专项法

基本办学条件家底，分析学校关键办学条件指

律服务等领域，并对重要合同出具书面法律审查
意见；在开展法律咨询，依法解决法律纠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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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多项事宜提供了优质高效、及时准确的法

效地开展了系列工作。

律咨询，内容涉及劳资纠纷、合作办学纠纷等；

一是依据督察督办工作办法，服务学校中

直接参与或通过委托律师处理了 3 项起诉讼和 2

心工作。扎实稳妥地履行部门职责，重点抓学校

起劳动仲裁纠纷，依法最大程度地维护学校的合

领导班子的重大决议决策落地、落实，完成全校

法权益。在创新学校法律咨询服务机制方面，引

各单位对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书记碰

入律师调解制度，协助信访工作；加大对学校无

头会、校长专题会等会议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

形资产的保护力度，加强学校商标的注册管理；

落实执行情况的督察督办。完成学校十二五发展

完善劳动争议和学生申诉制度，妥善避免内部法

规划纲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2014年度工作

律纠纷。此外，还注重加强与业务部门联合开展

要点的任务分解工作,并对分管责任校领导、各

专项研究，确保重要规章制度有法可循。

职能部门及部分院系承担的任务的完成情况进

信访工作

行了调研，形成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和第十二次党
代会报告每学期进行一次跟踪督办，2014年度工

坚持以师生为本的服务理念，全面准确把握

作要点每季度进行一次进度调研的定期跟踪督

国家《信访条例》精神，做到了畅通信访渠道与

办机制。相关工作任务执行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或

维护信访秩序并重，创新机制与强化责任并举，

口头报告，呈报校领导。

正本清源、标本兼治、预防与化解相结合，继续

二是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保持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

回头看工作，推动学校制度建设。作为学校群众

构建起学校统一领导、党校办与校督察办各负其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制度建设组依托部

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新格局。一年来，共受

门，督察督办办公室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

理群众来信、来访、电话访、邮件访及上级转来

问题为工作重点，就相关制度废改立工作牵头了

事项 200 余件，较 2013 年略有降低，这与党的

多场座谈会，征求师生员工意见建议，截止 2014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学校各部门充

年底，共制订修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解决

分重视群众反映的问题，积极主动的化解矛盾的

学校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制度 29

努力是分不开的。群众反映问题集中于人事工

个。

作、后勤管理、合作办学、校园综合治理等领域。

三是扎实推进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信息公

通过与相关领导、部门的沟通协调，所有咨询、

开工作。2014 年学校由党委/校长办公室牵头启

建议性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来访群众不满情绪

动了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得到及时疏导，困难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多方面

具体工作安排，并在会上公布了《北京师范大学

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多起历史遗留来老大难信

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及分工方案》。督察督办办公

访案件取得了新突破。如我校某退休职工购买北

室和党委/校长办公室负责学校章程及各项规章

京市住房一事，近 10 年来未给予明确定论，导

制度信息公开工作。督察督办办公室配合党委/

致该退休职工重复访。办公室在大量调研的基础

校长办公室对近 10 年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

上，联合督察督办办公室，协调资产处、北京市

了梳理，整理出制度文件 11 个大类，共计 393

等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目前已

个。按照信息公开工作安排，将陆续在学校信息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公开网站上公开。
四是挖掘汇集师生诉求，开展学校民生舆

督察督办工作

情调研。办公室专人负责师生网络诉求的主动挖

2014 年，督察督办办公室按照部门职责要

掘搜集，每两周编发一期《校内舆情摘报》，呈

求及学校领导的指示精神，扎实稳妥、科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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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资料整理

报学校领导。内容涵盖教学科研、条件保障、校
园综合治理、信访等多方面的民生问题，为校领

2014 年，校史研究室继续进行校史资料的

导呈现最一线、原汁原味的民生信息，同时对师

电子化整理工作。我们对去年组织的资料汇编人

生员工反映的热难点问题主动协调兄弟单位关

员进行调整和规范，制定详细的整理录入规定，

注、解决，强化了校园和谐氛围。

保证校史资料电子化成果的准确、统一，同时确

五是部门实行常态化理论学习制度，不断

保原始资料得到妥善保存、能够长期使用。通过

加强与兄弟院校交流。部门实习周例会制度，除
部署一周工作任务外，理论学习也是重要一环。
部门紧跟中央、部委等上级部门精神，2014年度

使用云盘等网络工具，我们在负责老师和资料汇
编队伍内部及时进行资料共享，大大减少了重复
劳动、避免了资料遗漏的问题，提高了整体的工

共组织集中学习《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
《中共

作效率。在去年资料汇编的基础上，今年新完成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了《升大探索卷（上）》、《升大探索卷（中）》、

定》
、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升大探索卷（下）》三卷的资料汇编工作，字

意见》等中央、部委重要文件10余次。2014年督

数过百万。目前已有校史资料汇编成果共九卷，

察督办办公室接待了山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

记载了从学校从 1902 年到 1950 年期间的发展历

学、湖北师范学院、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

程、体制改革、研究成果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形

师大珠海分校等兄弟院校的领导、同仁来访，与
上述院校来访人员深入交流探讨督办工作经验；
同时，督察督办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走出去，于12

成了较为完备的电子和书面资料。我们还进行了
专题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编辑了 1902 年到
2012 年的相关资料，完成了 70 多万字的《北京

月到湖南大学学习兄弟院校的督办经验。

师范大学校史专题资料》，以专题的形式、从多

校史工作

个角度展现建校以来的发展沿革。

年鉴工作

110 年校史编撰是回顾师大发展历程、凝聚
师生校友广泛共识的重要工程。在校领导的亲切

在进行历史资料汇编的同时，校史研究室也

关怀和统筹指导下，党校办专题立项论证、争取

在进行学校年鉴编撰工作，梳理记录学校一年内

配套支持，整理现有资料、收集零散文献，邀请

的各项事务。学校年鉴对于总结学校一年来的工

专家审稿、反复修订完善，全力保证校史的编撰

作运行情况、为学校下一年发展提供参考具有重

质量和工作进度。4 月，立项获得认可。5 月、6

要作用。因此，我们对每一年的年鉴工作都非常

月，完成大纲修订工作。7 月，专职博士后到位
工作。10 月，专项经费到位。从 4 月 18 日开始，
平均每个月召开一次校史推进会，每章都邀请咨

重视，遵循“内容翔实、突出重点、忠实记录、
方便查阅”的工作原则，仔细收集整理学校一年
来发生的大事小情、制定的规章制度、开展过的

询专家帮助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收集专家组的

各类活动，全面客观地收录资料，根据内容突出

修改意见，讨论提纲编撰和各章细节，并协调安

重点、划分详略，并且形成查阅目录，方便使用。

排下一阶段校史编撰工作；我们还对校内外的老

通过撰写、审阅、校对，2014 年 10 月完成了《北

学长们进行走访，征求修改意见。

京师范大学年鉴（2013 年）》，排版字数超过 50

截止目前，总计召开有关会议 8 次，征集专

万字。此外，我们还配合教育部年鉴编撰部门和

家意见和建议 60 余人次。已完成 110 年校史第

北京市教育年鉴编撰部门的工作，配合完成了相

一章至第五章的修改稿，上编进入修改完善阶

关年鉴工作。

段，整体进展顺利，预计能够按照学校的计划在
2015 年完成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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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陈列馆开放工作

研项目奖励的单位部分、人员队伍捐资配比奖励
的经费全部下拨院系，在学校指导意见的基础

发挥形象陈列馆和百年校史展的展示窗口

上，充分发挥院系自主权，鼓励院系根据学科特

作用。形成了“周二周四定期开放、预约参观专

点和自身优势特色，自主确定奖励范围和奖励标

门开放”的服务形式，参观人员日益增多。为保

准。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重大业绩奖励体系和

证服务质量，进一步规范了参观预约的流程，规

奖励办法，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

范讲解队的管理，并设计制作宣传手册。在原有

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业绩，学校直接予以奖励。

人员的基础上，扩大讲解队的规模并且提升讲解

实现了逐步过渡、有效衔接，明确了学校、院系

队的质量，组织培训了由历史学院和文学院 10

的权责关系，建立起以院系为主体、绩效为核心

名新同学组成的陈列馆讲解队伍，并单独组建了

的奖励体系。

由外文学院同学组成的外文讲解队。平时注意对
每次接待的单位、人数、时间进行详细的记录、
留存备案，并定期对讲解情况进行总结归纳。

2014 年业绩奖励总预算 14200 万元。人事
处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完成了对 36 家院系业绩奖
励方案的审核并落实发放；完成了对 4 家单位捐

2014 年，接待超过 2 万人次，接待校内外预约

资配比奖励的审核与发放；完成了对 360 余项重

参观的单位 102 个，平均每周接待 5-6 个参观团
体。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服务、校友返校日服务、
新教师入职教育服务，并且多次接待各省市的来

大业绩的审核，审核通过并落实发放 230 余项；
完成了对 2014 年科研项目奖励的审核与发放。

岗位聘用和考核工作

访领导、教育部领导、兄弟高校领导，以及国外
大学访问团。此外，进一步做好校史网站建设，
通过网络方式做好校史宣传。

2014 年 4-9 月，我校根据《教师岗位聘用
条例》和《我校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续聘条例》等

人事管理

文件组织实施专业技术岗位晋升聘用和续聘工
作，共有 152 位教师获聘相应岗位,396 人获得续
聘。晋升人员中，教师系列正高级岗位 55 人（其

概述

中青千、援藏不占岗 5 人）
，副高级岗位 64 人（其

2014 年，人事处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第十

中引进不占岗 1 人），中级岗位 2 人；其他专技

二次党代会精神、《我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纲

系列正高级岗位 5 人，副高级岗位 17 人，中级

要》、《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10-2020 年）》等
文件精神，秉承“求真、务实、创新”的理念，
健全机制，规范管理，热情服务，取得了良好的

9 人。截至 2015 年 3 月，我校教授 782 人，占
教师总数的 40.3%；副教授 710 人，占教师总数
的 36.6%。在获得续聘的 396 人中，正高级岗位

工作成绩。

109 人，其中教师岗位 105 人，其他专技 4 人；

业绩奖励综合改革

副高级岗位 122 人，其中教师岗位 96 人，其他
专技 26 人；中级及初级岗位 165 人，其中教师

坚持深化学校综合改革，统筹学校现行各类

岗位 91 人，其他专技 74 人。

业绩奖励，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北京师范

2014 年 11 月组织实施了 2014 年专业技术

大学业绩奖励综合改革办法（试行）
》及其配套

岗位分级工作，共有 315 名教师获聘。正高 65

的 5 个子文件。此次业绩奖励改革的一项重大举
措就是建立了基于院系整体绩效的评估和调节

人（二级岗位 27 人，三级岗位 38 人），副高 130

指标，将一般业绩奖励经费（科研业绩奖励经费

人（五级岗位 36 人，六级岗位 94 人），中级岗
位 120 人（八级岗位 90 人，九级岗位 30 人）。

的 100%、人才培养业绩奖励经费的 60%）
、科

2014 年 10 月，我校根据《关于调整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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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决定》及相关文件启

源，扩大教师境外培训和进修的规模。按时组织

动了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考核工作。共

了“富布赖特”项目、“国家公派出国研修面上项

有 3018 人参加了年度考核，其中考核合格 3017

目”、“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艺术类人

人。

才培养特别项目”及“中加学者交换项目”的申报

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

和推荐。我校共派出长期公派出国教师 72 人。
其中，国家公派 59 人，单位公派 13 人。

2014 年，我校人事处认真策划，细致工作，

我校教师中获得境外博士学位者 210 人，占

发动院系的积极性，通过各种途径调动多种资

教师总数的 11.8%（非教师办数据，未做变动）；

源，组织实施了第十一批“千人计划”、国家特

具有半年以上境外研修经历的教师达到 1025

支计划百千万人才领军人才、国家特支计划青年

人，占教师总数的 51.3%。

拔尖人才和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长江

汇同教师发展中心组织 2014 年新教师岗前

学者奖励计划”，政府特殊津贴工作、国家外专

培训，完成了近 70 名新补充和调入的教职工岗

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等人才项目的申报工作。

前培训工作。

2014 年，国家特支计划百千万人才领军人才 1

为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校政策制度和公共

人，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1 人，
“长江学者奖

资源信息,组织编写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手

励计划”特聘教授 6 人，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册》。该手册共 7 章，主要内容涉及学校概况、

3 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3 人，获得享受政

学校近年来在人事、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基本管

府特殊津贴 10 人。我校现有两院院士 7 人，资

理制度、学校公共资源服务信息以及教师个人成

深教授 6 人，
“千人计划”入选者已经到岗（含

长记录等内容。

各类型）32 人，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7 人，获

人员调配及人员信息管理工作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资助者 36 人，获
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32 人，入选

2014 年，我校以学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1 人，入选教

工作需求为导向，推进人员调配管理工作的科学

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 17 人，入选教育部“新

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继续执行学校过渡聘用制

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169 人。

度，对新补充的副高以下的教学科研人员、行政

我校人事处积极配合院系工作，认真履行学

人员实行编内人事代理，并将涉及人员的人事档

校人才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定期建

案全部移交全国人才流动中心。

议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审定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

按照人事相关规定，我校人事处办理各类人

急缺人才的调入，审议学校人才人事工作的重大

员入职报到、引进迁转、调入审核、离职迁出、

事项。2014 年先后召开人才人事工作领导小组

退休离岗、校内转岗、聘余安置、档案接转等各

会议 4 次，审定同意引进和调入人员 37 人。其

种人事流转手续。2014 年，共为 122 人办理调

中，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 5 人，杰出青

入学校手续。其中人事代理 56 人，师资博士后

年基金获得者 4 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

18 人；京外调干受理 8 名，批复 3 名；教职工

教授 10 人，副教授 9 人，其他人才和非教学科

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受理 30 名，批复 9 名；校内

研岗位人员 7 人。

调动 38 人；离校 12 人。
完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 15000 余条人事

教师培养工作

信息的梳理、维护、更新，对人员分类进行优化，

2014 年，在境外培训进修方面，我校人事

对关键字段进行逐一核查，保证人事信息的准确

处充分利用开拓国家和学校各类项目和相关资

和规范。配合校办，完成 2014 年高等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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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福利管理工作

事业统计中涉及人事的相关数据、报表，教职工
公费医疗统计报表。为资产处、科技处、社科处

人事处负责全校 4000 余位各类在职在岗人

等职能部门提供人事数据，为学校定向安置房分

员工资、2000 多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以及人

配、青年教师扶持经费及启动基金发放等工作提

员福利待遇的发放和管理，办理包括入职教师工

供了有力支持。完成体制外年薪制聘用人员的梳

资启动和转正定级、调入调出人员工资迁转接

理，分析此类人员的现状与问题，为后续调整与

续、职务岗位变动人员工资异动等人员日常工资

改革提供依据。

变动调整工作。2014 年，完成日常工资发放，

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和服务工作

包括在编人员、校聘人员、短期聘用人员、博士

我校人事处通过挂靠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后、离退休人员等各类教职工，共计 6125 人，

实现对非事业编制人员的规范管理和服务。人力

发放工资 69,381 人次，总额 7.46 亿元。其中在

资源服务中心根据《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

职人员 4029 人，
发放工资 44,704 人次，
共计 5.93

精神，将非事业编制人员纳入学校二级实体单位

亿元；退休人员 2096 人，发放工资 24,677 人次，

统一管理，并将单位自筹资金聘用的非事业编制

共计 1.52 亿元。2014 年 1 月 1 日起，全校在岗

人员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做到实时监控，

在编人员每月普调岗位津贴 1167 元；根据国家
政策和标准，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补贴。

防止出现监管死角。为校内各单位测算用人成
本，制定劳动合同样本，制定规范的办事流程，

人事处还负责全校教职工退休、抚恤金、困

并将相关文本及流程通过人事处网站发布，提高

难补助发放工作。为 76 名退休教师办理了退休

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审核并备案非事业编制

相关手续，为 33 名去世教师办理丧葬费 16.5 万

人员劳动合同，及时督促各单位续签劳动合同，

元，抚恤金 13.91 万元；根据组通字【2014】33

防范劳动用工隐患。协助校内各单位调解处理劳

号，为 29 名离休去世人员补发抚恤金，共计

动纠纷，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协助信息网络中心

2613829.4 元；为 58 人次办理困难补助，约 31

将各单位自筹资金聘用的非事业编制人员的校

万元；办理遗属补助共 48 人次，共 17.2 万元；

园临时卡更换为带照片的专属卡，解决了非事业

办理伤残补助共 5 人次，共 22560 元。

编制人员图书馆借阅、体育场馆资源使用等事

博士后工作

宜，使得非事业编制人员对学校的归属感增强。
至 2014 年底，学校出资聘用的非事业编制人员

自 1991 年以来，我校累计招收博士后 1300
余人。近年来，每年招收博士后 120 人左右。由

达 271 人，校内非独立法人单位聘用的非事业编

于博士后准入标准的提高，本年度我校博士后招

制用工人员达到 1672 人。此外，我们还为学校

收规模有所缩小，本年度流动站自主招收博士后

所属的独立法人单位聘用的非事业编制人员近

104 人（含师资博士后 17 人），出站 90 人。

1000 人提供相关服务。

积极组织博士后申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还承担了全校事业编制

2014 年我校共有 38 人获得了第 55 批、第 56 批

职工及非事业编制职工社会保险代收代缴及相

基金面上资助，其中获一等资助 9 人，获二等资

关的服务工作，含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申报、工

助 29 人；另外还有 4 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伤申报、劳动能力鉴定、待遇申领等内容。2014

金第 7 批特别资助。三次基金申报共获资助经费

年，为 4683 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约 3400

277 万元，获批资助项目总量及经费总量连年居

万元人民币。

全国高校前列。
根据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的要求，经院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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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我校 2014 年度共推荐 84 位专家进入中国博

同时，面向全校教职工、各二级单位、相关

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库，现共有 354 人进入博

职能部门，开放共享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部

士后基金评审专家库。

分权限，并为学校综合数据平台，以及其他业务

积极为在站博士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2014

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提供关键数据。

年度学校公派博士后出国进行学术交流 39 人

此外，以绩效为核心，整合全校各职能部处

次。在此基础上，积极申报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

的业务数据，建设学校综合数据平台。一方面，

派出项目和学术交流项目，鼓励各流动站招收国

在原有建设基础上，协调各单位进行数据更新，

外高水平大学的留学博士和外籍博士来我校做

已落实与科技处等 6 家单位的业务系统对接，定

博士后。2014 年，1 人获得学术交流项目资助，

期进行数据抽取；协助研究生院等 5 家单位新增

赴加拿大参加学术会议。

了数据模块，学科处等 2 家单位对原有的数据表

开展了以下博士后联谊会活动：

进行了变更，另新增了 1 家数据提供单位（校医

（一）开展博士后进站后的系列培训

院提供了门诊报销、住院报销、校内医疗 3 类数

组织博士后联谊会成员举办 “2014 年度的

据，共计 126 万余条记录）
。另一方面，深化数

博士后基金申请及经费使用经验分享会“，此次

据分析，新开发《教师个人统计列表》
、优化《教

分享会与去年相比有所创新，邀请了宋旭光教授

师教学奖励分析报表》
《学科排名报表》
《平台基

来分享作为评审专家的经验，得到博士后的热烈

地团队建设分析统计报表》
，已完成 11 个模块，

好评。

共计 600 余个统计指标分析。此外，开发数据采

（二）博士后联谊会换届

集工具并已上线使用，根据使用需求不断新增和

5 月 7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届博士

优化数据更新日志、原始数据导出、统计图表导

后联谊会换届会议在主楼会议室举行，近 20 名

出等功能。

博士后代表参会，选举产生了 13 位新一届博士

总体而言，数据中心建设基本实现了人才培

后联谊会常务理事。

养、科学研究等各类成果的综合集成和定时更

（三）积极参与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和北京博

新，以及人、财、物的信息联动，实现对学科、

士后联谊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院系、个人的不同角度绩效分析，为学校深化人

2014 年，我校博士后在 2014 年北京博士后

事制度综合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春季趣味运动会上激情迸发，成功在 6x50 米接

相关文件修订工作

力比赛和仰卧起坐两项集体项目中分别获得团

1.修订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

体第一和团体第三的好成绩。

（境）管理办法》（师校发〔2014〕36 号）
。

人事系统与数据中心建设工作

2. 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规定》

为进一步提高人事信息管理的规范化、科学

（师校发〔2014〕33 号）
。

化，推进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建设

3. 其他已经修订成文待学校审批的文件：

和应用，开发机构管理、教职工信息管理、人事

《北京师范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管理办

管理、工资管理、社保管理、博士后管理、出国

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
《北

管理、退休管理、岗位管理、业绩奖励、年度考

京师范大学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等。

核、统计分析等业务模块，并逐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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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学校各类人才一览表
2014 年学校教职工情况
教职工数
校本部教职工
合计

行政
人员

教辅
人员

工勤
人员

校办
企业
职工

聘请校
外教师

离退休
人员

附属中小学
幼儿园教职工

计

专任
教师

总计

3159

3062

1954

514

447

147

337

97

2054

902

其中：女

1353

1323

746

299

262

16

137

30

1094

592

正高级

783

772

728

22

22

0

190

11

448

16

副高级

951

925

704

81

140

0

141

26

624

336

中级

996

969

477

252

240

0

6

27

0

0

初级

109

108

7

56

45

0

0

1

0

0

未定职级

320

288

38

103

0

147

0

32

0

0

两院院士名单
单位

姓名

专业方向

名称

评定时间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王梓坤

概率论

科学院院士

1991

陈木法

概率统计

科学院院士

2003

化学学院

刘伯里

应用化学

工程院院士

1997

化学学院

刘若庄

量子化学

科学院院士

1999

生命科学学院

孙儒泳

生态学

科学院院士

1993

生命科学学院

郑光美

鸟类学

科学院院士

2003

备注

化学学院

方维海

物理化学

科学院院士

2013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乃彦

核物理与技术

科学院院士

1993

双聘

资源学院

张新时

植物生态学

科学院院士

1991

双聘

资源学院

王永炎

中西医结合

工程院院士

1997

双聘

资源学院

安芷生

环境变化

科学院院士

2001

双聘

环境学院

刘鸿亮

环境工程

工程院院士

1994

双聘

水科学研究院

刘昌明

环境科学

科学院院士

1995

双聘

水科学研究院

林学钰

地下水

科学院院士

1997

双聘

政府管理学院

李京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院院士

2001

双聘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戴汝为

人工智能

科学院院士

1991

双聘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李朝义

神经科学

科学院院士

1997

双聘

物理学系

凌永顺

物理学

工程院院士

1997

双聘

环境学院

侯立安

环境工程

工程院院士

2009

双聘

在岗资深教授名单
单位

姓名

专业方向

评定时间

单位

教育学部

顾明远

比较教育学

2007

教育学部

历史学院

刘家和

世界史、中国古代史

2007

历史学院

心理学院

林崇德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007

心理学院

文学院

王宁

文字训诂学

2009

文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黄会林

影视理论

2009

艺术与传媒学院

历史学院

瞿林东

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2009

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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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名单
单位

姓名

专业方向

名称

评定时间

生命科学学院

张大勇

植物生态学

特聘教授

1999

资源学院

高琼

自然地理学

特聘教授

2000

数学科学学院

王凤雨

概率统计

特聘教授

2001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戴永久

自然地理学

特聘教授

2002

数学科学学院

李岩岩

基础数学

讲座教授

2004

生命科学学院

贾宗超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讲座教授

2004

数学科学学院

唐梓洲

基础数学

特聘教授

2005

文学院

曹顺庆

比较文学

特聘教授

2005

化学学院

邵久书

理论化学

特聘教授

2005

资源学院

龚兵

资源药物

讲座教授

2005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赵秉志

法学

特聘教授

2006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李武

神经生物学

特聘教授

2006

数学科学学院

杨大春

基础数学

特聘教授

2006

教育学部

石中英

教育学原理

特聘教授

2007

数学科学学院

李增沪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特聘教授

2007

环境学院

杨志峰

环境科学

特聘教授

2008

天文系

朱宗宏

天文学

特聘教授

2008

国民核算研究院

邱东

统计学

特聘教授

2008

心理学院

方晓义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特聘教授

2009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江怡

外国哲学

特聘教授

2009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李实

应用经济学

特聘教授

2011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薛贵

基础心理学

特聘教授

2011

教育学部

张斌贤

教育史

特聘教授

2011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董文杰

气候变化

特聘教授

2012

文学院

方维规

比较文学

特聘教授

2012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赖德胜

应用经济学

特聘教授

2012

心理学院

刘嘉

基础心理学

特聘教授

2012

资源学院

刘彦随

土地资源管理

特聘教授

2012

环境学院

沈珍瑶

环境工程

特聘教授

2013、2014

环境学院

崔保山

水文学及水资源

特聘教授

2013、2014

化学学院

薄志山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特聘教授

2013、2014

文学院

李运富

汉语言文字学

特聘教授

2013、2014

文学院

刘勇

中国现当代文学

特聘教授

2013、2014

哲学社会学学院

吴向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聘教授

2013、201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名单
单位

姓名

专业方向

评定时间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刘宝元

自然地理学

1997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董奇

发展心理学

1997

数学科学学院

唐梓洲

基础数学

1999

生命科学学院

崔宗杰

细胞生物学

1999

数学科学学院

王凤雨

概率统计

2000

生命科学学院

张大勇

植物生态学

2001

物理学系

冯世平

凝聚态物理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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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院

高琼

自然地理学

2002

化学学院
化学学院

邵久书

化学

2002

薄志山

高分子化学

2002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戴永久

自然地理学

2003

生命科学学院

任海云

生物学

2003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刘嘉

心理学

2003

化学学院

李林

高聚物聚集态结构

2003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史培军

灾害地理学

2004

数学科学学院

杨大春

基础数学

2004

物理学系

李新奇

量子输运量子信息

2004

生命科学学院

邱小波

生物学

2005

数学科学学院

李增沪

概率统计

2005

化学学院

成莹

有机化学

2005

环境学院

杨志峰

环境科学

2006

物理学系

夏钶

凝聚态物理

2008

天文系

朱宗宏

天体物理宇宙学

2008

生命科学学院

高友鹤

生命科学

2009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丰收

重离子核物理

2010

资源学院

李小雁

半干旱区土壤水文过程与植被响应

2010

环境学院

沈珍瑶

流域水污染控制

2010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李小俚

动态信号分析与系统监控

2010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舒友生

神经生物学

2010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李武

视觉认知与学习的脑机制

2011

环境学院

崔保山

生态水利

2011

化学学院

江华

超分子有机化学

2011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贺永

基于神经影像的人脑连接组学研究

2012

化学学院

陈玲

化学

2012

化学学院

刘亚军

理论与计算化学

2013

环境学院

夏星辉

流域水环境过程

2013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名单
单位

姓名

评定时间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舒华

2003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王静爱

2006

生命科学学院

郑光美

2007

体育与运动学院

毛振明

2008

数学科学学院

王昆扬

2008

教育学部

张斌贤

2009

化学学院

欧阳津

2011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名单
单位

姓名

专业方向

评定时间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袁贵仁

马克思主义哲学

1995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史培军

灾害地理学

1995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董奇

发展心理学

1997

分析测试中心

陈晓波

光物理学

1997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赵秉志

刑法学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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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刘宝元

自然地理学

2000

生命科学学院

张大勇

植物生态学

2000

环境学院

杨志峰

环境地理学

2004

数学科学学院

王凤雨

概率统计

2004

教育学部

庞丽娟

学前教育

2004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吴宗宪

刑法学

2004

数学科学学院

杨大春

基础数学

2006

化学学院

成莹

有机化学

2006

化学学院

邵久书

理论化学

2007

文学院

曹卫东

文艺学

2007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戴永久

大气科学

2007

生命科学学院

邱小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007

教育学部

石中英

教育学

2009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李武

心理学

2009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赖德胜

劳动经济学

2013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吴向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3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辛涛

201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
单位

姓名

学科

评定时间

备注

学校办公室

钟秉林

机械工程

2009

学位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袁贵仁

哲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杨耕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学部

王英杰

教育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学部

石中英

教育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董奇

心理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艺术与传媒学院

周星

艺术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赵秉志

法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文学院

董晓萍

社会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历史学院

晁福林

历史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数学科学学院

唐梓洲

数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生命科学学院

任海云

生物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物理学系

冯世平

物理学、天文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环境学院

杨志峰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系统科学学院

狄增如

系统科学

2009

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名单
单位

姓名

评定时间

分析测试中心

陈晓波

1994

物理学系

冯世平

1994

环境学院

杨志峰

1996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李翀

1997

教育学部

庞丽娟

1997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董奇

1997

生命科学学院

崔宗杰

1998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杨耕

1998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史培军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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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郭英德

1999

文学院

曹顺庆

1999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赵秉志

1999

教育学部

张斌贤

2000

物理学系

包景东

2000

生命科学学院

葛剑平

2003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邹学勇

2003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名单
单位

姓名

评定时间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谢柏松

2004

化学学院

方德彩

2004

化学学院

成莹

2004

环境学院

崔保山

2004

教育学部

褚宏启

2004

教育学部

檀传宝

2004

教育学部

石中英

2004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赖德胜

2004

历史学院

杨共乐

20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炳林

2004

政府管理学院

施雪华

2004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院

张秀兰

2004

数学科学学院

李增沪

2004

数学科学学院

杨大春

2004

天文系

朱宗宏

2004

心理学院

方晓义

2004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卢建平

2004

资源学院

李晓兵

2004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严平

2005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阎广建

2005

教育学部

毛亚庆

2005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钟伟

2005

政府管理学院

李兴

2005

生命科学学院

张俊杰

2005

数学科学学院

洪文明

2005

数学科学学院

卢广存

2005

天文系

姜碧沩

2005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彭宣维

2005

文学院

曹卫东

2005

文学院

王向远

2005

心理学院

陈英和

2005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王成兵

2005

资源学院

潘耀忠

2005

政府管理学院

杨冠琼

2006

环境学院

沈珍瑶

2006

教育学部

刘复兴

2006

教育学部

周作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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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院

张建华

2006

生命科学学院

邓文洪

2006

数学科学学院

黎雄

2006

天文系

付建宁

2006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章燕

2006

文学院

王立军

2006

物理学系

聂家财

2006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余先川

2006

艺术与传媒学院

张同道

2006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张百春

2006

国民核算研究院

宋旭光

2006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晋

2007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张立强

2007

系统科学学院

李红刚

2007

化学学院

祖莉莉

2007

环境学院

刘新会

2007

教育学部

杜育红

2007

教育学部

刘宝存

2007

历史学院

李帆

2007

历史学院

游彪

2007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周新林

2007

生命科学学院

牛登科

2007

数学科学学院

毛永华

2007

天文系

张同杰

2007

文学院

万建中

2007

物理学系

寇谡鹏

2007

心理学院

刘力

2007

心理学院

辛涛

2007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

吴宗宪

2007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朱红文

2007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春来

2008

化学学院

卢忠林

2008

环境学院

牛军峰

2008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武建军

2008

教育学部

余胜泉

2008

教育学部

郭华

2008

教育学部

程凤春

2008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高明华

2008

生命科学学院

韩生成

2008

数学科学学院

王恺顺

2008

文学院

赵勇

2008

物理学系

郭文安

2008

物理学系

彭奎庆

2008

心理学院

刘儒德

2008

艺术与传媒学院

于丹

2008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刘孝廷

2008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李祥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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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院

李小雁

2008

系统科学学院

樊瑛

2009

环境学院

陈彬

2009

环境学院

夏星辉

2009

水科学研究院

滕彦国

2009

教育学部

蔡永红

2009

教育学部

曾晓东

2009

教育学部

于述胜

2009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崔雪锋

2009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薛贵

2009

文学院

郑国民

2009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王秀梅

2009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吴向东

2009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程宏

2010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周涛

2010

法学院

熊跃敏

2010

系统科学学院

王有贵

2010

化学学院

自国甫

2010

环境学院

白军红

2010

教育学部

刘美凤

2010

教育学部

张东娇

2010

教育学部

朱旭东

2010

历史学院

张昭军

2010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张占军

2010

数学科学学院

胡永建

2010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程晓堂

2010

文学院

陈太胜

2010

文学院

康震

2010

心理学院

伍新春

2010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党德鹏

2010

艺术与传媒学院

王宜文

2010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刘成纪

2010

心理学院

陈宝国

2011

国民核算研究院

陈梦根

2011

化学学院

陈雪波

2011

物理系

邓富国

2011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胡晓江

2011

数学科学学院

刘玉明

2011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鲁克俭

2011

教育学部

马健生

2011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苗兴伟

2011

文学院

齐元涛

2011

文学院

沈庆利

2011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唐宏

2011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开存

2011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尹恒

2011

历史学院

张荣强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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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瑞廷

2011

环境学院

郑少奎

2011

教育学部

周海涛

2011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朱朝喆

2011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毕彦超

2012

法学院

柴荣

2012

资源学院

陈云浩

2012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崔学刚

2012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董磊明

2012

物理系

高思杰

2012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韩在柱

2012

教育学部

胡咏梅

2012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罗楚亮

2012

文学院

任翔

2012

水科学研究院

王国强

201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邬霞

2012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袁文平

2012

数学科学学院

张辉

2012

政府管理学院

张胜军

2012

环境学院

张妍

2012

文学院

陈雪虎

201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段福庆

2013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韩晶

2013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何春阳

2013

物理系

何林

2013

教育学部

康永久

2013

心理学院

林丹华

2013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刘娟

2013

历史学院

刘林海

2013

历史学院

罗新慧

2013

国民核算研究院

王亚菲

2013

生命科学学院

王友军

2013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王志祥

2013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邢大军

2013

环境学院

徐琳瑜

2013

数学科学学院

薛庆营

2013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杨澄宇

2013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赵传峰

2013

教师发展

本着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专业服务的宗旨，以体
制机制创新为引导，统合学校资源，聚集国内外

概述

优质教师发展相关资源，着力开展教师培训、教
学研讨、教学咨询等工作。中心立足本校，面向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深厚的教师教育传统、

全国，以全面提升高校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

良好的教学文化和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优势，

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为根本使命，切实发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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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的示范、辐射和引领

(2)资助教师参加“教育部高校教师网络培

作用。通过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探索高等教育教

训中心”的培训

与学方式的改变，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最

(3)组织教师参加外校课程学习

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4)与校工会等合作举办第四届网络教学比

中心在充分吸收国内外高校知名教师发展

赛

中心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校教师发展需

(5)与校工会等单位合作举办“第十四届青

求及特点，开展教师专业发展相关工作。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工作特色是

教师教学咨询工作

国际化、专业化、尖端化、绵延化。

教师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个性

作为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北京师
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一直以开阔的视野，以世界

化的。有些教师在遇到问题时，需要得到帮助，

一流大学为标杆，规范中心工作，与世界一流的

但常常羞于告知别人。为此，教师发展中心除在

教师发展和教师专业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以传

教学发展资源平台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视频

播、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为己任；从

资源外，还为教师提供一对一的教学咨询服务。

事教师发展工作的人员具备专业化知识与能力，

2014 年教师发展中心特聘的三位教学咨询

能够为教师提供具有专业化水准的教学服务。中

专家除进行一对一咨询外，还进行了一对多的教

心充分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

学咨询。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合计咨询 135

优势，吸收和汇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成为我中

小时，提供了 203 人次的帮助，涵盖的主题包含

心提供一流教师发展服务的深厚基础；我中心为

有如下内容：

教师提供的各项活动，例如讲座、研讨会、教学

“如何在教学中开展教学研究”

咨询等，均力求高水平，具有强劲的震撼力与冲

“如何通过设计科学的教学研究获得信息
提高教学效果”

击力；对教师教学工作的帮助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必须具有延续性，为

“网络课程比赛的设计”

了克服点状培训的不足，我们采用蛇形研修（绵

“教师基本功比赛赛前辅导”

延化，同一项目培训做深做透）策略，以实现教

“ppt 内容选择与制作”

学研修常态化。

“上好非本专业大一新生的专业门的策略”
“绪论课、习作研讨课的教学设计与策略”

教师培训工作

“新生研讨课的教学设计与策略”

1.针对不同内容进行的培训

“搞好“试卷归档”的努力方向”

(1)以“新人类特征与现代教学方式创新”

“如何提高教师组织、掌控“讨论课”的能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力”
“优秀教师的特质探讨”

(2)以“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为
主题的系列活动

“如何准备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

2.针对不同对象进行的培训

等等。

(1)新入职教师的培训

经过中心咨询指导的教师，参加“第十四届

(2)对青年教师的培训

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其

(3)对教学专家型教师的教师发展活动

中教育技术学院马宁的网络课程作品进入全国

3.采取不同方式进行的培训

大赛文科二组的决赛，吴娟的课件作品进入全国

(1)2014 年有代表性的午餐会

大赛文科一组的决赛，化学学院的卢忠林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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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和地理学与遥感学院的朱良的课件作品进

如何获取教学资源和素材？看看网站

入全国大赛理科组的决赛。朱良在 2014 年 11

中是否提供了下载，或指明了下载地

月 7 日---10 日的“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

点。


赛”中获得理科组一等奖。孟琢获得全国青年教
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如何获取教学软件和工具？看看网站
中可否直接下载。



教师发展资源建设

如何处理好新技术、新工具与教学和育
人的关系，实现有效应用和人才培养？

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和心理

看看专家是怎么介绍的。

学的学科优势，深入丰富开放资源，整合校内外

(2)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及其运行状况：

已有资源，进一步加强资源建设，健全资源管理，

①视频资源功能模块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使教师能随时随地加以运

视频资源功能模块目前已经收集了 20 多段

用，教师发展中心开发了专用教师发展资源平台

视频资源。视频资源经过编辑，统一使用 FLV

门户管理系统，提供以视频类和文本类为主的数

格式，分辨率为 720*576，比特率为 64kb/s，每

字化资源，以便为教师相关课程的教学设计及科

秒帧数 25。无论清晰度还是传输速度都达到最

研活动的创新性思想提供丰富实用的资源素材。

为合理的配置。在 C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

教师发展资源平台提供如下三类资源：视频

内的传输是流畅的，屏幕上分辨率也很清晰，视

学习资源、文本资源、模板资源（例如 ppt 的模

频配有片头字幕。其中有名师论教学、论教师、

板资源）。视频类资源涵盖国内外的优秀教学视

论教法，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实况

频资源，模板资源可以让教师们自己直接利用，

录像等。

通过利用听觉通道、动觉通道和视觉通道，使得

上述视频资源的索引按照学科分类、教学技

教师能够制作出优秀的教学课件。除资源外，平

能特征分类。学科覆盖我校 37 个一级学科，教

台还为教师讨论教学问题提供“交流社区”。

学技能特征按照讲授人最为突出的三方面教学

总之，资源平台将以视频文件为主，文本材

技能特征分类。浏览人可以选择感兴趣的学科和

料为辅；教师实践为主，专家点评为辅；课堂教

最为关注的教学技能特征选择自己关注的教学

学为主，课下学习为辅。并且采用独特的播放器，

视频。

以了解教师最感兴趣的部分在哪，我们可以从资

纵观 5 个月来教师观看视频的状况，其中浏

源的角度看教师的需求；其次可以根据网络信

览次数最多的是国家级名师王静爱的“论上课要

息，研究教师的学习行为，以期为教师提供更及

领”、杜瑞军的“论大学教师卓越的标准”以及

时、准确的帮助。

李芒教授的“论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可汗学

到 2013 年底，教师发展资源平台已经运行

院的公开课“课堂教学”
。浏览量比较低的 7 门

了 5 个月了，资源陆续精选上传已形成一定规

课程主要是因为上传时间还比较短，且在学期中

模。系统已经预装了全校 1971 名专职教师的身

教师们工作比较忙碌。

份信息，教师可凭工作证号登录网站。

从教师访问的视频资源类型看，教师们最为

1.继续建设教师发展资源平台

关注的正是自身素质和教学技能方面的问题，名

(1)中心资源网站建设的目的是试图重点解

师、专家以及同行教学实录的启迪作用发挥了其

决如下问题：


直观、形象和可以习得的突出特点。

如何提升教师自身素质和教学技能？

自 2013 年 7 月下旬主体框架建成以来，资

看看名师是怎么分析解读的；同行是如

源陆续上传，以同一访问人的重复访问只做一人

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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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浏览量，统计如下表所示（2014 年 12 月 17
资源名称

日星期三统计）
：

访问人数/次数

学习时间

--------------------------------------------------------------------------------------------------------------论上课要领
65 人 142 次
27724.00 秒
论大学教师卓越的标准
36 人 97 次
12263.00 秒
可汗学院课堂教学
27 人 71 次
3981.00 秒
论概念地图与理解型学习
48 人 76 次
31179.00 秒
论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
18 人 64 次
9653.00 秒
论汉字的音形求义
32 人 49 次
15836.00 秒
论讨论式教学法
23 人 41 次
29617.00 秒
论大学优秀教学实践的七条原则
27 人 43 次
5332.00 秒
论新人类特征与现代教学方式创新
16 人 49 次
18135.00 秒
论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
22 人 34 次
37089.00 秒
古今汉语词义沟通的应用
15 人 32 次
10544.00 秒
氢分子离子的结构与共价键的本质
19 人 38 次
9320.00 秒
论混合式学习与微课程设计技术方案
11 人 18 次
17203.00 秒
关于 MOOCs 课程开发的体会与思考
15 人 22 次
1714.00 秒
音形求义
16 人 22 次
8311.00 秒
访谈法
14 人 25 次
10207.00 秒
市场竞猜博弈
21 人 26 次
9219.00 秒
论新技术发展及其对教与学的影响
12 人 19 次
18457.00 秒
光的偏振现象的发现与分析
19 人 25 次
8916.00 秒
思维的突破
10 人 24 次
3281.00 秒
古今汉语词义的差异
9 人 17 次
9188.00 秒
Peer instruction 教学方法
8 人 14 次
2770.00 秒
Pragmatics
8 人 15 次
2317.00 秒
教学视频制作与应用
5 人 30 次
38329.00 秒
教学与青年教师发展专家报告会
4 人 11 次
16613.00 秒
2014 新教师课堂教学设计工作坊
6 人 12 次
9784.00 秒
通过概念地图实现理解型学习(一)
5 人 10 次
1283.00 秒
合计： 511 人 1026 次
学习时间累计：368265 秒（102.298 小时）
其余视频访问量在 10 次以下的资源共：29 人 127 次
总计访问人数：540 人 1153 次
视频资源总量为：44 个
总数据量为：460GB

纵观 1 年零 6 个月来教师访问视频的状况，

②课程链接功能模块

浏览次数最多的是国家级名师“论上课要领”、

课程链接功能模块提供了国内外包括兄弟

专家“论大学教师卓越的标准”
、”论概念地图与

院校的教师发展中心、国家级精品课和国家开放

理解型学习”以及“论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大学的近 20 门课程。其中有：阿拉巴马大学、

可汗学院的公开课“课堂教学”。反映出教师对

密芝根大学、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外知

教学理念的关注程度的普遍性。

名大学的资源，也有国内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

浏览时间最长的是“教学视频制作与应用”
、
“论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反映出教师们对

的资源。此外，对我校十几门国家级精品课和中
国开放大学的 5 分钟课程也有链接。

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关注程度的深度。

链接的课程不仅可以观看课程的教学过程，

从教师访问的视频资源类型看，教师们最为

还可以获取大量的教学资源，非常受欢迎。与此

关注的正是自身素质和教学技能方面的问题，名

同时，在国外网站和兄弟院校网站也可以获得大

师、专家以及同行教学实录的启迪作用发挥了其

量教师发展方面关于教学技能和教师素质提升

直观、形象和可以习得的突出特点。

方面的资料。
教师们的积极网络行为反映出教师们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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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教学资源和素材的渴望程度，同时表明通过这

的宝贵资源。我们收集了全国的国家级和省市级

些资源对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效果取得了一定

教师名师的相关信息，包括所在学科、所讲授的

的促进作用。

课程、取得的成就等，作为今后我校教师发展工

③工具软件功能模块和文献模块

作的后备资源。

工具软件版块提供了各种教学课件开发工

此外，积极收集并积累优秀教学资源。除收

具，包括：思维导图、概念地图等思维工具；电

集已有的优秀教学资源外，教师发展中心还注重

子杂志、各种浏览器和播放器等，数据统计分析

积累，将每次教师培训等资源录制，并放在“教

工具以及各种主题的 PPT 模板数百个。工具的

师发展资源平台”，供因故没能参加培训的教师

下载和工具应用的介绍使教师们所见即所得，所

自学。

得即所用。

3.向全校教师提供《教师发展简报》

教师们对教学软件和工具的取向十分明显，

教师发展中心不定期的工作简报面向全校

思维工具类和数据统计分析工具类（思维导图下

专业教师，至今共印发四期，2014 年度印发 2

载 58 次、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下载 61 次、概念地

期。除宣传教师发展中心的最新工作动向外，每

图下载 46 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期还会选登一篇适时、有针对性、指导性的译文，

系统的文献模块共设立了 10 个类别：

教师们普遍反应，工作简报做的非常好，如，第

国外教师发展动向

四期中的“课程大纲”读起来很实用、很有实际

国内教师发展动向

意义。老师们说，通过《教师发展简报》，他们

论教师教育技术

知道了北京师范大学有专门服务于教师专业发

论教师教学策略

展的教师发展中心。

论教师教学方法

4.通过网页、电子邮件、QQ 群、微信发布

新入职教师的发展

平台

论教师教学理念

⑴教师发展中心网站主页建设

论教师职业生涯

2014 年 初 ， 教 师 发 展 中 心 主 页

论教师科研能力

（http://fd.bnu.edu.cn）正式上线运行，成为北京

论助教职能

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信息发布和资源共享的

共计 20 多篇各个类别最具影响力的文献。

主要平台。网站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教

④交流社区模块

师发展中心最新活动公告通知以及新闻、教师发

交流社区模块中论坛的开展使教师们可以

展活动观点集锦等反馈情况，二是各次活动的视

有一个交流的空间。可以结合教师们的实际问题

频资料以及教育部和学校各级单位相关文件，以

开展在线讨论。

供教师参考学习。中心网站在摸索中逐渐形成了

教师们非常关心如何处理好新技术、新工具

自身的特点：在首页设计上，秉持简洁大方原则，

与教学本身的关系，实现有效应用和人才培养。

滚动播放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照片，近期活动以

专家介绍了云计算、移动技术、新媒体的应用以

日历小图标的形式呈现，一目了然，给人视觉上

及如何避免工具论，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的冲击力；在条目分类上，按照教育教学理论和

学的自主作用。对技术应用扬其长避其短，将技

教师发展工作的一般经验细化各方面资源内容，

术应用得恰到好处。

兼顾科学性和全面性。
现阶段，中心网站日均浏览量 200 人左右，

2.教学名师库建设
国家级和省市级教学名师是我国优秀教师

长期关注资源平台的我校教师已逾 800 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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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 20 所国内高校通过网站了解了中心的工作

师的困惑进行及时的解答和帮助。

后前来调研取经。中心网站已经成为我校教师积

附录

极参与、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校教师发展平

2014 年教师发展项目情况介绍

台。

为实现我校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学校“十二

⑵微信公共平台（bnufd2012）建设
为适应移动信息发展趋势，教师发展中心积

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积极配合实施

极建设以微信公共平台，扩大教育资讯的范围辐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和

射。中心公共平台（微信号：bnufd2012）于 2014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

年秋季学期上线运行，现阶段主要投放内容为国

革的决定》，推进我校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促进

际前沿的教育理念及教学技巧，注重文字内容的

教师和学生发展，教师发展中心以“新人类、新

简短、精要。为此，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对多所国

理念、新方式”为主题，围绕“新人类特征与现

际一流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材料以及相关专著、论

代教学方式创新”组织教师培训和研讨，并设立

文进行翻译整理，加以精简编辑后推送到关注用

“教师发展基金”项目，推动广大教师开展专题

户移动设备中。微信平台尚在建设初期，现有关

立项研究。
⒈总况

注用户 185 人。
⑶教师交流 QQ 群建设

“教师发展基金”共设立四类项目：

我们通过多种途径与教师实现有效沟通，迄

第Ⅰ类是作为教改的启动资金鼓励教师运

今为止，教师发展中心的活动通知能够通过电子

用新的教学方法（含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培训活动

邮件传达到每一位教师（包括离退休的教师）。

中推荐的方法）于教学中

对那些对教师发展活动感兴趣的教师，除在教师

第Ⅱ类用于“教师教学方法探索”专题活动

发展资源平台上的讨论组之外，我们还设立了全

第Ⅲ类用于教师发展专业基础研究项目

校教师发展工作 QQ 群，
“概念地图教学方法”

第Ⅳ类用于教师发展专业专题研发项目

QQ 群、2013 新入职教师 QQ 群、2014 年新入

截止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共有 48 名教师申

职教师 QQ 群，以及 BNU 教师发展微信发布平

报立项其中项目 I 类三十二个（其中本科生教学

台，在不同的群组中，我们会发布不同的教师发

21 个，研究生教学 10 个）
，项目 II 类一项，项

展相关信息和供促进教师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

目 III 类五项，项目ＩＶ类十项。

组织教师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并对教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度“教师发展基金”项目汇总表
项目

教师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 I

贾红梅

化学学院

项目 I

屈永华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项目 I

靳溪

生命科学学院

项目 I

刘迎春

图书馆

项目 I

孙立峰

汉语文化学院

项目 I

张莉莉

教育学部

项目 I

杨丽姣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

项目 I

廖诗评

法学院

项目 I

辛明秀

生命科学学院

应用概念图进行微生物学教学

项目 I

吴金闪

系统科学学院

以概念地图为基础的量子力学教学

项目 I

梁前进

生命科学学院

小组合作学习在遗传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尝试

讨论式教学法在放射性药物化学进展课程中的应用
讨论式教学在《计算机地图制图》课堂实践
发育生物学实验应用讨论式教学发的探索
PBL 教学法在《化学文献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课程中的应用
研究生国情文化课教学法研究
"讨论式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讨论式教学法应用与实践
讨论式教学法在法学本科课堂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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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教学法（Drama in Education）和概念地图在研究生课程教
学中的运用

项目 I

马利文

教育学部

项目 I

蔡俊亮

数学科学学院

项目 I

查萍

体育与运动学院

项目 I

郭垍

经济学工商管理学院

PBL 教学法在全英文硕士课程中的应用

项目 I

果佳

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实践（迷你团队）在教学中的作用

项目 I

何浩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项目 I

洪爽

文学院

项目 I

江丰光

教育学部 教育技术学院

项目 I

靳溪

生命科学学院

项目 I

李红菊

艺术与传媒学院

项目 I

李万杰

生命科学学院

讨论式教学法在励耘班生物学综合实验中的应用

项目 I

李艳霞

环境学院

讨论式教学法于基础环境科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项目 I

连宏萍

政府管理学院

项目 I

刘文利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

参与式教学方法在《人类性学》课程中的应用

项目 I

钱婧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讨论式教学法在学术型研究生课程中的应用

项目 I

苏喜锋

数学科学学院

怎样轻松学好高数

项目 I

辛明秀

生命科学学院

辩论式方法在生物技术概论教学中的应用

项目 I

徐军

国民核算学院

讨论式教学法在金融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

项目 I

张志祯

教育学部

视频标注工具支持的师范生微格教学反思

项目 I

赵国兴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讨论式教学法在数学教学中的实践
基于分层合作教学法的体操技能的教学实验

参与式讨论和课程作业设计
“大班授课”模式下的本科生课堂互动研究
修订式翻转课堂于学习科学课堂创新教学研究
遗传学实验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法的探索
讨论式教学法在新生研讨课《探索艺术心理的奥秘》中的应用

《社会学概论》讨论式教学法应用

问题驱动的离散数学教学

项目 I

朱志勇

教育学部 教育管理学院

项目Ⅱ

吴金闪

系统科学学院

小组合作过程中以问题为基础的课堂教学模式

项目Ⅲ

朱嘉

化学学院

大学教学分析系统

项目Ⅲ

李芒

教育学部

新教师培训方案

项目Ⅲ

魏红

教师发展中心

项目Ⅲ

李芒

教育学部

概念地图教学方法讨论班定期活动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性评价
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项目Ⅳ

张萍

物理系

项目Ⅳ

吴金闪

系统科学学院

大学同伴教学法

项目Ⅳ

向蓓莉

教育学部

项目Ⅳ

李宝元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大学案例教学法

项目Ⅳ

武法提

教育学部

大学项目教学法

项目Ⅳ

廖诗评

法学院

大学讨论教学法

项目Ⅳ

李芒

教育学部

大学能力培养教学法

项目Ⅳ

朱嘉

化学学院

大学分析教学法

项目Ⅳ

林洪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大学协作教学法

大学概念图教学法
大学参与互动教学法

2. 2014 年春季学期“教师发展基金”项目

为主的教学科研项目数量居多（7 项）；其次为

Ⅰ建设成果

“概念地图教学法”
（3 人）
；另外还有“小组合

第一期“教师发展基金”项目Ⅰ（2014 年

作学习教学法”
（1 人）
、“戏剧教学法”（1 人）

春季学期）共立项 12 项，截至 2014 年 9 月已有

和“PBL（问题式学习）教学法”（1 人）
。立项

11 项完成结项。
“教师发展基金”项目Ⅰ主要作

的教学研究涵盖文理学科（其中文科 5 项、理科

为教改的启动资金，鼓励教师运用新的教学方法

7 项），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其中本科生课程 6

于教学中。从总体情况来看，以“讨论式教学法”

项，研究生课程 6 项）和大、小班教学，注重考

305

察在多种教学环境下教学方法的实际效果。

期“教师发展基金”项目Ⅰ的教学研究成果，都

本轮“教师发展基金”各项教学科研课题紧

对 2014 年秋季学期的教学科研项目产生了积极

扣我中心“新人类特征与现代教学方式创新”的

的引导作用。从申报的具体内容来看，新一期项

工作主题。
“讨论式教学法”转换师生间教与学

目的科研目的性更加明确，更加注重研究的科学

的传统定位，颠覆传统讲授教学的课堂形式和教

性和实操性，反映了我校教师对教学新方法的思

学内容，以问题为主导促使学生开展能动学习和

考与探索以及对教学科研规范化的认识。经过两

合作学习。
“概念地图教学法”引入国际前沿的

期的立项工作，“教师发展基金”项目业已充分

思维研究成果，加深学生对知识、概念有机联系

为我校教师认同和关注，同时也成为我中心推进

的把握和思考，刺激思维方式的转变。其他几种

教学科研和教学改革的有力抓手。

教学新方法也各具特色。老师们根据各自教学预

财务与审计

期和教学设计对新方法的实践运用和理解阐释，
对其他教师进行类似教学科研和教师发展中心

概述

新一轮 “教师发展基金”项目的开展都极具借

2014 年既是国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之年，

鉴意义。
为了让立项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以对

也是教育部实施教育综合改革之年。学校也将综

教学方法进行研讨的方式分 3 次分别于 2014 年

合改革定为学校的工作重点。财经处认真落实国

9 月 18 日、9 月 24 日、10 月 13 日组织了研讨

家财经管理体制改革各项要求，深入学习新的高

会。通过研讨会，不仅使参与项目立项研究的教

校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等

师对其使用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研究能力获得

重要的财经制度，全面实施新的高校会计制度，

了进一步的提升，还使其他意欲创新自己教学方

按照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加强制度建设；根据学校

法的教师收获颇丰。

综合改革精神改革学校预算体系，提升院系统筹
能力，完善教学科研业绩奖励制度。在报账空间

3. 2014 年秋季学期“教师发展基金”项目

小，人员少的条件下，通过信息化手段不断加强

Ⅰ建设进行中

个性化的主动服务。

教师发展中心于 2014 年秋季学期开展第二
期“教师发展基金”项目Ⅰ的立项，以继续支持

财经工作

鼓励教师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于教学中，推
一、积极谋划，学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进我校教学创新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截至目前

2014 年，学校总收入预计将超过 30 亿，超

立项工作已基本完成。经过筛选，本期教学科研

过 2013 年收入 3 亿左右，再创历史新高。中央

项目共立项 20 项，其中运用“讨论式教学法”

财政拨款收入大幅增长，附属单位上缴、科研事

依然居多数（11 项）
，其余项目也涉及近年高校

业收入、教育事业收入等学校各类自筹收入也有

教学改革中凸显的教学方法如“翻转课堂教学

稳步增长。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

法”、“微格教学法”、
“PBL 教学法”、“小组合

济基础。财经处在校领导的支持下，通过加强财

作学习”等。从文理科区别来看，文科课程立项

务管理，多方协调沟通，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成

6 项，理科课程立项 14 项；从本科生、研究生

效显著，我校绩效拨款、自主科研、改善基本办

区别来看，本科课程立项 16 项，研究生课程立

学条件专项、高校发展长效机制等专项资金在部

项 4 项。

属高校中名列前茅。

在 2014 年春季学期的工作中，教师发展中
心着力进行的教学新方法的推广活动，以及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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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将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全面纳入
学科建设预算安排；三是开发预算申报评审系
统，将各类支出全面纳入预算评审。在信息网络
中心的支持下开发了简洁实用的预算申报与评
审系统，当年开发，当年投入使用，有力地支持
了学校预算综合改革；四是充分发挥项目评审中
心的作用，加强部门协同，强化项目论证，改进
二、改革预算体系，提升院系统筹能力

项目执行流程。发挥协同工作优势，建立了多部

针对过去专项过于零散，过于碎片化，院系

门仪器设备采购预算集中论证评审工作机制和

统筹能力差的问题，根据学校常委会的精神，财

流程，完成了学校院系统筹综合经费和大型仪器

经处与相关职能部处配合，积极推进预算改革，

设备的统一论证程序，极大提高了仪器设备采购

探索建立以院系为主体的预算新体制。通过预算

效率和效果。简化工作流程，利用信息化手段提

改革，推进院系实现“四个统筹”：即统筹各类

高采购效率效果，与科技、社科、学科部门联动，

经费，用于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统筹人员费与

优化确定了科研合同的审核工作流程。

业务费，大幅度增加业绩津贴；统筹安排业务费

2014 年学校在将人才培养、科研研究、队

定额与各类专项经费；统筹安排学校分配经费与

伍建设统一纳入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下，加大了

学院自筹经费。对定位不清、交叉重复、实施效

学科建设投入，统筹下达院系学科建设经费 4

果不好的一些项目开展撤、并、转等工作，大力

个多亿，学科建设设备投入 5000 多万。

提高定额经费比例，由院系根据学科建设规划自

加大了教学条件、学生生活条件、学生课外

主统筹安排，赋予院系与其学科建设任务相匹配

活动条件等方面的投入。
新校区建设投入 1.3 亿，

的经费自主权利。

孵化大厦修缮投入 2400 万，图书馆及外立面装

为了落实院系预算统筹，财经处与相关职能

修投入 2700 万，励耘学院及教育管理学院修缮

部处几乎牺牲了整个暑假，与每一个院系沟通落

投入 1000 万，教学实验室建设投入 1200 万，互

实统筹预算分配及编制工作。加强与教学科研单

动讨论教室、机房、学生演播实验室、录播教室

位沟通。积极主动对 20 个院系进行了走访和调

等 1600 万，图书及电子资源等投入 3000 万，信

研，宣传国家及学校相关政策，了解实际需求，

息网络包括 idc 机房建设投入 1700 万，体育场

为学校学科建设及资金需求、改善财经服务打下

馆建设投入 350 万。

夯实的基础。

全面改进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资助体系，建立

三、加强规划，预算安排突出财事结合

了覆盖人才培养过程各个方面的资助体系，形成

尽管近几年来，学校收入增涨较快，但与各

了补短、奖优、助实的资助体系，将生活补助、

项事业发展的需求相比，经费的缺口仍然很大。

学业奖学金、 “三助”实践体系有机结合，既

为了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更好为学校的各

体现对学生的全程关爱，又使学生的实践能力与

项事业发展服务，今年的预算安排在加强规划的

创新能力得到加强。新增学生资助 0.8 亿，总投

前提下，力争做到财事结合。这方面主要抓了以

入超过 2 亿。

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修购专项的规划。主

加大民生改善投入。沙河公租房学校投入 3

管校领导多次给相关的部处及院系开会，初步制

个多亿，新增绩效津贴投入 1.42 亿，初步建立

定了修购专项三年规划；二是将学校学科提升能

起覆盖教学、科研全过程各方面的业绩津贴体

力计划及各学科的规划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基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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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国家要求，更新会计制度完善内

10%以上。

控制度

加强政府采购的规范化和程序化，使物资设

2014 年国家颂布了新的高校会计制度，为

备采购的管理和监督有据可依、有章可寻，2014

落实新会计制度，财经处对现有科目、项目核算

年共计完成采购设备 4800 余台件套，预算资金

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根据新会计制度要求重新

2.19 亿，采购金额 1.99 亿，节约资金 2040 万元。

设计了符合管理需求的科目、项目体系和核算流

五、主动服务，提升财经工作水平

程，升级了财务核算与管理系统。

加大财务资讯服务力度。加强财经业务系统

为落实“八项规定”等国家对财经管理的新

建设，用信息化手段来服务广大师生，是财经处

要求，国家连续对国内差旅、会议、培训、临时

深化管理服务模式改革的新尝试。通过技术革

因公出国、印刷、公务机票、公务接待、政府采

新，对财务信息资源进一步整合，通过主动式、

购等业务出台新的管理和报销规定。财经处在认

自助式的新型财务资讯服务网络体系，综合使用

真学习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

短信平台、Email 平台、微信平台、网站平台，

际，落实执行国家新的财会制度，以集中宣讲、

为广大师生提供优质、便捷的财务信息资讯服

院系走访、个别咨询服务、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

务。目前，教师的薪酬信息、报销信息、科研经

宣传相关政策，做到既落实国家要求，又尽可能

费信息，学生的奖、助、补等资金发放信息，在

考虑实际需求。

经过严格的个人身份识别与认证后，允许广大师

2014 年国家颁布了新的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生可以做到即时获取。

规范，财经处认真学习落实，并与相关部门配合，

优化工作流程。发挥协同工作优势，建立了

梳理并完善了相关的财经制度。协同多部门出台

多部门仪器设备采购预算集中论证评审工作机

《北京师范大学修购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

制和流程，完成了学校院系统筹综合经费和大型

及相关项目申请、评审、执行、验收、付款等工

仪器设备的统一论证程序，极大提高了仪器设备

作流程，通过学校校长办公会成为校发文，为学

采购效率和效果。简化工作流程，完成学校院系

校修购类项目管理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所二级单位政府采购体系试点工作，鼓励部分试

完善财经处项目评审中心建设。启动项目评

点单位进行政府采购自主管理，明确二级单位政

审中心专家库建设工作，逐渐推进修购项目及资

府采购体系中院系所政府采购权利、责任和相关

金管理办法的运用，在教学实验室、信息网络、

负责人，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采购效率效果，准

防雷、修缮工程、基础设施等具体项目中前面推

备建立以用款申请管理、采购方式管理为核心，

进项目论证。共计完成 200 余项专项项目立项及

引导老师完成相应政府采购流程，力求全面提高

执行工作。仅学生宿舍空调电力增容项目，通过

采购效率、效果。与科技、社科、学科部门联动，

项目论证、优化方案、预算审核等方式为学校节

优化确定了科研合同的审核工作流程。

约资金约近 5000 万元。

全方位开展科研经费咨询服务。为教师科研

按照国家关于反腐倡廉、反对“四风”等政

经费预算编制审核、中期检查报告、年度决算报

策要求，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

告、课题审计等提供服务。2014 年完成自主科

规范财务收支。2014 年学校减少了公务开支预

研、青年基金及其他各类预算审核 500 多项，科

算安排，并严控“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

研课题审核 230 个，金额逾 2.5 亿元；年度决算

差旅费支出，厉行节约、勤俭办学。严格收入管

报告和中期审核 700 个，金额约 4.8 亿元；协助

理，严格支出审批，严防“小金库”。同 2013

老师完成本校 973 项目中期财务报告；接待课题

年同期相比，“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减少了

审计 7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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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决策支持服务。加强财经宏观指标建

规范管理、防范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

设，完善财务报告体系，从学校内部管理角度定

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审计处 2014 年审计工作

期整理分析收支、预算执行、资金量变化等财务

总结汇报如下。

状况，及时向校领导汇报供决策参考。

一、坚持监督与服务并重的审计理念

克服困难完成报销服务。2014 年，核算中

2014 年审计处继续坚持监督与服务并重的

心审核制单共计 10 万多份，分录笔数为 48 万多

审计理念，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对学校

笔，审核发票等附件 90 万张，全年打卡报销 8.7

经济活动监督的职责，在学校财经管理、工程建

万多笔，共 5 亿多元，开具支票汇款等 3.6 万多

设、物资设备采购等重大经济活动中积极发挥了

笔，现金收付 2.3 万笔。已经办理成功了 1400

教育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为我校各项事业发

多张公务卡，
公务卡报销还款 1700 笔，
金额 1000

展服务。

多万元。在财经处人员少、办公条件恶劣、核算

2014 年审计处先后对财经处、后勤管理处、

资金规模持续增长、报销规章制度不断变化的情

基建处等部门及委托招标代理公司组织的招标

况下，从十一月开始财经处全处每天加班到九

评标会进行审计监督 37 次。对于在审计监督中

点，周末全天加班，克服困难完成报销服务任务。

发现的问题，审计处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提出

六、加大力度，财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合理化建议。

根据国家预算管理日益精细化与学校院系

审计处还积极为学校各二级单位提供咨询

综合改革的整体要求，财经处完善校内预算项目

服务和工作指导，服务内容包括财务、工程管理

网上申报平台，采取标准化申报、常态化申报、

以及审计日常事务。除日常咨询外，审计处还应

全程化沟通的项目申报机制，利用线上初审、复

二级单位要求，提供日常工作管理中应注意问题

审与终审的三审流程，有效解决了校内项目网络

的专题讲座，为进一步规范审计处管理工作做出

申报、项目预算科学评估问题，为学校预算重点

积极贡献。

投向和跨部门统筹提供了可靠保障。通过项目库

二、积极探索并认真开展科研经费审计

建设，为争取校外资源提供了有力抓手。

为进一步落实上级单位对科研经费管理的

为保障新会计制度顺利实施，加大财务管理

新要求，2014 年审计处加大了科研经费审计的

系统与其它财经业务网络办公系统建设、财务系

工作力度，积极开展科研经费专项审计。

统与校内其它业务系统的协同建设、全校财经信

同时，审计处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加

息共享机制建设、财经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工

大了对学校二级单位科研经费管理责任的审计

作。

力度，积极宣传并协助落实二级单位在科研经费

总之，2014 年是财经处奋斗的一年，是工

管理中的责任。

作压力无比巨大的一年，是综合改革扎实推进的

审计处按照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一年，是积极推进主动化个性化服务的一年。财

社会科学基金等部门对课题结项工作的要求，对

经处将一如既往地贯彻学校党代会、
“十二五”

课题结项报告进行审计签章，对科研经费到位情

规划的精神，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贡

况、对外支出协作费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和经费

献绵薄之力。

结余情况给予了关注，2014 年共审签科研项目

审计工作

224 项，审签金额达 7220 余万元。
三、完善和落实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制度，

2014 年，审计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

做好经济责任审计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014 年，审计处根据《关于做好教育系统

精神，积极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在促进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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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通知》
（教财【2011】2 号）、

审减额 730.8 万元，审减率 8.9％；由我校内审

《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

人员审结修缮和基建辅助工程 31 项，送审额

施办法》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

730.8 万元，审减额 36.2 万元，审减率 4.9%。

制度》
，认真落实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工程审计为审计处节约了大量资金，取得了显著

按照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制定的审计计划，
2014 年共发出经济责任审计通知书 8 份,其中由

的经济效益，也在规范审计处工程管理，维护学
校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被审计单位自审项目 1 个，委托外审项目 2 个，

（二）全面开展基建工程跟踪审计

审计处审计项目 5 个。2014 年共完成经济责任

审计处一直坚持把工程审计关口前移，对基

审计项目 39 项，其中审计处完成 3 项，委托外

建工程项目全面开展跟踪审计。通过参与工程项

审完成 36 项，经济责任审计金额达 166.9 亿元，

目评审、招标文件审核、合同审核等施工前期的

提出审计建议 143 条。

工作，正逐步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

在 2013 年工作的基础上，2014 年完成的经

过程跟踪审计。

济责任审计项目较多，被审计单位涵盖了学校各

2014 年，在新校区建设工程中，通过招标

院系、机关部处和附属单位，其中包括财务、资

的方式确定了具有相当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公

产、基建、后勤等重要部门。通过审计，发现了

司进行新校区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跟踪审计。新

我校在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审

校区建设工程 2014 年 11 月开工，目前，跟踪审

计处将我校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分类汇

计实施过程中主要进行了招标文件、预付款、施

总，提交给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和主管校领导，

工进度款的审核、参加监理例会等审计监督活

为学校充分了解各单位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提

动。

供了客观真实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经济责任审

截止 2014 年底，后主楼建设工程基建处已

计联席会建立了审计发现问题跟踪整改的机制，

送审的结算全部审核完成，跟踪审计单位基本完

对更有针对性的提高管理水平进行了有益探索。

成跟踪审计的总结报告；联合国农村教育中心项

在审计处审计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委托

目已经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现已提交结算资

社会力量进行审计，审计处一方面提高了经济责

料，进入结算审计阶段；乐育三楼改建主体工程

任审计的时效性，同时也以更加独立的视角审视

已经完工，尚未通过验收，目前结算审计已进入

我校的管理工作，还积累了大量与社会审计力量

尾声，等待提交验收资料；乐育三楼水电智能系

进行沟通、协调以及质量监督的经验，有助于进

统和天然气改造工程正在进行结算审计。

一步提高审计工作水平。

在跟踪审计过程中，审计处积极协调并检查

我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逐步规范，在促进

监督工程造价咨询公司相关工作，同时认真总结

领导干部正确履行经济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跟踪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规范工程管理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提供建议，并为进一步开展全过程工程审计工作

四、积极发挥工程审计作用，继续推进建

积累经验。

设工程全过程审计

审计处坚持独立、客观的审计原则，不以审

（一）工程结算审计效益显著

计监督替代工程管理，确保审计工作不影响工程

2014 年审计处共完成工程审计项目 84 项，

进度，通过审计工作为工程管理提供建设性的意

送审金额合计 10114.1 万元，审定额合计 9245.4

见，有效规避了学校面临的风险，促进了工程的

万元，审减总额 868.7 万元，审减率 8.6%。其

规范管理，保证了建设工程的质量。

中委托外审工程共 53 项，送审额 9383.3 万元，
310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审计队伍综合素

质量。

质

内部审计工作在我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
（一）重视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采取多

来越大，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世界

种措施提高审计人业务素质。

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审计处将进一步加强内部审

2014 年，审计处积极组织安排内部审计人

计工作，为我校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员参加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内部审计准则、

资产管理

建设项目工程量清单计价与全过程跟踪审计、固
定资产投资审计等。其中一人通过继续教育取得
本科学历，一人取得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

概述

审计处还注重引进优秀人才，2014 年引进具有

在过去的一年里，资产管理处坚持“规范管

注册会计师和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的审计

理、优化配置、提升效能、完善服务”的工作理

人员一名。

念，围绕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学校“十二五”
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开展学校资产管理

审计队伍建设工作的加强，为进一步规范内

工作。在制度建设、办公空间和资源拓展、教职

部审计工作，提高工作质量提供了保证。

工福利提升、仪器设备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2014 年申请到教育部重大课题一项、校内

成绩，圆满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

党建课题一项。

一年来，资产管理处为适应新形势、新任

（二）继续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
审计处在工程、财务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务、新要求，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政策法

中，全部应用了审计软件，为审计工作顺利高效

规的学习，不断摸索工作规律、总结经验，认真

的开展提供了保证。

履行工作职责，竭诚为学校教学科研做好服务工

在 2014 年，审计处继续探索审计档案电子

作。在今后的工作中，资产管理处全体职工将继

化的形式和内容，初步实现了重要审计档案的电

续同心协力，不断提升业务素养，不断提高管理

子化，提高了审计数据的使用效率。

水平，不断完善服务理念，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

目前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作，为学校资产管理开创新局面。

2014 年我校审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工

教职工住房管理与服务

作质量逐步提高，但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
1.完成沙河高教园“安置房”配售工作，解

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4〕48 号）的要求，还

决无房教职工住房问题

有很大的差距，一是学校整体工作与内部审计工

沙河高教园区安置房配售关乎教职工切身

作关系的部署问题；二是审计处本身需要加强的

利益，学校配售政策严格遵循北京市相关政策，

工作。如审计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宽，如何保证依

充分发挥民主，通过工会先后四次组织召开教职

法、及时、全面提供审计所需的财务会计、业务

工代表座谈会，召开两次教代会执委会进行讨

和管理等资料，科研经费审计的有效实现途径仍

论，听取意见，最后形成售房方案并在校内公示。

需积极探索，财务预决算审计还需加强，经济责

在 6 月和 11 月先后组织两次选房活动，整个过

任审计问题跟踪整改工作的实效还需改进，以及

程严格按照学校政策公开公正进行，最终共有

整改督促检查、整改问责。我校内部审计工作面

518 名无房教职工选购了住房，彻底解决了截止

临的审计任务繁重与审计能力有限的矛盾仍比

到 2014 年底我校无房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并为

较突出，需要在 2015 年中继续加强内部审计队

学校未来的发展预留了引进人才用房。

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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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保障教职工个人权

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保障用房，用以支持各单位

益

基本运行需求。利用市场化手段调节资源配置，
完成了住房公积金年度调整工作，本次年度

做到“定额使用，阶梯收费”，促进学校公用房

调整后，学校公积金缴存额达上限人数为 335

资源的优化配置。

人，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度提高了教职工公积

2.制定《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办公室暂行

金收入。

管理办法》

作为 2014 年拟完成的重点工作之一，资产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管理处规范了劳动合同制职工住房公积金管理

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领导班

工作。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劳动合同制职工住房

子及领导干部深入解决“四风”突出问题有关规

公积金代收代缴业务。截止 12 月，已为学校 9

定》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了《北

个单位的 167 名职工建立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账

京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办公室暂行管理办法》。办

户，全年汇缴金额达到 1,217,968 元。

法对学校领导、机关部处中心以及学部、学院、

3.完成物业费补助改革，简化物业费补助发

系、研究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做了明确规

放程序

定，要求校内各单位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

学校投入 467 万元，用于物业费补助改革，
实现了物业费补助的公平化，惠及学校事业编制

控制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提高本单位的领导
干部办公室使用效率，不得超标配置办公室。

的在职及离退休职工、校聘合同制员工，确保每

3.修订学校周转房管理办法

一位教职工平等地享有物业费补助。目前我校是

按照“有偿使用、限定租期、用房公示、良

北京地区高校中率先同时实现供暖补贴和物业

性循环、违约必罚”的原则修订了学校周转房管

费补贴明补的高校。

理办法，有效引入群众监督，建立学校、用人单

4.完成住房补贴预决算及发放工作

位、个人责任共担的管理体系，推动周转房合理

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本级、各附属学校共同按

高效使用。

期完成 2013 年住房补贴支出决算报表的编制。

4.以京师学堂为试点，积极推动学校公用房

完成学校 2015 年住房补贴支出预算编报工作，

管理改革

预决算编报工作涉及教师 2000 人，金额 3000

针对京师学堂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导向一

万元。完成交通费、住房补贴变更调整，全年累

体化”的管理思路，将成本责任和目标任务相结

计 600 余人次。开具教职工住房（含配偶单位住

合，参考周边写字间租金平均水平，结合京师学

房调查）证明 300 余人次。

堂实际办公条件，制定了地上空间 6 元/平米*日，

公用房管理

地下空间 3 元/平米*日的基础收费标准，利用货
币手段，引导进驻单位对资源使用实施自我约

1. 制 定 学 校 “ 公 用 房 平 衡 方 案 测 算 标 准

束。严格初审进驻单位的团队学术背景和科研状

（2014 版）
”

况，确保各个进驻团队具有很强的国际学术影响

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和公用房资源现状，针对

力，研究方向符合国际潮流，研究内容具有国际

公用房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本着公平、公正的原

前沿性。为确保各个单位和团队的搬迁便捷，为

则，制定了“公用房平衡方案测算标准（2014

京师学堂的办公区配置了 130 余套办公家具，使

版）
”
。方案基于学校的学科特点，综合考虑各教

得京师学堂的办公条件达到了拎包进驻的标准。

学科研单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基本空间需
求，提出了包括学生用房、教师用房、党政工团
及服务用房、平台建设用房等四部分指标，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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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

楼及环境学院配楼、科技楼外墙、新乐群食堂、
励耘学苑、全国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学 14 楼、

1.结合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规范学

学 15 楼等楼宇进行了需求论证和设计工作，确

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保在满足使用单位要求的基础上，规范装修标

产权登记是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基础

准，从源头上严控装修工程整体造价，避免过度

性工作。通过产权登记，明晰产权关系，明确权

装修。

利和责任，以法律形式确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
有权和单位、企业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权，
对于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4.推进学校土地证办理，加强人防空间的安
全管理
在南院土地证办理工作上，经过了前期档案

为做好学校的产权登记工作，资产管理处利

搜集、登记申请、土地勘测、边界单位指界沟通

用暑假时间整理完成了 10 余万字的登记清查资

等环节后，与国土局、土地测绘院确立了南院土

料，对土地、房产等重要资产进行了细致的盘点

地最终的宗地界止点。经学校确认宗地四临界止

和清查工作，安排专人赴成都参加了教育部组织

点后，顺利完成了测绘、指界、公示等关键环节，

的工作培训。
通过产权登记，排摸了现有国有资产底数，
统计了学校资产总额、国有资产总额、固定资产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22 日，公示结束后，土地
证将进入最后的办证、发证阶段。
在学校人防管理工作上，资产管理处认真贯

总额、主要资产实物数量及对外投资、资产出租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按时完

出借金额。完成了主要国有资产的来源情况调

成上级人防主管部门部署的年度重点工作，加强

查，对学校 14 宗 73 万平米土地、296 幢 72 万

人防工作信息化建设，落实人防工作安全管理责

平米房产、113 辆学校产权车辆等重要资产的确

任制。学校人防办联合学校防火委员会、后勤管

权文件，以及土地预登记证、土地划拨文件、开

理处及使用单位，把单位自查、不定期抽查、每

工许可证等相关资产来源凭证进行了彻底的调

月一次的定期巡查相结合，在 APEC 会议和十八

查与整理。检查国有资产实际状况，做到上报资

届四中全会等重大活动前进行专项检查、查找问

产与账面资产、实际资产相一致。

题、及时整改、杜绝隐患，提高地下空间使用单

2.以南院孵化大厦进驻为契机，积极推进

位的安全意识。

2009 年方案的落实，涉及调整空间 46000 平米

5.完成国有资产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国有资

提前做好校内腾出空间的利用规划，统筹考

产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

虑统计学院、系统科学学院、社会学院等新近成

完成财政部教育部指定的国有资产信息系

立的教学科研单位，支持学校学科发展。

统（二期）建设，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第一个实

同步推进孵化大厦的装修和进驻单位的家

现与财政部、教育部的国有资产管理平台对接的

具采购等搬迁准备工作，确保各单位年内全部进

高校。利用国有资产信息系统，顺利完成《行政

驻孵化大厦。在装修完成后，立刻与水科学研究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报表》《中央行

院等 7 家单位签订协议，并反复督促进驻单位及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决算报表》等报表，提

时腾退原来使用的房屋。

供仪器设备各类统计数据 132 次，向学校审计处

3.精心组织修缮工程的前期设计工作，规范

提供仪器设备各类统计数据 40 次，登记各单位

装修标准

购置的软件共 166 份，金额 873.21 万元，完成

根据学校修缮工作的整体安排，资产管理处

日常的仪器设备、家具的验收、登帐、调拨、报

先后对南院孵化大厦(北楼 3 至 16 层和南楼 12

废、回收等工作。

至 14 层)、通和大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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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仪器设备存量 76024 台/件，金额

各项准备工作。参与了新校区功能定位研讨、新

12.64 亿元。2014 年新购置仪器设备 6453 台/件，

校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新校区施工

金额 1.22 亿元；2014 年处置仪器设备 3359 件，

总承包招标文件、监理招标文件修订、深基坑方

金额 3115.12 万元。

案论证等工作，并根据职责分工提出建议，发挥

目前学校办公家具存量 174988 件，金额

了基建处的专业作用。

12556.84 万元。2014 年新购置的家具 12201 件，

第三，积极协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工程

金额 1161.23 万元；2014 年处置家具 1689 件，

部尽早对接，对施工组织设计、监理规划提出修

金额 106.63 万元。

改完善意见，为保障工程顺利进行夯实了基础。

2014 年校内调拨仪器设备 27 台/件，家具

二、强化工作责任，敢于直面矛盾，努力

23 件，校外调拨仪器设备 140 台/件，对外捐赠

维护学校利益，积极完成校内基建工程收尾工

仪器设备 3018 台/件、家具 885 件，接收捐赠的

作。

地区有河北、云南、河南、江西等地，捐赠物资

一是提高效率，推进工程造价结算工作。按

类型分为计算机、复印机、电视机、空调、冰箱、

照法定程序，对校内已经完工的基建工程进行全

洗衣机、各类实验仪器、低值易耗仪器设备及家

面梳理，并认真履行结算工作，确保学校利益不

具等。完成仪器设备和家具的残值处理，金额

受损失。比如，京师学堂施工单位最初上报结算

17.86 万元，交纳财经处。

5730 余万元，经过基建处初审后金额为 4970 余
万元，审减了近 760 万元；学生宿舍施工单位上

基建工作

报结算 4900 余万元，基建处初审金额 4370 万元，
审减近 530 万元，其他收尾及零星工程审减 500

概述

多万元，为学校节约建设资金 1780 万元，为后

2014 年，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基建处和新

续工程结算审计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校区建设办公室合署办公，成立新校区建设指挥

二是敢于直面矛盾，协调化解了施工总包单

部。新校区建设指挥部下设前期管理部、工程部、

位与材料供应商、劳务队伍之间因工程款支付引

资金部、综合办公室，基建处所有人员按照专业

发的纠纷，有效消除由此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隐

分散到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的四个部门中开展工

患。比如，学校某项目总承包商已经得到了学校

作。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按合同支付的工程款，但该总包商却在支付材料

一、认真执行学校关于新校区工作统一部

供应商和劳务分包款项时发生了纠纷，材料供应

署，主动调整适应，全力建设新校区。

商和劳务队伍在和总包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围堵

首先，按照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总体安排，及

学校校门和基建处办公室，甚至对基建处干部进

时调整部门结构和人员分工，认真参与修订新校

行要挟，提出无理要求，基建处面对矛盾，没有

区规章制度，规范工作行为，并根据新的部门职

一推了之，而是耐心细致的做好解释工作，并在

责，梳理完成了新校区建设工作程序。在学校决

学校领导和保卫处等有关部处的大力帮助下，化

定基建处和新校区建设办公室合署办公后，基建

解了纠纷，维护了校园稳定。

处及时召开全体干部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按照专业进行合理分工调整，明确了每个人的工

另外，还对已经完成的项目如学生宿舍、京
师学堂等工程做好保修和维护工作。

作职责，提出了严格的工作要求，制定了一整套

三、按照学校工作要求，继续履行好基建

工作流程，确保机构变化，工作不乱，人员变动，
队伍不散，为投入新校区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根据职责分工，积极参与新校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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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日常工作。
在投入新校区建设的同时，基建处还按照学

校和各部门要求，认真履行常规工作。首先是配

3 月 27 日，我校昌平校区（G 区）建设项

合其他职能部处、院系完成改造工程的现场勘

目委托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招标公告发布。

查、方案论证、招标以及验收等工作，比如参与

根据北京市相关要求，G 地块建设项目开工前排

了大科园装修改造工程方案论证，图书馆改造工

水方案、临时用水审批以及竣工后节水验收、城

程验收，指导一附中西区改扩建工程的建设管理

市排水许可等的办理，需提供水土保持方案并进

等工作；其次是积极配合好上级部门的各项检

行专家评审；

查，如教育部规划司基础设施检查、国家审计署

3 月 28 日，我校对教学综合楼 A 段、教学

及教育部审计、北京市教委、教工委“平安校园”

综合楼 B 段和教学服务楼 A 段 3 个单体建筑向

检查等，有效地维护好学校形象和利益；三是抓

昌平规划分局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取得上

好队伍管理和学习提高，坚持每周五下午的政治

上述三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理论和专业知识学习，内容包括中央地方学校重

3 月 31 日，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对清运后的

要会议、文件的指示精神、工程法规和专业知识、

场地进行了验收。G 地块建筑垃圾以及渣土已经

反腐倡廉教育等多方面，不定期开展与建设相关

全部清运完毕，清运工作圆满完成；

的参观考察和培训，如参观荣获威尼斯双年展

3 月 31 日， G 地块剩余 9 项建筑项目的可

“建筑艺术推动大奖”的建筑作品-长城脚下公

研报告编制工作完成；

社，听取人防建筑规划、绿色节能建筑等讲座，

4 月 17 日 ，北京勘察设计院对 G 地块 10

提高建设队伍的整体水平。

个点进行了补测。目前，G 区勘察报告已经全部

新校区建设

完成；
4 月 10 日，北京京昌测绘公司对我校 G 地

2014 年是新校区建设的开工之年，也是工

块建设红线进行了勘测钉桩；

作阶段性成果最多的一年。现将完成的主要工作

4 月 16 日，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对甄选出来

以时间为序罗列如下：

的 6 个太阳能厂家以邀请投标的形式进行设计

2014 年 1 月 3 日，我校取得 G 地块《建设

招标，招标内容为结合新校区建筑需要对学生宿

用地批准书》
；

舍太阳能热水系统进行深化设计；

1 月 23 日，取得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

4 月 28 日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的例会上，根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新校区一期项目（G 地块）规

据绿色节能建筑的要求，研究决定新校区 G 地

划方案的审查意见》
；

块整体建设的绿色星级标准，由原定一星，提升

3 月 11 日，北京勘察设计院对我校 G 地块

为绿色二星；

进行岩土工程勘察。根据 G 地块拟建物的性质

4 月 28 日，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单

及体形，现场共布置勘勘探点 147；

位对我校 G 地块进行了实地勘察；

3 月 17 日，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委托中国建

5 月 6 日至 15 日，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多次

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对 G 地块

邀请校内各单位负责人与设计院项目负责人就

进行地源热泵响应试验。响应试验打井 2 口，深

新校区单体建筑设计的图纸深化问题进行讨论；

度为 120 米。预埋管道后进行回填，进行测试；
3 月 20 日，我校取得 G 区总体规划方案园

5 月 18 日，我校昌平沙河新校区 G-18 区教
师宿舍楼、体育馆、图书馆、中心地下区、1#

林绿化审批意见书；

学生公寓（宿舍）楼、2#学生公寓（宿舍）楼、

3 月 27 日， G 地块临时活动房开始建设。

3#教学服务楼、5#学生公寓（宿舍）楼等 8 个建

活动房建成后将作为指挥部临时办公场所。目前

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5 月 19 日，

已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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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建设指挥部将可研报告送至教育部发展规

11 月 26、27 日分别组织了“园林景观”、
“内

划司申请立项。我校新校区 G 地块建设项目已

部装修”方案设计招标的评标工作，确定了“美

全部报至教育部；

国阿特密斯设计公司/北京城美绿化设计工程公

5 月 20 日，新校区 G 区弱电智能系统图纸

司”为“园林景观”中标单位；“深圳市设计装

初步完成，弱电智能系统工作的总体方向明确；
6 月 9 日，
G 地块所有建筑单体建设项目《土

饰有限公司”为“内部装修”中标单位；
11 月 28 日，学校收到“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壤氡浓度检测报告》完成；

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沙河新校区 G 区工程建

6 月 10 日，我校 G 地块建设项目绿色建筑

设使用地源热泵系统的函”
（京国土热函【2014】

咨询服务采购项目评标结束；

1152 号），批准我校在新校区建设地源热泵系

6 月 17 日，我校取得 1#教学楼、1#教学服

统；

务楼 B 段、锅炉房、食堂、四个项目的北京市

12 月 10 日，昌平区住建委针对我校新校区

规划委员会批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G 区一期项目等 5 个建设单位的申请，组织“联

6 月 17 日，我校取得《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合审查会议”，决定颁发《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新校区一期项目（G 地

经过审查、报件、审批等环节的工作，12 月 17

块）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的函》
；

日为我校颁发了《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

6 月 24 日，我校取得《北京市水务局对<北

12 月 2 日至 19 日，指挥部组织了“水土保

京师范大学昌平新校区（G 区）工程水土保持方

持方案工程监理”、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水土流失

案报告书>的批复》
；

监测”和“深基坑监测”招标、评标工作，确定

8 月 14、15 日，分别完成了“北京师范大

上述三个项目的监理、监测单位；

学昌平新校区 G 区一期建设项目”监理、施工

12 月 25 日，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监理”、
“水

总包的资格审查，个确定了 7 家单位参与投标；
9 月 24、25 日，分别完成了“北京师范大

土保持方案工程水土流失监测”和“深基坑监测”
三家单位负责人到施工现场与总包、监理单位负

学昌平新校区 G 区一期建设项目”监理、施工

责人见面，交流工作方案、建立工作联系。至此，

总包的评标工作，确定北京方圆工程监理公司、

与施工有关的单位全部到位，为工程的顺利推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为监理、施工总包单位；

提供了保证。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校内工程建设

①完成了 19 座古墓发掘的相关工作，取得

基建处作为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的工程管理

“文物复函”
；处理了村民对古墓索赔事件；

部，既参与了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相关的各项工

②完成场地清理工作，伐移树木 54 棵，拔

作，又从事了校本部几个基建项目的结算工作，

除电线杆 21 根，清理地下管线 300 余米；

主要是：

③完成了临时供电工程，架设 500KFA 变压
器 4 座、高压总计量箱一个、铺设电缆近 2000

1、新图书馆大楼的结算收尾工作；

米，满足了 G 区施工全部用电需求；

2、乐育三楼的结算收尾工作结束，提交送
审；

④完成了临时用水工程，保证施工用水；

3、学生宿舍西南西北贴建楼的结算工作结

⑤完成了指挥部临时办公用房家具、办公设

束，提交送审；

备的配备，具备了办公条件；

4、新建学生宿舍楼的结算工作；

⑥组织了“深基坑专家评审会”，具备了基

5、京师讲堂结算工作结束，提交送审。

础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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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

财务工作，理顺财务管理流程，保证后勤资金链
顺畅，并完善后勤预算管理。

概述

（4）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启动处聘合同制
职工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后勤核心岗位设立工

2014 年，在学校党政的领导下，在全校师

作。

生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下，在 1200 余名
后勤职工的积极努力下，后勤管理处始终围绕学

（5）启动后勤“大能源、大平台”建设。

校中心工作，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集中解决后勤

加强能源管控，成立后勤能源管控工作领导小

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在后勤内部建设、综合服务、

组，细化能源管控方案，推进后勤能源管控管理

运行保障和专项工作上取得新突破。

创新。

截止 12 月 23 日，
后勤系统职工总人数 1264

（6）整合数字化与一站式服务。合并数字

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16 人，大学学历 141 人，

化办公室与一站式服务大厅，以数字化为突破

中专学历 49 人，高中及以下学历 1058 人，占总

口，建立新型后勤服务保障管理体系，提高后勤

人数的 83.7%，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职工

服务质量与效率。

21 人，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职工 18

（7）细化维修、修缮、招投标及工程管理

人。后勤系统现有中共党员 208 人（含退休职工

办法。根据师校发【2014】11 号《北京师范大

党员 71 人）
。

学修购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启动起草
《北京师范大学后勤修缮招标工作实施细则》
。

后勤综合改革

（8）采取多种形式提高餐饮服务质量。继

深化后勤综合改革，构建服务师生长效机

续推进“四指标控制法”，加强餐饮采购监督和

制

成本控制；狠抓餐饮服务质量，努力提高服务水
后勤系统按照学校深化综合改革的重要精

平，加大引入社会企业加入餐饮管理的力度；逐

神，本着“放权、简政、监管、以人为本”的原

步由定性化转化为定量化，继续推进小碗菜、半

则，多次开展后勤工作会议，研讨、部署后勤综

份菜，减少随意性。

合改革重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9）创新商贸服务。成功加盟北京化工大

（1）推进后勤党建创新。后勤系统坚定不

学烛光超市，充分利用超市联盟的优势，使信息、

移地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学

技术、资源等内容实现共享，保证商品质量、降

校中心工作，多次组织集中学习讨论、专题报告

低进货成本，让利全校师生。

会。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好老师“四有”标准，

后勤运行保障

联系后勤实际，积极组织后勤征文活动。签订《后
勤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承诺书》
。严格“三会一课”

2014 年后勤运行保障总体情况如下：

和“三型”党组织建设。

学生宿舍服务方面,一是提高日常服务管理

（2）理顺后勤管理机制。成立后勤综合改

工作水平，建立楼长负责制和安全巡查制度，提

革小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后勤系统存在的困难

高日常服务管理效率，保证学生宿舍良好的安全

及发展瓶颈，提出意见建议，布置任务，制定实

秩序。二是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先后为学生宿舍

施方案。

更换门锁 1173 个，修床 150 余架；修理家具 236
件；修理电话 243 部；更换大厅灯 125 个；修门

（3）规范后勤财务管理。完善财务人员派
遣制度和管理办法，按照“统一领导、集中管理、

674 扇；换月牙锁 179 个；换玻璃 34 块；换闭

规范审批、分类核算”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后勤

门器 60 个；检修灭蚊灯 133 台；粉刷毕业生房
间 326 间以及各项小修 917 次；报电维修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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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报上下水维修 2169 次。三是暑期接待各类

的正常使用，新建 82 个停车位，为教师和外来

学生 3200 余人，清理各类学生房间 2000 余间、

人员停车提供了便利。

准备暑期用房 750 余间，床位近 2700 张，更换、

外事公寓服务方面，一是做好留学生服务工

清洗床上用品 3000 多套。四是累计完成 5329

作，全年接待留学生 1980 人次，开展“服务质

名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新生报到工作，包括

量年”，开通留学生微信平台，建设羽毛球场，

悬挂迎新横幅、更换门锁、修缮家具，并提前打

为留学生公寓配备抽油烟机 27 台、电视机 533

扫出一部分研究生房源，提供给来学校送孩子的

台、保险柜 700 台、洗衣机 11 台，为励耘公寓

家长们免费住宿。

装修和消防改造搬移家具 3226 件，免费发放毕

餐饮服务方面,一是保证饭菜价格稳定，推

业生遗留用品 256 件，开展义务维修小家电服

出“四项指标控制办法”，并从采购、人工、管

务，为留学生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二是加强散

理各个方面入手，降低各项成本，确保饭菜价格

客接待工作，全年接待短期班、会议 210 个，接

平稳。二是学生餐饮有层次、有差异，在新乐群

待短期散客入住外事公寓近 7346 人次，接待短

一层、二层、三层、学五二层全面推广小份菜，

期班及团队 101 个。三是改进酒店管理系统，将

清真食堂增加特色精品菜，并引进社会企业，不

一些日常使用的记录表格废除调整为在管理系

断丰富饮食种类，满足学生个性化就餐需求。三

统中调取，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率。

是启动休闲简餐区建设，在邱季端体育馆露天小

商贸服务方面，一是继续做好超市服务工

广场、图书馆东西连廊、科技楼大厅等区域建设

作，开展各类促销 40 余场，开展爱心超市活动，

书店和休闲简餐区。四是建立“48 小时”饭菜

向学生处捐赠价值 2 万元的超市购物券，励耘超

留样制度，餐饮各单位有专人对每日主、副食进

市增设超市会员卡项目，更新超市使用的商通软

行留样、记录、销毁，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

件和设备。为学生办理火车票 3000 余张，办理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确保师生就餐安全。

学生公交卡 5000 余张。二是改善师生购物环境，

物业服务保障方面，一是引进花卉新品种，

将学子超市年久老化的地面重新装修，同时在暑

包括龙吐珠、丁香、黑发布、夜来香、巴西龙骨、

假期间对小西门经营网点的门面进行统一更换。

霸王鞭、扶桑、麒麟、瓣兰花等 27 种，为师生

三是加强对校内经营服务网点的管理，检查经营

创造更美丽的校园环境。二是配合学校完成多项

网点 10 余次，对经营网点私拉乱接、门窗墙上

改造设计工作，包括学生宿舍空调电力改造、旧

粘贴的广告和灯箱、占道经营、夜间留宿等不良

图书馆电力改造、南院孵化大厦配电系统改造、

行为开展安全、卫生查处和整顿工作，对所管理

教育管理学院装修改造、节能监管平台二期设

的 10 家复印店的电线线路进行零容忍整改。

计、五号院新楼外线电源设计、新乐群食堂增容

安全工作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建

改造、教学区安装空调等。三是更换 124 台饮水

设，推行一岗双责，2014 年，根据后勤系统安

机底座，在新饮水机运行期间，设专人每日对

全工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后勤系统安全工

124 台纯水机进行巡检，并将故障分类报修，新

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科学组织落实后勤各项

饮水机底座设有 5 级过滤，确保师生饮水安全。

安全工作，落实岗位责任制。二是大力开展宣传

四是积极推进标准化卫生间建设，配合施工单位

教育培训，各中心组织安全教育培训 45 次，其

装修改造科技楼卫生间，配置专人保洁卫生间，

中包括各类消防安全培训以及实际操作培训，举

在办公区、教室区各卫生间配置洗手液、卫生纸，

办消防疏散演习 5 次，提高员工应急指挥、协调

提升服务品质。五是完成粉刷工程，包括化学楼

和处置能力。三是完善安全制度建设，在已建立

9 层、学生宿舍等，保证师生基本生活工作设施

的安全制度上，后勤进一步修订完善各中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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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其中包括 58 项涉及消防安全、食品

动态监管提供了可能。

卫生及饮用水安全、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交通安

（二）加强队伍建设，挖掘员工潜力

全、供暖安全、用电安全、宿舍安全、卫生防疫

创新人事管理，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6、7

安全等多个方面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形

月，通过公开报名、统一笔试面试、实习考察等

成《后勤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体系建设汇编》。

人事代理招聘程序，从 58 名候选人中招聘 2 名

四是构建四级监督检查体系，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为水暖、电气工程师。同时，启动校聘工作，弥

工作，后勤系统形成主管日检查、经理周检查、

补事业编人数限定问题，2014 年已申请 2 个校

中心月检查和处安全小组不定期检查的四级安

聘名额，为职工晋升提供了便利通道。

全监督检查体系，通过抽查巡视，现场检查并填

加强职业规划，搭建职业发展平台。启动学

写检查记录，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各单位重点

历提升计划，与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合作，

部门和环节做到日日有检查，日日有记录，周周

鼓励职工采用网络课程在线学习为主的学习方

有总结，月月有汇报。五是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

式，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为后勤职工职业发展搭

专项检查和全面检查。9 月，组织对各部门进行

建平台。8 月，开展了学历提升专题培训以及入

防汛工作专项检查，部署防汛工作，加强抗洪防

学考试，共有 50 余名职成功通过考试开始继续

汛管理。11 月，组织对各中心的公共卫生、食

深造。同时，为支持职工业余学习，2014 年后

品安全、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进行实地走访检

勤还落实了职工图书阅览室和网络学习室的筹

查，监督各项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

建工作。目前阅览室藏书近 4 万册，全部免费面

时整改，全力配合 APEC 会议。

向职工提供借阅，累计 200 余名后勤职工借阅图

数字后勤建设

书 1000 余本；5 月、10 月，与本科生党员志愿
者共同举办了两期后勤职工网络知识和计算机

（一）推进数字后勤建设，提高监管能力

操作专题培训班，培训后勤职工 150 余人。9 月，

启动数字后勤建设二期工作。后勤门户网

建成后勤职工网络学习教室，配备 30 个电脑机

站、24 小时网上报修系统、学生公寓管理系统、

位，供后勤职工进行网络学习。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均已上线运行，餐饮管理系

实施职工关怀计划。修订《为后勤合同制职

统、＂一张图”二期工程（地下管网系数据精细

工建立住房公积金的报告》，弥补后勤职工权益

化勘测）
，
“师大后勤”手机移动 APP 建设项目，

方面的空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举办第二期职

数字服务大厅建设项目正在研发和调试过程中。

工子女助学计划，为部分在京职工子女 50 余人

自 24 小时网上报修系统启动运行至今，共收到

开设暑期夏令营。开展后勤文化节、体育节，与

网络报修 28066 条，从接到报修、派工、进行维

本科生党员志愿者团队共建合作，启动 “同心

修、维修回访全流程，平均每个用时 45 分钟。

筑梦”志愿服务系列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

建立北师大后勤微信平台。后勤微信通过后

活，增强职工凝聚力。年初开始对 9 处地下室安

台向用户群发出综合信息，包括各项服务以及优

装磁控门，对 9 栋地下室的通风、除湿设备进行

惠信息。用户也可直接通过微信平台进入 24 小

了全面检查，对老化的机器进行更换，切实保障

时报修服务平台，使报修服务更加快捷便利。同

后勤及全校共计 800 多员工的住宿安全。

时微信平台与一站式服务大厅衔接，工作人员能

实施财务人员派出制和轮岗制。今年年初，

通过微信快速了解用户困难并努力解决。目前加

考试合格的后勤十二名财务人员已经全部转入

入北师大后勤微信的师生已达五千余人。

后勤管理处，统一管理、统一派遣，一年一测评，

后勤管理手段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为后勤实

两年一轮岗，从而加强后勤管理处对各中心财务

现与师生的实时互动、实现对后勤人财物的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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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的监督监管。考试不合格的员工也已由相关

截至目前，我校已争取外部资金 9690 万元

单位负责转岗。

用于推进我校节约型校园建设，成效显著。与

今年，后勤还完成了劳动合同制职工校园临

2010 年相比,“十二五”期间，累计节约用能三

时卡统一更换校园专属卡工作。该卡的更新完

千吨以上标煤,累计节约用水五十万吨以上。

成，更便于后勤职工在校内开展后勤服务保障时

2.加强节水节能节粮宣传工作。举办“世界

作为身份证件使用，增强了后勤劳动合同制职工

水日”节水宣传主题活动、“节约型学校建设—

的归属感。

北京市百所高校校长论坛”等节水节能宣传活

后勤专项工作

动。开展新青年城市体验营之走进北京水务活
动，接待 200 多名北京市民来访参观。与学生权

（一）完成专项修缮工作，改善师生生活

益部门共同在学生食堂开展“光盘”行动，营造

环境

节能节水节粮的校园氛围。

改善教学科研环境:实施学图书馆旧馆电力

3.大力推进校园绿化美化工作。2014 年，后

与装修改造、孵化大厦 B 座（4-16）层装修、艺

勤疏草面积 10 万余平米，修剪各种球类、灌木

术与传媒学院彩排教室装修、北校主教学楼屋面

8200 余株，修剪绿篱、色带 16000 延米，整理

装修等 4 项改造工程，即将启动学校电力改造工

绿化用地 2600 平方米，种植各种绿植共计 2811

程，改善教学与科研条件。

株，种植花卉 5000 余平米，色带 500 余平方米，

改善师生生活环境：启动新建留学生公寓装

植草坪近 2900 余平方米，播撒小麦 1000 余平方

修、学校公共卫生间标准化改造工程等 4 项工

米。在教九楼花园利用废弃竹竿制作草坪围栏

程，启动北区道路改造，京师学堂周边绿化等 3

225 延米，既节约成本又丰富了校园景观。

项工程，完成新乐群食堂装修改造工作，改善教

（三）其他专项工作

职工和学生生活环境。

招投标工作。全年完成招投标服务 51 项，

（二）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建设绿色大学

其中校园修缮 47 项，经营网点 2 项，服务招标

1.继续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工作。3 月，参

2 项。

与起草修改《北京师范大学节约型校园建设实施

义务植树工作。4 月组织教职工代表参加北

意见》。4 月，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全面调

京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研分析学校用能、用水、用气、供暖、固体废弃

便民服务工作。夏季开展农校对接西瓜展卖

物、实验室使用情况，以提高我校办学过程中物

活动，并在学生毕业之际免费为毕业生赠送西

料、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原材料消耗和能耗，减

瓜。继续开展冬储菜便民服务，为老职工提供送

少温室气体排放。7 月，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平

菜上门服务。

台进行了首次碳排放权交易，为北京市节能减排

教师节服务保障工作。在第 30 个教师节筹

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9 月，完成能源计量管理

备过程中，后勤周密规划，精心布置，注重细节，

体系建设，对全校各类在用计量表、重点用能设

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全力以赴

备等进行系统化管理，并于 10 月通过北京市质

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检局专项检查。11 月，我校通过了计量器具配

控烟工作。设立 20 个室外吸烟区，迎接北

备情况、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水平及运行管理情

京市爱卫会无烟校园创建工作。

况、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节能目标制定以及完成
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启动能源管理体系以及碳排
放评价体系建设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标准与程序
开展能源与碳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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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校园建设

担了北京市相关部门对校内 5 个院系网站要求
的安全整改工作，主动解决了 20 个网络安全问

概述

题。对校内 130 多个单位网站进行安全漏洞扫

2014 年是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

描，与 42 家有问题的校内单位网站进行签订责

和 “学校十二五规划”有关信息化建设内容的

任和整改书，并协助安全加固。完善网络安全管

压轴之年。在学校领导的指导关怀下，在相关职

理规范，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

能部门、院系所的大力支持下，信息网络中心结

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关于网络安全工作检

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学校建

查汇报材料》、“平安校园”《学校网络信息安全

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深化

工作文件汇编》，配合学校顺利完成平安校园信

应用，精细服务，支撑创新”的信息化建设方针，

息网络方面的评估检查。
2. 建设网络信息安全平台，保障校内信息

贯彻落实教育部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工

系统的安全运行。

作的指导意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党和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服务学

为加强学校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本年度着重

校管理、教学、科研为核心，以应用建设与公共

建设基础安全环境，结合等级保护工作、增添了

服务平台建设为工作重点，协助各职能部门深化

安全平台升级，上线漏洞扫描、堡垒主机、防火

信息技术在教学、科研与管理中的应用，提升

墙、应用防火墙等五台（套）设备，为学校信息

IT 服务质量。

系统提供了安全保障。
3.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培训，提升师生网络

围绕学校本年度重点工作，中心深化学校信

信息安全意识。

息化建设与服务的综合改革，建立完善的学校网

着力提高人员专业化水平，从管理、技术、

络信息治理体系。建设网络信息安全的综合管理
与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培植网络信息安全意识；

监控方面明确个人岗位职责，组织工作人员参加

完成了未来五年学校管理信息化建设规划，制定

专业网络安全培训，在校内举办面对师生的安全

了三个管理制度和标准；推进了学校信息公开与

知识讲座。2014 年共组织了三次大型网络安全

协同办公，服务学校行政高效运转，协助推广

讲座，共有约 50 个单位的师生参加, 大大提高

OA 系统在院系的应用，自主研发学校统一通信

了学校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

平台，启动新信息门户建设，实现校内应用、信

二、优化信息网络综合服务

息、资源的统一服务；统筹校园网络资源，加强

1. 切实解决师生反应的网络问题，提升服
务质量和上网体验。

校园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IDC 机房基础环境

改造升级图书馆的无线网，尤其是 4-8 层阅

的建设，加强 IT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与
服务统筹；全力服务师生网络需求，优化邮件、

览室，改善了师生在图书馆阅览室访问无线网的

校园卡等网络应用，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师生上

便捷性和稳定性；改造南院 18 个楼宇网络，解

网体验。

决了南院长期以来网速较慢、故障频繁的问题；
完成新乐群食堂网络建设，用餐高峰上网在线达

网络管理与服务

200 多人；建设了校内网络缓存加速设备，大幅

一、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与服务水平

提升师生视频、文件的下载速度，为学校节省平

1.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评估与服务，提升网

均 400M 的出口带宽，充分发挥了校园网内部互

络信息安全管理能力。

联带宽优势。

本年度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意义重大，中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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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多种网络技术，保障各单位办公和

务，符合国际化设计潮流，展现了我校悠久的历

教学科研活动。

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

2014 年为各单位群发通知公告邮件 75 次，

2. 启动学校新信息门户系统建设，为师生

较 2013 年增长 47%；技术支持和保障公共资源

提供统一、便捷、高效的服务平台。

服务中心、教育学部、孔子学院管理处、经管学

新门户基于“大平台、小应用”的理念，以

院、环境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等单位重大活动

服务师生为中心，围绕 “信息综合化”、“办事

21 次，共涉及 5000 多人；还为校内各单位提供

服务一站式”、
“软件应用一体化”、
“数据资源统

了视频会议等技术支持。

一化”的目标，为全校师生提供统一、快捷、个

3. 优化校园卡服务，保障师生校园生活。

性化的信息服务和应用系统平台，整体实现了学

2014 年全校校园卡充值金额近 1.14 亿元，

校业务系统的单点登录，预计于 2015 年 1 月中

受理校园卡业务 31987 人次。进一步完善了校园

旬上线运行。

卡自助服务体系，全年学生自助补办校园卡

3. 协助完成 OA 系统在院系的推广使用，

7091 人次，约占全年补卡量 48%；自助充值金

进一步推动无纸化办公。

额比例近 94%。通过改造校园卡圈存机，实现

学校公文自动化系统自去年 10 月启用以

了银联借记卡对校园卡进行充值的功能，极大地

来，已经实现学校机关多岗位、多部门之间的协

方便了师生使用校园卡。

同办公。面向院系的“公文签办流程”于 2014

升级改造学生宿舍区 20 套门禁系统和控制

年 6 月 6 日正式上线使用。截至目前，共发布公

终端，实施了学一、学二等十个学生宿舍楼共

文 1545 份，请示报告 729 分，校外收文 371 份，

303 套开水器水控改造工程，完成了食堂线路检

校内发文 445 份。目前系统总用户已经达到 539

修工程，以及公共浴室电源改造工程。为各单位

人，其中机关部处用户共 376 人，院系用户共

劳务聘任人员换发专属类别卡。并为学校重大活

163 人，总流转公文达到了 1456 条。

动提供校园卡身份认证保障。

4. 协助建设“统一学生管理与服务系统”，

4.开展京师信息化系列培训，服务师生信息

支撑学生工作的一体化。

技术学习需求

为体现本研学生管理与服务一体化思路，信

本年度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了针对“师大云

息网络中心配合本科生工作处等多个学生管理

盘”
、校园网使用、
“掌上师大”
、VPN 系统、校

部门进行了学生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开发工作，并

园卡、信息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共 16 场，累

应用该系统成功地完成了 2580 名本科新生的基

计参与培训的师生超过 1000 人次，为师生提供

本信息收集工作，并已完成本科新生军训服装采

学校信息服务与技术指导，进一步提升了师生的

集等迎新工作模块，系统预计于 2015 年 3 月正

信息技术素养和能力。

式运行。
5. 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建设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提升部门信息化水平

一、推进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2014 年，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分别完成了干

1. 学校新版中文主页上线，进一步提升了

部考核系统、政府采购工作管理系统、人事系统

学校网络门户的展示与宣传水平。

二期、教学研究管理系统等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学校主页是学校对外发布信息、展示学校风

设，并联合教务处、研究生院，完成学校课程中

采的重要窗口。新版中文主页经过精心设计并向

心建设，促进学校课程整理与资源共享，目前收

国内外和全校师生公开征求意见，于 2014 年 5

集本科生课程 1791 门，研究生课程 1164 门。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多终端自适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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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化建设规划与管理制度建设

2. 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投入应用，提升科研

1. 完成学校管理信息化规划，为未来五年

管理与服务水平。

学校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2014 年，学校建设上线了科研管理信息系

学校于 2014 年初启动了学校管理信息系统

统，配合科技处、社科处进行系统功能与数据的

再规划的调研工作，围绕“实现管理业务全面协

整理工作，实现了学校教师的科研项目管理与科

同与业务智能的目标”，以服务师生为中心，实

研成果的电子化管理。科技子系统目前已收集项

现管理业务应用一体化，以数据为抓手，支持协

目 5292 项，论文 2895 篇，专利、著作等科技数

同办公与决策支持。目前正在面向校内各单位进

据 1000 余项；社科子系统目前已收集项目 3121

行意见征求，预计于 2015 年初正式发布。

项，论文 9969 篇，专利、著作等科研成果数据

2.加强信息化管理办法与制度建设，提升信

2000 余项。

息化工作的管理规范化水平。

校园网与公共硬件支撑平台建设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加强信息化管理工作科

1.自主研发完成“学校统一通信平台”，推

学化、规范化的要求，本年度围绕二级网站的建

广学校“微信门户”应用。

设与管理，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二级网站管理
办法》
，并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正式发布；围绕

我校自主研发完成了学校统一通讯平台，整

校务数据管理与标准，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校

合了包括邮件、短信、微信等多种通讯渠道，为

务数据管理办法》
、
《校务管理基础信息元数据标

校内各单位提供不同信息发布方式，并基于学校

准》
，并于 2014 年 10 月正式发文。

人员组织架构自主地向校内师生推送多种通知、

3.开展二级网站评比，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消息、服务。目前已有教育学部、二附中、文学
院、减灾院等 30 多家单位使用该平台。

提升二级网站建设与管理水平。
为深入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提升学校二级

成功推出了北师大微信门户，避免校内各单

网站建设与运行管理水平，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工

位的重复申请和建设，目前实现了学校教学、学

作，学校启动了二级网站评比工作，从组织管理、

工、财经、科研、公共服务等通知信息实时查询

网站内容、网站设计、网站技术、网站安全、用

与个性化推送，成为首家开通微信企业号的高

户体验等六个方面对学校管理机构和教学科研

校。未来将继续推进在院系、学生就业、迎新等

机构二级网站进行评比。

各方面的应用，真正实现校内信息随时随处传
递。

教学科研支撑与服务

2.升级改造校园网基础设施，配合校内各单

1. 完成下一代互联网（IPv6）教师教育创

位完善网络接入。

新支持系统的移动版本开发，
丰富教师教育资源

2014 年 校 园 网 出 口 中 国 联 通 带 宽 扩 至

建设。

1000M，学校出口总带宽达到 2500M。完成了

为进一步满足师生对在线学习、移动学习的

1888 个信息点的网络建设和改造，目前学校信

需求，本年度启动了“下一代互联网教师教育创

息点总量已超过 33000 个。完成京师科技大厦的

新支持系统”的移动版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基

校园网建设，包括有线信息点 967 个，无线 AP

本功能的开发，预计于 2015 年 5 月正式上线。

点 175 个；按照学校旧图书馆的整体装修进度进

同时，在下一代互联网（IPv6）教师教育创新支

行网络建设，建设有线信息点 371 个，无线 AP

持系统上新增 56 门基础教育观摩课资源。

点 125 个；配合新校区办规划新校区 G 地块的
弱电设计方案，并起草校园网建设相关方案；配
合学校对校长培训大楼的装修改造，提出完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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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改造方案。

求，中心继续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3.加强 IDC 机房基础环境建设及公共服务

积极落实“走进基层、关爱师生、服务一线”的

支撑平台建设，提升为校内各单位 IT 基础设施

要求，主动深入院系，和师生座谈，开展调查研

服务的能力。

究。每学期开展排课、选课、排考等工作前，中

完成 IDC 机房基础环境监控项目、机房空

心都会到一些教学单位调研，了解部院系的教学

调维保项目、机房 UPS 维保项目、校务数据共

计划及安排，了解一线教师的上课需求等，保证

享平台硬件项目的管理与建设工作。学校机房现

课表编排工作更符合教学实际情况。据统计，就

有公共服务器 223 台，各单位托管服务器 87 台，

排课和选课等教学安排工作，2014 年中心共计

共享服务器空间服务器 109 台，支撑科研单位的

走访过 12 个院系。

高性能运算等应用，总存储量 1170TB。建设了

此外，在开展各项与师生切身利益相关的重

学校应用系统云计算池，提供动态的资源池、虚

点工作前，中心注重加强与师生的沟通，听取群

拟化和高可用性，能够提供 300 台服务器的服务

众意见，最大限度的满足师生要求。本年度，共

能力，已开始提供试运行服务。升级学校网站集

召开师生座谈 10 余次，内容涉及教学运行、教

群，为校内各单位提供更加便利的网站建设服

室建设及管理、设置 24 小时自习教室、体育场

务，目前为 79 个中英文网站提供服务，实现了

馆修缮改造等。尤其是篮球场和足球场的改造，

网站统一规范，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先后两次组织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的意见。
4.尊重学生，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中心工作

公共资源服务

为强化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加强学生参与管
理，中心先后与校团委、学生处联系，请其协助

公共资源开放管理机制探索

推荐学生参与中心的各项工作。同时，中心还主

1.推进体育场馆基础设施改造和共享开放

动与学生权益部、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学生社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心和体育学院共同

团和组织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邀请学生

努力，利用假期对西操场草坪进行更换，修缮篮

参与教室建设与管理、教室借用、教学楼节能管

球场、看台等体育设施。经过努力，更换和修缮

理、教室文化建设、四六级考试报名组织、普通

后的草坪、篮球场焕然一新，受到学生的极大欢

话推广等工作。通过上述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学

迎，尤其是足球场已经成为校园一景。

生对学校管理的认识和理解，使中心管理服务工

同时，根据学校的要求，中心积极协调体育

作更透明；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也提升了自己

学院加强场馆的管理和开放，多次讨论并制定了

的实践能力。

改进体育场馆管理和开放的草案，供学校决策。
2.制定开放制度，推动特殊功能教室资源开

5.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加强沟通渠道建
设

放

为适应全媒体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心加强了
制订特殊功能教室开放管理制度，面向我校

信息沟通渠道的建设。2014 年，中心注册了官

师生，免费开放语音室、微格教室、普通话测试

方微博、热门网络论坛、QQ 通讯群，建立了面

等特殊功能教室，有力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

向师生问题反馈的公共邮箱。通过上述方式，有

率，同时也为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保障，为

效地拓宽了中心与师生的沟通渠道，加强了中心

学生的课内外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工作的透明度，对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心

3.主动深入院系，听取多方意见，开展调查

高度重视，迅速反馈，及时解决。

研究
按照学校 “管理改革和深化服务年”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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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运行服务与保障

求开发座谈会。在收集、整理需求基础上，中心
积极督促系统开发公司加强开发力量和进度，先

1.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做好教学保障工作

后完成教学资源、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表

教学运行涉及全校每个教师和学生，涉及工

编排、网上选课等功能模块的升级改造。在对新

作面广、牵扯时间长，加上大部分师生的计算机

功能模块反复测试、试用的基础上，2014 年部

使用水平有限，对教学安排和运行工作带来较大

署了排课、选课等功能模块上线，并先后组织了

困难。2014 年，中心工作人员本着热心服务师

10 余次教务等相关业务人员培训。目前整个系

生的宗旨，努力克服公共教室数量不足、教室空

统运行基本稳定，实现了本研在同一系统平台上

间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员队伍不稳定等困难，积

排课选课。

极完成全校各类学生的教学运行服务与保障工

3.应对教学改革，开展教学管理系统建设调

作，包括排课、选课、调课、考试安排、临时活

研

动教室借用等工作。

为了适应人才培养改革和质量提升的要求，

其中，2014 年完成全校本科生、研究生、

学校制定了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大部分方案的落

留学生、夜大生的课程编排共计 5419 门，涉及

实需要教学和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支撑，而现有

8616 个上课班级；按照规定完成课程调整 11000

教学教务管理信息系统架构很难适应目前的改

余门次；组织和完成全年选课工作，参选学生分

革要求。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心主动开展了新教

别为 9693 人（2013-2014 学年第 2 学期，本科

学管理系统建设的系列调研活动，包括对国内部

生）和 15625 人（2014-2015 学年第 1 学期，本

分高校及主流的教务管理系统的调研。本年度，

科生及研究生）
，选课达到 572220 人门次，成功

先后对北大、复旦、浙大等高校的系统进行了调

选课 240259 人门次，参选课程 3459 门，上课班
级 5622 个；安排期末考试 3700 余门次；完成四、
六级考试各 2 次，参考学生 11497 人次；完成与

研，了解了这些高校使用的教务管理系统的建设
理念、系统架构、使用现状、运行维护等情况。
中心还先后请甲骨文公司、麦可思公司、智园公

人才培养相关的汉语水平考试、普通话测试、汉

司、Cyon 公司学校进行产品讲解和演示。

字应用能力测试等考试，参考人数 10000 余人

通过上述调研，中心初步了解了以教学运行

次；除保证正常教学以外，还安排院系活动和学

为核心的教学管理系统的基本发展趋势、主流技

生活动借用公共教室 34231 间次。

术和系统的功能架构特征等，为下一步推进我校

2.加强沟通，积极推进教务系统升级

的教学管理系统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学校人才培养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

教学设施建设

教务管理和教学支撑系统越来越不能适应管理
和服务师生的需要。在 2011 年协议基础上，中

1. 加大投入，更新公共教室设施设备

心于 2013 年启动了本科教务网络管理系统的升

在保障全天各时段教学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级改造。但由于系统架构比较复杂，且基于当时

2014 年学校先后投入资金 451 万元，对公共教

的教学管理模式设计，偏重传统教学管理理念；
同时教学运行和管理涉及部门多，师生需求差异

学设施进行改造和维修。其中，集中采购和更新
了包括投影机 110 台、扩音设备 180 台套；为

大；加上学校缺乏专业的系统开发队伍和技术支

104 间公共教室新装和更换空调 167 台；利用暑

撑力量，因此，系统改造工作非常困难。

期集中对化学楼化一、化二教室进行修缮和更换

为落实学校推进“本研一体化”的教学管理

设备；在教二楼、教四楼、教八楼和教九楼等公

与服务的改革精神，中心积极和校内各相关部

共教学楼建设楼宇广播；这些设施设备个改造和

门、各部院系沟通、协调，多次组织系统开发需

维修，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受到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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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充分肯定。上述每一个项目，中心都需要充

标准，并依据标准，加强了教学楼物业服务人员

分论证，精心布置，同时为确保不干扰正常教学

的培训，加大了教学楼物业管理的投入。2014

和学生自习，其施工基本都是晚上 11 点以后才

年，公共教学楼的物业管理和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开始。

升，获得师生好评。

2. 建设创新教室，为探索课堂教学形式多

为给师生提供更人性化、更贴心的学习环

元化搭建平台

境，学校公共教室已基本实现全年 365 天开放，

为满足分组学习、小组讨论、案例教学、远

同时还开设了晨读自习室和阶段性的 24 小时自

程协作共同主持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改革的需

习室，得到了学生的充分肯定。

要，为了给探索课堂教学形式多元化搭建平台，

5. 彰显京师风范，开展教学楼文化建设

中心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尝试在教七楼五层建

为弘扬底蕴深厚的京师风范和青春向上的

成了 7 间创新教室，包括远程协作教室、教师教

校园文化，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创新型

育实训教室、互动案例讨论教室等。目前 7 间教

人才培养，公共资源服务中心与艺术与传媒学

室均正式启用，获得上课老师和学生的广泛好

院、校团委等单位合作，分别对教七楼、教四楼、

评，并多次接待国内外专家和兄弟院校的参观考

教九楼开展了艺术专业学生作品展和非艺术专

察。教学改革创新实验教室的建成和使用，对推

业学生摄影作品展等活动。教学楼文化建设专项

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改善学生课堂

活动既美化了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还鼓舞学生

学习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的创作热情和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人翁意识，

3. 拓展公共机房功能，提高机房使用效率

成效显著。

根据公共计算机课程、公共外语教学、部分

6. 关注学生需求，完善学生饮水系统建设

专业计算机类课程及艺术类课程等多层次、多功

公共教学楼和图书馆的学生饮用水系统是

能的教学需要，学校投入 490 余万对教九楼公共

学生高度关注的设施设备，中心在调研和充分总

机房进行改造。通过改造，更新了设施设备，整

结以前相关设施设备安装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

合了公共机房和语音教室的功能，提高了公共计

公共教学楼的饮用水系统，并为图书馆新装了

算机和英语教学任务的保障能力，有效缓解了部

12 台套饮用水系统，制定了饮水设备定期检修、

分院系计算机类专业课教学教室紧张的局面。同

定期更换滤芯等制度。目前公共教学楼的学生饮

时，还保障了校内单位的一些计算机类管理培训

用水水质明显提高，学生比较满意。

任务（如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培训、信

会议服务工作

息网络中心的校园网及校园卡使用等培训、相关

1. 统筹协调，为各类会议和活动提供充分

部门的管理软件培训等）和学生自由上机、外语
保障

学习需求。

在统一预定，统一服务标准，统筹各类会议

4. 加强教室管理，提高服务水准
积极配合学校中心工作，参与制定规范教室

室和教室使用的基础上，公共会议室接待的会议

使用和课堂学习行为的相关制度，并将学校颁发

数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其中，本年度主楼会

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课堂学习“六不准”》和

议室共完成 1808 场次会议与接待任务（含节假

《北京师范大学教室使用“六不要”
》在教室张

日服务接待 302 场次）；英东学术会堂共承担各

贴。

类会议 581 场次，京师学堂 851 场次。更重要的

同时，在后勤管理处的大力支持下，中心和

是，在学校的支持下，中心圆满地完成了学校的

教学楼物业部门制订了教学楼物业服务的规范

一些重要会议和重大接待任务，包括教师节习总
书记到学校考察的会议保障。
326

2. 改进管理模式，提供专业化服务

学位论文编目 10903 册。继续参与 CASHL 管理

京师学堂是学校新建的会议、学术交流的重

中心期刊目次库加工项目，向 CASHL 管理中心

要窗口。为提供更专业化的会议服务，中心积极

提交 32226 条数据。协助院系验收 985 经费购置

探索、引进专业化服务团队的管理模式。为保证

文献 6201 种 10841 册。

这一模式有效，中心建立了系列管理流程和服务

完成《中华古籍再造善本续编》554 种、4200

标准，制定了督促检查制度对服务团队进行考评

多册清点入库工作。完成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石

考核。目前，京师学堂运转良好。

刻拓片数据库 436 条数据的采编，对“古籍珍品
鉴赏库”进行改版。完成并提交古籍普查数据

文献资源建设

12000 多条。出版《清代闺秀集丛刊》。

读者服务

概述

2014 年图书馆接待读者近 180 万人次，累

2014 年，图书馆遵循“以资源为基础，以

计外借图书 50 余万册。

服务为生命，以读者为根本，以技术为支撑，以
制度为保障”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强文献资源

设立“工具书阅览区”提供全开放式服务。

建设，拓展智能化数字图书馆功能，深化馆藏特

开启“微型图书馆”向读者推送专题图书。修订、

色资源建设，推进古籍普查及特藏文献的征集工

完善《关于校内非事业编制教工、非全日制学生

作。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用户服务，加强与院

及校外各类人员使用图书馆资源的管理办法》，

系、教师及职能部门的沟通与交流。完成旧馆机

全年办理、开通临时读者借阅权限 960 人次。
开展内容丰富的信息素养教育。举办新生入

房搬迁，加强软硬件系统管理与维护。加强业界
交流与培训，提升馆员素质，不断扩大业内影响，

馆教育、学科专题培训、一对一培训、数据库培

为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提供有力

训、与教务处等校内部门联合的信息素质教育共

的文献与信息支撑。

计 300 余场， 9000 余名读者参与。开通图书馆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全程发布新生入馆活动报

文献资源建设

道。首次面向全校留学生开设英文新生培训讲

截至 2014 年底，我馆共藏有包括中外文图

座，并制作英文版图书馆使用指南。进一步完善

书、期刊、学位论文等在内的印本文献 461.6 万

信息检索课课程体系建设，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增

余册；引进各类型中外文数据库 296 个，中外文

加暑期本科生小学期课程《信息素质综合训练》。

全文电子期刊 8.8 万余种、学位论文 519.8 万篇、

各类课程全年共开设 16 个班次、452 学时，1520

中外文电子图书 672.2 万余册，建设各类型特色

名学生选修课程。举办 12 场不同学科领域专家

馆藏资源数据库 26 个。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国内

讲座，参与读者 2797 人次。

外及港台地区中小学基础教材收藏及小语种图

推进信息咨询服务。完成《教育信息摘编》

书收藏。

内容改版及发布平台建设。完成科技查新课题

文献资源组织方面，2014 年共完成中外文

121 个，查收查引课题 906 个。馆际互借与文献

书刊编目 60811 种，向 CALIS 提交中外文书目

传递服务校内读者共计 6071 笔，服务校外读者

记录 6413 种，提交馆藏数据 47554 种。完成西

9883 笔。完成科研绩效分析、学科态势分析等

文杜威分类卡片目录回溯工作，共回溯 37703

报告，为学校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撑。在图书馆

种。清点日文《中图分类法》卡片目录 10758

一层大厅设立总咨询台，馆领导与部主任参与咨

种，日文《杜威分类法》卡片目录 10496 种。完

询服务。

成学位论文电子版审核提交 6491 篇；完成纸本

提升学科服务水平。健全学科服务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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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设学科服务平台，开展面向硕士专业课程、

处建设。完成网站建设，制定并通过章程。组织

学生团队、课题组等的嵌入式服务，加强读者反

“2014 Exlibris 系列产品用户培训”，主办“2014

馈评估机制建设。向读者提供 WOS 分析功能、

年 CCEU 用户协会馆长论坛”和“第十二届艾

跟踪专题文献最新进展等微视频服务。

利贝斯集团产品中国用户协会 2014 年年会”
。
完成北京地区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

系统管理与馆舍维护

编目委员会主任馆、BALIS 培训中心主任馆、

加强软硬件系统管理与运维。完成旧馆机房

CASHL 教育学学科中心（代行华北区域中心）

搬迁工作，积极推进原机房改造。完成 Primo 系

工作。与 CALIS 合作，承办国内高校图书馆首

统功能完善与拓展；根据业务部门需要开发、完

次 RDA 实操培训——CALIS 联合目录 RDA 编

善“分馆咨询管理平台”
、
“荐购图书状态跟踪平

目业务培训研讨会。与 BALIS 培训中心联合举

台”等系统功能。

办“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新技术应用与服务模式

完成旧馆物品转移、民国图书搬迁、出版社

创新研讨会”。成功申报 CASHL 教育学、心理

书库裙房文献资料整理等工作。调整教育分馆局

学学科服务基地和“基于思维导图的 CASHL 服

部布局。完成连廊改造、监测门安装、饮水器更

务实践”项目。

换等工作。

开展馆际合作。与青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行政管理与队伍建设

积极组织和参与业界活动，扩大影响。举办

完成第三轮学科馆员聘任，成立教育学科与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台湾原版学术图书采访工

数理学科两个学科服务团队，开展学科服务试点

作研讨会。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中华再造善

工作。修订工作制度，推进规范化管理。完善会

本续编》展示与文献保护利用研讨会。被文化部

议研讨机制，加强馆内外沟通。进一步拓展校内

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先进单位”。在教育部高校

外信息发布渠道。开通馆内公共短信平台、北师

图工委“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大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推进并完成《京师

暨研讨会”获二等奖。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

馆讯》复刊。

阅读推广活动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中获评三等

加强馆员队伍建设。2014 年共派出业务培

奖。在“书香中国•第四届北京阅读季活动”中

训和学术交流 60 次全馆累计 135 人次参加。以

获“最美阅读空间”称号。

政策理论学习、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图书馆发展

档案管理

趋势、馆员境内外学习成果分享等为培训主题，
组织全员培训 17 次。组织馆员参加学校第十四

概述

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得本科生文科组
二等奖和最佳 PPT 单项奖。

2014 年，档案馆以资源建设为基础，以提

启动图书馆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准备与部

升档案服务水平为目标，以档案编研促进开发利

署工作。

用，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治、育人”的功能，

业界交流

使档案在教学、科研、管理以及文化传承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更好地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服

推进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工作。组织召

务。现将档案馆一年来各项工作情况全面总结如

开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首届成员大会。建成

下：

联盟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资源建设中心与

一、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改进

技术应用中心二级中心网站。加强 CCEU 秘书

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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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档案收集及业务指导，丰富档案馆

2. 积极参与课题研究，提高科研水平，指

藏，打造工作亮点。

导实际工作的更好开展。

三、多方位提供档案利用，提高服务水平，
拓宽服务领域。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积极服务党建工作》
获评学校 2013 年党建研究优秀课题；
《“京师记

四、做好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服务广大师生

忆”特色品牌创建和培育工作研究》已通过学校

及校内外各单位。

2014 年党建研究课题中期检查；档案馆参与的

五、加强电子档案及声像档案的收集，丰富

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科研课题《高校人物全宗管

档案馆藏，加强网落宣传。

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究》、
《高校人事档案管理及改

六、注重档案编研与课题研究，提升档案工

革创新问题研究》已经结题并通过验收，获得重

作水平，为各项工作服务。

点资助课题。

七、完成档案馆的整体设计、库房升级改造

3. 参加北师大组织史编写，为百年校史编

及搬迁的准备工作。

写及《启功》电影拍摄提供档案。

八、 积极做好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秘书处

受学校党委的委托，与组织部等部门合作，

工作。

参与 2005 年—2014 年组织史编写任务，以图文

综合档案工作

的形式，用事实说话，真实地再现历史，此项工
作预计 2015 年完成。一直以来，档案馆为百年

档案的收集整理是档案馆的基础性工作。一

校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负责

年来，档案馆共接收纸质综合档案 2644 卷，零

重要信息数据的核实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及校

散档案材料 450 件，还有照片、光盘、录像带等

史编写组的充分肯定。2014 年档案馆还为《启

档案，整理编目上架综合档案 3272 卷，上传案

功》电影摄制组提供很多启先生的老照片、档案

卷目录 3272 条。

资料及道具等。

一年来，综合档案室共接待用户 2800 余人

人事档案工作

次，查阅档案 3694 卷，因特殊情况借出档案 52
卷。其中查阅教学档案 2324 卷，工作查考 236

人事档案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和选拔

卷，学术研究 210 卷，编史修志 187 卷，国内外

使用人才的重要依据，是人才信息的重要载体。

核查学历 324 卷，基建档案 346 卷，照片档案 2

一年来，不断总结经验与注意事项，踏踏实实做

千余张。

好基础工作，规范人事档案各项业务流程，努力

档案宣传工作

提高服务效率，同时审核录入各类信息数据，为
人事档案系统化、信息化管理做准备。

1. 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编研专题档案，
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1. 加强学生人事档案的管理，保证档案收
集齐全、整理规范、安全转递。

档案馆围绕北京师范大学党代会专题完成

为了确保新生入学档案材料以及毕业生档

《历次党代会档案汇编》《历次党代会图文概

案材料的收集存档工作，档案馆与学部、各院系

览》，旨在真实地记录和呈现历次党代会召开的

所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及时沟通，对负责学生档

基本概况、主题内容和主要成果等，引导广大师

案工作的老师进行定期培训，制定严格的审核程

生深入了解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历程和辉煌

序，列出档案材料清单。对于新生入学时缺少的

成就，此项编研成果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和

重要材料及时催要，毕业时的全套材料收集齐

宣传教育意义。

全，装入个人档案，保证在学生毕业后安全转出。
学生档案包括所有本科、硕士、博士学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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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接收、审核、整理 2013 级新生档案 6368

人声像档案的收集工作，以弥补这方面档案材料

卷；收集、审核、归档 2014 届毕业生档案 5562

的空缺和不足。在学生毕业季到教务处、研究生

卷；转递 2014 届毕业生档案 5515 卷；收集归档

院、留学生办公室和继续教育学院，加班加点扫

各种零散材料 7565 份；接待单位政审、党员发

描 2014 届全校毕业生成绩及证书原件，并完成

展与转正查借阅档案 862 人次；接待学生个人开

后续的命名加工整理，各项扫描、加工共计

具成绩、证明、签章等 733 人次；接受电话查询

26600 件；完成 1902-1949 年校友名录、私立辅

2300 余次。

仁大学 1931-1948 年毕业证书存根登记本的数

2. 采取措施，保证教职工档案（含干部档

据录入，方便检索；完成部分干部人事档案的扫

案）规范化、科学化管理。

描，留存备查。积极做好 2014 届本科、硕士、

教职工档案材料的形成来源有人事处、组织

博士毕业生集体合影照、学位授予照片的采集，

部、学校各部门以及教职工本人，多头收集增加

并进行照片与人名的一一匹配，整理制作出全校

了档案收集的难度，档案馆设法与相关部门沟

2014 届本、硕、博毕业生纪念册。这些声像档

通，及时催要相关档案，尽量保证档案材料收集

案能直接、形象、生动地记录历史，是非常珍贵

齐全完整。2014 年底，中组部要求各高校对副

的历史资料。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档案进行重新审核登记，此

3. 加强档案馆网站建设，利用网络进行宣

项工作已经启动，预计 2015 年 7 月完成。全年

传，完成网站改版升级。

共接收、审核新进教职工、博士后档案 201 卷；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网络宣传的情况下，档案

整理装订新进教职工档案 89 卷；收集归档各种

馆及时对门户网站进行了重新设计与制作，改变

零散材料 7025 份；接待查借阅 304 卷次，利用

了档案馆网页栏目偏少、信息量较少的状况，改

档案 245 卷次；转出档案 50 卷；接受电话咨询

版后的主页栏目设置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强大、

580 次。

内容更加丰富，完善了学生档案转递网上查询系

档案数字化工作

统，减轻了电话查询和解答的负担，提高了工作
效率。新网站于 2014 年 7 月完成，10 月 29 日

1. 强调纸质档案归档的同时，加强电子档

正式运行。改版后的档案馆网站增强了档案宣传

案的收集。

及网络查询等服务功能，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

在收集传统纸质档案的同时，注重加强电子

校的档案工作情况，了解我校的历史和现状。

文件及档案的收集。如全校的收发文在完整保留

筹资工作与基金会工作

纸质档案的情况下，同时保留电子版，为将来的
快捷利用打下基础。教务处、学生处、研究生院、

筹资工作

继续教育学院、留学生办公室等立档部门在移交
毕业生学籍、成绩、学位审批等纸质档案的同时，

1、筹集各类捐赠项目为学校建设提供支持

会同步传输电子数据。目前学校已有 24 个部门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条件下，克服

不同程度地移交了电子档案，但因没有专门的档

困难，围绕学校的重大需求，策划设计了多样的

案管理软件，接收多采用电子邮件和磁盘复制的

筹资项目。动员各方力量，广泛拓展筹资渠道。

方式。

积极探索大学与企业、基金会协同创新的新模

2. 加强声像档案及学生个人声像档案的收

式，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

集工作，丰富档案内容。

文化创新提供支持。筹集中国启功教师奖基金、

目前档案馆在加强学校重要庆典、重大活动

史世奇教育基金、田家炳师德研究基金等多项专

声像档案收集工作的同时，还重点加强了学生个

项基金，新增捐赠项目 10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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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资金进行管理，2014 年全年累计购买理财

2、院系筹资积极性提高，校院二级体系日
趋完善。

产品 31781.10 万元，实现理财利息收入共计

召开 2014 年学校院系筹资工作总结暨表彰

2040.7 万元，有效的保障了基金会资金的保值与

大会，学校为 23 家获奖单位颁发了“筹资工作

增值。

贡献奖”
，为 24 家单位拨付筹资启动经费，进一

2、完善项目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步激励院系开展筹资工作的积极性；加强与学校

项目的卓越执行和管理是基金会工作的生

各院系和相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挖掘院系筹资

命线。基金会严格根据捐赠协议及捐赠人意愿进

能力，帮助院系策划筹资方案，协助其成立专项

行项目立项及跟踪执行工作，与学校学生资助管

基金；完善院系筹资管理文件，对院系筹资进行

理中心、学工部、研工部、教务处等部门协同落

专业化的指导；加强与学校机关部处和学生团体

实执行校级奖助学金 34 项，奖教金 2 项，协调

的联系，发掘学生活动的筹资能力，积累优秀的

组织捐赠人见面及活动 10 余次。做好捐赠项目

学生活动筹资项目，活跃校园公益氛围，培养未

数据统计工作，配合学校财经处完成学校 2013

来校友的捐赠意识。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的中央财政配比申报工作。

基金会工作

国内合作

1、创新校园公益活动，培养校园公益文化

校地协同平台搭建工作

氛围。
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基金管理流程，

1、大力拓展合作区域。2014 年，我校与贵

由志愿者参与校园基金的管理和维护。在已有项

州省、福建省福州市、广西省北海市、广东省大

目基础上，策划一些新的更便于学生广泛参与的

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省芜湖市、北京市石

项目，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其公益意识。大型校园

景山区、丰台区等地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公益活动如下：毕业季京师鸦派送暨小额捐赠活

议，在区域教育质量提升、基础教育合作办学、

动、恋爱地图活动、银杏季快闪活动、模拟

协同科研、生态建设、文化建设、人才交流与培

APEC、学生创意活动大赛等活动。这一系列公

养等方面与地方政府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

益行动得到师生的好评。志愿者团建设方面，通

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发展共赢，为学校建

过活动历练了团队、培养公益理念和合作精神，

设世界一流大学、地方更好更快发展服务。

发挥了校园公益活动志愿者团的主力军作用。

2、项目制合作深抓落实。积极与学校各院

2、加大宣传，提升基金会和大学的影响力。

系所和有关职能部处搭建承接平台，建立项目

基金会在 2014 年基金会重点建设官方微

组，以项目制方式推进校地合作，提升了项目执

信，运用新媒体手段，及时传播基金会资讯与信

行效率，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益，调动了各院系所

息并与社会保持互动，树立基金会品牌，提升基

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的积极性。目前，签署的

金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公益咨询机构进行沟

各地合作协议相关项目在校地双方的推动下，稳

通和探讨，并向在品牌和形象宣传方面做的比较

步开展。在教育学部、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学院、

成熟的公益组织学习。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校团委、教务处、学生就

基金的运作与管理

业与创业指导中心、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等
单位的配合和支持下，公务员培训、学生社会实

1、严格财务管理，保障资金的保值与增值。

践基地建设、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艺术创作中心、

2014 年全年累计支出 10531.4 万元。为了提

教师专业化成长计划、名师名校长提升计划、区

高了资金的利用率，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的形式对

域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计划、区域合作平台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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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合作平台建设工作

招聘等项目顺利运行，效益显著。
3、服务我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整合资源，
助力学校重大项目落实，协助创立“创元教育基

1、致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合作办学工作
在坚持“政府主导，自主管理，体制创新”原则

金”，引导社会力量为“启功教师奖”捐赠，协

的基础之上，积极探索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开展

同地方政府、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等组织，通

混合所有制办学，先后以“企业主办、政府支持、

过在全国范围内布点和开展合作，建立“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实验区。搭建平台，
服务学科建设，搜集整理形成了我校资源地图，
向各合作区域推广；积极与河北省承德市、贵州

委托管理”的模式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
学校、福清附属学校，以“资产共有、自主办学”
的模式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卓越实验学校，以
“政府支持、委托办学”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省贵安新区、浙江省长兴县等地联系，为地遥国

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附属学校、常州附属学

家重点实验室、环境学院等相关单位洽谈学科试
验和应用基地建设；扩大学科影响力和美誉度，

校、南川附属学校。
2、努力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协议管理，先

结合国家大政方针与社会现实需求，孵化我校文

后完成了什邡、燕化、密云等 8 所学校的协议续

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化学学院、物理系等相

签或重签，同时也对履行协议不力或已达成合作

关单位的国学类、艺术类、基础教育学科教学等

目标的昆明、宁江、东莞、翰林、古蔺等 5 所附

教育项目，在全平台扎实推广，为学科发展提供

属学校，巴州、兴仁两所基础教育实验学校采取

支撑。校地携手，着眼学生成长成才，与校团委、

了摘牌终止合作。建构完善了新校开学条件评

研究生工作处等单位联合开展我校研究生干部

估、“初始化”导引评估和“阶段性”导引评估

卓越训练营挂职活动；协调地方政府，搭建学生

三位一体的办学监督和质量监控体系，先后筹建

就业平台，积极联络各合作区域的人力资源管理

了大连普湾附校、昌平附校等 8 所学校并对其开

部门，提供北京师范大学人才信息，吸引地方企

展了开学条件评估；对第四附中、新余附校等 5
所学校开展了“初始化”导引评估；对奥林匹克

事业单位引进我校优秀人才。此外，在培训管理

花园实验小学、大同附中等 6 所学校开展了“阶

工作方面，建立了统一的培训项目备案流程，并

段性”导引评估，实现了对合作附校办学质量的

积极协调校内外资源，以区域合作为切入，拓展

全面有效监控。全面落实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

我校培训市场。

责制，先后新成立蚌埠、大连、石家庄等 11 所

4、推进区域重大教育合作项目。全面整合

合作附校理事会，组织召开理事会 30 余次，并

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与深圳美丽园丁教育基金

加强校长培养考核，完善退出机制，制定、完善

会、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政府、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合作办学管理条例，修订合作办学管理制度。

治州人民政府开展合作，组织推进北京师范大学

3、全力提供优质资源服务。完善针对附校

美丽园丁洛阳教育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美丽园

新教师招聘、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全面成长的标

丁临夏教育项目，通过区域教育改革与创新实验

准化服务体系，每年两次大型教师招聘会顺利举

基地建设、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影子校长

行，为各附校输送了优秀教学、管理人才。建立

（教师）”培养、农村骨干校长教师培训、学校

了完善的新聘教师、学科骨干教师、德育干部、

校园文化建设、区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

班主任标准化培训体系，开设课程近百节，培训

建等一系列子项目，推动了合作区域教育综合改

教师千余人，有效促进了附校办学水平的提升。

革，促进了区域教师队伍建设和基础教育科研成

实施“1+1”互联计划，推进教科研协同计划，

果推广，提升了合作区域基础教育发展水平。

以科研促进内涵发展，目前已成立涵盖语、数、
英等多个学科，小、初、高学段的 20 余个教育
研究共同体。联合北师大直属附校举办平台首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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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讨会，这是围绕课堂教学开展的品牌项目

大学、新疆大学、大理学院共 35 名进修教师进

之一，使直属附校与合作附校之间的资源交流更

入院系进行学习调研，协调举办第五期 76 人的

加顺畅，注重教学经验的分享，共同探讨教学、
课程改革。“学思课堂”
、“中国儿童阅读提升计

新疆汉语骨干教师培训班，协调教育学部派出教
授到大理学院帮助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划”
、
“模块课程·中学语文”等项目在各附校进

办学秘书处工作

入研究推广的深层次发展阶段。
4、以专项大型活动引领办学。国内合作办

国内合作办公室在做好珠海分校日常联络

公室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在安徽省

工作的同时，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对珠海分校的

休宁县联合举办“美的教育 教育的美”北京师

服务工作，助力分校战略转型，积极协助学校推

范大学首届艺术教育微论坛暨艺术教育综合实

进“珠海分校、研究院、研究生院、大学科技园”

践系列活动。举办“钱江论道”京师基础教育创

四位一体的北师大珠海教育园区的建设，搜集和

新论坛暨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

梳理国内兄弟高校异地办学和共建教育园区的

学工作会，就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

情况，集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研究文献，提供

和广泛交流。联合体育与运动学院，举办第二届
“京师杯”五人制足球赛，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我校与珠海市合作构想。做好 UIC 秘书处工作，

举办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班，和我校女子足球队

协助学校监管和决策，协助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赴广西北海与海南万宁进行校园足球指导活动。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召开第 14 次校董会，跟
进校董会议题及相关事宜，完成我校 UIC 校董

对口支援工作

人选的调整。在浸会大学对 UIC 第五次院校评

2014 年，国内合作办公室接待西北师范大

估期间，国内合作办公室组织我校专家赴珠海观

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大理学院、重庆

摩，掌握 UIC 学校发展现状，协助我校对 UIC

第二师范学院等受援高校来访 12 次，妥善安排

进行监管。

西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和大理学院干部共派出
的 6 名干部在我校挂职锻炼，积极做好西北师范

附录
校地协同平台项目一览表校地协同平台项目一览表
类别

合作区域
海淀区

1、3 月，与海淀区社保局对接学生招聘和就业创业工作
2、8 月，组织开展 2014 年海淀区公务员心理素养提升培训

丰台区

1、4 月，签署区校合作框架协议
2、6 月，签署共建北师大四附中协议
3、7 月，组织北师大四附中教师培训
4、11 月，与丰台区人社局联系对接招聘需求

通州区

1、4 月，签署教育文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教育领域合作协议
2、8 月，贡院小学举办开学典礼，挂牌“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基地校”，
并启动相关教育子项目
3、9 月，通州第三中开学典礼，挂牌“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基地校”
4、11 月，与通州区人社局联系对接招聘需求

平谷区

1、3 月，与后勤联合推进新校区绿植项目
2、11 月，共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平谷分校

北京市

石景山区
江西省

完成项目

2 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密云县

2 月，续签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协议

新余市

11 月，对北师大新余附校开展“初始化导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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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贵安新区

海南省

海口市

1、洽谈基础教育合作办学、教师培训基地
2、开展攀登英语项目

承德市

1、6 月，完成校内申报地遥承德试验场、国际写作中心、艺术创作中心选址和相关手
续
2、6 月，启动研究生卓越训练营承德挂职项目
3、8 月，与测绘公司一起赴承德金山岭长城勘测地块
4、10 月，北京师范大学承德附属学校开学典礼
5、11 月—12 月，承德市选派 12 名校长到北师大合作办学平台挂职锻炼

河北省

广东省

11 月, 签署贵州省校战略合作协议和贵安新区合作办学协议

广州市萝岗区

1、开展攀登英语项目
2、开展阅读能力提升计划

大亚湾开发区

10 月，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办学协议

洛阳市

1、签订洛阳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协同创新计划合作框架协议
2、实施洛阳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综合服务

福州市

11 月，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福清市

1、筹建北京师范大学福清附属学校
2、开展阅读能力提升计划
3、国际写作中心奠基

芜湖市

1、3 月，参加我校举行的合作区域专场招聘会
2、11 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蚌埠市

1、筹建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校
2、开展蚌埠教师培训

四川省

广安市

1、3 月，参加我校举行的合作区域专场招聘会
2、9 月，签署邓小平城乡发展学院签约

广西省

北海市

1、9 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办学补充协议
2、11 月，与北海市人社局联系对接招聘需求，并发我校 2015 级毕业学生情况
3、12 月，组织北师大女足前往指导，北海附中“北师大校园足球基地”揭牌

江苏省

常州市

12 月，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甘肃省

临夏州

1、开展农村骨干教师培训
2、开展金色种子校长培训
3、组织百名专家临夏讲学
4、组织影子校长教师培养
5、组织志愿者进临夏
6、组建名师工作室 30 名

山东省

垦利县

1、开展攀登英语项目
2、开展养成教育项目
3、创办基础教育实验学校（二级品牌）

辽宁省

沈阳市

9 月，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河南省

福建省

安徽省

5 月，签约乌兰浩特四中为二级品牌校
基础教育合作平台项目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合作单位
（乙方）

学校性
质

签约日期

协议
年限

到期
年限

学段分制

现行合
作方式

校长

校长
派出
单位

办学
地点

1

北京师范大
学第四附属
中学

丰台区人
民政府

公办

2014.6

6

2020

完中

委托管
理

郑洁

合作
方

北京
市丰
台区

2

北京师范大
学沈阳附属
学校

沈阳浑南
区人民政
府

公办

2014.12

9

2023

九年一贯
制

委托管
理

丛山

北师
大

辽宁
省沈
阳市

3

北京师范大
学江津附属
学校

重庆石竹
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

体改

2014.8

15

2029

十二年一
贯

委托管
理

334

重庆
市

4

北京师范大
学卓越实验
学校

卓越置业
集团

委托管
理

广东
省惠
州市

5

北京师范大
学贵安新区
附属学校

贵州贵安
新区管委
会

2034

十二年
一贯加幼
儿园

委托管
理

贵州
省贵
安新
区

体改

2014.11

6

北京师范大
学常州附属
学校

常州市钟
楼区人民
政府

体改

30

2044

九年一贯
制

委托管
理

江苏
省常
州市

7

北京师范大
学邢台附属
学校

邢台市人
民政府

2014.12

30

2045

十二年一
贯

委托管
理

北师
大

河北
省邢
台市

8

北京师范大
学南川附属
学校

南川区人
民政府

2014.12

30

2045

十二年一
贯

委托管
理

北师
大

重庆
市南
川区

校长
派出
单位

办学
地点

2044

九年
一贯制

20

2014.12

民办

体改

体改

2014.9

30

2014 年附属（实验）学校开学
序
号

学校名称

合作单位
（乙方）

学校性
质

到期
年限

学段分制

现行合
作方式

1

北京师范大
学昌平附属
学校

北京市昌
平区人民
政府

20

2030

十二年
一贯加幼
儿园

委托管
范亚平
理

北师
大

北京
市昌
平区

公办

2010.8

2

北京师范大
学大连普湾
附属学校

大连普湾
新区管理
委员会

公办

2012.7

15

2027

九年一贯
制

委托管
孙振伟
理

北师
大

大连
普湾
新区

3

北京师范大
学承德附属
学校

承德市人
民政府

公办

2013.5

15

2028

九年一贯
制

委托管
彭志红
理

北师
大

河北
承德

4

北京师范大
学第四附属
中学

丰台区人
民政府

公办

2014.6

6

2020

完中

委托管
理

郑洁

合作
方

北京
市丰
台区

5

北京师范大
学沈阳附属
学校

沈阳浑南
区
人民政府

公办

2014.12

9

2023

九年一贯
制

委托管
理

丛山

北师
大

辽宁
省沈
阳市

6

北京师范大
学渤海新区
附属学校

沧州渤海
新区管委
会

体改

2012.1

16

2028

十二年一
贯

委托管
王福强
理

北师
大

渤海
新区

7

北京师范大
学蚌埠附属
学校

蚌埠市人
民政府

体改

2013.6

16

2029

十二年一
贯

委托管
姜维革
理

北师
大

安徽
省蚌
埠市

到期
年限

学段分制

现行合
作方式

校长
派出
单位

办学
地点

2020

高中

协议管
马熙玲
理

合作
方

北京
市房
山区

高中

协议管
霍劲松
理

合作
方

北京
市密
云县

签约日期

协议
年限

校长

2014 年老校续签
签约日期（括
协议
号内为续签
年限
日期）

序
号

学校名称

合作单位
（乙方）

学校性
质

1

北京师范大
学燕化附属
中学

北京市房
山区燕山
办事处

公办

1985
（2014.6）

6

2

北京师范大
学密云实验
中学

密云县人
民政府

公办

2004.12
（2014.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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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2014 年资源服务学校签署协议
序
号

学校名称

合作单位
（甲方）

1

内蒙古乌兰 乌 兰 浩 特
浩特第四中 市 人 民 政
学
府

2

贵州镇宁实
验学校

3

湖南长沙百
熙实验学校

学校性
质

签约日期（括
协议
号内为续签
年限
日期）

到期
年限

学段分制

现行合
作方式

校长

校长
派出
单位

办学
地点

公办

2014.4.24

5

2019

完中

资源服
务
马国柱
学校

合作
方

乌兰
浩特
市

镇宁自治
县人民政
府

体改

2014.9.8

10

2024

十二年
一贯加幼
儿园

资源服
务
唐如江
学校

北师
大

镇宁
自治
县

长沙县人
民政府

公办

2014.9.10

6

2020

九年一贯
制

资源服
务
余胜国
学校

北师
大

湖南
长沙
县

北京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工作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受援单位

1

“教育部质量工程”对口支
援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
新疆大学

2

清华大学等 10 所高校对口
支援新疆大学

新疆大学

时间

大事记

2014.1-2015.1 37 名进修教师到我校各院系学习。
2014.10

10 所高校对口支援新疆大学工作会在新
疆大学举行。

2014.9-2015.1 第六期 66 名新疆班学员到我校学习。

3

4

新疆汉语骨干教师培训

对口支援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014.6

组织召开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新疆中学
汉语骨干教师培训班暨 2014 年“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师进
修班结业典礼。

2014.9

召开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新疆中小学汉
语骨干教师培训班和第十期“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师进修班
开学典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013.9-2014.1 3 名挂职干部到教育学部挂职锻炼。
2014.3-2015.3

就《教育部直属高校对口帮扶大理学院教
2014.5-2014.6 育学学科学位点建设规划》向研究生院、
教育学部充分征求意见。

大理学院
滇西扶贫

5

教育学部姚云教授赴大理学院挂职教育
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2014.9

大理学院新任党委书记、校长到访北京师
范大学。

2014.10-2015.1

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3 位干部到我校
开展为期 1 学期的挂职锻炼。

2014.6-2015.6

我校档案馆李世亮副馆长接替化学学院
艾林老师赴云南省永德县挂职副县长。

校友工作

之间、校友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和情谊，为实现上
述目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归纳为以下几

校友组织建设

个方面：
1、校友分会建设得到较快发展

一、完善校友信息网络，扩大校友联络的

2014 年，我校新增 5 个校友组织，校友总

深度与广度

会先后指导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系统科

校友总会是母校联系校友的桥梁和纽带，我
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不断扩大、

学学院院友会和政府管理学院校友会 3 个院系

完善与广大校友的经常性联络，沟通母校与校友

校友组织，国际关系专业校友会 1 个行业校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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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宁波校友会 1 个地方校友组织。

友工作者、校友间高效而密切情感沟通，得到广

2、
“北师大校友总会网站”改版并进入学校

大校友的积极回复与好评。

主页链接

二、打造校友品牌活动，加强校友文化建

总会网站本着突出亲和力、展现京师校友文

设

化的原则，不断更新完善，强化服务功能。通过

校友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我们的建议和积极工作，改版后的校友网进入学

连接学校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是凝聚

校主页链接，更加方便校友访问浏览，为广大校

团结广大校友的宝贵财富。校友文化的主体是活

友提供更加及时丰富的资讯、了解母校发展、相

跃在社会各界的广大校友，校友文化在丰富多彩

互联系与沟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真正成为校

的校友活动中得到展示和弘扬。为此，校友总会

友离开母校后的“网上家园。

以“全过程涵养校友资源”为工作理念，组织开

3、
《师大校友》季刊不断提升办刊质量、扩

展了以下主要工作：

大发行规模

1、组织欢送新生入学活动

在广泛征询校友意见和吸取兄弟院校办刊

校友总会在学校招生工作结束后，整理新生

经验的基础上，对《师大校友》季刊的内容、版

信息，提供各地校友组织，倡议各地组织与新生

式等方面进行改进，增加了篇幅和信息量，主题

见面。通过总会和各地校友组织共同努力，2014

更加鲜明，栏目更加丰富，版式更加精美。在纸

年 8 月，厦门、云南、深圳等分会组织了座谈会、

质版邮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电子版《师大校

联谊活动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欢送新生活

友》的投寄范围，定期面向所有在校友会登记电

动。在既有同乡情，又有校友情的氛围中，通过

子邮箱的校友和校友班级联络人发送，每期覆盖

学长们的讲解，让新生在踏入校门前，对学校文

校友超过 4 万人。
《师大校友》的编辑发行受到

化和校友文化有感知；在离开家乡前，对北京风

了广大校友的普遍欢迎和赞扬,各地校友和校友

貌、学习方式、在校生活等有了解。活动得到了

会踊跃投稿，订阅人数快速增长。

新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

4、充分借助新媒体手段，提高沟通联络工

2、促进在校生参与校友工作和活动

作效率

积极组织在校生参与校友工作。通过设立校

依托新媒体、新技术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

友工作勤工助学岗和志愿服务岗、服务校友返

便利性等特点，根据不同校友群体特点，在运用

校、开展校友访谈等工作。本年度共有 18 个院

新媒体、新技术更好地与校友保持情感联络上下

系所、共计 180 余人次本科生、研究生不同程度

功夫：

地参与了校友工作或服务校友活动。校友总会带

面向应届毕业生，通过“指尖校友汇”手机

领同学们在工作中感受校友文化，领略学长风

客户端软件、班级联络人 QQ 群等形式，把校友

采，贴近校友组织，参与校友活动，为毕业后保

联络覆盖到每位毕业生。

持与母校联系预先培养了情感建立了渠道。

做好校友总会官方微博管理和信息发布，及

2014 年暑期，第二届“寻访校友足迹、传

时传播校友喜闻乐见的资讯内容，粉丝数量较去

递师大梦想”为主题的校友寻访活动顺利开展。

年增加 3 千多人，已达 2.1 万。

活动通过组织学生寻访自己家乡的校友收集整

继续开展了重大节庆日、校友重大成果的短

理、补充完善校友信息；聆听校友讲述母校旧事

信祝福活动。通过以上联络形式已累计推送信息

及个人发展故事，感悟师大传统，传承师大精神；

3 万余条。

为校友带去母校信息，宣传母校发展；为在校学

持续坚持的联络工作建立了校友总会与校

生提供与校友“零距离”交流的机会，拓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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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积累工作经验，促进学生与校友双向交流，

根基层岗位奉献教育事业——西部教育战线优

进一步繁荣校友文化。

秀校友风采展”大型展览。展览整理和汇集了

3、组织毕业季系列活动

100 位奋斗在西部基层教育一线的优秀校友事

第二届“人走天涯、心系师大”毕业季系列

迹，全面展示了我校学子发扬母校光荣传统，立

活动成功举办。活动赋予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英

德树人，无私奉献，辛勤耕耘，英才辈出的精神

文缩写“BNUAA”新的含义,即 Be Near yoU As

风貌和光辉业绩。展览得到了广大师生和校友的

Always。既与活动主题相呼应，表达母校永远在

热情关注和一致好评。

校友身边的含义，同时作为京师校友文化的符

9 月上旬，第二届京师校友文化节校友羽毛

号，是校友总会向校友们发出的温馨提示。本年

球友谊赛和校友健身活动成功举办，百余位校友

度校友总会为毕业生准备了丰富的毕业赠礼：

返校参与活动。校友们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

“指尖校友汇”手机客户端软件全面升级，实现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各院系积极组织校友团

了校友用户之间的短消息互通功能；校友企业龙

队，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羽毛球友谊赛。体育馆

源数字传媒集团为全体注册校友提供免费电子

内紧张激烈的比赛过后是校友们相聚的的欢乐

阅读卡；软件光盘随制作精美的纪念卡片发放到

海洋，达到了“关心校友健康，倡导全民健身，

每位毕业生，供校友珍藏留念。

汇聚师大力量”的活动宗旨。

在毕业前夕举行庄重的毕业班级联络人聘

继续倡议开展 2014“寸草报春晖”年度捐款

任仪式，校友总会领导出席活动并为班级联络人

和图书捐赠，欢迎广大返校校友积极参加，为母

颁发聘书，本科生工作处、研究生工作处负责人

校发展建设作出贡献。得到返校校友积极响应和

宣读了 2014 届校友班级联络人的聘任决定；地

贡献。

方分会代表、在京分会、同学会、行业分会代表

校友服务学校发展工作

欢迎新校友加入校友组织并送上学长寄语。学
部、各院系所 160 余名毕业生班级联络人参加了

总会努力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师

活动，覆盖全日制、成人教育、留学生等近 200

资队伍和学科建设以及发展工作服务，并通过校

个毕业班。

友活动宣传母校，扩大学校影响。
1. 助力招生就业

2014 届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2014 届
优秀本科毕业生大会分别邀请了杰出校友代表

校友总会在学校招生宣传期间，积极组织各

出席。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学长与毕业生

地招生办在各地开展招生宣传，并且在重点招生

们分享自己的成长之路，勉励毕业生不断追求卓

省份召开座谈会。6 月，刘川生书记长赴四川指

越、不断在实践中提升和丰富自己，争取为实现

导我校 2014 年招生信息发布工作期间，校友总

中国梦作出贡献，为母校争光添彩。校友讲话在

会和四川校友会组织召开校领导与校友座谈会，

全体毕业生中反响热烈。

慰问看望当地校友，介绍学校发展情况，积极宣

4、校友文化节系列活动

传母校招生工作。四川校友会负责人汇报了分会

建校 112 周年之际，为突出传承师大精神、

工作和配合招生工作情况。

服务广大校友、服务学校建设发展的宗旨，营造

第六届校友单位专场招聘会成功举办，参加

欢乐祥和的校庆氛围，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本

校友单位 67 家，设展位 80 余个，提供就业岗位

着求真务实、厉行节约的原则，精心组织 2014

1200 余个。刘川生书记、刘利副书记到招聘会

年校友文化节系列活动：

现场视察并看望校友，询问招聘情况。招聘会为
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为校友单位招聘人才、服

在第 3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总会举办了“扎

务学校和宣传自身创造条件, 充分体现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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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校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关系。

讲坛，先后邀请了一批活跃在新闻媒体和文化传

2. 奖教奖学金及捐赠

播专业领域的优秀校友返校报告。他们结合丰富

在校友总会的积极倡导下，校友们通过各种

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经历，与广大在校师生畅谈新

渠道，各种方式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校友奖

时代媒体发展和青年社会责任等热点话题。

学奖教金的设立和各种捐赠为母校教学科研、人

讲坛活动为优秀校友与在校师生搭建了交

才培养工作不仅提供了财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提

流平台，展示了优秀校友风采，增进了校友与母

供了精神动力，具有深远意义。

校之间的联系。广大师生踊跃参加，表示不但收

在已有 20 余项院系校友奖助学金基础上，

获了知识，开拓了视野，更是接受母校传统教育

新增外文学院“佩格思国际交流基金”、系统科

生动的一课。

学学院“久久源川奖学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4. 为母校服务社会搭建平台

院“陶大镛基金”等校友奖助学金项目。

暑假期间，我校部分党员教师先后赴陕西延

已有捐赠项目持续发展。第十届“钱瑗教育

安、吴起、江西井冈山等革命老区开展教育培训

基金优秀教师奖”评选出 10 位优秀教师获奖；

和支教活动；学生社会实践团先后赴上海、青海、

第十届“京师校友金声奖学金”评选出本科生、

河南等地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校友总会与当

研究生各 25 人，共计 50 位同学获奖。邱季端学

地校友会积极联系，做好活动的前期策划、安排

长捐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会林文化基

工作，并推荐、动员当地优秀校友参与到活动中

金”
、张仁强学长再次捐资钱瑗教育基金、
“寸草

去，为培训、支教和社会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报春晖”年度校友捐款、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供支持，为母校发挥优势、发挥高校服务国家战

“唐人基金”、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知行奖

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贡献力量。

学金”、化学学院“柳荫励学金、信息科学与技

今年以来，校友总会先后协调组织四川成

术学院“信科凌云奖学金”
、
“王野助学金”等校

都、贵州贵阳、毕节、六盘水等地校友代表与国

友捐款共约 180 万元。接受校友捐赠书籍 1200

内合作办公室、对外联络办公室等校内部门以及

余部，珍贵历史资料 2 套，实物捐赠若干。

我校在当地的附中、附校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和交

争取校友活动赞助。吸引校友企业赞助总价

流，积极推动各地校友与校内单位的合作与交

值 100 万元的毕业生专属优惠礼券。学校已与科

流。

大讯飞签订 200 万元捐赠额的框架协议。

服务校友工作

3. 助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今年 6 月，在校友总会的努力推动下，物理

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校内各部门的配合

系校友、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王广厚学长

支持下，校友总会不断加强校友服务平台的建

受聘担任我校兼职教授，他的任职将对我校相关

设，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主要取得了以下方面的

学科的建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进展：
1. 图书馆面向全体校友开放阅览

今年以来，校友总会组织邀请优秀校友专场
学术报告或讲座 10 余场，活动的开展与校内不

在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从 2014 年起，我

同阶段的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针对在校生开展

校图书馆正式推出校友阅览服务。凡我校毕业的

进行有计划的成长指导工作，为广大学生提供引

校友，持本人身份证和北师大校园卡(校友龙卡、

领、借鉴和启发。

学生证、毕业证、学位证中任意一种)，均可入
馆阅览全部开放的纸质文献。

“五四”青年节前夕，结合校团委相关活动，

2. 全面提升校友值年返校服务质量

校友总会组织了“青年之声，媒体之窗”校友系列

规范值年返校等服务流程和服务项目，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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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接待值年返校活动近 30 次，通过场地借用、

一、总体经营状况良好，经济效益持续上

预约参观、食宿预定、赠送返校纪念品、出席纪

升

念活动等方式热情服务校友 1500 余人。

1. 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轻资产结构彻底改

在后勤管理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校内宾

变

馆、餐厅推出了一系列的校友优惠活动，优先保

2014 年，北师大出版集团经济效益持续上

证返校校友，在价格方面给予 5-8 折的优惠。餐

涨，生产经营能力、资本运作能力继续提高，总

厅服务方面，后勤物业中心免费为返校校友提供

资产达到 15.18 亿、净资产达到 11.35 亿，同比

会议横幅、会议背板、会议座签制作以及会议摄

分别增长 6%、5.37%。各项经济指标提前超额

影摄像等服务。信息服务方面，后勤管理处制作

完成预算，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长期资

了信息服务卡，将校内有关单位、联系人及联系

产项目占比超过 50%，轻资产结构彻底改变，

方式印在卡上，返校校友每人发放一张，方便校

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

友在校期间与校内各部门联系。此外，后勤还为

北师大出版社作为出版集团的核心企业，继

返校校友提供了车辆及免费医疗等服务。

续保持健康发展态势。2014 年，实现销售码洋

全方位的校友返校接待和服务工作营造了

16.8 亿（含京师普教公司）
、销售实洋 9.9 亿、

欢乐温馨的校友聚会氛围，让校友们真切感受到

回款 9.18 亿，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母校的关怀，增进了广大校友之间、校友和母校

5.08%、0.78%、11.7%；总资产由 2007 年 4.79

之间的情谊，得到了广大校友的一致好评。

亿增至 14.2 亿、增长 196%，净资产由 2007 年

3. 促进校友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交流

4.47 亿增至 10.72 亿、增长 140%。与同行业上

今年 9 月，永德县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

市公司相比，北师大出版社净资产收益率、营业

约仪式在京师大厦召开。校友总会通过多种渠道

利润率、净利润率均名列前茅。营业成本同比减

组织和宣传，活动当天，有来自十余家校友企业

少 3.4%，退书率始终保持低位、仅占 3.97%，

代表以及云南籍校友代表出席了活动。活动为进

库存结构合理、动销率为 95%；应收账款结构

一步凝聚校友力量，切实服务校友和地方发展提

合理，2 年期内账龄占比 96%。

供了合作平台。

2. 数字出版呈现发展态势
2014 年，完成转企改制的北师大音像社和

产业出版工作

数媒公司保持传统业务稳中有增，有效推动数字
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实现产值 1.78 亿，同比增

出版集团

长 68%，营业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014 年，在校党委和行政的指导下，在董

246%、252%。其中，数字业务相关收入增势迅

事会的直接领导下，北师大出版集团在宏观经济

猛、增长率为 88%，总体占比 33%，同比提高

增速放缓、传统出版行业整体不景气，图书总库

5.6 个百分点。

存持续增加、平均利润维持低位的严峻形势下，

3.合资优势持续显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坚持稳中求进，积极迎接挑战，有效克服困难，

2014 年，安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 1.8 亿、

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销售实洋 0.84 亿、回款 0.84 亿，创历史新高，

生产总值达 22.5 亿，呈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态

净资产呈逐年上涨态势、同比增长 1.7%，资金

势。

流动性及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京师普教公司资产
总额同比增长 16%，净资产总额、盈利能力继
续提升；京师印务公司数字印刷、制版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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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别增长 138%、35%，净资产、利润总额、
净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3%、6%、8%。

2. 深化营销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数字出版
营销新模式

4.媒介业态进一步多元化，产业结构不断优

2014 年，北师大出版社调整了营销管理体

化

制，进一步明确分社营销岗和营销管理部发行岗
2014 年，
《中国教师》杂志社正式划归出版

的功能定位与岗位职责，推动策划编辑、营销编

集团经营管理，这是出版集团的第一家杂志社，

辑、发行人员之间互动协作，初见成效。完成物

标志着出版集团的跨媒体经营又迈出实质性一

流配送中心的升级改造，实现与第三方物流的有

步，优化了出版集团的产业结构，为进一步发展

效对接，加强物流管理、提高发行效率，节约物

奠定基础。京师远洋公司完成法人注册，开展南

流成本近 400 万元。

方印刷基地相关业务，开局良好。

销售情况总体良好，网络销售增势明显。

二、管理效应充分发挥，制度建设成效显

2014 年，北师大出版社销售码洋（含京师普教

著

公司）已达 16.8 亿，销售册数、码洋、实洋同
1. 深化编辑管理体制改革，选题结构进一

比均有所增长，其中，大众与少儿读物的销售码

步优化

洋同比增长 13%；京师普教公司市场类教辅的

2014 年，选题实施率、图书重印率进一步

销售取得突破，单书销量有所增加，其中，《单

提高，选题结构进一步优化，图书质量进一步提

元测试卷》高中段的单册销量超过一万，同比增

升。北师大出版社选题实施率为 77%，图书重

长 150%。出版集团网络销售增势明显，销售周

印率为 72%，除中小学教材教辅品种外的图书

转率稳步提高，增长 24%，其中天猫旗舰店销

选题占比近 50%；安徽大学出版社选题实施率

售增长了 145%。

为 61%，图书重印率为 54%，高校教材、教辅

探索数字出版营销新模式。2014 年，音像

及学术著作的选题占比为 94%；京师普教公司

社和数媒公司采取重点书全平台同步首发的营

选题实施率为 90%，图书重印率为 69%；音像

销策略，有效提升了销量与品牌宣传效应；拓展

社和数媒公司选题实施率为 91%，其中，数字

了“听书”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新渠道、新

出版选题占总体选题比例已达 51%。

载体的联动营销；拓展地面代理商渠道，拓展幼

码洋结构进一步优化，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

儿园、中小学产品以及教师产品的销售渠道。数

形成。2014 年，除中小学教材、教辅品种外的

字内容及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9%。

图书销售码洋占比已达 21%，其中高等教育教

3. 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完善，制度建设成效

材、职业教育教材的销售码洋双双过亿元大关，
大众读物与少儿读物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销售

显著
2014 年，出版集团加强顶层设计，颁布了

码洋达到 5048 万元、增长 13%）
，二类教材和

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总编辑办公会、党委会、

幼儿园教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销售码洋达到

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执委会的议事规则，从制

8610 万、增长超过 40%）
，
《书法练习指导》首

度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批通过教育部审查，将于 2015 年秋季正式使用。

围绕深化编辑体制改革，出台、修订了《图

进一步强化重点选题的策划与论证。北师大

书选题论证相关规定》等规章制度；围绕深化人

出版社加大在国家重大基金、出版工程、优秀图

事制度改革，出台、修订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书申报工作方面的政策支持和配套管理，强化专

实施办法》
《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业务部门绩效

家选题论证机制，组织国内一流专家对重点学科

考核与分配方案》等，并建立考核数据库；围绕

的选题进行深入论证，提高了选题论证质量。

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出台、修订了《印章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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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合同管理实施细则》
《生产运营管理规定》，

库”；《巴赫金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等 17

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流程和运营管理流程，加大

项入选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元

子公司、分社的自主权，缩短了审批环节，提高

代古籍集成（第二辑)》
《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

了工作和生产效率。深化印制体制改革，将国标

的传播》入选 2014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教材的印装生产流程纳入监管范围，提高了国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 4 项入选

教材的整体印装质量，建立南方印制基地，有效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
《东方的崛

降低原材料库存，通过多种方式妥善解决纸张积

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中国鲁迅研究

压问题，盘活大量资金。

名家精选集（9 种）
”等 4 项入选 2014 年经典中

自出版集团成立以来，制定或修订各级各类

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剑桥哲学研究指南

规章制度达 330 余项。制度建设已经覆盖出版集

丛书》《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第一辑》《城市流

团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层次，相关配套措施和

动儿童教育与心理健康指导》等 6 项入选《“十

实施细则也更趋完善，实现了出版集团管理制度

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

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划》增补项目；
《桐旧集》入选《2011—2020 年

三、社会效益显著提高，社会地位不断提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增补项目，这是安徽大

升

学出版社在国家级重点项目上的又一重大成果；
1. 社会效益显著提高

《水墨宝宝成长奇遇绘本》入选“原动力”中国

2014 年，出版集团蝉联中国出版政府奖先

原创出版计划项目。安徽大学出版社被列入国家

进出版单位奖，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期资助出版基地，这是安徽

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清代学术源流》荣获中

省首家获批的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十二五”

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北师大出版社出版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首次通过教育部审定，这

的《启功全集》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

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的出版社。音像社累计 5

继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全国文化体

项 30 个品种入选《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

制改革先进个人称号之后，2014 年，出版集团

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读成语 学美德》

董事长杨耕荣获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这是国家

入选“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

出版行业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再度彰显了北师

目录”，这是音像社产品首次入选总局主题出版

大出版集团的社会影响力。

目录。

2.学术影响不断扩大

3.版权与外事活动取得重要进展

2014 年，出版集团在国家重大基金、出版

2014 年，出版集团版权贸易和外事活动取

工程申报，以及重大选题策划、重点工程出版等

得重要进展，北师大出版社与中国阿拉伯友好协

方面实力有了显著提高，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

会共同策划出版了《文明的追随》一书，产生了

北师大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北师大音像出

重大的社会反响。北师大出版社被总局列为“宣

版社社获国家、省部级等各类奖项共计 116 项。

传介绍当代中国内容，反映民族地区发展变化主

北师大出版社连续五年成功申报“国家哲学

题”的对阿版权输出重点单位，成为“丝路书香”

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

工程专项资金支持的出版社。

助项目”
、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中华外译

4. 获得国家专项支持

项目”
、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等项

2014 年，出版集团申报的“高端环保印刷

目。其中，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经验、困局与

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入选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出路》等 5 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资金支持项目，获 12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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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版集团继“建设面向教育的数字化出版基

产业规范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教

地”项目和“面向儿童全面发展的少儿读物互动

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加强学校

产品”项目后，第三次获得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

经营性资产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产业管

项资金，也是获得这一专项基金的唯一一家高校

理处 2014 年着力推进制度建设，目标是建立以

出版单位。继 2013 年出版集团成为国家首批“数

基本制度为核心，各种专项管理制度为辅助，形

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之后，2014 年，北师大出

成职责明确、行为规范、运行有序、监管有效学

版社又被总局确定为 MPR 国家标准应用示范单

校产业管理制度体系。产业管理处对学校现有的

位，为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产业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一些从根本上

自 2007 年组建以来，出版集团始终坚持改

不符合当前中央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

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员工的可承受程度相结

向，不符合学校产业发展实际的规章制度进行全

合，始终强调资产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的提高

面修改；对一些与学校产业发展实际不相匹配的

与员工收入的增长相统一，让每位员工都能享受

规章制度进行部分修订，同时，针对企业监管的

出版集团改革发展的红利。2014 年初，出版集

空白制定一批新的规章制度。2014 年内已经完

团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为员工有序参与企业管

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暂行办

理提供了机构保障与制度保障。

法》（试行）
（师校发[2009]9 号）、《北京师范大

产业工作

学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师校发
[2009]10 号）等文件的修订工作；完成了《产业

2014 年，产业管理处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

管理处工作规程（讨论稿）
》的起草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

二、深入开展校办产业规范化建设，推进

系列讲话精神，巩固和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企业重组改制，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

动成果，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及学校的统一部署，

长点

落实学校“综合改革和深化服务年”的各项举措，

根据校办企业规范化建设工作的要求，按照

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产业

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做好顶层设计，

结构，压缩企业数量，推进重点企业的重组改制，

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进一步理顺校企关系，加强

缩短投资链条，提高经济效益，培育校办产业新

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的经济增长点。按照 2014 年工作计划，完成了

和保值增值，密切和基层企业的联系，做好企业

北京豪城物业管理公司改制重组前期的清产核

生产经营风险防控工作，确保校办企业健康、持

资和资产评估；完成了豪城物业管理公司与北京

续、稳定发展。

京师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整合；启动了学校产

一、持续推进产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顶

业系统内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和调整工作；完成

层设计，抓好建章立制工作

了教育科技产业平台建设的前期调研。学校教育

按照教育部产业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

培训、教育服务和教育科技三个产业平台的建设

深化学校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校企关系，按

取得重大进展。

照“校企分开”、
“管办分离”的原则，2014 年

三、加强校办企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有

初完成了产业管理处和资产公司人员、资产、业

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
确保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安

务和机构的剥离，明晰学校产业管理处的行政管

全完整

理职能和资产经营公司的产权管理职能。

加强校办企业内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企业

根据中央关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是产业管

改革方向的调整，以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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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 2014 年的一项重点工作。产业管理处于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会议，传达财政部和教育

2014 年年初启动了对校内 14 家企业的内控审计

部关于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的相关法律

整改工作，要求相关企业在学校企业内控制度审

法规及政策文件，编制学校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

计的基础上，全面落实整改意见，完善企业风险

记工作培训资料及操作手册，为学校企业开展国

防控体系，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市场适应力，

有资产产权登记做好动员和辅导。按照财政部和

确保企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和国有资产的保

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收集、整理、汇总、分析、报

值增值。2014 年 6 月，产业管理处深入企业现

送共 31 家校办企业的产权登记材料，高效、准

场答疑整改难点，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截至

确地完成了学校所办企业产权登记。通过办理产

2014 年底，全部 14 家企业整改工作已经完成。

权登记，一方面从法律基础上确保了学校对国有

北京市教委 2014 年 12 月召开“北京校办企

经营性资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另一方面对学校

业内控审计评价工作总结大会”，北京市有关领

企业国有资产的历史沿革、使用现状进行了全面

导对我校在企业内控审计整改完善阶段的工作

的梳理和排查，掌握了学校所办企业的第一手资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我校参加试点企业经过整

料。

改后效果显著，取得了较好分数。在内控审计评

六、加强校办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对

价推广过程中，我校克服所属企业多，时间紧、
任务重等困难，较好地完成了评价工作。

校办企业的财务监督
1、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产业管理处和学

四、开展校内外产业调研，拓展发展思路，
创建校际产业交流平台

校所办一级企业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明
确了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任务和责任主体。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2、根据《教育部财务司关于开展直属高校

落实学校“综合改革和深化服务年”的各项任务，

财务管理状况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教财

产业管理处深入学校产业多家企业，以问题为导

司函〔2014〕207 号）文件要求，产业管理处组

向，对企业内控制度建设、生产经营和发展规划

织开展 2013 年度校办企业财务管理状况评价工

制定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帮

作，认真总结和梳理 2013 年度学校对外投资管

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同时，加大

理及收益情况，完成了对校办产业投资总额及收

对外交流学习，2014 年组织有关人员赴清华大

益、其他对外投资总额及收益的统计，根据掌握

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的情况撰写了评价报告。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3、开展企业财务管理自查自纠。根据教育

北京建筑科技大学等多所在京高校开展调研活

部有关通知要求，2014 年 5 月，产业管理处开

动，并利用各种机会和部分京外高校进行交流沟

展了校办企业财务管理自查自纠工作，认真检查

通，学习先进经验，拓展产业发展思路。

和总结了 2011~2013 年度学校对所办企业的监

五、组织实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夯

管情况。对学校投资权益保障、国有资产值增值；

实管理基础，加强学校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

对外投资企业的监管职责履职情况；企业法人治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直属高等学校、直属

理机构、监管制度是否健全；委派的股东代表、

事业单位及所办企业办理产权登记工作的通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履职是否尽责等进行了全

知》，及财政部《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所办企业

面检查，撰写了书面报告，将检查结果报送教育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财教〔2012〕242

部财务司。

号）文件要求，产业管理处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4、根据财政部《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

校办企业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召开校办企业

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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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通知》
（财监【2014】19 号）精神，2014

八、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排查产业安全隐

年 8 月产业管理处组织资产经营公司、出版集团

患，确保学校产业的安全稳定

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对校办企业的有

根据北京市及学校的要求，2014 年产业管

关问题进行了自查，并提交了自查报告存档备

理处多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学校产业

案。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织校办企业开展安全

5、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

生产大检查，建立安全生产台账，对重点企业进

利用职务插手校办企业、损害群众利益行为进行

行抽查，对重点部位进行了现场检查。在企业自

专项整治的通知》
（京教办发[2013]3 号）
，产业

查自纠的基础上，对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整治，

管理处于 2014 年 1 月开展了利用职务插手校办

2014 年 7 月，产业管理处会同学校保卫处，公

企业、损害群众利益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检查，并

共资源服务中心等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对产业

将有关情况报告北京市教委。

单位的安全隐患整治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验收，

七、探索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

要求各有关单位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建全

逐步推进学校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学校产业的

产业管理处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安全稳定，积极创建“平安校园”。

做好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提升学校社会服务能

九、其他重要工作

力，搭建学校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平台，充分调动

1、按照财政部和教育部的要求，保质保量

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产学研良性互动，促进科

地完成了校办企业财务信息月报工作，为国有资

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积极参与

产安全运营和监管提供基础信息支持。

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

2、组织校办企业参加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改革试点工作；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成果

工作。

及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条例（讨论稿）
》的修订；

3、组织校办企业完成 2013 年度财务决算和

组织科研人员申报国家、北京市、中关村科技成

统计工作及 2014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

果转化资助项目；为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4、加强产业管理处内部建设和作风建设。

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同时，产业管理处还加大

完成产业管理处网站建设、强化内部管理，规范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的交流学习，参与教育部、北

办公室工作，建立和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规

京市的交流培训活动，搭建学校科研成果转化服

范收发流程及档案管理，加强办公室财务及固定

务平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化水准，逐步

资产管理。加强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推进学校产学研用的融合发展。

制定办公室工作人员服务规范，明确办事流程，
强化节约意识，提高办公信息化水平和工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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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组织工作

“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严格
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情况、清理整治奢

党建工作

华浪费建设有关情况等进行专项检查。协助中央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对我校教育

一、深化整改落实，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

实践活动深化整改工作调研督查工作。

果

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教师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

节讲话精神

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认真履行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按照中央部署，结

组织学校近年来受表彰的优秀党员教师代

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

表召开座谈会，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在

“回头看”实施方案，明确总体目标、工作内容、

我校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就如何做一名好老师

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持续推动学校及校内各单

展开深入交流，并在优秀党员教师代表中开展学

位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教

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讲话精神征文活动。组织

育实践活动成果。

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开展“我们学院的

截至目前，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好老师”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 38 篇。号召各

动整改落实方案》包括加强理论学习、转变工作

单位以学院名义推出好老师的典型事例，充分展

作风、服务师生、勤俭办学、解决突出问题五个

现他们在立德修身、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严谨

方面 20 项工作，
现已完成 17 项，
完成率为 85%。

治学、为人师表、勇于奉献等方面的先进事迹，

学校《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方案》

更好地发挥好老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推进世界一

的重点为规范会议文件、改进工作作风、严格公

流大学师资队伍建设。
三、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夯实组织基

务接待和公费出国管理 4 项工作，已全部完成，
础

完成率 100%。学校《制度建设计划》涉及作风
建设和学校发展等方面共计 32 项，其中关于转

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系列规定 15 项，有关

的意见》的要求，积极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着力解决学校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十二五”规

设。

划及有关学校发展和师生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1．加强引导，提高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

的制度 17 项，截至目前，制度建设已完成 29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首先要转变思想观

项，完成率 90.6%。校内各单位制定和修订内部

念，提高服务意识，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设置

管理制度 285 个。学部、院、系和机关部处涉及

“高校服务型党组织、党支部建设途径研究”、

各单位内部整改任务 404 项，已完成 384 项，完

“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成长路径研究”等党建研

成率 95%，未完成部分属于单位长期工作。

究课题，开展党建理论研究。教育引导党员、干

对学校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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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通过学习和研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服务意

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模范践行社会主

硕士学位点建设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充分的交

义核心价值观。与北太平庄社区对接，做好在职

流与讨论，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

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积极倡导各分党委、党总

建议。在义务奉献中，参加支教的党员进一步增

支和直属党支部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

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强化了组织意识和党员

众服务工作。

意识，接受了党性教育在锻炼。
4．选树典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七

2．注重创新，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
创新是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服务作用的不竭动力，

一”评出获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表彰的北京高校先

为了更好地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活力，组织开

进基层党组织 1 个、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3

展了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主题的教工党建创

人、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1 人，获学校表彰

新项目研究，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

的先进分党委、党总支 7 个、先进党支部 59 个、

教工党支部共申报创新项目 31 项。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 226 人、优秀分党委、党总支书记

立足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结合实际开展了各具

5 人、优秀教工党支部书记 10 人、优秀党务工

特色的组织活动。文学院分党委组织党员骨干赴

作者 13 人、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 10 人、优秀

陕西宁陕县开展为期 5 天的支教活动；哲学与社

辅导员 10 人、优秀党建创新成果 13 个、管理服

会学学院分党委着力打造基层党建创新活动品

务标兵 5 人、管理服务先进单位 5 个。

牌，先后与南开大学哲学院党委开展以“青年教

5．召开暑期党建暨工作研讨会，促进工作

师的发展”
、与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开展以

交流。8 月 27—28 日，学校党委召开以“加强

“学术团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为主题的共建活

作风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

动，借鉴经验，拓宽思路，助力哲学学科建设。

学”为主题的暑期党建暨工作研讨会。会议围绕

环境学院分党委与顺义区南法信镇基础党组织

进一步深化学校综合改革、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合作开展整治城郊环境“垃圾”顽疾，共筑“美

和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做好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

丽城郊”中国梦项目。艺术与传媒学院、海军

实工作等专题进行研讨，交流学院改革发展和群

92117 部队和房山区蒲洼中心小学自 2005 年建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经验。中纪委

成三方共建关系，至今已近 10 年，党员和蒲洼

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王立英和国务院

乡小学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资助小学生完成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

业。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连续三年组织师生党员和

佐军分别作了关于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及当前国

入党积极分子赴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开展以

家改革发展形势的专题报告。刘书记在会上做了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从我做起”为主题的沙

动员报告和总结讲话，董校长对新学期工作进行

漠绿化志愿环保活动，使党员树立生态文明理

了部署。

念，增强社会责任感。

6．开展党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围绕基

3．组建共产党员服务小分队，深入中西部

层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设立 24 个党建

教育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按照党委统一部署，组

研究课题指南。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建两支共产党员服务小分队，分赴宁夏固原宁夏

和教工党支部踊跃申报，共申报各类项目 35 项。

师范学院和陕西吴起县第一中学和第二小学进

经课题组汇报、专家委员会评审，24 个研究项

行义务支教活动。通过学术报告、公开示范课、

目予以立项。2013 年党建研究项目优秀成果已

座谈交流、实地察看指导等方式，就人才培养方

结集出版《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研究—党建研

案修订、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评价、学科专业建

究课题文集（第 7 卷）》。经市委教育工委评定，

设、科学研究、实验室建设、免费师范生培养、

组织部申报的《高校党建创新—实践探索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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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获 2012—2013 年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

系列活动，支援黑龙江省特殊教育；机关一总支

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将、创新成果奖三等

心理与就业中心党支部、宣传部等六个支部联合

奖。

开展“自我关爱·心灵成长”教工团体服务项目；

7．共产党员献爱心，援助贫困弱势群体。

图书馆第三党支部、心理学院教工第二、第三党

按照市委教育工委部署，在全校开展“共产党员

支部联合开展阅读悦美丽—心理阅读治疗活动

献爱心”捐献活动，参与捐献的党员 2221 人、

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充分激发了教职工党员的

流动党员 6 人、入党积极分子 382 人、群众 215

内在动力，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的活力。

人，捐款金额 137779.30 元，全部捐款都已汇至

3．选好配强党支部书记。指导各基层党组

北京市慈善协会，主要用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慈

织按照有利于开展工作、有利于发挥作用的原

善医疗救助，应急救助，资助远郊区县乡镇敬老

则，组织好支部换届工作，选好配强党支部书记，

院、儿童福利机构进行设施改造，“爱心成就未

充分发挥支部书记“一岗双责”的作用。学校现

来”助学，帮扶生活困难党员等项目。

有教工支部 228 个，其中在职教工党支部 174

四、落实新要求，加强和改进教工党支部

个，退休教工党支部 54 个，2014 年有 50 个党

建设

支部如期进行了换届。174 位在职教工党支部书

在新形势下，落实新要求，加强和改进教工

记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56%、拥有副高

党支部建设是学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级及以上职称的比例为 63%、平均年龄 42 岁。

1．严格组织生活，实行教工党支部制定年

在职教工党支部中教师党支部 101 个，教师党支

度工作计划和述职制度。为进一步规范教工党支

部书记博士学位比例为 88%、副高级及以上职

部组织生活，推进教工党支部建设，实行年初教

称比例 82%、平均年龄 43 岁，有 11 位支部书记

工党支部直接向组织部上报本年度工作计划，督

拥有海外学历，有 8 位支部书记拥有各类人才称

促教工党支部制定组织生活计划、发展党员计

号。

划、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计划及确定拟重点开展的

五、保证发展党员质量，加强党员队伍建

活动。开展党支部书记向所属分党委、党总支年

设

度述职的试点，通过总结述职推动计划执行，切

1．贯彻落实新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

实增强了支部活动的计划性和实效性。

作细则》。分别针对分党委和党总支副书记、组
织委员、教工党支部书记、党务秘书、组织员，

2．创新活动形式，提高支部生活质量。学
校通过创新项目立项和党费返还等方式，积极支

以及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和委员、本科生党支部书

持教工党支部开展创新活动，2014 年党建创新

记和委员进行培训，确保学习、培训全覆盖。为

立项中教工党支部申报的创新项目获准立项 13

每位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党员发放《细则》读本。

项。各支部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党组织活动方式，

同时，坚持立行立改，对照新《细则》，修订学

以丰富多彩的组织生活形式，把党员和群众凝聚

校《党员发展工作手册》，推动《细则》贯彻落

在一起，切实提高了组织生活质量。如环境学院

实，保证了党员发展工作的顺利进行。

水环境、水资源研究所党支部依托专业优势，与

2．突出重点，做好在青年教师和高层次人

延庆县水务局党支部开展以专业技术为纽带的

才中发展党员工作。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

党组织开展共建活动；出版集团第三党支部的党

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加强在青年教

员编辑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到怀柔区宝山中学开

师、特别是高端人才中发展党员工作，安排各分

展“书香伴童年 支教暖人心”活动；教育学部

党委上报 2014 年青年教师发展专项计划，并督

特殊教育系教工党支部开展特殊教育志愿服务

促认真落实。举办了第十八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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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培训院系和机关部处教工入党积极分子 72

为基层党组织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在 18 个学

人。对两院院士、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生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的院系对发展党员工作情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千人计划入

况、存在的问题及建立二级组织员队伍意愿开展

选者及二级教授等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对非

调研，结合学院党员发展工作实际情况，选择经

党员高层次人才的入党意愿进行了调研。利用暑

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体育与运动学院、物理系三

期，组织学校“七一”受表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代

个单位，开展二级组织员试点工作。

表及高层次人才代表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了以

6．拓宽渠道，加强党代表联络与服务。党

“弘扬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教育培

代表作用发挥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代会职权的行

训活动，为更好地加强高层次人才发展党员工作

使，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整体水平。加强党代

奠定了基础。

表联络办公室、党代表工作室的工作，提高党代

3．树立标杆，召开高层次人才入党现场观

表履职能力，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为使党代表

摩会。利用系统科学学院直属党支部召开支部大

全面了解学校发展现状，安排部分党代表列席教

会，讨论接收吴金闪（副教授、海外归国人员）、

代会和“七一”表彰大会，选派党代表参加《大

王文旭（研究员、青年千人）为中共预备党员这

学章程》征求意见会，为党代表购置学习材料，

一契机，组织 30 余位新任教工党支部书记现场

组织党代表参加学校干部培训会，部分中央和国

观摩了党员发展会。加强了党支部之间的互相学

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课程向党代表开放，组织

习和交流，对规范党员发展大会程序，严格党内

部分党代表参加延安学习培训团，接受革命传统

组织生活起到了展示和促进作用，对高层次人才

教育等。选派 2 名党代表参加北京市委组织部举

党员发展工作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办的党代表履职培训班。
7．摸清“家底”，切实做好党内统计工作。

4．严格要求，认真做好学生党员发展、管
理和服务。制定《2014 年各分党委、党总支、

按照教工委、教育部要求做好教工委党内年度统

直属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指导意见》，共发展学

计、半年统计和教育部高基报表、党组织和党员

生党员 1056 名。通过编发《给毕业生党员的一

情况统计表等的统计和信息报送工作，撰写《北

封信》和《给新生党员的一封信》，抓好毕业生

京师范大学 2013 年党内统计报告》。组织部被北

和新生党员教育。通过编发《新生入党导航》，

京市委教育工委评为 2013 年度党内统计工作全

做好非党员新生的指导和引导工作。认真做好组

优单位。

织关系转接工作，2014 年共转入学生党员 1812

六、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做好党建述职

人、教工党员 41 人，转出学生党员 2601 人、教

评议考核试点工作

工党员 57 人。加强 2014 年公派留学生党员管理

按照中组部和教育部部署，学校作为全国高

和服务工作，成立临时党支部，由组织部直接管

校 5 个试点单位之一，开展了院系级单位党组织

理，共有 92 名党员转入该临时党支部。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工作。学校党委高
度重视，认真研究制定工作方案，选择历史学院、

5．助力基层党建，抓好组织员队伍建设。
2014 年聘任校级组织员 30 名，其中正高级职称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马克思

13 人，占 43.3%，副高级职称 15 人，占 50%，

主义学院、心理学院、化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千人计划入选者 1 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后勤、图书馆等 10 个分

资助获得者 1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党委、党总支书记参加党建述职。

计划”入选者 4 名。组织员参加基层党建调研、
抽查党员发展材料、参加党员发展、转正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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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5 日上午，学校召开党建述职
评议大会，中组部组织二局五处副处长姜恩桥，

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王光彦、思政司组宣处处长

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突

荆辉等上级部门领导应邀出席。10 位书记汇报

出高校领导干部“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坚

了 2014 年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和先进经验，刘

持“四不唯”，切实把那些能够全身心投入管理

川生书记逐一进行点评，指出了值得肯定的经验

工作，具有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领导能力和工作

做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努力方向。王光

水平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彦副司长对我校院系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2014 年，全校共有 9 个院系行政领导班子

作和述职汇报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指出

换届，10 个院系分党委换届；9 个机关及附属单

我校基层党建工作中还需进一步加强之处，并就

位行政领导班子换届，6 个党总支换届。干部选

如何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提出建议。刘书记在会上

拔任用工作任务很重。学校党委讨论任免处级干

做总结讲话，对 10 个分党委、党总支书记抓党

部 124 人次，任命处级干部 76 人，包括正处级

建工作的成效、薄弱环节等进行分析，并对下一

干部 34 人，副处级干部 42 人。其中，机关部处

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和教辅单位 22 人，学部、院（系）52 人，附属

通过开展党建工作专项述职，使得院系级党

学校 2 人。任用处级干部平均年龄 43 岁。有博

委总结了 2014 年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深入分

士学位的有 41 人，占 54%。提任处级干部 42

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明确了下一步党建工作的要

人，平级岗位调整干部 8 人，原岗位连任 26 人。

求，同时，也促进了党建工作的交流。

新提任的干部中有正处级干部 17 人，副处级干

干部工作

部 25 人。坚持多种选拔任用方式并举，不断完
善选人用人机制。今年选任的干部中，通过民主

（一）学校领导班子考核工作

推荐选任干部 54 人，采用竞争上岗方式招聘干

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召开 9 个座谈会，征求

部 19 名。严格干部民主推荐，严把组织考察关。

广大师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分类整理并

注重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广泛听取

如实向学校领导汇报了意见和建议，组织开展

班子成员、教职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建议。2014

2014 年度校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开展校级

年，共确定考察对象 96 人，考察谈话 1100 余人

领导班子述职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

次。坚持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一年中，党

议”
。组织上报 2014 年度校领导个人有关事项报

委先后召开 21 次党委常委会次讨论干部选拔任

告。

用工作。

（二）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三）干部考核工作

认真贯彻中央干部工作要求精神，落实从严

一是组织实施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和民主生

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切实加强制度建设，

活会。根据新形势的需要，研究完善中层党政领

坚持用制度选人、用制度管人。校党委结合我校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制定考核工作

工作实际，及时修订了《北京师范大学处级干部

方案。开展校内各单位处级干部年度考核。二是

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
，并于 2014 年 4 月 1

完善处级干部年度考核网上民主测评系统，增加

日正式施行，进一步细化了干部任职资格条件，

干部师生根据对单位和干部的熟悉程度选择评

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不断创新干部选

价对象的自主性。三是组织实施处级党员领导干

拔任用工作机制。校党委成立了干部工作领导小

部年度民主生活会工作。制定处级党员领导干部

组，按照“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全面

2014 年度民主生活会方案，成立督导组，做好

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针，坚持

督促指导工作。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的用人导向，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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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干部挂职、交流锻炼

学习贯彻工作同干部培训工作有机结合，制定了

一是实施无院系工作经验的机关处级干部

切实可行的轮训计划，确保培训实效。第一，为

校内挂职锻炼。按照干部培养计划，2014 年选

全校 350 多名处级干部购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派 2 名机关副处级干部到学部、院系挂职锻炼一

讲话精神学习读本》等学习资料，作为学习的辅

年。二是推荐中青年干部校外挂职锻炼。向北京

助读本；第二，邀请知名专家举办高水平专题讲

市教育工委、北京市各区县、云南、江苏等地推

座，提升干部治理能力；第三，组织中层干部赴

荐挂职干部 5 人。三是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交流提

中关村生命科技园区等地参观学习，加深对讲话

任干部考察工作。先后推荐 6 名青年干部和教师

精神的领悟；第四，开展在线学习，进一步拓宽

到校外挂职锻炼，向中组部、团中央、教育部和

培训广度。通过轮训，一方面统一学校各级干部

北京市推荐干部 5 人，其中正局级 2 人，副局级

改革发展的思想共识，另一方面在推动我校建设

1 人。四是推荐选派挂职干部。组织实施中组部

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援疆挂职锻炼干部和教育部赴滇西边境山区挂

2、2014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

职干部的推荐选派工作，选派挂职干部 3 人。五

学。2014 年，我校干训基地办公室圆满完成了

是做好兄弟高校干部挂职工作。按照教育部要

中组部委托我校承办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

求，接收山东、广西、湖北挂职干部 4 人，组织、

干部 10 个专题班的选学任务。来自中央和国家

协调、安排河南省委处级挂职锻炼干部 2 人。六

机关的 675 位司局级领导参加了选学，10 个专

是落实干部政策。协调并落实我校赴新疆、滇西

题班平均出勤率为 91.93%，学员评分的均分高

挂职干部相关政策。接待、处理离退休教职工有

达 95.82 分，培训课程受到学员一致好评。此外，

关遗留问题的信访、答复。

基地办公室还参与第四批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教

（五）干部监督工作

材的编写工作；整理和推荐了五篇司局级干部选

按照中央要求，大力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

学专题班的教师讲稿，作为新一辑“干部选学大

督和管理，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一是完成处

讲堂”的备选书稿等。这一系列工作的圆满完成，

级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工作。对全校

既体现了我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服务党和国家

所有中层干部的《2013 年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干部队伍建设的光荣传统，也有力地宣传了我校

事项报告表》进行审查，全部录入专用系统，按

近年来综合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大大提升了学校

照要求完成了抽查核实工作。二是规范我校党政

的社会影响力。

领导干部企业兼职问题。对全校党政领导干部到

3、机关部处转变工作作风培训会。2014 年

企业兼职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并按照要求完成

1 月，组织召开机关部处全体干部培训会，刘川

了清理工作。三是完成配偶已移居国外处级干部

生书记、董奇校长等校领导和机关部处中层干部

的统计上报工作。四是完成了按职数配备干部情

及全体工作人员近 300 人参加。会议主题是“转

况专项自查工作。五是启动处级干部因私出国

变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刘书记传达了中

（境）证件集中管理工作。六是启动干部档案专

央相关规定的精神，刘书记和董校长结合学校世

项审核工作。

界一流大学建设，分别向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提

干部培训

出了要求，希望与会人员能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
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为服务世界一流大学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按照

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中央和教育部统一部署，2014 年学校党委在学

4、干部选学经费自查与检查组入校检查。

校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2014 年初，按照中组部干教局要求，干训基地

列重要讲话精神轮训工作。组织部认真组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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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开展了 2012、2013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

的要求：一是要讲政治；二是要有责任心；三是

级干部选学经费使用情况自查工作，并于 3 月

要树立公心；四是要不断学习、提升能力。会上，

27 日接受了由中组部、财政部组成联合检查组

新任干部还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承诺书。

的入校现场检查。基地经费使用管理的具体做

附录

法，得到了检查组的认可与好评。

2014 年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

5、第 18 期教工入党积极分子集中培训。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的名单

2014 年 4 月进行第 18 期教工入党积极分子集中
培训，来自全校各单位的教工入党积极分子 60
多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包含自主学习、专家报告、

1.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社会实践、论文考核等多种方式；培训内容围绕

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教育等展开，内

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容充实，有实效性。近两个月的培训，使积极分

后勤分党委

子接受了一次系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对党的

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政策和时代精神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

张雁云 郭英德 晁福林
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5、中层干部赴美培训。在国家外国专家局
和学校党委的关心、支持下，2014 年 7 月，学

沈

越

校组织 24 位教师赴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开

2.北京师范大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研协作及提升国际竞

先进分党委、党总支（7 个）

争力”高端培训项目。培训期间走访了斯坦福大

教育学部分党委

学等 8 所高校，就美国高校尤其是加州富乐敦州

历史学院分党委

立大学的教学、科研、战略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等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分党委

内容进行了详细交流。此次培训项目以世界一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

大学建设为目标，培训内容系统实用，培训形式

图书馆分党委

丰富多样，培训师资雄厚。国家外专局高度肯定

出版集团分党委

了此次培训，参训的各位教师也都表示受益匪

二附中党总支

浅。

先进党支部（59 个）
教育学部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党支部

7、新提任干部集体谈话会。2014 年 7 月和
12 月，组织两次新提任干部集体谈话会，刘川

教育学部行政一党支部

生书记、董奇校长均参加了会议。刘书记围绕学

文学院新闻传播党支部

校干部调整的基本情况，了解、热爱和服务北师

文学院现代汉语及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党支部

大，如何做一名好干部等三个方面，同与会干部

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教师党支部

进行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她勉励大家做到心中有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离退休党支部

信仰，眼里有师生，工作有作为，肩上有责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行政教师党支部

脚下有根基；要强化政治意识和把握方向的能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党支部

力、战略意识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不断提升自身

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修养；要尽快转变角色，处理好行政管理与业务

数学科学学院教工一党支部

的关系，积极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董校长就

物理系理论物理教工党支部

如何做好管理工作，向与会干部提出了四个方面

化学学院有机化学北京市重点学科党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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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运动学院教师第三党支部

环境学院 2012 级硕士生党支部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工党支部

资源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工党支部

水科学研究院 2012 级硕士党支部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3 级研究生党支部

机关第一党总支本科生工作处党支部

体育与运动学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机关第二党总支研究生院党支部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2 级研究生党支部

机关第三党总支信息网络中心党支部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机关第四党总支育新党支部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图书馆第三党支部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2013 级硕士党

产业党总支京师大厦党支部

支部

后勤物业服务中心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226 人）

离休干部党总支第三党支部

（以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

出版集团第一党支部

教育学部分党委（23 人）

第二附属中学职工党支部

顾定倩 陈紫龙 郭法奇 阚 维 吕巾娇

实验小学党支部

马占祥 滕 珺 徐志勇 朱旭东

教育学部 2011 级教育教管学前党支部

高晓玲（硕）张雅楠（本）乔善斌（本）

教育学部 2012 级博士生党支部

郝

鹏（本）孙宏业（硕）曹浩文（博）

教育学部 2012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

黄

亮（硕）韦 静（硕）杨玲玉（本）

文学院 2012 级硕士第五党支部

高

涛（本）金赟凇（硕）王一迦（本）

文学院 2011 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杨赟悦（硕）张 月（硕）

历史学院 2011-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

文学院分党委（13 人）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2 级硕士第一党支部

刁晏斌 马东瑶 徐春姣

政府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本科生党支部

梅茹瑜（本）高建文（博）何余华（硕）

政府管理学院图书情报硕士党支部

李桔松（博）刘晓景（硕）邵京京（本）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1 级本科生党支部

王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硕士党支部

曾昱蓓（本）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2 级硕士生第二党支部

历史学院分党委（6 人）

汉语文化学院 2011 级汉语国际教育党支部

唐利国 马卫东

艺术与传媒学院本科生第三党支部

刘

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2013 级法硕第二

古丽加汗·艾买提（本）

党支部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分党委（8 人）

数学科学学院 2011 级本科生党支部

王成兵 周群英

化学学院 2013 级硕士生党支部

李

天文系研究生党支部

吴珊珊（硕）张静纯（本）赵 远（本）

心理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心理学院分党委（5 人）

心理学院心理测量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党支部

陈英和

生命科学学院 2013 级硕士生第二党支部

贾孟华（硕）张凤姣（硕）史佳鑫（硕）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12 级硕士党支部

周诗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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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硕）吕雪梦（本）杨文艳（本）

颖（硕）刘 芳（本）李 葳（博）

政（硕）文 杨（本）吴剑锋（硕）

政府管理学院党总支（5 人）

天文系党总支（2 人）

张玉书

陈

黎

宋 蕊（硕）张梦仙（硕）王晓宁（本）

杨

圣（硕）

曾 艳（硕）

生命科学学院分党委（8 人）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8 人）

李雪生 牛翠娟 邱小波

赖德胜 王 丹

黄沛琳（硕）贾 薇（硕）刘艳芳（本）

樊 攀（硕）高 岩（硕）郝天天（本）

王升洪（博）张晓玉（硕）

魏 立（硕）杨一新（硕）张 越（本）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分党委（6 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党委（3 人）

党一诺 肖志强

李 涛 赵朝峰

金浩然（硕）王 维（硕）姚 馨（硕）

袁 萍（硕）

刘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分党委（7 人）

环境学院分党委（6 人）

武尊民 穆新华 王德亮

王

胡亚琳（博）董佳佳（硕）吴雯昕（硕）

王昊天（本）邵晓静（硕）张 珂（硕）

蔡文杰（本）

丁士元（博）

汉语文化学院党总支（4 人）

资源学院分党委（3 人）

王学松

朱文泉

郭文骁（硕）刘铁静（硕）杨柯慧（硕）

蒋陈柳鹂（本）张 昱（硕）

艺术与传媒学院分党委（5 人）

水科学研究院党总支（3 人）

王 韵 肖 艳

滕彦国

李昕婕（硕）林凤璇（本）王亚迪（本）

李

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分党委（10 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4 人）

黄晓亮 唐 璨

周明全

查 杰（本）李超哲（硕）田海鑫（博）

林

田 静（硕）夏巍予（硕）阎慧鸣（本）

体育与运动学院分党委（4 人）

张岱渭（本）庄小茜（硕）

孟繁斌 王建华

数学科学学院分党委（7 人）

王子申（本）马奔腾（硕）

刘永平 张淑梅 赵 亮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总支（3 人）

李 霞（博）漆 玲（本）王 哲（本）

林晓燕 郭新恒

赵海楠（硕）

郑晨龙（硕）

物理学系党总支（5 人）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党总支（3 人）

包景东 弓文平

乔东平

谢丽璇（硕）邵 韬（本）延庆洲（本）

马

化学学院分党委（10 人）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党总支（2 人）

李东明 李晓宏 邢国文 魏 朔

范丽娜

林 灵（本）王大伟（博）刘 振（硕）

李禧俍（硕）

韦标东（本）王 妍（硕）张 倩（本）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党总支（4 人）
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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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本）
烜 赵彦伟

艺（博）刘虹利（硕）

鑫 （本）茅凯丽（硕）尤琪（本）

爽（硕）张 柳（硕）

琰

尹志坤（硕）孙静茹（硕）张志芳（硕）

离休干部党总支（2 人）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分党委（5 人）

谢秀忱 韩玉珍

黄 靖 周 涛

出版集团分党委（5 人）

曹 冉（硕）李宗超（硕）孟永昌（博）

王建波 吴祖义 邢自兴 岳昌庆 张亚立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党总支（2 人）

二附中党总支（7 人）

王开存

李建文 田晓晨 蒋维平 程海容 陈 昭

魏坤岭（硕）

易晓丹 姜 涛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党支部（1 人）

实验小学与实验幼儿园党总支（4 人）

王 茁

牛广华 常 军 鞠 亮 滕 瑾

古籍与传统文化院直属党支部（2 人）

优秀分党委、党总支书记（5 人）

韩格平

（按姓氏笔画排序）

白 帆（硕）

刘建武 沈 越 胡 俊 耿向东 黄 珊

系统科学学院直属党支部（2 人）

优秀教工党支部书记（10 人）

周 亚

（按姓氏笔画排序）

周 璇（硕）

尹

国民核算研究院直属党支部（2 人）

姚雪莹 姜 威 袁 荣 郭陕河 熊 刚

赵 楠

优秀党务工作者（13 人）

何宗樾（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分析测试中心直属党支部（1 人）

王瑞敏 刘增森 许金更 严 帅 何一平

王香凤

张燕玲 李永明 李志英 林小群 贺利华

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党总支（2 人）

郭智芳 盛双霞 葛玉良

毛晓峰 张芳兰

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10 人）

机关第一党总支（3 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徐艳华 于春华 于莲洁

王成兵 包景东 刘永平 邱小波 陈英和

机关第二党总支（4 人）

陈

李 娟 吴 颖 陈继荭 田晓刚

优秀辅导员(10 人)

机关第三党总支（2 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连江 王 然

马

机关第四党总支（4 人）

张新颖 高 超 董卫华 魏 炜 魏天经

金秀荣 潘国琪 宋文宝 宋万达

优秀党建创新成果（教职工，4 个）

图书馆分党委（3 人）

教育学部分党委：高校基层党组织推进学院文化

黄 薇 糜 凯 杨明博

建设。

产业党总支（2 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党委：发挥学科优势，宣传党

郭 庆 吴本佳

的理论。

后勤分党委（6 人）

政府管理学院党总支：“关爱每位党员成长，提

郝俊峰 陈文祥 葛 锦 郭 刚 鲁 楠

高党内生活质量”系列党建活动。

严 琳

学生工作部 ：共训育人五十期，师生同筑中国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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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王 楠 李凤堂 肖 艳 周启迪

黎 周明全 武尊民 顾定倩 赖德胜

琼 王孟元 邓林园 孙秀英 张 璇

优秀党建创新成果（学生，9 个）

年度工作任务，为学校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

教育学部 2012 级硕士第三党支部：“增强支部

论环境和文化氛围。

凝聚力，体现党员先进性”支部建设活动

今年宣传工作的突出点：凝心聚力，做好习

教育学部 2011 级教育教管学前党支部：“走群

近平总书记考察我校的策划和宣传工作。

众路线，树时代新风”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

1、积极参与策划工作,制作庆祝第 30 个教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第三党支部：“发挥社

师节主题展览。展览共分为教师之歌、教师培养、

工优势，服务视障朋友”与北京市红丹丹教育文

教师风采、弘文励教四个部分，突出了北师大的

化交流中心党支部共建活动

重点和亮点。为完成展览制作工作，宣传部新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1 级本科生党支部：

中心利用暑假时间，加班加点，历经 10 多次修

“知行合一，经世济民”学生党员素质拓展训练

改。展览在主楼四季厅展出，成为习近平总书记

活动

视察学校的第一个环节,得到大家广泛好评。

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党支部：

2、组织学习活动，开展主题征文。组织师

“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生座谈会，及时撰写并下发了学习贯彻通知，学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本科生低年级党支部：

校和院系两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和领导班子带头

“胸怀经纬，地学纵横”学生党员学业能力提升

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教师中开展了“如

计划

何当一位好老师”的主题征文活动，使讲话精神

资源学院土地资源与城乡发展研究所研究生党

传达到每一位老师。目前收到教师文章 310 多

支部：“践行雷锋精神，宣传科普知识”支部共

篇，优秀稿件陆续在校报上刊登，并将结集出版。

建活动

3、组织专家宣讲团，加强理论宣讲。专家

体育与运动学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强健体魄

宣讲团深入院系，宣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助成长，服务社区促和谐”学生党员成长实践活

神。目前，宣讲团已举办了 12 场辅导报告，努

动

力实现宣讲全员覆盖，用讲话精神指导学校改革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生第三支部：“弘扬

发展工作。

核心价值观， 共筑伟大中国梦”党员教育活动

4、起草撰写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管理服务标兵（5 人）

神的文章。加强理论宣传，起草《努力培养党和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等文章。撰写《着力用社会

马 力 刘晓杰 陈 强 林泽勇 赵铁峰

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人格》、
《坚持四位一

管理服务先进单位（5 个）

体、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

党委/校长办公室

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等材料和

保卫处

宣传部（新闻中心）

后勤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

文章，深入开展理论研究。

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和志愿服务工作

宣传工作

1、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教师志愿服务协会，

概述

引领高校教师志愿服务活动。向全国高校发起教

2014 年，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在学校党委

师志愿服务倡议，号召广大教师积极投身志愿服

和行政的领导下，在学校各单位的帮助和配合

务的时代潮流。组织教育学部、经济与工商管理

下，坚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服务学校发展、院

学院教师组成云南永德智力支教教师暑期社会

系发展和师生发展，在重大活动、理论研究、新

实践队，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教师做了 4 场讲
座，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经

闻宣传和文化建设方面开展系列活动，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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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教育发展形势。调研考察了永德中小学，实

新及时，保证时效。

地了解当地的教育发展现状，就教育领域综合体

3、校电视台关注重点热点，做好新闻采编

制改革、教育科研、教育质量等问题和当地教育

播工作。策划、制作完成《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部门进行了交流探讨。

老师》系列访谈节目 6 期；围绕重点，电视台完

2、与校工会共同举办了全国教师志愿服务

成新闻采编近 300 条，制作完成 34 期节目的播

联盟成立大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出。在节目的编排上，增添了图片新闻和口播新

大学等首批 24 家成员单位以及天津、河北、山

闻，拓展了节目内容，丰富了节目形式；完成学

东师范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我校作为联

校各类重大活动的全程录制工作。完成“2014

盟的秘书长单位，旨在做好服务联络和协调工

年毕业生晚会”、
“北京留学生之夜”现场视频多

作，发挥好纽带作用，组织教师开展知识服务、

机位上墙、录制及后期编辑制作工作。完成了“中

专业帮扶、理想教育“三位一体”的志愿服务活

组班”培训课程的拍摄工作，共完成 9 个专题班，

动，在推动教师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上形成合力。

230 个小时课程的录制。在第四届中国高校电视
奖评审活动中，电视台报送的片子获得 2 个一等

3、与校工会共同举办了师德发展论坛。引
导和激励广大教师践行“四有标准”
，坚守崇高

奖，2 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的好成绩。

使命，弘扬高尚师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4、打造了“数字媒体教学与学生实践平台”

值观，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项目工程。对现有电视台演播设备进行了升级，

媒体平台建设

打造了“数字媒体教学与学生实践平台”。实践
平台兼顾新闻录制、访谈制作和虚拟背景的功

1、积极弘扬主旋律，提高新闻质量。2014

能，满足了新媒体战略发展的基本需要。依托于

年编辑出版了 32 期校报，其中各类专刊 12 期，

新建的数字演播室，探索 MOOC 制作工作。通

包括习总书记考察北师大、社会治理论坛、创建

过和化学学院王磊老师带领的《中学化学教学设

平安校园等专刊。获得了北京好新闻奖（高校新

计与实践》教学团队的合作，完成了 16 个课时

闻系列）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的 MOOC 视频的前后期制作工作，上线试运行

项；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后，得到了师生的认可，获得好评，也成为北师

1 项。实行了校内报刊备案制，核发了《校内报

大首批上线的课程。

刊准印证》和统一刊号，加强了对校内报刊的规

外宣工作

范化管理。
2、成立融媒体中心，加强新媒体建设。2014

1、主动策划，积极配合媒体需求。在 96

年共计刊发手机报 37 期。现有手机报用户近

次重大活动中累计邀请媒体 948 人次，校外媒体

9000 人；新浪官方微博 2014 年粉丝增加近 4 万

对我校新闻报道数量达 69 万余条，主动推介校

人，总粉丝数达到 176989。截至 12 月 20 日，

内专家学者接受采访达 57 人次。2014 教师节习

发表微博条数 5715 条。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来校

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师大的报道与新闻发布会策

考察等大型活动活动，进行微直播；官方微信刊

划、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校训的故事》、学生呼

发 160 期。用户现已接近 23000 人。2014 年 12

吁装空调引发媒体关注后的舆论引导与回应、大

月，启动官方微信平台改版工作，自改版以来先

爱无疆——寻找走失的李希慧教授等系列新闻

后推出一周早报、校园聚焦、光影师大、京师人

报道与新闻发布会策划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好反

物志、师大人言、晚安教育故事等专栏，受到师

响，起到了深入宣传北京师范大学良好形象与品

生肯定。新闻网更新学校首页形象图 21 幅，学

牌的作用。

术快递 702 条，新闻网发布消息 3210 条,做到更

2、建章立制，规范外宣工作流程。制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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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范大学校内活动邀请媒体申请单》
、
《北京师

校园”、
“中国经济周刊校园行”等多项特色活动，

范大学校外媒体采访请求备案表》
、
《北京师范大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校园文化建设水平。

学媒体接待流程细则》
、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中心

3、设计制作了学校宣传画册、宣传折页和

媒体联络流程一览表》
、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舆情

师大十景宣传册。宣传学校的历史和发展前景，

事件分级处置与应对机制》等，规范外宣工作流

从各个方面充分展示学校发展新形象。设计制作

程。

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宣传画册。
设计制作了宣传部新闻中心文化墙，参与设计主

3、推出主题报道，凸显师大典型故事。其
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

楼文化墙，营造学校良好的文化氛围。

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课、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心

统战工作

理咨询中心大学心理课程建设等。
4、及时应对，积累危机公关经验。及时应

概述

对校内外媒体针对“沈培平学历事件”
、
“学生呼
吁装空调事件”
、
“学生出现发烧腹泻事件”等紧

2014 年党委统战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急事件，开展一系列危机公关，形成了案例详实

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

的舆情报告与应对建议，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统战部、市

验。正向公关，塑造师大良好形象，积极主动开

委统战部、市委教育工委的工作部署，根据学校

展正向公关，如在学生呼吁装空调事件后学校很

十二五规划及校党委工作总体思路，围绕学校的

快以一曲《行动代表我的心》进行回应，在媒体

中心工作开展统战工作，把统战工作和学校的改

的后续报道中传为佳话。

革发展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结合起来，积
极支持各党派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校园文化建设

大力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认真细致做好

1、举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座。为深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工作，主动做好协调服务工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准确把

作。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统战部主要做了以下几

握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管理干部的人文素

个方面的工作。

养，宣传部新闻中心与组织部、校工会、光明日

（一）建立校党委常委联系党外代表人士

报社等联合举办了 6 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坛，

制度

邀请了许嘉璐先生、于丹教授、康震教授、李山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协商民主是我

教授、王建华教授、单霁翔院长等做了传统文化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的报告和讲座，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党委统

2、举办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和读书

战部为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节等特色活动。评选出了顾明远、方维海、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立了校党

张仁强等九位“感动师大”新闻人物和团队，展

委常委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制度，每位常委联系三

现了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的风采，弘扬了校园正能

名党外代表人士。

量。与腾讯文化频道合作举办 2014 年读书文化

（二）认真落实中央 4 号文件，制定加强

节活动。邀请苏童、阿来、翟永明、梁鸿、徐则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文件

臣等作家诗人到场，与师生共话阅读、共赏文学。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

举办了寻找京东锐作者征文大赛微小说颁奖典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
（中发[2012]4 号），

礼、邀请梁鸿、徐则臣等作家开展“文学的黄金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下发的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

时代”讲座。举办了“光明讲坛”
、
“中国日报进

伍建设的重要文件,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外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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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政策和行动指南。统战部制定

建议。

出台《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北党

2. 召开全国“两会”代表征求意见座谈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我校党外

2 月 20 日上午，组织召开全国“两会”代表征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具体范围、目标任务，制定了

求意见座谈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相关措施，健全了体制机制，加强了组织领导，

院系、职能部门负责人，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

旨在更大限度地发挥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重

派人士代表等 20 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

要作用。

议。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联党组书记周

（三）推进民主协商制度化，坚持校情通

开让，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处长张健，市委统战

报会制度

部宣传处处长薛晏、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王

为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学校党委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

斌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民主党派工作

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统战部采取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年初与党外人士共迎

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协商，推

新春时，首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

进我校民主协商制度化。
1．召开党外代表人士校情通报会

党通力合作的社会主义参政党，为我们加强和改

为发挥统一战线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

进民主党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动力
支持。

的重要作用，保障党外代表人士的知情权、参与
权、话语权，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一）协助各民主党派搞好组织建设

建议，组织召开了党外人士校情通报暨征求意见

1.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工作

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我校全国人大代表、政协

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事关重要,各党派中缺乏

委员，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

有领军人物或旗帜性人物,我们在党派成员、无

民主党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侨联负责人，以及

党派成员中广泛调研、采取个别谈话形式，了解

部分高层次党外人才近 30 人。刘川生书记传达

和发现人才，并着重培养一批、使用一批、储存

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宪法日作出的重要指示，

一批。一年中，个别谈话人次达近百次。我们了

以及张德江委员长在“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大

解了一些人的个人意愿、个人发展前景、人品以

力弘扬宪法精神”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

及是否对工作有热情等，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达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中共中央关于全

为民主党派培养了新的人才，就加强党派北师大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行了解

基层委员会组织发展以及后备干部培养等问题

读；通报了学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30 个教

进行沟通和交流。统战部还会同各民主党派负责

师节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系列措施和活

人，就如何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进行深入研

动、2014 年学校重点推进的 10 件实事、学校教

讨，并很好的协调了上级党派组织与我校基层组

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情况、深化学校综合改革情

织的关系。
2.召开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理论研讨会

况等。会议还征求了与会代表对学校领导班子及
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座谈。大家围绕

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教育工委同群处

学校改革发展、权力下放、教学科研、大学民主

领导下组织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

等问题畅所欲言，针对如何畅通沟通渠道、更好

部、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相关高校参

地整合多方面资源、优化科研环境、改善研究生

加的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研讨会。大家就民主党派

教学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很好的

组织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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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各民主党派干部队伍建设

主席宋海进行座谈，开展“同心基金”助学活动，

推荐民主党派成员进行“三个一百”干部挂

资助我校 20 名贫困学生。

职锻炼。今年我校有 2 位民主党派成员入选北京

民进委员会举行年终总结会，总结在组织发

市委组织部开展的干部交流任职、挂职锻炼“三

展、参政议政、组织活动开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

个一百”工程。致公党成员、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著的成绩；召开民主生活会，鼓励会员积极向学

院孙平副教授挂职市法制办复议应诉调解指导

校和上级主管部门建言献策，更好地发挥民主监

处副处长，民建成员、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杨娟

督的作用，并对校园管理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

副教授挂职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副经理。她们

议。

将在各自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副处级挂职锻炼。

农工党支部组织迎新春座谈会，总结 2013

根据市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完成 2013 年挂职

年工作，讨论新一年的工作计划；考察海淀精神

锻炼干部考察和总结鉴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先后

卫生防治院，送去爱心和温暖，为精神卫生防治

完成了对挂职期满的挂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

康复工作献计献策。

究室副主任的王志祥教授、挂任北京市科学技术

九三学社委员会举行“2014·新年主题茶话

委员会科技宣传与软科学处副处长的张源副教

会”，校长董奇，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

授、挂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教育培训部

专职副主委方炎，社市委原专职副主委周舜武，

培训开发处经理的裴淼副教授的考察工作,并完

统战部部长宋丽慧出席茶话会，并与 40 多名社

成考察情况报告。

员代表座谈；举办“战略人才与教育创新”议政

（三）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服务社

论坛，党委副书记刘利、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

会搭建桥梁

委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

推荐民革北师大支部主委、文学院教授万建

（五）启动北京师范大学民主党派史编撰

中为市监察局监督检查人才库人选。

工作

（四）为各民主党派组织开展活动提供服

为了大力弘扬我校各民主党派的光荣传统，

务和经费支持

进一步提升各党派在学校及全国的影响力，激发

在统战部的指导、协助、沟通与经费支持下，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凝心聚力，再创辉煌，统战

民主党派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各党派活动精彩

部启动了《北京师范大学民主党派史》编辑出版

纷呈。

工作。先后多次召开编撰体例征求意见座谈会、

庞丽娟教授当选民进北京市委新一任主任

编撰工作推进会、工作进展通报会，目前已基本

委员。

完成初稿编撰。

民革举办迎新年座谈会，交流一年来的工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

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畅谈学校发展愿景，为学

（一）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培养培训工

校建设建言献策，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作

长杨耕和统战部部长宋丽慧参加了座谈会。
民盟委员会开展新春慰问活动、爱心捐助活

除进一步落实中央 4 号文件精神，制定加强

动，举办“鲁迅与中学语文教学”论坛，积极参

我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文件外，统战部还高

与民盟中央基层组织建设年有关活动。

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培养培训工作。
1.举办 2014 年我校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

民建支部会员积极参加海淀区委新会员及
基层组织通讯员培训会，参加海淀区植树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 4 号文件精神，以及我校《关

考察北京佰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与民建中央副

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师党发[2014]6 号),加强我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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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认真做好联谊交友工作，为建设世界一流

2. 积极参加北京高校“心桥工程”评优活

大学、实现伟大中国梦凝聚力量，组织举办了

动。10 月，根据北京高校“心桥工程”优秀工

2014 年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我校各级两会代

作项目和先进党外代表人士推荐评选工作的要

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部分党外高层次代表人士

求，推荐统战工作特色与创新项目 1 项、先进党

共 30 余人参加。校党委副书记刘利教授、校党

外代表人士 5 人、优秀项目 1 项。

委副书记王炳林教授、校长助理兼发展规划与学

（三）成功举办京师党外人士系列论坛

科建设处处长陈丽教授、研究生副院长兼学位处

为了更好地发挥我校党外人士的智力优势，

处长张志斌教授为大家作专题报告并座谈。

激发其参政议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2.推荐并支持党外代表人士参加各级各类

的热情，提高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我校建设世

培训。推荐 5 人参加中央统战部六局、中央统战

界一流大学目标的积极性，统战部成功举办了京

部干部培训中心、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将联合举办

师党外人士论坛，第一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梦

2014 年北京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高级研修班；推

与大学改革”。我校 50 多位党外专家学者以及学

荐 1 人（吴向东）参加中央统战部在中国浦东干

生参加了论坛，大家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踊跃发

部学院举办的 2014 年民主党派中青年干部培训

言，献计献策，气氛热烈而严谨，大家纷纷绘制

班；推荐 2 人（过常宝、方晓义）参加市委统战

出各自心目中一幅幅中国梦与大学改革的美丽

部举办的北京市第七期无党派人士培训班；推荐

蓝图。

2 人(李小雁、崔宗杰)参加中央统战部一局、六

12 月 24 日，统战部又组织召开了以“社会

局、中央统战部干部培训中心、北京市委教育工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文化”为主题的党外人士

委将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北京高校党外代表人士

论坛暨统一战线迎新年联谊会。论坛邀请民盟中

高级研修班；推荐 1 人参加海淀区委统战部举办

央委员、环境学院院长杨志峰教授，九三学社社

的第二十期党外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员、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吴向东教授，特邀

3．组织党外人士参加北京高校统战大讲堂

嘉宾洪成文教授，先后作了《心系”中国梦”，

报告会。3 月 21 日，组织我校党外代表人士及

致力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之

统战部干部参加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在北京大学

魂》、《大学文化建设新潮流：代际发展的视角》

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的北京高校统战大讲堂启

的演讲。三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对社会主义核

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聆听著名经济学家、原世

心价值观进行深刻的思考，对大学文化进行透彻

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无党派代表

的解析，并讲述了高校教师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人士林毅夫先生做报告。9 月 16 日，参加在北

价值观，培育和弘扬大学文化，实现伟大中国梦

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统战大讲堂第四期报告

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自身价值，担当社会责任。

会，听取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

精彩的学术演讲展示了我校党外人士高超

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熙国教授作的题

的学术水准，精湛的文艺演出则展现了他们的多

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报告。

才多艺。参会的统战成员认为这次论坛内容新

（二）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和推荐工作

颖，形式活泼，极具吸引力，展示了党外人士的

1.大力举荐党外专家担任特约人员及专家。

风采，加强了联络与沟通，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凝

推荐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教育学部教授

聚力，激发了他们再次参加的积极性，也充分体

刘焱为公安部第四届（2013-2018 年）特邀监督

现了学校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

员。推荐无党派人士、法学院教授张荣军参加中
央统战部召开的司法体系改革征求意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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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工作

深入的了解北京，更好的适应在京的学习生活。
之后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联络部给我校发来

（一）加强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关心少数

感谢函。

民族教职工

3.完成在职港、澳、台籍教职工情况统计。

1.为了进一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调整、增
加了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加强了领导力量。

4.完成香港学生基本情况统计，报海淀区统
战部。
5.完成 2014 年港澳台侨、少数民族、外国

2.参加由海淀区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举

留学生统计。

办的宗教政策法规培训，进一步增强政策法规意

（四）协助侨联加强组织建设，创新工作

识，提高管理能力。

方式

4.整理更新在职少数民族教职工名单，完善

1.召开侨联工作研讨会。为贯彻落实《关于

各项信息，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工作做好基础准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侨联工作的意见》精神，统

备。

战部召开了侨联工作研讨会，听取侨联代理主席

5.新年之际，为少数民族教师发放新年电子

肖永亮介绍下半年侨联工作计划，大家围绕今后

贺卡。

如何发挥侨联作用,打造有特色的品牌活动，拓

6.认真处理学生反映的问题。法学院 1 名硕

展海外联谊工作等进行了研讨。

士生来电话反映，尽管其不是穆斯林，但因一些

2．增补北京师范大学侨联委员。为加强侨

特殊原因要求办理回民餐厅卡，请统战部为其开

联工作，经北京师范大学侨联委员会讨论决定，

具证明。我们及时与信息网络中心联系，了解到

增补门毅为北京师范大学侨联委员。

按学校规定不能办理。我们与该生进行了耐心沟

3.开展侨联换届筹备工作。本届北京师范大

通，宣传有关民族政策及学校相关规定，相关政

学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会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

策，建议他到西北餐厅的非穆斯林窗口就餐，该

完成换届，至年底已满 5 年。为了进一步做好我

生表示理解。

校侨联工作，凝聚侨心、发挥侨智，开创学校侨

（二）继续做好专项工作，抵御和防范校

联工作新局面，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做出更大的

园传教渗透

贡献，11 月开始进行侨联换届筹备工作。

高度重视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工作，统
战部积极发挥牵头作用，与学生工作部、保卫处、
宿管中心、各相关院系加强联系与沟通，通力合
作，认真做好节日期间等关键节点的防控工作，
做好暑期值班工作。今年，我校未有教职员工参

4.承担《祖国高于一切》编辑工作。为了表
彰和弘扬首都侨界代表人物的感人事迹，歌颂侨
界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我校统战部和侨联承担
了侨界人物报告文学集《祖国高于一切》
（四辑）
一书的编辑工作，我校肖永亮教授入选侨界人

与守望教会的非法户外聚会活动。
（三）进一步掌握港澳台师生的基本情况，
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

物。市侨联特聘我校 30 名文学院学生为专访记
者，对选中的代表性人物进行采访报道。6 月 3
日，该书的编辑启动工作在我校文学院顺利召

1.认真听取港澳台籍教师在子女入学、购买

开，书稿已完成。

房屋、职称评定等方面的诉求，并向学校有关部

（五）积极举荐优秀归侨，拓宽归国留学

门反映。

人员发挥作用的渠道

2.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协助下，组织我校

1.积极推荐侨联委员和侨联代表。推荐刘松

台籍学生参加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举办的“在

柏为北京市第十四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会委

京台生喜乐会”活动。通过活动，使台生更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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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候选人；推荐刘松柏、肖永亮为北京市第十四

四次会议精神，紧密围绕学校中心任务，紧紧

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

抓住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
子”
，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切实转职能、转

2．推荐第二批北京市侨联特聘专家。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

方式、转作风，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究所所长张百春，心理学院院长、认知神经科学

坚持以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根据

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师大脑成像中心主

教育对象的不同，着力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任刘嘉，教育学部教授杜屏，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性。3 月，摘编习近平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及教

院武仲科教授等归国留学人员为第二批北京市

育部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加深广大党员对党风廉

侨联特聘专家，进一步充实了北京市侨联特聘专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精神的学习理解。5 月，以

家队伍。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

3.认真开展“中国侨界贡献奖”推选工作。

为主题开展了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在校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对侨联工作“拓展海外工

和办公室网站开设“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作，拓展新侨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中国侨联、

神，深化作风建设”专栏；组织校领导班子全体

北京市侨联的工作安排，积极开展“中国侨界贡

成员和中层干部参观“高等教育领域职务犯罪警

献奖”的推选工作。推荐任海云、刘嘉、李武分

示教育展”；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发《党员

别申报中国侨界贡献奖创新成果奖、创新人才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手册》。6 月，联合学生工作

奖、创新团队奖，3 人最终全部获奖。

部组织“毕业生廉洁教育座谈会”，加强社会主

（六）关心归侨侨眷，切实把为侨服务落

义核心价值观和校训精神的宣传教育，推动校园

到实处

廉政文化建设。8 月，在学校暑期党建工作会上，

1.为教职工办理归侨证。为了进一步维护归

邀请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

侨权益，享受国家惠侨政策，认真做好为侨服务

长王立英同志面向全校中层干部做党风廉政建

工作,统战部统一为符合归侨条件的教职工办理

设专题报告。

归侨身份证，为他们减轻办理任务。并将有关国

2014 年共收到各类信访举报 61 件，其中纪

家政策、详细的办理程序通过网站、邮件进行公

检监察信访 21 件。对于信访件中涉及的案件线

布。

索实行统一管理，按照拟立案、初步核实、约谈

2.耐心接待侨眷来访。侨眷、校医院退休人

函询、暂存、了结五类标准予以处置。针对 2014

员孔英反映其在调入我校时工资定级过低的问

年收到的 20 份纪检监察信访件，进行初步核实

题，希望学校能予以纠正。我部热情接待，积极

5 件，约谈函询 2 件，暂存 1 件，了结 7 件；其

与人事处联系，希望能帮助解决。

余 6 件均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
院和法院的协调配合，建立办案协调机制，2014

纪检监察工作

年协助调查核实有关问题 3 件，其中协助检察机
关办理 2 件；商请上级纪委和公检法机关调查核

概述

实有关问题 2 件。

2014 年是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之年，同时也是学校全面
深化改革，实现“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的攻

纪检监察办公室始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坚之年。纪检监察办公室作为学校纪委、监委

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

的日常办公机构，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以下三个方面协助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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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工作任务。针对教育实践活动中群众提出希望完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健全责任体系。今年七

善纪检监察信息通报机制，让广大党员、师生员

月，教育部党组和学校党委书记签订了落实党风

工能够及时了解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总体情况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约谈承诺书。八月学校暑期党

和工作动态，纪检监察办公室在 2014 年以加强

建工作会上，刘书记、董校长和中层干部签订了

纪检监察网络阵地建设为重点，改版了纪检监察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承诺书，进一步明确二级

办公室网站，调整了栏目设置，“工作动态”、

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第

“纪检理论”、“政策文件”、“规章制度”、

一责任人，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

“警钟长鸣”五个常设栏目全年共刊发各类信息

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实现了压力的

270 余篇，增强了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公开的及时

层层传导、责任的层层落实，将“一岗双责”落

性和有效性。同时，制定了《纪检监察办公室网

到实处。

站管理办法》和《纪检监察办公室网站应急处置

二是推进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以制订

预案》，进一步规范网站管理。

学校章程为契机，进一步明确纪委、监委在学校

二是打造专兼结合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纪

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协助党委健全和

检监察办公室在没有增加人员编制的前提下，不

完善党风廉政建设会商制度、报告制度、检查考

断强化担当意识，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加强纪

核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构

检监察业务培训，切实提高履职尽责能力，着力

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

构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

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牵头起草了学校《落

实”的专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同时，进一步发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和《建立

挥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在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

腐败工作中的作用。在学校层面，研究制定《纪

划实施办法》两份制度文件，将党风廉政建设和

委全委会议事规则》，完善纪委全委会职能；在

反腐败工作的各项具体任务分解到相关职能部

院系层面，配齐配强二级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

门，已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

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提高学校纪检监察干部队

三是围绕中心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坚持围

伍的整体战斗力。

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统筹、深度融合的原则，

三是注重加强理论研究和调研交流。我校纪

积极沟通协调组织部、宣传部等党委职能部门，

委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省部共建高校纪委第二

以及招生、人事、财经、资产、后勤、基建、产

片组牵头单位，承担了驻部纪检组、监察局 2014

业等行政职能部门，把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与各

年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研究题目“高校党内监督机

自的业务工作实现有机结合，共同形成党风廉政

制研究”。纪检监察办公室依托廉政教育研究中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合力，为学校改革发展保驾护

心平台，吸收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的专家学者

航。

共同参与研究，形成了一万多字左右的调研报

校园廉政文化建设

告。纪检监察办公室还承接了学校党建研究课题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研究”。同时积极

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监察部门承担着维护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本年度先后与北京大学、华

党纪、政纪，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职责，必须

中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兄弟单

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纪检监察

位就落实“两个责任”、推进“三转”和加强基

办公室在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的同时注重加强自

建监管工作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交流工作。

身建设。
一是积极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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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单行本，在研工部微信、微博平台开设“关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注三中全会”话题，组织开展交流讨论；组织各
院系研究生开展“凝聚改革共识·实现中国梦想”

本科生方面，本科生工作处紧密结合重大事
件和重要节点，把握全国两会、五四青年节、七

主题教育活动 24 项。积极组织学习、宣传党的

七事变 77 周年、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教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研究生党支部发放《中

师节考察我校、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十八届四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中全会等重大事件和我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

决定》单行本，邀请专家教授为研究生做“学习

价值观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等有

四中全会精神”的专题辅导报告，组织召开学习

利契机，组织广大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党员骨干理论学习会 3

活动。组织学生干部观看全国两会和十八届四中

次，指导研究生党支部开展“我眼中的四中全会”

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现场直播、举办“学习习近

主题活动 10 余场。

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引导学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生第一时间了解国家时事热点；举办“社会主义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核心价值观”和“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

心价值观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和北京的有关精

以“文明师大我来‘辩’
”主题辩论赛、
“强身健

神，广泛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体筑中国梦”班级运动会、
“立足当下、文明修

题教育活动。研究生党支部通过参观展览、知识

身、筑梦未来”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全方

竞赛、专题学习、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开展“践

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行核心价值，树立中国自信”主题党日活动近

研究生方面，研究生工作处坚持立德树人，

150 项，通过身体力行身边小事，努力将社会主

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进一

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邀请专家教授

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升研究

为研究生做“深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

生社会责任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

题辅导报告；组织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中国梦想。

理论宣讲团为各院系研究生群体解读社会主义

1.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研究生头脑

核心价值观理论内涵；面向全体研究生党支部发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等理论读物，举

及时宣传、学习中央精神，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

办“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征文活

论成果武装研究生头脑，不断坚定研究生的道路

动，收到来自全校 32 个院系的 600 余篇稿件。

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面向研究生党支部

联合宿舍管理中心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发放《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读

观进宿舍活动，通过在各学生宿舍醒目位置张贴

本》，积极引导研究生党员加强理论学习，认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做到处处可见、

研读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人人知晓，努力使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学生中内化

组织开展研究生党支部理论学习月活动，为研究

于心、外化于行。

生党支部购买《理论热点面对面 2014》
、《马克

3.广泛开展研究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思主义哲学十讲》等理论书籍，组织撰写《研究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为契机，开展“我

生党员理论学习读本》等理论学习资料，为党员

的家国情·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爱

教育活动提供充分保障。积极组织学习、宣传党

国主义教育，开展“祖国在我心中”主题党日活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研究生党支部发放

动；以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为契机，组织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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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并与师生代表

时事热点、传统文化、国际形势和时代先锋等模

亲切座谈时发表的“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块，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文化名人、

重要讲话精神，开展“我心中的好老师”主题征文

行业模范等举办主题报告 30 余场，培训内容丰

活动；组织研究生参加许嘉璐先生、于丹教授等

富，培训方式灵活，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值得

多位专家学者的传统文化讲座，组织研究生党支

一提的是，在卓越训练营的培训中，通过开展“弘

部举办“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主题教

扬经典文化，筑梦卓越未来”经典诵读活动，组

育活动共 67 项。

织学员每天齐读《大学》，引导学生学习中华优

紧抓新生入学和毕业生离校的重要契机，扎

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实开展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推进研究生

核心价值观。

“新生导航工程”，圆满完成研究生开学迎新工

2.开展主题征文活动，为深刻理解社会主义

作，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组织研究生新生参观

核心价值观畅通渠道

学校形象陈列馆，编发《研究生服务手册》等资

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

料；组织 2014 届毕业研究生与校领导合影、举

传和实践，在本科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

办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召开毕业研究生党

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征文

员干部座谈会；举办 2014 年“我的木铎年华”

活动，征稿 230 余篇，通过比赛的形式引导广大

——研究生主题征文比赛；开展毕业文化衫设计

本科生深入学习、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

方案征集和投票活动，多措并举加强毕业生爱校

神内涵。

荣校教育。

3.依托两支基金，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搭建平台

学生党建工作

利用党建基金和班级建设基金，以“培育核

本科生党建工作：紧扣一个主题，推进两

心价值观，党旗引航创先锋”等为主题，在党支

大工程，切实做好党建工作

部和班级层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

（一）紧扣一个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题活动，支持学生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 334 项，

观教育

投入经费 8 万余元。

1.依托四级培训体系，为学习认同社会主义

（二）推进两大工程：党旗引航计划和党

核心价值观提供支撑

员先锋工程

本科生工作处以四级培训体系为依托，通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共训班、新生党员培训班、党支部支委培训班以

四中全会精神和我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的部署，进

及卓越训练营等培训，依托基础理论学习、先进

一步落实党旗引航计划和北京高校党员先锋工

事迹感召、社会实践锻炼等载体，努力构建全方

程，本科生工作处采取措施不断加强学生党员队

位、多层次、全程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伍建设，努力强化学生党员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

格局，引导广大学生自觉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

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

义核心价值观。

实践能力。

举办第 49、50 期青年共产主义者培训班，

1.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党员教育培训制度。支

2014 级新生党员培训，党支部支委培训，以及

持各分党委（总支）以辅导报告、学习讨论、知

第四期、第五期本科生卓越训练营培训，累计培

识竞赛、主题演讲等多种方式，每学期至少组织

训学员达 2000 余人次。本科生工作处整合资源，

开展 1 次学生党员集中理论培训；支持各分党委

统筹规划，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

（总支）结合党建工作实际，为每个本科生党支

题，在四级培训体系中设置理想信念、党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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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配备理论学习导师，指导党支部开展日常理论

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培

学习等活动。

训效果，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新生党员、预备党员

2.推进“成长表率”培育计划。组织各本科

教育培训覆盖面，切实提升研究生党员的党性素

生党支部通过组织生活、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开

养。2014 年，先后启动第 29、30 期研究生入党

展“大学生党员成才标准”大讨论，制定《北京

积极分子培训，累计培训学员 900 多人次，邀请

师范大学本科生党员成才标准》，督促党员对照

校内外专家学者围绕砥砺党性修养、当前社会经

标准明确目标，接受党支部和群众的监督。组织

济形势、理论热点问题举办专场培训讲座 8 次，

全校学生党员评选“京师先锋党员”
，并在全校

通过座谈交流、走访慰问等形式开展老党员“1

表彰大会上进行表彰，强化优秀党员的示范引领

帮 1”，围绕“我来讲党史”、“我来讲社会主

作用。

义核心价值观”、“我来讲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

3.制订本科生党员理论学习及实践锻炼记

话精神体会”等题目进行分组学习研讨，鼓励各

实制度。向本科生党员下发《本科生党员理论学

小组开展自主实践活动；开展研究生预备党员培

习及实践锻炼记录表》
，对党员每学年参加学校、

训和新入校研究生党员培训，累计培训党员

院系举办的培训讲座、支部理论学习以及社会实

1500 多人次；举办研究生新任支委培训班、党

践或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长做出明确规定，支部对

支部书记培训班、研究生党建组织员党务技能专

党员理论学习及实践锻炼的情况进行公示，并作

项培训班，累计参训学员 600 多人次；启动第五

为党支部学年工作考评的重要依据。

期研究生党员干部卓越训练营项目，共选拔 100

通过深入实施党旗引航计划和党员先锋工

多名学员参加培训，组织研究生党员干部赴西柏

程，进一步加强了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本科

坡、天津学习参观。选派优秀研究生代表参加北

生党支部建设，使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京市研究生党员骨干培训、北京市优秀党支部书

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有力提

记培训班等。

升了党建工作的实效性。

2.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升宗旨服务意识

研究生党建工作：坚持强基固本，发挥党

继续在研究生党员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建龙头作用

线教育实践活动，服务同学、服务社会。积极搭

扎实推进党旗引航计划，充分发挥研究生党

建研究生党员学风建设、实践锻炼、科技创新、

建的龙头作用，着力加强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建

激励帮扶平台，选拔研究生党员参与学生班级、

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完善研究生入党

社团及学生生活社区、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研究

积极培养和党员教育，有效推进先进性和纯洁性

生组织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教育学部等单位试

建设。

点设立研究生党员志愿服务责任岗等。引导研究

1.完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不断提升党员质

生党员积极面向社会，服务群众，资源学院土地

量

资源与城乡发展研究所研究生支部等 6 个研究
进一步完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党员（预备

生党支部与北京基层社区、农村党支部建立合作

党员、新生党员）学习培训、新任支委培训和党

关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等院

员骨干专项培训（卓越训练营）四位一体的研究

系研究生党支部开展社区理论宣讲活动等。充分

生党员教育培训体系，优化课程设置，健全组织

发挥研究生党员在服务师生、服务校园、服务社

管理，注重过程式评价，强调启发式教学，推进

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党员志愿服务常态

党员教育培训的课程化、标准化、模块化建设。

化，创建服务型党组织。研究生工作处在公共微

通过专题报告、参观实践、素质拓展和书记沙龙

信平台“京师研工”上设置“强化宗旨意识，争
367

做时代先锋”
、
“坚持为民务实，落实群众路线”
讨论话题，听取研究生意见建议。

组织 2491 名本科生完成军事理论课教学，
学生出勤率在 98%以上，考试及格率 99.1%，优

3. 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秀率 43.8%。同时，组织本科生参加实践教学活

和战斗力

动，先后参观了军事博物馆、航空博物馆、坦克

利用研究生党建基金，开展丰富的党建活

博物馆和中华航天馆；参加北京市定向越野联

动，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夯实组织基础。2014

赛；征集军事理论征文 76 篇，评选优秀征文 24

年 3 月、9 月先后两次召开全体研究生党支部书

篇。

记例会，发布春季、秋季研究生党建基金项目，

（二）稳步推进国防生培养工作

加强研究生基层党建工作的统筹领导，进一步规

坚持“七位一体”的培养思路，引导国防生

范研究生党建活动基金管理审批，加强活动监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优异学业成绩，积极参

督，共审批立项活动近 570 余项，支部活动申报

与社会实践，全面提升素质能力。重视实践育人，

比例达 80%以上，覆盖全校近 200 个研究生党

组织国防生积极为学校大型活动和校园文化建

支部，党建活动结项率和活动开展质量稳步提

设服务，加强“国防生国旗护卫队”和“国防生

升；继续深入实施“同舟领航计划”
，推进支部

和谐校园服务队”建设，发挥军政素质高的重要

共建，促进各支部协同发展；组织开展覆盖全体

作用；重视制度建设，召开国防生模拟连连长述

研究生党支部的学年、学期支部工作总结评议，

职交流会和连骨干换选大会；重视文化建设，开

同组织部、本科生工作处一同开展七一党建评优

展专题讲座、条令学习、年级茶话会、每月生日

表彰工作，评选研究生党支部优秀党日活动 10

会、宿舍开放日和篮球联赛等活动。

项、研究生党建创新成果 4 项。同时，建立实施

（三）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研究生党建巡视督导制度，定期召开研究生党支

以“国防爱好者协会”和“定向越野协会”

部书记工作推进会，总结研究生党建工作阶段性

为抓手，以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为契机，开展了军

成果。此外，在开展党员教育的过程中，运用现

体拳教学、军事题材电影展播、天安门观升旗、

代技术手段，积极占领网络教育新阵地，通过网

军旅歌曲学唱、国防教育征文、实弹射击、博物

上党校、官方微博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

馆参观、定向越野竞赛等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

提高党建思政工作信息化水平，占领党建思政工

动，营造了良好的国防教育氛围。我校本科生多

作新媒体阵地。

次获得北京市定向越野赛事的团体和个人前三

军训与国防教育工作

名的优异成绩，党委武装部获评“首都高校国防
教育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一）学生军训和军事理论课教学工作

（四）认真落实征召大学生士兵工作

8 月 26 日至 9 月 7 日，在顺义军训基地组

认真落实上级征兵工作指示，建立院系征兵

织 2503 名 2014 级本科新生开展了军事技能训

工作联络人制度，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征兵宣

练。期间，严格把控安全健康的底线，科学统筹

传；认真做好审批定兵后的手续办理与交接新兵

规范施训，注重实效强化结合，创新“全要素、

工作；完善历年参军入伍学生清册编造；按时拨

实战化、情景式”训练和汇报模式，学生参训率

发学生入伍优待金，落实好退伍应届毕业生公务

达 98.3%，合格率达 99.8%。成立军训团临时党

员考试政策。今年我校有 3 名同学应征入伍，有

支部，接收新生入党申请书 2000 余份。军训的

6 名同学光荣退伍，均表现优异。党委武装部因

优秀成果得到《解放军报》
、中央电视台和《新

此获评北京市西城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京报》等媒体的采访报道，相关新闻被人民网、

称号。

光明网、新华网和国防部网站等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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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踏实做好武装部日常工作

咨询中反应出的需求，确定团体心理辅导主题和

根据高校武装部职能，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

相对目标群体。围绕人际关系、情绪调节、抑郁

作，及时更新名录，及时向复转军人、烈属、军

干预、个人成长、亲密关系、网络使用控制等主

属发放慰问券。在国家烈士纪念日当日看望烈军

题，共开展 9 个封闭式 6-8 次的主题团体心理咨

属，表达学校的关心慰问和师生的崇敬之情。充

询项目，受众 496 余人次，累计 1500 学时，较

分发挥高校特色，促进校内单位与国防大学、

去年更多提供 400 余学时。

66329 部队、西城区武装部等军队单位开展共建

2、联合医院资源，扩充服务队伍，保障危

工作。党委武装部获评北京市西城区“先进武装

机应对

部”荣誉称号。

在保持与“回龙观医院市内心理科门诊”建
立的友好合作关系基础上，中心特邀回龙观、北

心理咨询与服务

医六院主任医师坐诊中心，配合院系进行危机学

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在 2014 年新的工作机

生心理问题的评估，给与积极转诊和快速就医通

遇期，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的心理素质提升任务，

道。在稳步提高专职队伍工作任务的同时，扩大

稳步扩大服务专兼职人才队伍、提升服务质量，

咨询师兼职队伍，现有兼职专业咨询师 6 名、实

以满足逐年不断增长的咨询服务需求；做好、做

习咨询师 5 名，以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需要。并

实心理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及教学研讨；加强学生

在等候高峰期，增加老师们的初谈评估任务，将

互助队伍建设，发挥朋辈正向引领作用；积极整

潜在危机学生从等候队伍中排查出来并迅速进

合校外和国外专业资源，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引

入咨询环节。

领作用，通过心理教育与咨询活动直接影响学生

结合个人咨询情况和危机处理需求，今年稳

约 15000 人次，服务专业教师专业提升 300 余人

定了集体同侪督导和专家督导工作。每周四下午

次。

为集体学习和督导时间，邀请北京大学心理咨询

一、积极应对不断增长的咨询需求，稳打

与治疗中心方新主任进行行为治疗方面的专家

稳扎做好服务

督导 6 次；参与北京市教工委等机构组织的专业

1、个别与团体咨询服务量持续增长

培训约 30 人次，保障专业人员在家庭治疗、行

本年度，中心开展的个体咨询与团体咨询服

为治疗等专业取向方面的能力提升。

务约 3200 小时，较去年总增幅为 37.7%。其中，
截至 2014 年 11 月底，中心共接待个体来访学生

3、密切连接院系，关注辅导员危机应对能
力提升

1699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475 人次，在去

截止 11 月底，2014 年中心已处理心理危机

年 20%的增长幅度基础上、今年继续攀升 39%。

约 51 人次，其中以中心发现并及时处理的案例

个体来访学生中男生占 24.86%，
女生占 75.14%；

为主，共计 40 人次，主要为抑郁症、创伤后应

来访问题以情绪（24.48%）
、自我提升（15.13%）
、

激综合症；由院系发现转到中心的为 11 人次，

情感（15%）和人际关系（9.5%）为主；硕士研

主要为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2014 年新生测评

究生一二三年级比例分排来访年级前三位，共占

完成本硕博新生测评人数本科生 4000 多人，其

来 访 者 的 46% ， 含 博 士 生 的 研 究 生 来 访 占

中邀访学生为 327 人。其中一般发展性问题 97

55.5%，较去年有所增加；大一（12.78%）和大

人；评估为严重心理问题并转入咨询 31 人，主

二（12.12%）年级来访学生分列第四五位；尤

要为适应障碍和人际关系问题；评估为潜在心理

其 4-5 月、10 底-12 月为心理问题爆发高峰期，

危机的 3 人，均为抑郁状态、已转入正式咨询。

是中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重要时间段。

应对危机过程中，中心积极与院系配合，形

中心开展的团体心理咨询，则根据学生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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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心专业教师、医院医师、院系辅导老师与家

学生评教逐年平稳上升，在成长感言中反馈道，

长、学生直接面对面工作的应对方式，为后期的

“短短 11 周的时间，不止收获了一份难得的同

危机应对提出专业指导建议意见；邀请危机应对

学情谊，师生情谊，更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专家，向院系做“危机处理和干预中如何开展稳

三、加强学生互助队伍建设，发挥朋辈正

妥高效的家校沟通”专题培训；搜集“大学生常

向引领作用

见心理问题应对案例”，对案例开展专业点评，

为实现心理健康工作的覆盖度和深入度，

为辅导员日常学习和经验积累做好资料铺垫；着

中心争取心理健康教育覆盖全体学生人群、覆盖

手梳理“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与应对手册”的辅

春秋两学期。上半年中心联合研工、学工、校团

导员版本，从时间进程维度、危机认知、如何重

委、心理学院等 7 家单位、10 余个学生团体共

识自杀及抑郁症等方面对辅导员工作进行实践

同举办 3 月—5 月的“5·25 心理健康季”系列

指导和理论解读。

活动；下半年在学生社团文化节期间，发动雪绒

二、紧密围绕人才培养任务，提高心理素

花使者社团、心理健康者协会、成长训练营等朋

质课程品质

辈组织继续开展专题活动，配合做好京师心情网

1、稳步提升心理素质课程质量

团队的团体辅导、网络咨询等工作指导，实现心

本年度中心共邀请校内外专家和“心教练”

理朋辈工作的全方位、全过程覆盖。

团队滚动开设心理素质提升的选修课程共 24 门

1、“雪绒花使者”培养一体化

次，增开《大学生人生教练课程》
、
《人际沟通分

中心对雪绒花使者的筛选、培养、发挥作用

析心理学》专家课程，面向研究生群体开设《研

方面已经形成“八步走”的工作思路，本年度连

究生自我成长与发展》课堂，《大学心理》课堂

续开展了两期“雪绒花大讲坛”
，针对 2014 级新

两学期共开设 12 个平行班，收到学生高度的课

生将培训提前至秋季学期；联合学工和研工，将

堂参与度和满意度，心理素质提升课程的选修学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雪绒花使者群体专项培训，实

生超 1400 余人次，每次选课可以用“抢课”形

行分别开班、课程公选、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方

容。心理素质课堂授课老师两次三人参与北京市

法，咨询中心联合专家和专业老师开设自助助人

高校心理素质教育课程比赛，获得全市二等奖和

主题讲座 10 讲，研究生增开“亲密关系”主题

优秀奖等好成绩。

讲座。
中心本年度收到来自 30 多个院系所雪绒花

2、加强心教练辅导员的专业培训
新学期初，中心再度将“教练技术”引入辅

使者提交的 80 多项基金申请，审批通过 70 余项

导员专业化发展中，邀请校外教练技术领域专家

“雪绒花心理素质提升支持基金活动项目”。活

对我校二十多位来自不同院系的辅导员进行二

动形式除朋辈交流、心理讲座、心理素质拓展等

期百天培训。在首批“心教练”的尝试取得良好

形式外，增添了艺术体验、心理情境剧、微电影

反响的基础上，更多辅导员们有意识地将教练技

等创新形式。雪绒花基金成果编纂成为两期《“雪

术融入形势政策课、大学心理课、主题班会课和

绒花”心灵家园——雪绒花使者特刊》，向使者

团体辅导中，提升自我、课程和工作的积极导向、

们发放与宣传。

行动导向。在集体备课学习中，邀请绘本研究专

2、
“心理健康者协会”的心理剧和热线服务

员讲授“如何将绘本运用到心理健康课程”；心

两翼突起

教练教师共同研究讨论式学习在课程中的应用，

作为传播心理学知识和心理正能量的学生

研发“写故事、抒情怀、品人生”的心理调节工

团体，本学年在中心的支持下开班了宋振韶老师

具，促进心教练在学习和研讨中提升专业素质。

“论古诗与情绪调节”、张德芬老师“在成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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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
、崔勇老师“做自己的心理医生”、陈

把理念宣传做到每一个小细节，每位集体参观的

灿锐老师“让曼陀罗照见真我”等 10 多场讲座；

新生，都可以领取到一套印着咨询中心预约电话

参与近 10 项社会公益服务活动，包括“北京流

和宣传标语的“宣传袋、宣传卡贴、宣传卡套、

动儿童性教育课程”、“馨翼教育自闭症儿童项

宣传单”和棒棒糖组成的来访礼物；心理素质课

目”
、
“与较贫困地区初中生结对子大朋友项目”、

堂每位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档案袋”；雪

“石景山福利院帮服孤儿项目”等，获得学校“年

绒花大讲坛的每一次开场白，都有中心微信、微

度十佳社团”称号。心协与雪绒花使者团体共同

博二维码的宣传，这都让心理自助成长的理念渗

举办“北师大首届心理情景剧大赛”
，16 支心理

透到每一个课堂和活动角落。

情景剧表演团队，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解读人

四、桥接国际国内专家力量，提升中心示

际、学业压力、拖延症、自我接纳等心理成长主

范引领作用

题。中心积极推动心协热线部改革，发挥热线成

1、承办国外专家多项高端专业培训

员的积极性，积极引进外部激励行动基金的资

中心聘请国外知名心理学家约翰·贝曼博士

助。雪绒花热线的努力付出得到了媒体的认可与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加入高校学生心理

传播，《北京晨报》用“种太阳的人”来比喻热

素质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事业中，兼任学生心理

线所有的志愿者师生们，北京市相关部门专门邀

咨询与服务中心“国际荣誉顾问”，并进一步明

请中心介绍服务大中小学生的热线工作情况，获

确 2015 年起两年四期面向全国高校骨干咨询专

得领导专家的关照与肯定。

业教师的萨提亚转换式家庭治疗的高端培训，带

3、发挥研究生实习咨询师的辅助作用

动中心走向心理咨询领域的卓越机构；中心两次

作为“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

承办北京市教工委委托举办的培训，包括美国心

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注册临床与咨询

理学家莉莉娅博士和多丽丝博士开展“依恋理论

心理学实习机构”，中心积极面向师大校内心理

与亚隆团体咨询”、
“绘画治疗在危机干预中的应

学与教育学相关专业硕博士生，进行招募、宣讲、

用”两期工作坊，百余位老师参与学习。培训提

培训、督导、管理的一整套系统培养和督导工作。

升了中心的专业品质，也加强了中心专业教师与

每学期组织 30-40 位同学自愿参加实习心理咨

外国前沿专家的交流与学习。

询师宣讲会，有 25-30 人投来简历参加面试环

中心向北京市教工委申请并获批“北京高校

节。本年度实习心理咨询团队总人数 12 人，中

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在基地

心为实习团队每一位同学提供了全部免费的培

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研讨，提升科研和专业能

训 30 多学时、督导 9 学时。实习心理咨询师在

力。6 月，中心邀请北京、上海、天津地区高校

中心日常值班、危机排查和心理测查初访工作中

课程建设专家，面向北京高校 120 多位心理健康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心鼓励实习和见习咨询

教育教师，开展“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课程建

师参与“京师心情网”网络咨询工作，中心老师

设研讨会”及会后工作坊。2015 年 1 月，中心

提供网络咨询督导工作。

邀请心理学院王建平、刘力、林丹华等专业教授，

4、心理自助成长理念不断渗透

组织近百位老师共同参与的“高校心理素质教育

针对学生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依托学生宣

工作科学研究方法培训”，以加强中心专业教师

传互助团队，中心的“雪绒花”官方微博和微信

与学科专家的互动，发挥了中心的示范引领作

得到进一步推广，微博随时更新，微信每周一期，

用。

目前已发 40 期，为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及

咨询中心老师还积极承办北京高校新上岗

时发布中心活动和宣传信息起到积极作用。中心

心理委员的“适应主题团体辅导活动”专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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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北京市 525 心理健康节“微爱接力棒”首都

等。同时制定《生活指导室建设指标体系》，深

高校心理委员团体辅导活动，每次活动都有来自

入推进生活指导室绩效考核。依托心理学院、心

首都 20 多所高校的 120 多名心理委员和学生骨

理咨询中心设立“箱庭推广”专项助管，发挥研

干共同学习。

究生的专业优势，切实提升生活指导室箱庭治疗

除以上工作外，中心老师结合咨询实际、深

的专业性和使用率。一年来，共接待个体箱庭体

入科学研究，发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朋辈互助

验 40 人次，团体箱庭体验 328 人次，内容涉及

工作经验谈》、《大学生网络成瘾现状的调查研

人际关系、心理减压、未来规划、新生适应、自

究》等论文 6 篇，新增北京市“大学新生潜在危

我认知等多个方面。同时，制定下发《北京师范

机传记数据研究”课题项目 1 项，作为副主编出

大学生活指导室“箱庭推广”专项工作方案》、

版“心理学大师心理健康经典论著通识别丛书”

《生活指导室“箱庭推广”专项助管管理办法》，

一套，指导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留守儿童的

不断促进工作规范化。

心理健康调查”
，并有多篇论文投稿。

就业与创业指导

2.完善研究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积极构建完善“多元化、立体化、个性化”

2014 年，面对经济形势走低和就业市场萎

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工作的针对

缩的双重挑战，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认真贯

性、专业性和有效性。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和教

一是依托京师心晴网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推

育部的有关要求，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积极进取、

广工作。在不断更新、完善、丰富网站内容的同

开拓创新，以“夯实基础、提高水平、突出特色”

时，进一步发挥网站优势，采取线上个体咨询与

为工作原则，以“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

线下团体咨询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心理学院、教

为工作目标，不断加强学习与培训交流，逐步完

育学部的专业优势组建研究生专业咨询团队，围

善工作制度，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取得了较好

绕自我成长、人际关系、生涯发展和亲密关系等

的成效，确保了我校 2014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高

主题，切实解决研究生多元化心理需求与特殊成

质量完成。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长需要，为校内学生提供专业便捷的心理咨询服

一、就业情况统计

务。参与、主办 2014 年“5·25”大学生心理健

我校 2014 届毕业生共计 5616 名，截止 10

康节，通过“微爱线上传”系列活动倡导同学参

月 31 日，落实去向的毕业生 5419 名，全员就业

与微公益，学会感恩、学会真诚关爱和援助他人。

率 96.49%。毕业生就业去向分类统计结果详见
下表：

二是科学推进院系生活指导室建设。充分发
挥朋辈辅导优势，努力促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就业去向

人数

就业率

有序开展。加强生活指导室助管及雪绒花使者培

升学

825

14.69%

训，通过主题讲座和团体辅导相结合，必修课程

出国

293

5.22%

和选修环节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联合心理咨询中

部队

45

0.80%

机关及其它事业单位

642

11.43%

教育领域

1874

33.37%

心共同开设课程等方式，打破原有单一模式，更
加灵活、实用，先后培训近千余人次，为提升研

企业

576

10.26%

究生的心理健康素质和助人自助的能力发挥积

基层

6

0.11%

极作用。加大生活指导室建设力度，本年度新增

灵活就业

1032

18.38%

设立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生活指导

待分

126

2.24%

就业总人数

5419

96.49%

室，为院系配备心理学专业书籍、箱庭治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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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届毕业生中，我校面向西部就业的毕

人才建设研讨会；组织学生队伍利用暑期社会实

业生共计 1014 人（其中研究生 415 人，本科生

践之机开展就业市场调研；与天津外国语大学附

599 人），参加村村有大学生计划的毕业生共计

属滨海外国语学校建立学生就业实习基地，搭建

15 人（其中本科生 5 人，研究生 10 人）
，自主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桥梁。在多方努力下，2013

创业 7 人（其中本科生 2 人，研究生 5 人）
，参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共举办大中型招聘会 5 场，

加重大科研项目研究生 2 人。

参会单位 508 家，提供岗位数 16674 个。一年来

二、主要工作措施

组织专场招聘会 439 场，较去年同比增长 27.9%，

（一）科学管理，完善政策宣传方式和服

发布招聘信息 5223 条较去年增长 9.1%。

务制度体系建设

学校关注基层和中西部省市就业市场的开

就业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完善相关制

拓，先后到广西、宁夏等地洽谈，积极推动各地

度、建设服务体系则是做好就业工作的基础保

选调生合作项目的开展，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毕业

障，制度及服务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而

生到西部、到基层、到各类中小微企业就业。2014

需根据国家政策和就业市场环境不断与时俱进。

年学校用于奖励西部和基层毕业生的专项资金

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先后编制了《北京师范

达到 70 多万，2014 届毕业生较 2013 届毕业生

大学就业实用手册（教师版）
》
、《北京师范大学

到西部工作多 200 多人。实现了 2014 年提出的

就业与创业指导手册》
（2014 届版、2015 届版）、

“部分省市选调生工作零的突破，部分省市大幅

《毕业生签约流程》、《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流

增长”的工作目标。中心组建并支持的关注河南

程》
、
《用人单位招聘会、宣讲会申请流程》、
《北

兰考教育人才状况的学生社会实践队伍及研究

京师范大学个性化生涯咨询预约流程》等制度或

成果获得了 2014 年度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办事指南，进一步完善了我校就业管理工作流程

优秀团队和优秀成果两项荣誉称号。

和体系，为广大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便捷、方便

（三）开拓创新，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的指导。通过制定标准并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业

检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服务质量。
（二）校地、校企合作，拓展大学生就业市

近年来，中心联合多部门、各院系，积极开
展学生自主创业的指导和扶持工作。举办创业咨

场建设模式

询与指导座谈会，引导学生向自主创业方向发

中心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结合各专业需求，

展；邀请创业成功人士、企业家担任职业导师，

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为

开办创业讲座，提高创业指导的有效性和实用

目标、以深化校企合作为宗旨，加强与社会各个

性。今年 9 月，中心获批成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

行业用人单位的紧密联系，从而保证人才输送的

创业中心建设高校，获 50 万项目建设资金。同

及时和顺利。今年以来，中心转变工作思路，积

时，五支学生创业团队代表学校参加北京地区高

极联络学校各个部门和院系，借助多种活动邀请

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评选，四支队伍被评选为

职能部处、院系、教师，甚至是学生参与到就业

“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优秀团队”，分别获得

市场建设工作中来。比如，与各地政府部门签署

10 万元人民币的创业扶持资金。借 2015 届毕业

战略合作协议；与校友会和京师企业家联谊会合

生大型双选会契机，中心专设“北师大学生创业

作举办校友专场招聘会、校友企业家宣讲论坛；

企业展示区”，邀请我校学生创办的企业参与展

与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合作开展京外和

示和宣传，为营造创业氛围、进一步开展创业引

教育系统专场招聘会；邀请院系合作承担专业性

领工作预热，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强的企业招聘；邀请相关专业教师参与企业行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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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教育指导力度，提供“统一一

疑难问题与老师们进行了充分的研讨。组织学校

致”与“量身定制”的就业服务

就业指导教师 22 人参加北京市教委的就业政策

每年，中心都会针对学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

培训，邀请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提供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就业指导活动，对于

指导中心单独针对我校教师 30 余人进行为期两

毕业生常见问题，比如就业政策、手续办理、常

天的初级认证培训。

规问题、就业技巧等，会面向全校毕业生开展。
今年相关活动已经开展接近 30 场，既有一次性

（五）实施“朋辈互助”与“学长计划”，
让更多学生自助成长

的单独讲座，又有系列性的求职培训，内容涉及

针对以往学生在生涯规划和求职过程中表

公务员讲座、简历写作、面试技巧、职业定位、

现出的不积极、不主动、茫然无措的状态，中心

企业参观、成长规划等方面，深受学生欢迎；同

转变思路，采取两方面的做法调动学生的积极

时，面向在校生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

性：一是朋辈互助计划，邀请学生参与就业工作，

划》公选课，邀请校外专家和校内教师进行授课；

通过利用社团、调研、助理岗位等途径，加深对

在大三下学期开设《就业指导》专题，帮助学生

求职就业的认识，同时在学生中间进行宣传，营

提早了解形势，树立就业观念，掌握求职技巧。

造就业氛围。培训学生助理成立了学生政策宣讲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组织为期一周的职场训练

分团，帮助毕业生解答疑惑并协助办理毕业派遣

营，从生涯规划、就业技巧到职场认识进行多主

相关事宜。中心定期对其进行政策培训、组织分

题训练，受到学生高度认可。另外还与校报合办

享疑难案例并自主学习，部分政策宣讲分团中的

开辟就业工作专刊，营造就业氛围；设置关于就

优秀助理还成为了其所在院系和班级的就业工

业专题的专项资助，鼓励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调

作骨干，在学生宿舍和其他生活学习区成为很多

研，了解市场信息；为毕业生编制就业手册、发

毕业生的咨询对象。就业市场部招募学生成立了

放图书。

促就业志愿团，主要服务用人单位，收集和发布

除此之外，中心教师还走进院系，针对每个

就业信息，既增强学生对市场和就业的了解，也

学院毕业生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

服务了广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受到认可。二是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目前，针对 2015 届毕业

充分发挥毕业生和校友在我校学生就业市场上

生，已为 20 余个院系提供巡讲。对就业困难群

的作用，启动“学长计划”。邀请毕业生开展经

体，依据“分类指导，重点推荐，跟踪服务”的

验分享会；组织低年级学生对求职毕业生的案例

工作原则，通过座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学生具

专访，以毕业生的切身经历带动低年级学生，形

体情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服务；通过微信、短

成正确的就业认知；开设《优秀校友创业就业指

信、网站等途径重点向女生推送就业信息、讲座

导系列讲座》，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帮助在校学

资源，邀请社会公益群体重点针对女大学生开展

生更好地了解职业社会。

就业辅导，推介就业岗位；根据少数民族毕业生

（六）改造现有空间、合理设计布局，让

特点，学校积极与学生的生源地就业工作部门配

有限的场地承担更多功能

合，挖掘就业信息，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对于

针对就业中心接待量大、办公空间有限的局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学校采取“离校不离心”的

面，中心重新规划布局，根据工作职能合理安排

工作态度，追踪关注就业状况，及时为其办理各

办公位置和办公室格局。比如，在毕业生手续办

类手续。

理高峰期，同时也是就业宣讲淡季，将手续办理

为提高院系一线教师的就业指导水平，中心

大厅迁入多功能厅，启用更多的办公桌椅和更舒

主办“担当”讲堂统一开展了 2 讲培训，就各种

适的办公空间，让来访学生享受舒适的环境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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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服务。现有的市场部已经在原有三个工位基

2013 年下半年，在董奇校长和田辉副书记

础上，增加学生工位五个，将空间资源最大化利

的全力支持和全程指导下，我校积极响应党的十

用。将原来在二层签约室改到一层 135 办公室，

八届三中全会“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

成为签约派遣办事大厅，在室内布局、物品陈列、

系”的目标与要求，主动适应研究生收费制度改

装饰摆放方面着意设计，力求营造更舒适的咨询

革的形势，完成了学生奖助体系的整体调整，基

和办事环境。

本实现了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目标。2014 年 9

（七）加大投入，建设就业创业一体化信

月，学校出台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

息系统

设立方案（师校发〔2014〕31 号）》、
《北京师范

结合当代大学生信息获取习惯与需求特点，

大学本科生奖助学金调整方案（师校发〔2014〕

为发挥校园就业市场的主渠道作用，升级网络信

32 号）》，统筹指导全校学生奖助体系的调整工

息平台，简化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流程和毕业

作，正式全面启动新的学生奖助体系，这是我校

生签约流程，形成了以移动信息端为主体，网站

综合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因此，2014 年度，

宣传和纸版公告作辅助的就业创业一体化信息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重点工作就是全面落实新

系统。通过微信、微博、QQ、飞信、短信等方

的资助体系，在健全资助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式向每位毕业生下发通知信息，在学生就业与创

和推进资助育人工作，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业指导中心网站、人人网、蛋蛋网、室外电子屏

一、扎实落实新的学生资助体系

幕等处发布招聘与培训信息，力求使每位毕业生

新的学生奖助体系调整方案在资助方面主

都能方便及时查看所需信息。学校就业信息发布

要体现为大幅提高本科生勤工助学和研究生“三

网站，每日更新招聘信息达到 100 条以上，各大

助”岗位的经费投入、增设本科生奖励性助学金、

网站的信息更新均有专人负责。

提高“北京师范大学自强之星”奖励标准等方面，

学生资助工作

完善了资助体系，提高了资助力度，优化了资助
方式，增强了我校资助体系的科学性和竞争力。

一年来,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教育部全国学

（一）2014 年资助项目落实情况

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指导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深

按照新的资助体系，2014 年度中心共落实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

上级各类资助项目 8 项，726 万元；学校奖助学

全会和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重要精神，以服务家

金项目 13 项，10078 万元；社会奖助学金 30 项，

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为核心，以健全家庭经

508 万元；共计 51 个项目，资金达 1.13 亿元，

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完善资助工

其中学校事业收入经费投入达 3400 万元，创历

作管理体系，提高资助工作服务水平，推动资助

史新高。

工作专业化转型，增强学生资助对优秀生源的吸

具体项目情况见下表：

引力和人才培养的贡献度，打造一流的高校资助
工作，促进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14 年资助项目落实情况表
类别

国
家
类

序号

奖项

人数

人均金额

总额

1

国家奖学金

136

8000

1088000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250

5000

1250000

3

国家助学金

1036

3000、2000、1000 不等

3108000

4

国家助学贷款

276

6000、8000

1317700

5

基层就业学费代偿

暂无

0

375

0

6

义务服兵役学费代偿

7

北京市水电澡补助

8

新疆少数民族困难学生补助

4

21000

84000

1771

185

327635

118

720

84400

小计

学
校
类

7259735

9

校内勤工助学（本研）

600、800 不等

9353947

10

自强之星、提名奖、入围奖

10*10000+10*5000+30*1000

180000

11

奖励性助学金

5336

200\350\500\650 四档

2276200

12

新生绿色通道

370

助学物资

338700

13

临时困难补助（含大病补助、受灾补助）

52

500-3000 元不等

109000

14

就业补助

562

500

281000

15

研究生助教（教务处落实）

10000

8370000

16

研究生助研（研究生院落实）

10000

2000000

17

普通本科生助学金（财经处提供）

18

免费师范生助学金（财经处提供）

600*12

12980564

19

硕士生基本助学金（财经处提供）

500*12

32865960

20

博士生基本助学金（财经处提供）

1200*12

25081250

21

水补（财经处提供）

10*10

1749550

14239
50

5201370

小计

社
会
类

100787541

22

（奖）周大福免费师范生继续深造奖学金

120

10000*（40+40+40）

1200000

23

（奖）唐仲英免费师范生攻读硕士奖学金

30

10000*（10+10）+9000*10

290000

24

（奖）英华免费师范生攻读硕士奖学金

15

10000*（5+5）+9000*5

145000

25

（奖）光线传媒奖学金

6

5000

30000

26

（奖）刘光文奖学金

1

5000

5000

27

（奖）阳光奖学金

5

4000

20000

28

（奖）明德奖学金（师范生）

190

2000

380000

29

（奖）英华奖学金（师范生）

150

2000

300000

30

（奖）英华奖学金实习补助

50

700、360 不等

30000

31

梦袁助学金

2

15000

30000

32

阳光助学金

2

6000

12000

33

曾宪梓奖学金

35

5000

175000

34

新世界百货助学金

20

5000

100000

35

顺可奖学金

10

5000

50000

36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

160

4000

640000

37

青基会学子阳光助学金

7

4000

28000

38

昭慧助学金

10

4000

40000

39

昭慧公益特别奖

5

1500

7500

40

励学奖助学金（原顾明远奖学金）

10

4000

40000

41

爱心妈妈助学金（本研）

61

4000*26+3000*35

209000

42

雁行助学金

30

3200

96000

43

北京慈善协会（爱心成就未来）

70

3000

210000

44

春华秋实西部助学金

9

3000

27000

45

柏年助学金

75

2000

150000

46

华夏助学金

25

2000

50000

47

同心助学金

20

2000

40000

48

新长城自强助学金

29

2*3000+27*1840

5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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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杜斌丞助学金

4

1000

4000

50

山峰贷学金

1

11000

11000

51

心平自立贷学金

71

5000、10000

705000

小计
合计

5080180
2014 年我校学生资助经费(其中学校事业收入经费 3400 万)

113127456

（二）创设本科生奖励性助学金

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以确保高效利用现有资

为强化资助工作的过程管理，我校创新设立

源的同时积极争取更多资源。2014 年，中心与

奖助结合的奖励性助学金，做到普惠式补助和差

基金会共同和捐赠方积极协商沟通，争取到了更

别性奖励兼顾。为做好该项工作，中心系统了解

多的社会助学金项目与额度，其中具体变动项目

了各院系大四课程情况、及格率情况，并按评定

包括：

办法进行了试测，最终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本

1. 梦袁助学金（新增，2 人，每人 15000

科生助学金管理办法》，确保奖励性助学金的评

元，复审通过可连续四年获得）
；

定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做到奖励与资助兼顾。该

2. 顺可奖学金（新增，10 人，每人 5000

助学金已于 2014 年秋季学期实施。

元）；

（三）改进自强之星的评审与宣传

3. 光线传媒奖学金（新增，6 人，每人 5000）

“自强之星”评审是资助育人的重要抓手。
我校领导高度重视自强之星励志榜样的示范引

元；
4. 刘光文奖学金（新增，1 人，每人 5000

领作用。2014 年 9 月，学校出台了文件再度提

元）；

高自强之星的奖励力度，奖励金额由原自强之星

5. 柏年助学金（资助名额从 50 人增至 75

8000 元、提名奖 3000 元、入围奖 1000 元提高

人，资助金额保持每人 2000 元不变）
；

为自强之星 10000 元、提名奖 5000 元、入围奖

6. 春华秋实西部助学金（资助名额从 2 人

1000 元。

增至 7 人，金额从 5000 元变为 3000 元，且变更

在评审工作上，中心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北

为通过复审可连续四年获得）。

京师范大学自强之星评选办法》
，加大宣传力度，

（五）改进家教部工作

优化评审委员会构成，由学工、研工、院系等多

在校外勤工助学方面，我校继续发挥传统的

部门同比逐级组成评委会，并增加学生评委，开

师范优势，为学生提供家教信息。为了更好的服

展网络投票，多渠道增强自强之星对学生的教育

务广大家长和同学，家教部创建并完善了多种宣

影响力。

传平台，如微信公众平台、人人网公共主页、蛋

第十五届北京师范大学“自强之星”以“说

蛋网信息专栏，为 2500 余人次提供了家教岗位，

出你的励志故事”为主题，倡导家庭经济困难的

为学生提供了超过 721 万元的家教收入。这些通

同学们勇敢自信地走出来，传递励志正能量。在

过市场来实现的收入虽然没有计入学校资助经

此次评选中涌现出一批在困境中自强不息的学

费，但确实大大缓解了学生的经济压力，锻炼了

生典型，后期还将把这些典型通过报纸、微信平

学生的能力和自信，是对各方资助资金来源的一

台、校内宣讲等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最大限度地

个有力补充。

发挥他们对广大学子的示范引领作用。

（六）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

（四）推动社会助学金良性运转

根据国家《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

社会助学金是我校资助体系中无偿资助的

意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研

重要来源，在社会助学金的运转和维护上，中心

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和《研究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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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和有关部门

杂和慎重的事情。该工作自 2013 年 11 月份启动，

共同研究制定并报学校批准，出台了我校新的

2014 年 9 月正式完成。这期间经历了对新资助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设立方案》，研

项目进行调研和“试测”——中心初期修改——

究生的奖助额度和覆盖面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进

面向院系广泛征集意见——与学工各部门反复

一步完善了研究生奖助体系。根据学校新的奖助

研讨推敲——再次征求意见——定稿后报请校

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各个奖项的管理办法和

领导审议的过程。

操作流程，扎实做好 2014 年研究生奖助学金评

今年秋季学期，所有修订的规章制度均生效

审工作，共评选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励耘奖学

使用，具体涉及《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

金、宝钢奖学金等奖项 20 项，其中评选产生博

生资助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经济困难

士生国家奖学金 115 人，硕士生国家奖学金 223

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奖

人，校级研究生各类奖项 2000 多人次，累计金

学金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

额 1900 多万元。同时认真落实学生保险工作，

管理办法》、《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助学金管理办

组织开展负责人培训，细化保险办理流程。本年

法》、《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度共为 345 名延期毕业研究生办理保险，共为

《北京师范大学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管

1957 名全日制研究生办理商业保险手续，为 743

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资

名专业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办理新增

助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缓交费用管理

工作，全校共有 1779 名研究生办理了北京市学

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学费减免管理办法》、

生大病医疗保险。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助学金管理办法》、
《北京

二、重点做好几项改革工作

师范大学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自

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心广泛

强之星评选办法》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助学金

收集了各单位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的意见

评选办法》共 14 大项。

和建议，中心高度重视和珍惜这些意见和建议，

（二）改革勤工助学工作

经过认真的梳理、研讨、整改和落实，除需要学

2014 年春季学期，学校积极落实新的学生

校出台政策支持解决的问题外，已经基本整改完

奖助体系，大幅增加勤工助学投入，确定标准工

毕，其中包括勤工助学岗位的设置与管理问题、

作量为每月 40 小时，本硕博的酬金标准分别提

学生资助信息的汇总整理问题、对专业硕士的资

升为 15 元、20 元、25 元/小时，月酬金调整为

助力度问题、资助政策的系统介绍与宣传问题、

600 元、800 元、1000 元，2014 年度的勤工助学

临时困补与就业补助问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预算超过 1000 万元。勤工助学工作受到学校如

定方法问题等。围绕这些问题，2014 年中心重

此的重视，加上涉及单位众多，到底怎么管理成

点推进了多项改革工作，大大促进了我校资助工

了摆在中心面前的一大难题。因此，2014 年中

作的专业化发展。

心把勤工助学的改革作为一大工作重点。

（一）系统修订资助制度

为此，中心大力推动勤工助学改革，规范岗

资助工作政策性和业务性强，制度建设是资

位设置，完善聘用程序，强化管理与考核，帮助

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基础。为全面落实学校新

学生成长成才，充分发挥勤工助学全员育人、资

的学生奖助体系，中心以学生奖助体系改革为契

助育人的功能。

机，对涉及学生资助的 15 项规章制度进行了系

1、规范岗位设置，完善聘用程序。

统梳理和修订，完成新旧奖助体系的过渡。这是

岗位如何分配是个关键问题，为此中心进行

一项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耗时耗力、非常复

了多轮岗位分配方案的测算，最终确定了院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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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数量与类别”为审批依据、机关以实际

工作中加强了学生间的交流分享和经验总结，增

工作需求和缺编情况为审批依据的标准，也得到

强凝聚力，促进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提高工作效

了各单位的认同。勤工助学岗位设置以学年为周

率；一些单位还重视人性化管理，如对晚上有课

期，实行申请审批制。校内各单位根据工作特点

的同学，允许其提早离开岗位等。为及时有效地

制定勤工助学岗位实施方案（包含岗位设置与分

将勤工助学信息传递给有需要的同学们，许多单

配方案、岗位职责与要求、招聘方案、培训方案、

位还陆续开通官方新浪微博、官方微信以及官方

考核方案等具体内容）。中心统一收集和发布各

QQ 账号等公众平台，加大了信息的宣传力度。

单位招聘信息，为设岗单位公开招聘、学生自主

各单位的积极探索推动勤工助学管理工作向规

选择岗位提供便利。勤工助学岗位原则上聘用家

范化、科学化的方向稳步发展。

庭经济困难学生，设岗单位需在开学前 2 周内完

3、动态调整岗位，启动考核评优

成勤工助学岗位的选聘工作，前 4 周内完成培训

根据评估情况，2014 年秋季学期在积极主

与试用工作，并与聘用学生签订岗位责任书，聘

动反复沟通的前提下，削减了 12 家设岗单位的

用名单需上报备案。

岗位数量，新设或增加了 10 家单位的岗位数量，

目前，勤工助学面向校内 70 余家单位设置

切实合理调整了岗位分布，有效发挥每一个岗位

了 1500 个岗位，如遇大型活动或临时任务还可

对学生能力的提升作用，有效激励每一位设岗老

增设临时岗位，这超过了任何一家用人单位的实

师主动参与到“全员育人”的人才培养过程之中。

习容量，对学生来讲是一个提升实践能力的好机

勤工助学的考核评优工作以学期为周期，实行学

会，对学校来讲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和全员

生自我评价、设岗教师评价、设岗单位评价等多

育人的重要平台。

维绩效考核，力求发挥以考核促进学生自我认知
与能力发展、促进教师优化指导的目的，不断强

2、创新管理方式，注重过程化管理和发展
性评价。

化勤工助学资助育人的功能。

通过前期问卷调研，中心了解到，70%参加

4、取得的成效

勤工助学工作的学生希望能够加强管理力度，适

由于有着充分的调研、扎实的举措和一定的

度推行考核。2014 年春季学期，中心成立了勤

创新，该项改革受到校内各单位的欢迎与好评。

工助学服务队，下苦功夫开展工作调研。中心主

2014 年 4 月 24 日，教育部网站以“北京师范大

任带领服务队同学自开学初连续 6 周每周召开

学发挥勤工助学育人功能”为题，全文报道了我

例会讨论勤工助学的管理方式、调查问卷和访谈

校 勤 工 助 学 育 人 工 作 的 经 验 做 法 。（ 链 接 ：

提纲，4 月中旬启动勤工助学设岗单位走访工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

作，发放问卷 700 余份，访谈设岗教师 50 余名，

es/moe/s139/201404/167638.html）

6 月底完成了《勤工助学设岗单位调研反馈报

离退休工作

告》59 份，提供给各单位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以此来探索科学的过程化管理，对各单位的育人

概述

绩效进行发展性评价，受到各单位的欢迎和好

离退休工作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

评。

织部分，是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离退休

收到反馈报告后，各设岗单位也配合中心积
极创新管理方式。为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工作处是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下，贯彻

一些单位采取勤工助学岗位轮换制度，避免单一

执行党和国家及上级部门关于离退休工作的方

性工作对学生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单位在

针、政策和要求，组织、协调和落实离退休教职
工的各项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为离退休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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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同时做好离退休教职工的思

了今年以来学校的主要工作； 5 月，后勤负责

想教育工作，引导离退休教职工为党和国家的事

人就学校的食堂、校园管理向老同志通报情况并

业发展增添正能量。关心离退休教职工生活，尽

座谈征求意见。

力为他们排忧解难，组织开展有益于离退休教职

组织老同志集体收看了国家行政学院决策

工身心健康的活动；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做好关心

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做的“十八大后中国宏观经

教育下一代工作。

济趋势及‘习李新政’”报告，集中学习了十八

落实老同志待遇

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主
要讲话精神,了解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1、组织老同志积极参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等。

活动

3、协调处理好离退休教职工信访诉求

按照学校党委的部署要求，集中向离退休教

以离退休教职工为本，以某求其利益为出发

职工传达了学校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点，服务服从学校大局，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和灵

践活动的精神和相关文件。离休干部党总支成立

活性，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对能解决的问题，

了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了《离休干

第一时间给予帮助解决，对解决不了的问题，认

部党员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

真分析信访者的心理预期，以劝说开导、教育引

施方案》，同时在离退休党员及群众中开展以听

导为主，让离退休教职工树立知足满足、包容宽

取意见（30 余条）、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3

容、感谢感恩的阳光心态。为离退休教职工增加

次）等形式，深入群众，了解掌握情况，梳理有

生活补贴是大家共同的一贯的诉求，2014 年初，

关问题，为领导干部查摆作风问题、整改落实等

离退休工作处广泛调研，听取意见，集中分析，

奠定了基础。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将离退休教职工要求增加生活补贴的拆求向学

活动,离退休工作处、离休干部党总支邀请马克

校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实现了离退休教职工的

思主义学院杨世文教授为离退休教职工做了“关

预期诉求，让大家再次享受到学校改革发展的成

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回顾与反思”的专题辅导报

果。实现以房养老、旧楼增设电梯等是近年来离

告。有 5 位老同志参加了学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退休教职工反映比较集中的话题，离退休工作处

活动的督导工作。

将离退休教职工在这方面存在的困难、提出的问

2、利用例会制度，传递正能量

题和良好意见归纳总结，形成书面文字，集中向

充分利用例会制度，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

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力争给大家明确的回

长董奇、党委副书记王炳林、职能部处有关负责

复。此外，及时协调处理、解释说明离退休教职

人与离退休教职工互动交流，共话学校、国家、

工提出的看病就医、药费报销、就餐购物、校园

社会的改革和发展。1 月 21 日，王炳林听取了

环境、参观游览等方面的问题，让有想法、有情

离退休教职工关于学校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绪甚至有怨气的离退休教职工心情舒畅，统一思

教育实践活动方面的意见和建议；3 月 19 日，

想，提高认识，理解学校，维护校园和谐和社会

刘川生向离退休教职工通报了学校群众路线教

安定团结。

育实践活动的总结情况、取得的实际效果，传达

4、利用好活动站（场）资源，让离退休教

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精神，通报了“两会”

职工寓教于乐

情况；9 月 18 日，董奇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我校离退休教职工有两个活动站和一个门

制度改革，学科资源配置，推进协同创新，加强

球场，虽面积不大，但却是组织引导离退休教职

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与教育质量，积极创造

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的主要阵

条件、改善校园环境等方面向离退休教职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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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2014 年，为离退休教职工订购了大字《参

女教职工做了“老年女性心理健康保健”的讲座。

考消息》
、
《炎黄春秋》等十多种报刊杂志，由专

在喜迎新春的日子里，为离退休教职工举办了

人收发于阅览室，供离退休教职工阅读；充分利

“离休干部迎新年团拜会”和“离退休教职工迎

用电子阅览室，为离退休教职工提供免费网络学

新年游艺会”，大家踊跃参加，积极投入，喜迎

习，举办免费电脑学习培训班；棋牌室、台球室

新春。

等是离退休教职工闲暇之余交流情感、锻炼手脚

6、组织好离退休教职工的参观游览活动

的好去处。书法和书画组、手工艺组、合唱队、

根据离退休教职工的实际情况，我们随季节

舞蹈队、服装队、京剧队、门球队等 18 个由离

变化选择北京近郊风光资源优美、适宜离退休教

退休教职工组成的兴趣活动队常年在此开展活

职工的景点，作为主要参观游览点。2014 年 4

动。此外，鼓励并支持各兴趣队走出活动站、走

月，选择了丰台区王佐镇南宫世界地热博览园作

出校园，参加多种活动。如：2014 年 10 月，我

为参观点，分批分次组织离休干部、退休教职工

处组织手工组参加了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举办

280 余人开展了“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主题教育

的“创意生活 共筑梦想”北京教育系统老同志

实践活动”
；5 月和 9 月，先后组织退休教职工

创意作品展，组织门球队参加了北太平庄地区迎

共 700 余人参观游览了位于怀柔慕田峪长城西

国庆门球赛，等等，各队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部的响水湖自然风景区和密云古北水镇风景区；

5、开展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

“九九”重阳节，为了给离退休教职工创造外出

2014 年是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为在离退休

游览、登高远眺的机会，先后组织离休干部、退

教职工中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

休教职工共 300 余人分别游览了皇家御河和八

示离退休教职工与时俱进、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岭。通过近郊参观游览活

和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在国庆节前后，我处在

动，离退休教职工既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风

离退休教职工中开展了“颂祖国 促和谐 乐晚

光，又增强体质、愉悦心身，同时彼此问候、交

年——离退休教职工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系

流情感。

列活动”
。4 月 16 日举办了“与健康相伴 与祖

为老同志办实事

国同行”离退休教职工门球赛，6 月 16 日至 27
日举办了“放飞梦想 快乐夕阳”离退休教职工

2014 年，我们从细节入手，关注离退休教

象棋、跳棋和台球赛，9 月 15 日开展的“创意

职工的工作生活和精神情感，为他们及时送温暖

生活

共筑梦想”离退休教职工手工创意作品

递关怀。先后召开了两次困难补助评审会，49

展，9 月 29 日开展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

位离退休教职工获得特殊困难救助，148 位离退

离退休教职工摄影展”
， 10 月 9 日开展了“浓

休教职工获得普通困难补助，发放补助金额共计

墨重彩颂祖国”离退休教职工书法书画展，10

34 余万元；看望慰问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生病

月 17 日，离退休工作处、关工委、校团委联合

住院的离退休教职工 40 多人次，新年和“九九重

举办“韶华共叙家国梦，薪火相传京师情”——庆

阳节”、“三八”妇女节，以不同形式分别慰问全

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纪念晚会。

校离退休教职工和女离退休教职工，共计 5400 余

为庆祝第 105 个“三八”妇女节，我处举办

人次，通过补助、看望与慰问，及时向离退休教

了“放飞心情 喜迎春天——北京师范大学离退

职工转达学校的关心与关爱，同时也让离退休教

休女教职工庆祝‘三八’妇女节健身活动”。300

职工享受到学校改革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

余名离退休女教职工参加此活动。3 月 26 日，

年满 80、85、90、95 岁及以上的离休老同志举

我处特邀请学校心理学院王大华教授为离退休

办了集体生日宴会，及时联系新退休教职工并分
发纪念品，让大家感受到离退休大家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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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帮助离退休教职工解决在看病就医、医药费

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读本。

报销、入住养（敬）老院、家政服务需求、第三

2、发挥好宣传教育阵地，加强离退休教职

代就近入托入学等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校医

工思想政治建设

院联合协作，为离退休教职工开展了社区免费医

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加强离退休教职工思想

诊活动和相关主题的健康讲座；以人为本，做好

政治建设，坚持正面宣传、正向引导、弘扬主旋

离退休教职工的临终关怀，协助家属做好离退休

律、传播正能量、凝聚离退休教职工、激发离退

教职工的善后事宜，做到了逝者安息，学校领导

休教职工阳光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

放心，家属满意。

2014 年喜逢伟大祖国 65 岁华诞、教师节成

思想政治教育

立 30 周年和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离退休
工作处充分发挥内部交流刊物《木铎心声》的作

1、加强对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学习

用，在离退休教职工中开展了“忆校园感念恩师

按照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和北京市委

唱颂歌传承精神——离退休教职工系列征文活

教育工委及学校党委的要求，离退休工作处把组

动”。离退休教职工紧紧围绕“我的校园记忆”、

织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

十八届三中、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师节重要讲话精神”等征文主题，回忆母校生活，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主要学习内容。

感念教师恩情，讲述学习心德，描绘了离退休教

为加强对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学习指导，带

职工心目中的美好校园和好老师，为中青年教师

动离退休教职工“两项建设”的落实，发挥支部

传播了好老师的高尚师德和优良师风。我校著名

作用，在校领导的支持下，离退休工作处承办了

学者、资深教授顾明远、瞿林东等撰文，畅谈学

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北京大

习习近平教师节重要讲话的体会，在离退休教职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11 所部属

工中产生了很好效果。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

高校 72 位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参加了本次培训学

65 周年”和“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征文

习，其中我校 32 名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培

活动，离退休教职工用生动的情节和感人的事

训学习。党委副书记王炳林、市委教育工委原离

例，歌颂新中国 65 年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

退休干部处处长徐小珍，分别做了《学习领会习

就，缅怀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如何做好新形势

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所倡导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工作》的专题报告。通过培

作风。在征文活动的基础上，我们将部分文稿选

训学习，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深刻认识和领会了习

投给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与北京日报副刊部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系统了解了北京市经

和学校新闻中心。在广大离退休教职工的支持和

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一步思考和学习了如何做

帮助下，
《木铎心声》2014 年编辑印制 4 期，约

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工作。

16 余万字，并于今年 4 月被教育工委评为“2013

9 月 18 日，王炳林副书记向离退休党支部

年度北京高校离退休干部工作优秀期刊”
。

书记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于 9 月 9 日到我校考

通过转发校报、印发资料、组织会议等形式，

察、会见师生的情况，同时宣讲了习近平总书记

及时传递习近平总书记于第 30 个教师节在我校

在与师生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重点阐述了总

的重要讲话内容，让离退休教职工感受到党和国

书记提出做一个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

家对教师的关心与关爱；及时传递学校在贯彻落

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的深刻内含。

实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取得的实效和成果；及时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我们为离休干

传递党和国家及学校对离退休教职工的关心和

部、退休党支部书记订购并分发了《十八届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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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充分发挥离退休工作处网页和橱窗展板的

生进行实际的月季嫁接操作。）3 项内容的科普

作用，及时张贴、展示离退休教职工风采和精神

活动，受到了延庆一中师生的欢迎和好评。

风貌的信息与图片，为离退休教职工了解相关政

10 月 17 日，校关工委牵头和策划，并与离

策、工作动态和有关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

退休工作处和校团委联合举办了“韶华共叙家国

通过宣传教育和舆论营造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

梦，薪火相传京师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离退休教职工自觉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措施，接受

建国 65 周年纪念晚会。晚会分为“祖国颂”、

社会新风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光荣路”和“追梦行”三个篇章，晚会上播放

关心下一代工作

了采访我校离休干部于成林老师的视频，于老师
1946 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广西

2014 年，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与

剿匪、解放海南岛，和第一批志愿军入朝参加抗

远郊区县共建为平台，科普教育为主题，为促进

美援朝作战的老兵，于老师在现场与 800 名师生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发挥作用。与延庆县科协

分享了他参军入党、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在党的

和延庆一中进行共建，并拟定了“北师大关工委

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干部的人生经历，在回忆

与延庆县科协、延庆一中共建活动的计划框架”。

中也缅怀了那些为革命和新中国建立牺牲了的

并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在该校科技节期间同时举

战友，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前辈抛头颅洒

行了“基因工程与克隆”（报告人为生命科学学

热血、艰苦奋斗执着追求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

院的李森副教授）和“身边的天文学”（报告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表

为天文系的杜昇云教授）两场科普报告以及指导

达了老一辈对青年学生所寄予的深切期望。

学生嫁接多色月季（鲍平秋教授讲解嫁接的基本
知识，鲍平秋教授和周云龙教授一起具体指导学

附录：逝世教职工
2014 年逝世离退休教职工名册
姓名

性别

张忏痕

男

周详

单位

去世日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4-01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4-01-02

文永涛

男

教务处

2014-01-20

吴品三

男

数学科学学院

2014-02-01

王忠贤

女

学生处

2014-02-15

赵振祥

男

后勤系统

2014-02-23

樊文海

男

生命科学学院

2014-02-28

武静寰

男

出版社

2014-03-08

沈小峰

男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4-04-06

宋燕生

男

北京师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14-04-10

郭瑛

女

学校办公室

2014-04-11

张树田

男

艺术与传媒学院

2014-05-31

许嘉琳

女

环境学院

2014-06-13

黄安祯

男

出版集团

2014-06-16

席庭瑞

男

后勤管理处

2014-06-30

徐健

男

文学院

2014-07-13

赵恩荣

男

后勤管理处

201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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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宜

女

图书馆

2014-08-06

彭勃

男

统战部

2014-08-14

冯家驯

男

学校办公室

2014-10-02

张韵斐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4-10-10

牛鸿印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4-10-10

郝炳新

男

数学科学学院

2014-10-13

黄松波

男

文学院

李平

男

教育学部

2014-11-05

张鸿宾

男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4-11-26

张俊山

男

生命科学学院

林永福

男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4-12-01

张桂芝

女

后勤系统

2014-12-26

武吉华

男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2014-12-29

李幼珍

女

后勤管理处

2014-12-25

刘承敏

女

化学学院

2014-12-30

2014-11

2014-12

合计

32 人

安全保卫

操技能演练，明确了遇到校园突发案事件应急处
置时，各二级单位的职责与协作，进一步扩展了

维稳工作

安全稳定工作的延伸面，提升了安全稳定工作合
力。

1、创建“平安校园”，统合全校安全稳定工

2、坚持问题导向，完善校园综合治理工作。

作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平安校园”创建工作，校领导

校园综合治理，就是要解决学校安全稳定方

多次召开专项工作会研究部署创建工作，加大投

面存在的问题，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以维

入，强调任务，在全校机关部处及院系中营造了

护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广大师生切身利

“平安校园”建设的热烈氛围，扩大了安全稳定工

益。在今年的校园综合治理工作中，保卫处结合

作的地位与影响。保卫处借此机会梳理统合学校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平安校园”创建

二级单位的安全稳定工作，落实责任制，健全工

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集中力量解决师生反

作体系，明确工作规制，敦促各单位、各院系按

应强烈的重点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赢得

照“平安校园”创建标准查缺补漏，完善校园安全

了师生的好评。

稳定工作格局。在学校层面，成立了安全稳定工

保卫处延续了去年对不文明养犬、遛犬行为

作领导小组以及 12 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委员

治理的高压态势，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建立长效

会）
，各二级单位也相应成立了“平安校园”创建

机制，使得校内养犬住户和周边养犬居民形成了

工作小组暨安全稳定工作小组，学校二级单位安

习惯经验，即：犬只不能进入北师大教学区，巩

全稳定工作联动体系初步建立，为全面扎实做好

固了治犬工作成果。

安全稳定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保卫处抓住“平

面对持续增长的校内机动车数量，为解决校

安校园”创建契机，集中力量扫除一批长期以来

园停车资源不足及道路交通严重拥堵的问题，保

的工作难点，解决了一些当前面临的师生反映强

卫处继续完善实验小学东侧停车场设施，重划交

烈的突出重点问题，在治理犬患、交通治理、打

通标识，重修停车场路面，并拆除了占据停车场

击违法犯罪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进一步形

东南角区域的违章建筑，有效提升了停车场的工

成相关工作的长效机制。在师生中广泛开展了实

作效力。同时，对维护校园交通标识和设施进行
了全面的维护和翻新，并即将启动了智能道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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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工作进程。

管理办法》，研究制定拆除违建工作方案，借修

校内自行车长期乱停乱放或废弃遗留，对校

路之机联系执法机关拆除违建，推进违建巡查整

园环境造成了较大影响。保卫处集中力量开展了

治的规范化、常态化进程，有效控制私搭乱建现

校内自行车清理工作，在小东门等过去自行车乱

象。

停乱放现象集中的地点摆放禁停石墩和横杆，设

通过上述工作，学校环境进一步优化，师生

立禁停标志，并开辟了自行车集中停放区，安排

集中反映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安全稳定工作基础

了值班人员；在暑假前对校内大量废旧自行车进

进一步夯实，保卫处现有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

行了清理，集中停放在教二楼南侧区域，并利用

3、明确底线思维，做好敏感期安保稳控工

暑假前对这些废旧车辆进行了重新拼装，制作了

作。

150 辆“爱心单车”，赠送给 2014 级贫困学生，

今年重要敏感时节众多，国内外稳定局势变

赢得了良好的校内反响。

数较大，稳控任务不断，保卫处维稳工作面临较

近年来，学校非机动车盗窃案件增多，摩托

大压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并开展

车、电动车在校园内横行乱窜，严重影响学校正

工作，反腐作风建设力度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

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学生反映强烈。为了降低

记到访北师大，并发表重要讲话；台独、港独势

学校非机动车盗窃案件发案率，加强校园交通安

力抬头，在西方势力的干预下，“反殖民、反赤

全管理，保证广大师生安全出行，保卫处在兰蕙

化”运动、“太阳花”运动、“雨伞革命”此起彼伏；

“小西门”和京师大厦“小东门”门设立回转门，重

三股势力渗透内地并继续猖獗活动，“3·1”昆明

设门口行人通道，允许行人通过，非机动车只能

火车站惨案、“4·30”乌鲁木齐火车站恐怖袭击

从学校各个大门口绕行。从而降低学校非机动车

案、“5·22”乌鲁木齐早市爆炸案等恶性案件骇人

盗窃案件发案率，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

听闻；社会面上砍人、纵火、爆炸、失踪、坠机

面对校园盗窃等违法犯罪案件多发情况，保

等恶劣事件多发，影响持续发酵；我国与日本等

卫处实施打击盗窃“百日行动”，下发协查通报，

周边国家争议冲突时有发生；下半年二战 75 周

蹲守打击犯罪嫌疑人，破获遗失、盗窃案（事）

年纪念日、首个烈士纪念日、建国 65 周年、十

件 19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1 人。为师生挽回

八届四中全会、北京 APEC 会议、首个国家宪法

经济损失共计约 34.09 万元（其中找回笔记本电

日、首个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等重要日期及重大

脑 45 台，手机 47 部，现金 15842 余元，柳琴 1

事件密集，且多集中于北京发生。保卫处明确“四

架，相机 3 台，各类证卡若干张，重要书籍若干

管一检查”的稳控期工作要求，即：管好人，管

本）。学校盗窃案件案发率大大下降，校园环境

好物，管好门，管好网，对消防和治安情况进行

得以进一步优化。

检查，在包括六四、七五及毕业前夕等敏感时间

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发现消防

段加强校园巡视，对校门出入车辆及人员进行临

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建立了火灾隐患分级排查

时性管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 小时值班和

整改机制，落实整改责任，限期完成整改，累计

信息报送制度，做好重大活动现场控制准备工

开展防火安全大检查 104 次，重点单位、部位的

作，力求不遗巨细、万无一失。在日常加强意识

专项安全检查 76 次，共计查出各种消防安全隐

形态管控和信息舆情搜集工作，确保学校整体稳

患 262 个，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已解决消防隐患

定局势处在掌控之中，守好稳定底线，为学校发

247 个。

展奠定基础。

保卫处联合后勤管理处、资产管理处、基建
处等部门，草拟了《北京师范大学禁止私搭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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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安工作

生做财产、交通安全方面的讲座，并开展消防疏
散演习和实操技能演练，帮助学生从一入学就建

1、加大投入力度，健全校园技防体系。

立较高的安全意识和良好的安全习惯。在“11·9”

我校自 2001 年实行“科技创安”工程以来，
保卫处技防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 2012 年以来，
通过对学校安全稳定工作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

开展消防展板制作展览活动，在“12·2”开展“全
国交通安全日”系列活动，进行专项安全宣传教
育。在“学习雷锋日”等时间节点组织我校本科

的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存储、图像显示、应急指

生、留学生参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交通

挥、红外报警等系统的软件和硬件部分升级改
造，进一步调整校园主干路、教学楼、办公楼、
实验室等重要防范部位技术防范设施的布局，大

安全一日协管值勤、“文明交通、礼让斑马线”、
“文明交通万里行”和“道路交通安全辩论赛”等
活动，以点带面，增强其交通规则意识。下发反

大优化了技防设施分布结构，提高了学校安全稳

邪教教育手册 7500 册，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安

定工作综合防控能力。今年，保卫处完成了技防

全常识手册》6000 册，通过短信平台向学生发

升级改造的三期工程，对学 8 楼至学 16 楼等宿

送警情提示短信 11.2 万条，发放各类安全宣传

舍楼，艺术楼、化学楼、生地楼等教学楼，新乐

材料逾 20000 份，
张贴安全宣传画共计 200 余张，

群等部分食堂，励耘学院，体育馆的技防设施及

制作宣传展板 33 块。

摄像头进行了加装和更新，新增更换数字高清摄

日常服务性工作

像头 734 个；建成安全稳定工作数字化信息平
台，整合了视频管理、接报警、应急指挥、出入

保卫处除了肩负安全管理整治方面的职责

口控制、动态分析、信息管理和运维保障等多种

外，还承担着一些对师生进行户籍、治安、交通、

功能，实现了对校园内人、地、物、事的信息化、
即时化、综合化管理；对机房中控室进行了升级

政审等方面的服务性功能，这些功能发挥的好
坏，决定着师生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校园正常秩

改造，加装高清显示屏与综合管理液晶屏，并进

序能付得到维护，往往对师生评价保卫处乃至全

行了重新装修以适应系统升级的需要。通过上述

校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这些工作是保卫

工作，学校技防系统的效力和科技化水平得以进

处乃至全校行政工作的一个窗口。在今年的工作

一步提升，作为安全稳定工作抓手与保障的作用

中，保卫处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

愈加彰显。

体要求，不断强化处内员工的服务意识，规范服

2、拓展宣传渠道，加强师生安全教育。

务流程，圆满完成了全年的日常服务工作。

校园内的安全与稳定，需要最广大师生员工

户籍方面，出色地完成了新生户口的迁入工

的共同维护。而师生的安全意识与认知，又往往

作和毕业生户口的迁出工作，保证了集体户籍规

作用于他们的具体行为，从而对校园环境产生着

范管理和方便师生日常借用，全年共完成教工及

不同的影响。保卫处从源头入手，不断拓展宣传

家属借还户口 5274 人次，学生借还户口 5986

渠道，努力提升教育力度，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

人次；准备毕业生迁移证 1900 张，办理 2014

与技能。继续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努力创建

届毕业生户口迁出 4724 人；办理 2014 级新生户

精品课程，丰富讲授内容和授课形式，让扩大课

口迁入 3544 人等。

程影响，让更多学生选择这门课并从中受益；并

治安方面，在调解纠纷，处理矛盾时积极为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编写《大学生安全教育》教材，
实现安全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落实学分，以点

师生员工排忧解难；在接到紧急求助时，热情服
务，努力解决相关部门及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需

带面，使大学生掌握校园安全知识与技能，增强

要及其他紧急求助，全年共接待处置各类报警、

安全防范意识。利用新生军训期间邀请专家对学

求助 1851 件，110 巡逻车出警 1265 起；严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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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审批关，参加各类安保勤务，确保活动安全有

新教师“认家门”暨素质拓展活动，增强认同和

序，全年审批各类活动共计 1300 件，其中室内

归属；组织学校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

活动 914 件，室外活动 386 件，参与各类大型活

赛, 提高教学水平；组织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坚

动安保勤务 60 余次，出勤 800 人次。

定理想信念；成立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引导

交通方面，顺利完成了公用机动车和教职工

广大教师在志愿服务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及家属的机动车校门通行证换证工作，利用校园

观。

通行证发放对职工及家属区居民的私有车辆备

三是积极开展女教职工工作和形式多样的

案登记，为校园交通整治提供了依据，进一步达

文体活动，努力推进和谐校园建设。校工会举办

到宣传与重点管理相结合的工作目的，全年共计

主题为“美丽人生 内外兼修”的三八节女性论

办理机动车通行证 4360 多张。

坛活动,庆“三八节”教职工跳绳团体赛；同时，

维稳方面，按照规定流程为师生就业、出国、

校工会、女教授协会和教育学部主办 2014 年“女

考试、参军等事宜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及政治审

教授讲坛”。通过组织教工运动会、体质体能健

查证明，全年共开具 340 多张；同时，继续对校

康测试、广播操、金秋长走等大型群体性体育运

内非法传教人员和邪教宣传物进行清理，共教育

动活动，激发广大教职工健康快乐的工作生活理

驱赶非法传教人员 5 人，清理法轮功等邪教宣传

念。以社团协会为依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教

物 120 余份。

职工文体活动。
此外，校工会积极关注民生，努力为教职工

教代会与工会工作

办好事实事，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工会组织为目标，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工会组织

概述

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

2014 年,校工会在学校党委领导、行政支持

第六届教代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和广大教职工的积极参与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2014 年，我校召开了第六届教代会第三次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按照中国工会十六大精神要求和

全体会议。会前，精心筹划、充分准备；会中，

学校十二次党代会战略部署，校工会始终秉持

隆重热烈、务实高效；会后，认真落实、扎实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强化特色”

进。

的工作方针和“温暖人心，凝聚力量，共谋发展”

3 月 19 日，校工会下发了《关于征集代表

的根本宗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加强自身

提案的通知》
。3 月 20 日，党委正式向全校下发

建设，积极履行基本职能，扎实进取，开拓创新，

了《关于召开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教代会第三次

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教代会工会工作，各项工作

全体会议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3 号】。4 月 9

取得了显著成绩。

日上午，教代会执委会在校工会会议室召开六届

一是注重实效，努力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

三次教代会筹备工作会议，介绍了六届三次教代

设。校工会积极准备,认真开好教代会六届三次

会筹备情况、会议日程和议程、代表提案落实处

年会;完善制度，进一步规范教代会工作; 畅通渠

理情况，刘川生书记出席会议并听取代表们的意

道，认真做好提案的答复和落实工作;建立沟通

见和建议。4 月 12 日，学校教代会六届三次会

机制，广泛深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议在敬文讲堂举行。大会听取了校长董奇所作的

二是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关注青年教师成

题为《推进改革、深化服务，建设师生满意的世

长，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校工会举办师

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工作报告，听取并审议了常
务副校长史培军关于“教职工住房与公用房问题

德论坛，表彰典型事迹，弘扬劳模精神；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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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
、副校长陈光巨关于《学校 2013 年财

琼、郑恒山、李晓娟、赵强、杜育红、谢孟峡、

务预算和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副校长曹卫东

张强、沈珍瑶等相关职能部处室负责同志就各自

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制定情况等的有关说

部门对于代表提案答复落实情况向提案人和与

明、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章文光所作的

会人员做了说明。6 月 10 日，刘川生书记主持

《提案工作报告》以及《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召开学校常委会，听取了教代会提案工作落实情

《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征求意见

况汇报。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努力下，41 件提

稿）》等书面文件。代表们对会议文件进行了分

案进行了答复并反馈给提案人。目前全部提案已

团讨论，12 个代表团做了大会发言，会议还对

得到答复及反馈，答复率 100%。

教育学部、物理系、化学学院等单位荣获“北京

青年教师工作

市先进职工小家”进行了表彰。党委书记刘川生
作了题为《坚持依法治校、加强制度保障，加快

2014 年，我校积极支持青年教师发展，通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总结讲话。会后校工

过举办师德论坛、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会认真整理代表提案、代表团大会发言，汇总整

比赛、组织青年教师联谊、新教师认家门、参加

理成 43 件提案和 21 条建议和意见，上报学校以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关注青年教师成长，

便于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及时落实代表意见和

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归属感。
5 月 17-18 日，在校工会的积极组织与安排

建议。

下，我校教育学部、生命科学学院等院系及机关

教代会提案工作

部处的 9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北京市教育工会在

2014 年，校工会高度重视做好代表提案的

平谷教工疗养院举办的“夏日恋恋”北京青年教

征集、意见、建议的归纳整理和报送工作，努力

师联谊活动。8 月 13 日至 15 日，由学校党委统

推动提案的答复和落实。

一部署，校工会组织的教师志愿服务小分队赴江

六届三次教代会期间共设立提案 43 件，建

西井冈山革命老区，开展了以“理想教育、知识

议 21 条，涉及学校管理、生活福利等 10 个方面，

服务、专业帮扶”为主题的教师志愿活动。学校

教代会上,对优秀提案进行了表彰，其中，地遥

选派了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硕士生导师冯婉桢博

学院周尚意代表的提案获优秀提案奖、教育学部

士，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望京分园徐翠凤园

孙邦华代表获最佳参与奖。6 月 5 日上午,六届三

长，北师大爱婴协会会长、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

次教代会召开提案工作交流会，刘川生书记参加

科学研究院博士王秀丽、以及教育学部研究生张

会议并就进一步推进提案答复落实工作发表重

梦雪等参加了本次志愿服务活动。9 月 14 日，

要讲话。提案教师代表、学校相关部处室负责同

校工会组织了 2014 年新入职教职工“认家门”

志、部分教代会执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各专门

暨素质拓展活动。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炳林，

委员会委员代表以及机关工会主席、委员等 50

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王琼、2014 年新入职教职工、

余人参加交流会。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王琼介绍了

校工会专职干部及人事处相关职能部处工作人

六届三次教代会以来，校工会关于代表提案汇总

员等共 5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11 月 15 日, 由校

整理、分类上报、党委常委会研究讨论、提案答

工会、教务处、人事处、研究生院和教师发展中

复落实等相关工作进展情况以及提交本次交流

心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学校第十四届青年教师

会讨论的 9 件提案情况。周尚意、赵荣、张亚立、

教学基本功比赛成功举办，来自学校 31 个教学

孙邦华、刘海军、周红敏、陈锡云、孙邦华、雷

单位的 84 名选手依次登台亮相，竞相展示了自

菊霞、王静等提案人就相关提案落实情况向有关

己的教学风采。此次比赛，继续推行深受青年教

职能部处室负责同志进行面对面提问，康震、王

师欢迎的专家现场点评环节，点评专家们中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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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每个选手的优长，并针对教学环节、教学技能、

共举行六讲。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葛岳静教

语言表述及服装礼仪等提出建议，使青年教师受

授、心理学院许燕教授、数学科学学院黄海洋教

益匪浅，真正体现了比赛“重在过程，旨在提高”

授、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仲鑫教授、体育与运

的目的。经过全体专家评委、教师志愿者评委和

动学院的殷恒婵教授、环境学院刘静玲教授等先

学生评委的现场打分和综合评议，最后，文学院

后登上女教授讲坛，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个人感

鞠熙、物理学系何琛娟、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孙晓

受为到场的师生们分别作了“大学生‘QQ’群与

燕、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王醒策等 13 人分获各

全 面发展 ”“现代人 的人格 解码 ”“ 走进数学 建

个组别一等奖；不同组别二等奖、三等奖，最佳

模”“我的经济生活”“我与体育运动心理学”“我

教案奖、最佳语言奖、最佳教态奖、最佳板书奖、

与环境的故事”等六场主题讲座。六位知名女教

最佳 PPT 奖、最受学生欢迎奖及单位优秀组织

授分别从地理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体育

奖等各个奖项也各归其主。赛前，主办单位精心

运动学和环境学六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传播科学

准备，就比赛时间、评分标准、组别安排、评委

知识、倡导创新理念、分享成长历程，用她们丰

安排等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共分本

富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为广大师生诠释了北师大

科生教学文科组、理工科组，研究生教学文科组、

女性的责任、治学与人格之美，使广大师生分享

理工科组 4 个组别分别进行比赛和评审；每位选

了一次系统知识的盛宴。

手比赛过程采用 2 分钟教案介绍、15 分钟教学

11 月 26 日下午，首都女教授协会第五次会

演示和 3 分钟专家点评，使选手的教学基本功得

员代表大会在中华女子学院举行。大会通过了第

到更加充分的展示。此外，在专家评委和学生评

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草案）、第四届理事会财

委的基础上，增加了教师志愿者评委，进一步优

务报告（草案）、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草案）
、

化了比赛规则和评判的公平性，为更多的教师提

首都女教授协会章程（草案），投票选举产生了

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成为本届比赛的一大亮

首都女教授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理事、常务

点。

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监事会监事。

女教职工工作

我校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政府管理学院王琼教授
全票当选首都女教授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

2014 年，我校积极利用女职工论坛、女教
授讲坛等平台开展工作，促进了女性事业发展。
3 月 5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女教职

文体社团活动
2014 年我校积极支持教职工文体社团活

工委员会、女教授协会举办了主题为“美丽人生

动，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体活动蓬勃开展。

内外兼修”的女教授论坛，以此庆祝国际劳动妇

4 月 23 日下午,校工会在学校东操场组织了

女节成立 104 周年。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院

2014 年教职工广播操团体比赛。来自学校 37 个

长包华影教授做了“女性之美”，体育与运动学

部门工会的 35 支代表队共 1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院的姜桂萍教授做了 “科学舞动魅力人生”的

广播操团体比赛。5 月 10 日上午，我校 2014 年

报告。3 月 7 日下午，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活动

运动会在学校东操场隆重开幕。全校 42 个单位

----庆祝“三八节”教职工跳绳团体赛在东操场

参加开幕式。刘川生书记在致辞中希望全校师生

拉开帷幕。全校 37 个部门工会的 54 支代表队，

发扬团结拼搏、奋发向上的体育精神，为建设世

共 800 余名教职工报名参赛。女教授讲坛，作为

界一流大学做出贡献！出席开幕式的学校领导为

北师大工会、女教授协会和教育学部联合精心打

“十佳本科生、研究生阳光体育之星”、“2014

造的特色品牌，同时也是本科生跨学科公共选修

年教职工广播操团体赛一等奖获得单位”以及教

课，2014 年是第三届，从 3 月 6 日到 4 月 10 日

育学部、后勤等获得开幕式最佳入场式的十家单
389

位颁奖。35 个单位的教师代表进行了广播操汇

动。10 月 18 日上午,校工会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演并在体育运动学院王建华教授的带领下进行

南园组织了主题为“我健康，我快乐！”的 2014

了武术表演互动。在教工体育比赛中，后勤、出

年秋季教职工健身长走活动。学校各部门工会

版集团、生命科学学院、图书馆、物理系、继续

900 多人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等单位分获教职工甲组团

此外，1 月 8 日，数独协会组织了第二届智

体总分前六名；幼儿园、资产经营公司、汉语文

力运动会数独比赛；爱婴协会于 1 月 19 日成功

化学院、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信息

举办快乐宝宝积木搭建活动，3 月 17 日下午与

科学与技术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等单位分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共

教职工乙组团体总分前六名；物理学系、出版集

同主办了“儿童读经的益处与方法”讲座，4 月

团、机关一、图书馆、后勤、全球变化与地球系

10-12 日组织募捐活动捐助贵州贫困儿童活动；

统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外国语言

4 月 19 日，教工长跑协会组织京西古道远足活

文学学院、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化学学院、

动，9 月 20 日，赴昌平白羊沟长走活动；6 月 8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系统科学学院、政府管理

日，校工会及教职工羽毛球协会主办了北京师范

学院等单位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在 5 月 18 日

大学 2014 年“星德宝杯”教职工羽毛球比赛。

的闭幕式上，与会领导为获得教职工甲组、乙组

10 月 12 日，教工羽毛球队参加北京公交驾校杯

团体总分前六名的获奖单位颁奖。本次运动会旨

羽毛球比赛；10 月 22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职

在倡导阳光体育运动、强化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工健康协会成立，邀请长期从事职业心理健康研

促进师生身心健康，全校共有 6000 人次学生报

究的心理学院副院长张西超教授作了“关注职业

名参加各类比赛，2000 余人次教职工报名参加

心理健康 提升职工幸福指数”的心理健康讲座。

本次运动会的各类比赛项目和体质、体能测试活

附录
2014 年教代会提案一览表
序号

提

案

1

关于“修建校园历史空间标示牌”的提案

2

关于调整机关上下班时间的提案

3

关于改变学生上课作息时间的提案

4

为满 30 年教龄的教师拍摄工作照

5

关于提高合同制员工待遇的提案

6

关于后主楼北广场停车位的设立和使用，解决教职工上班时间停车问题的提案

7

建立学生医疗保障的自主基金

8

关于加强各级领导者的管理技能培训的提案

9

为各单位聘请的外国专家开通图书馆使用权限的提案

10

关于延长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开放时间的提案

11

建议实行奖励机制、增加硕士生招生名额的提案

12

再次提议终止文科博士生导师支付招生费用的规定

13

关于理科博士论文的质量不取决于字数，建议取消理科博士论文不少于 5 万字要求的提案

14

关于允许教师因为学术、社会服务等原因调整上课时间的提案

15

关于实验课程学分和学时的计算的疑惑

16

建立学校办公空间的信息公开制度，改善系统科学学院的科研办公条件的提案

17

关于房产物业费由报销调整为直补的提案

18

学校资产处改进现行的物业费报销办法，按照夫妻共有财产认可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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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提高合同制员工待遇的提案

20

关于公布学校科研用房的提案

21

请教务处更加合理地排课的提案

22

以人为本排课要先征求老师意见

23

关于开放学校教学楼及办公楼所有逃生口的提案

24

为各单位聘请的外国专家开通专家餐厅用餐权限的提案

25

关于校财务处建立新的对外业务大厅的提案

26

建立适应社会的财经制度，减少实际工作的顺利开展的花钱障碍

27

关于允许纵向课题给校内专家发放专家费的提案

28

加强理工科试验支撑能力与开放制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造条件的提案

29

校园内个别小路的整修

30

关于学校食堂开设素食窗口的提案

31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采取措施保证曾宪梓楼的电梯教师优先使用的提案

32

关于公费医疗增加定点医院的提案

33

关于改善医疗条件的提案

34

关于在保障性住房分配、
子女受教育等问题上给予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校聘人员与在编职工同等待遇的
提案

35

关于提高博士后待遇水平，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的提案

36

关于博士生导师延迟至 65 岁退休的提案

37

关于文科技术人员应根据工作性质可以转岗的提案

38

建议网络中心大幅提高教师免费流量，甚至取消流量限制的提案

39

关于学生上课过多的使用手机，严重影响听课效果，希望教室安装手机信号屏蔽设备的提案

40

关于建议幼儿园开发兴趣班网上报名系统的提案

41

关于解决教工子女小学下午放学后托管问题的提案

42

引导优质教材在北师大出版集团出版的提案

43

再次提议筹建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的提案

共青团工作

义核心价值观，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概述

组织建设与团校培训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团委认真学习贯彻

一、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实施思想引领行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习

动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团

1.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

的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的工作部署，按照“培

分层分类强化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引导。

育当代新青年、创造时代新业绩、服务青年新需

在纪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之际，以“传承五

求、激发组织新活力、凝聚社会新组织、进军网

四精神·弘扬京师风范·共筑青春梦想”为主题，

络新媒体、锤炼团干新风貌”的总体要求，根据

深入推进“我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召开纪

《学校共青团工作五年规划纲要》，以学校育人

念五四运动 95 周年暨学习习总书记北大重要讲

工作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思想引领为

话精神座谈会，举办“青春的足迹，光辉的历程”

首要任务，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面履行组织学生、引导学生、服务学生、
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职能，不断提高团的吸引力

北师大青年运动纪实图片展、“青春正当年”北
师大学子风采展、五四纪念碑献花及重温入团誓
词仪式、“多彩中国梦”主题团日等系列活动，

和凝聚力、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着力提升

增强青年团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团学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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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而团结一心、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

工作场域，在高校第二课堂搭建传统文化的“展

在欢度第 30 个教师节之际，以“感念师

示交流平台、学习研修平台、实践体验平台、传

恩·薪火相传”为主题，举办历届“十佳教师”

承创新平台”四个工作平台，整合融通“德以润

风采展示、
“爱你的点点滴滴”祝福传递、
“我帮

身、文以明智、艺以怡情、动以健体”的四个内

老师取快递”志愿服务、“我帮老师上头条”线

容模块，做好分层、分类、分时引导，全面提升

上分享、“我心目中的老师”卡通设计等活动，

青年学生的综合素养、文化自觉、民族认同和道

多种形式开展师德教育与核心价值观培育，营造

路自信。在具体路径上，通过发展国学类社团，

尊师重教氛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视察

推广品牌活动，形成传统文化校园能量场；发挥

时发表的“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重要讲话，

人文学科优势，弘扬京师风范，开展传统文化研

各级各类团学组织及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讲

习活动；培育种子学生团队，躬行传统文化，参

话精神，发起“如何做好老师”线上讨论以及“我

与社会服务和国学传播；依托学术科技竞赛，开

心中的好老师”征文活动。

展调查研究，培育传统文化创新成果。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之际，以“我的

定期召开新媒体工作推进会，完善各类团属

家国情·我的中国梦”为主题，深化爱国主义教

新媒体阵地建设。作为团中央团学工作移动互联

育，把十月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

网应用平台 Myouth 首家试点高校，组建北师大

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基

校园服务站，目前校内入驻团体有近 100 家，关

本内容，从认知、践行、传播、引领等环节入手，

注人数超过 6000。建设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队伍，

集中开展核心价值观校园宣讲会或明辨会 23

培训骨干网宣员和网评员，开展“我为核心价值

场，
“祖国在我心中”主题团日活动 138 次。同

观代言”、
“青年好声音”等网络文化行动，引导

时，发起“我和我的祖国”大型签名祝福活动，

团学组织打造时尚个性的文化产品，促进网上网

举办“百位共产党人百篇小传”朗诵会、“韶华共

下一体化战略转型。提高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应

叙家国梦，薪火相传京师情”庆祝建国 65 周年纪

对能力,做好校内论坛、人人、微博、微信等网

念晚会，在校园中掀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络阵地的校园舆情实时监测工作，了解青年学生

价值观的热潮。

关注的社会时政热点和校园生活焦点，每周形成

首个烈士纪念日召开“革命烈士精神与青年

舆情报告。在重大政治事件和敏感时间节点做好

时代责任”座谈会，在校内“三·一八纪念碑”前

舆论引导和民意调研工作，建立三级舆情应对机

举行缅怀革命烈士献花仪式。九月开学季开展

制，引导舆论于始发、化解矛盾于未然、澄清误

“青春梦想邮局——写给未来的自己”迎新教育

解于已然。

活动。承办“与信仰对话——王强同志先进事迹

3.更新课程模块和学习方式，深化青年马克

报告会”。组织团员青年观看电视政论片《百年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潮•中国梦》
。

进一步完善大学生骨干培养的课程设置、内
部管理和跟踪培养，健全青年团校三级培养体

2.依托创新试点工作项目，着力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网络新媒体建设。

系。青年团校（中级班）针对大学生骨干的成长

《德以润身 文以明智 艺以怡情 动以健体

规律和实际需求，设置相应课程，内容涵盖党史

——依托高校团学活动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情与国际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育人平台》项目获批 2014 年学校共青团重点工

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理论著作、

作创新试点。校团委以育人为原点，以中华优秀

学生干部领导力等内容，采取集中学习和自主学

传统文化为核心元素，以丰富多彩的团学活动为

习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理论学习、主题沙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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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拓展、社会实践等形式，引导青年骨干独立思

央全国学联办主任，校团委副书记孙斌杰公选至

考，学以致用，深入社会。校团委理论研究室联

中组部办公厅工作，校团委副书记（学生兼职）

合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索学社组建社会主义核心

刘立潇选派至西城德胜街道挂职党工委书记助

价值观宣讲团，提供菜单式宣讲，作为院系三级

理。在学校组织部门的支持下，通过笔试、面试

团校理论学习模块的一个必要环节。

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了郑淼文、皮兴灿等 10 名

二、落实两个“全体青年”
，实施组织提升

优秀的兼职团干部，系统培训后充实到各部门任

行动

职，改善了专兼职干部结构。注重典型选树，我

1. 重视基层团组织、基层团支部的职能建

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程晓教授荣

设和活力提升。

获第 28 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白鸽青年志愿

将“团建全覆盖，工作到支部”落到实处，
坚持“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巩固班级团支部主

者协会会长陈亚洲获评 2013 年“感动师大人
物”。

阵地。指导基层团支部开展 “多彩中国梦”
、
“祖

3.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提升团干部的理论

国在我心中”主题团日活动，丰富活动内容，创

素养和工作能力。

新活动形式，激发团员青年的主体性和参与意

通过青年团校中级班培训团学骨干百余人，

识，设立团建基金，评选表彰示范团日和十佳团

组织理论讲座、开放式讨论、素质拓展和社会实

日。坚持团干部工作例会制度、共青团工作考评

践等环节，有效提升团学干部的理论素养和工作

制度和三级团校培训机制，加强基层分团委工作

能力。参与团市委“团委书记与青年学生、青年

交流，把研究生团组织作为团建工作增长点。

教师面对面”活动，校团委书记班子和院系分团

探索“多重模式，多重覆盖”建团模式，尝

委书记全面入驻，参与人数、总发帖数、发帖量

试在社团、网络等聚集青年学生的阵地建团，学

平均数位于北京高校前列。要求团干部每周撰写

生科技协会团支部、相声协会团支部获得

交流日志，自觉开展行动研究和叙事研究，做大

2013-2014 年度首都大学、中专院校“先锋杯”

学生的青春榜样和现实偶像，形成青年调研的长

优秀团支部荣誉称号。积极开展区域化团建工

效机制。

作，与西城德胜街道对接合作，在共建中提升基

重视理论研究，完成校级学工课题《大学生

层团支部的战斗力。继续参与社区青年汇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研究》，课题成

为 7 所“新青年学堂”和 8 个“新青年圆梦加油

果拟在《北京德育》上发表。以“夫子乐道”为

站”输送 300 余名志愿者。

品牌，每周向团学干部推送理论热点摘编手机

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会研究

报。

生会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对学生组织和学生

召开全国高师共青团工作研究会第十五届

团体的指导，帮助其规范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

年会，发挥北师大作为会长单位的示范引领作

制、创新工作方法。以学校制定大学章程为契机，

用，组织 40 所理事单位就“如何发挥体育教育

主动参与学校治理体系，完善以团组织为核心和

专业优势，深入推进‘三走’活动”开展专题研

枢纽、以学生会研究会为学生“自我服务、自我

讨，编印工作论文集，引导高师共青团组织协同

管理、自我教育”主体组织的工作格局，切实发

发展。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杜汇良莅临指导并高度

挥学生社团在活跃校园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肯定研究会工作。

2.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努力把共青团组织
打造成发掘、培养、输送年轻干部的优势平台。

校园文化与艺术教育
积极统筹各学科特色，依托院系集中开展各

本年度原校团委书记柏贞尧同志调任团中

类学科文化节，通过高端学术讲座、学科知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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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科实践体验等活动，拓展学生的学科文化

翼”嘉兴—杭州交流演出，为艺术爱心教育搭建

视野。指导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大学生艺术团、

平台，用艺术传递正能量。开展不同领域的专业

广播台等学生组织开展“我的大学我的梦”校园

知识普及，交响管乐团和民乐团面向全校开展免

艺术展演（合唱团成立 35 周年纪念专场音乐会、

费打击乐兴趣班和民乐兴趣班培训，北国剧社、

舞蹈专场、北国新生大戏等）
、
“遇见·四季”校

合唱团、街舞社开展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及讲座。

园服饰大赛、
“以你为名”校园歌手大赛、
“光阴

开展艺术特长生冬令营与艺术特长生暑期集训，

的故事”2014 届毕业生晚会、
“燕归来”传统文

在补充新鲜血液，提高专业素质等方面获得良好

化节、“风云杯”辩论文化节、美食文化节、一

的效果。

二·九合唱比赛、校园主持人大赛、校园配音大

与国家大剧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每月为学

赛、
“坐而论道 起而行之”博士生学术论坛、
“青

生提供 500 个走进国家大剧院体验高雅艺术的

年·公益·志业”大学生志愿服务论坛等校园文

机会。运营“师大人自己的电影院”项目，为校

化活动。以“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一个学生社团”

内师生带来多彩的课余生活。我校艺术团下属的

为目标，培育精品学生社团，打造“社语·星空”

北国剧社荣膺“北京大学生戏剧团”、管乐团荣

社团文化节、
“青春团 GO”社团嘉年华等品牌

膺“北京大学生管乐团”。在第四届北京大学生

活动，百余个学生社团活跃在学术科技、文化娱

艺术展演中,获得 6 个一等奖和 1 个三等奖。在

乐、体育竞技、公益实践等领域。

第三届北京青年艺术节中，获得 4 个银奖和 2

开展“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

个铜奖。

题课外体育锻炼活动，评选“十佳阳光体育之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星”。校学生会针对本科生开展了新生体育嘉年
华、“明月杯”篮球赛、“太阳杯”足球赛、“星

深入实施“百千万实践育人工程”
，开展“勤

星杯”排球赛、“银河杯”乒乓球赛，每项赛事

学修德志愿行，明辨笃实复兴梦”2014 年北京

参与学生人次都达到 2000 次，累计参与学生人

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立项团队共计 189

次 20000 人次；校研究生会结合研究生的特点和

支，参与师生共计 1864 人。实践团队围绕支教

运动需求开展了研究生足球联赛、“阳光明媚四

服务、民生调研、就业见习、绿色环保和文化传

月天、快乐运动进行时”主题运动嘉年华活动，

承五个主题开展活动，“青春接力团”、“青春点

赛事全面覆盖研究生各个院系，每项赛事参与学

赞团”、
“青春直通团”、
“青春见习团”四个特色

生人次达到 1500 人次，
累计参与学生人次 10000

团队分别在深化实践效果、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人次；依托 30 多个体育类社团，在“三走”活

心价值观、强化两岸青年共识和拓展学生就业能

动的推动下，长期开展常规训练活动，本年度截

力等问题上深入探索。在理论研究和活动宣传上

止到目前为止，各级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开展体

开拓两个新的工作格局：整合多方资源开展“农

育健身活动 200 余场，累计参与学生近 50000

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

人次。

况调查”、
“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调

在高校艺术教育普及方面，大学生艺术团各

查”、
“农民闲暇时间消遣方式与农村公共文化供

团体百花齐放，举办多场演出，在促进校园文化

给专题调研”四项重点课题研究；利用 Myouth

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团体艺术水准等

新媒体工作平台，对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举办各类品牌化、群众

滚动式、立体化报道。

化、社会化的精品活动， 成功组织开展“艺之

打造品牌化、菜单化的志愿服务模式，积极

翼”赴北京明园小学艺术教育公益活动、“艺之

组织全校青年志愿者广泛参与文化教育、绿色环
保、爱心帮扶、社区服务、赛会服务等 13 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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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 60 余个志愿服务公益实践项目，全年累计

拔工作已顺利完成。

参与志愿服务学生超过 3 万人次。志愿者培训体

学术科技活动

系稳步发展，举办各类志愿者培训上百场，与中
国公益研究院合办 10 期“京师公益讲堂”
。以白

举办第二十二届“京师杯”学生课外学术科

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为契机，开展公

技作品竞赛，来自 27 个院系所的 464 件学生作

益论坛、公益快闪、微电影拍摄等系列活动。
“希

品参赛，参与人数 1400 余人（含指导教师）
，指

望林”校园再生纸行动、行走团、“绿色药箱”

导教师职称在副教授以上比例占 64.4%，近 80

家庭环境呵护计划、“梦想课程”模型设计等创

件作品作为我校本科生科研基金等学生科研项

新型志愿服务项目实现长足发展。选拔 114 名大

目成果获奖，参赛作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在 2014

学生志愿者参与 2014 年 APEC 会议志愿服务工

年“创青春”首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我校团队

作，累计接待各国领导和嘉宾 390 人次，志愿服

获金奖 6 项、银奖 2 项、铜奖 5 项，荣膺团体总

务时长共计 6880 小时。志愿者们的优异表现获

分“优胜杯”和首都校级优秀组织奖。在 2014

得组委会和各国领导嘉宾的一致好评，也获得了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我校团队

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国新闻网等多家新闻

获金奖 1 项、银奖 4 项、铜奖 1 项，团体总分跻

媒体的报道。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获评“首都学

身北京高校代表团三甲，荣膺团体总分“优胜杯”

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
，
“健桥盲人按摩”志愿服

和全国校级优秀组织奖。在 2014 年“好丽友”

务项目荣膺“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点”，
“‘希

全国大学生公益梦想大赛中，我校团队获金奖 1

望林’校园再生纸行动”等 4 个志愿服务项目获

项，3 支团队入围全国 60 强。圆满承办 2014 年

得北京市小微志愿服务项目支持计划支持资金，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北京师范大学分营和天

由志愿者自编自导自演的微电影《倒行人生》在

文专题营活动，获评北京科学营优秀组织奖。助

团中央微电影大赛中获得专家评分第一名的好

力创新创业竞赛项目的转化提升，帮助“挑战杯”

成绩。

创业计划竞赛项目“北京飞狐文化传播有限公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

司”落户校园（师慧公司院内），申报第十三届

教团工作扎实开展，第 16 届支教团的 15 名同学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正在新疆库尔勒、新疆克拉玛依、内蒙古集宁、

“京师追梦人”团队获评团中央全国大学生“小

贵州镇宁四地服务，第 17 届研究生支教团的选

平科技创新团队”称号。

395

基本办学数据
概

述

人；博士生导师 841 人、硕士生导师 943 人。外
籍教师 43 人。专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 1702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占地面积 68.7557

人，占 87.10%；45 岁以下 1118 人，占 57.2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0.7614 万平方米。固定资

有两院院士 8 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13 人，
“长

产总值 362997.61 万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

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3 人，“长江学者奖

设备资产 105593.53 万元。全年教育经费投入

励计划”特聘教授 27 人。毕业生 18692 人，其

344692 万元，其中，国家拨款 229058 万元、自

中，学历教育学生中全日制研究生 3383 人（博

筹经费 115634 万元。图书馆建筑面积 48.52 万

士生 614 人、硕士生 2769 人），普通本科生 2191

平方米，
藏书 434.21 万册，
电子图书 2214.51GB。

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 4244 人（本科生 2872

拥有计算机 21915 台，信息化设备资产 38969.3

人、专科生 1372 人），网络教育本专科生 8874

万元，网络信息点 33089 个，电子邮箱系统用户

人（本科生 4133 人、专科生 4741 人）；非计划

55000 个 ， 上 网 课 程 3130 门 ， 数 字 资 源 量

招生高等教育学生中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

25023.44GB，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 118.7GB。

520 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98.08%。

下设 1 个学部、23 个学院、2 个系、26 个研究

招生 20799 人，其中，学历教育学生中全日制研

院（所、中心）；拥有本科专业自主设置权限；

究生 3875 人（博士生 805 人、硕士生 3070 人），

开设本科专业 60 个；现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一

普通本科生 2580 人，成人教育本专科生 3336

级学科 2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一级学科 36

人（本科生 1976 人、专科生 1360 人），网络教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10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育本专科生 11008 人（本科生 4675 人、专科生

153 个，博士后流动站 25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

6333 人）；非计划招生高等教育学生中在职人

点学科 5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1 个、国

员攻读硕士学位 1191 人。在校生 61749 人，其

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 5

中，学历教育学生中全日制研究生 12041 人（博

个、北京市二级重点学科 10 个、北京市交叉重

士生 3524 人、硕士生 8517 人），普通本科生

点学科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4 个、教育部重点

9541 人，
成人教育本专科生 9379 人（本科生 6478

实验室 9 个、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 1 个、

人、专科生 2901 人），网络教育本专科生 30788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0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人（本科生 14679 人、专科生 16109 人）；非计

5 个、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 2 个、教育部人文社

划招生高等教育学生中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7 个，代管研究机构 6 个，

3549 人。留学生毕业 1620 人，招生 1608 人，

共建研究机构 6 个。教职工 3159 个，其中，专

在校生 1722 人。网址：www.bnu.edu.cn。

任教师 1954 人，包括教授 696 人、副教授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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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普通本科专业名录及分专业学生数
是否师范
专业

毕业生
数

授予
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
生数

普通本科生

-1

2191

2191

2580

9541

哲学

0

19

19

73

263

经济学类

经济学

0

29

29

45

177

金融学类

金融学

0

48

48

65

263

国际经济与贸易

0

32

32

40

155

法学

0

52

52

104

307

社会工作

0

19

19

33

108

1

58

58

38

180

专业分类
合计
哲学类

经济与贸易类
法学类
社会学类

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教育学

0

25

25

142

331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注：可授教育学或理学或工学
学士学位）

1

55

55

0

93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

1

25

25

13

53

教育学类

特殊教育

1

20

20

1

5

体育学类

体育教育

1

47

47

55

218

体育学类

运动训练

1

40

40

37

152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1

223

223

226

909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

1

109

109

126

491

外国语言文学类

俄语

1

10

10

14

37

外国语言文学类

日语

0

21

21

19

73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

0

24

24

0

53

历史学类

历史学

1

95

95

104

387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142

142

164

650

物理学

1

132

132

237

806

化学

1

144

144

148

570

天文学

0

14

14

24

78

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

1

63

63

96

269

地理科学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注：可授理学或管理
学学士学位）

0

18

18

0

37

地理科学类

地理信息科学

0

18

18

0

31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

1

91

91

0

130

生物科学类

生物技术（注：可授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0

9

9

0

77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类专业

1

0

0

99

151

心理学类

心理学（注：可授理学或教育学学士学位）

0

97

97

113

452

统计学类

统计学

0

39

39

0

55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或理学学
士学位)

0

17

17

41

117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或理学学
士学位）

1

48

48

73

20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

0

19

19

0

5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注：可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

0

22

22

74

194

数学类
物理学类
化学类
天文学类

397

资源环境科学（注：可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
位）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注：可授管理学或理学学士学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注：可授管理学或工
学学士学位）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0

17

17

22

83

0

31

31

0

43

0

17

17

0

25

0

0

0

53

9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0

35

35

38

77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0

39

39

53

210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0

37

37

76

256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0

61

61

0

98

音乐与舞蹈学类

音乐学

0

25

25

25

105

音乐与舞蹈学类

舞蹈学

0

29

29

30

112

戏剧与影视学类

电影学

0

32

32

30

120

美术学类

美术学

0

7

7

22

57

美术学类

书法学

0

11

11

11

44

设计学类

艺术设计学

0

10

10

0

30

设计学类

数字媒体艺术

0

16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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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人专科专业名录及分专业学生数
专业分类

专业名称

是否师范专业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成人专科生

0

1372

1360

2901

公路运输类

汽车运用技术

0

132

144

353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0

203

0

316

计算机类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0

46

0

17

电子信息类

应用电子技术

0

0

0

0

食品类

营养与食品卫生

0

39

28

56

财务会计类

会计

0

122

86

212

经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0

0

0

0

市场营销类

电子商务

0

33

0

0

工商管理类

工商企业管理

0

321

511

837

餐饮管理与服务类

烹饪工艺与营养

0

47

156

245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0

97

56

111

公共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0

158

142

304

语言文化类

应用英语

0

0

0

0

语言文化类

文物鉴定与修复

0

24

28

41

教育类

教育类专业

0

60

103

190

教育类

现代教育技术

0

4

0

0

教育类

应用心理学

0

86

106

219

3.成人本科专业名录及分专业学生数
是否
师范专业

毕业生数

授予
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
生数

成人本科生

-1

2872

790

1976

6478

数学与应用数学

0

17

0

0

0

教育学类

教育学

0

220

11

0

188

教育学类

小学教育

0

21

18

0

0

0

53

19

0

50

专业分类
合计
数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398

心理学类

心理学（注：可授理学或教育学学士学位）

0

0

0

80

80

合计

业余本科

-1

2561

742

1896

6160

合计

其中：女

0

1871

620

1290

4089

合计

高中起点本科

-1

589

187

451

2790

历史学类

文物与博物馆学

0

23

7

18

111

心理学类

心理学（注：可授理学或教育学学士学位）

0

157

68

158

75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注：可授管理学或
工学学士学位）

0

62

21

42

272

汉语言文学

0

45

23

75

393

数字媒体技术

0

23

4

0

49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注：可授工学或农学学
士学位）

0

39

10

0

0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注：可授教育学或理学或工
学学士学位）

0

33

9

0

28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或理学
学士学位)

0

51

8

15

151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或理学
学士学位）

0

58

18

25

210

金融学类

金融学

0

0

0

46

3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0

98

19

44

359

法学

0

0

0

28

146

专科起点本科

-1

1972

555

1445

3370

法学

0

23

7

27

63

国际经济与贸易

0

0

12

0

0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或理学
学士学位）

0

83

10

50

145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或理学
学士学位)

0

55

32

27

68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注：可授教育学或理学或工
学学士学位）

0

4

6

0

0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

0

168

27

0

0

教育学类

小学教育

0

75

10

103

227

教育学类

教育学

0

171

23

189

367

教育学类

科学教育

0

3

3

0

0

食品科学与工程（注：可授工学或农学学
士学位）

0

35

5

19

38

中国语言文学类
计算机类

经济与贸易类
法学类
合计
法学类
经济与贸易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数字媒体技术

0

72

11

22

88

中国语言文学类

计算机类

汉语言文学

0

153

50

94

247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

0

119

37

85

16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注：可授管理学或
工学学士学位）

0

0

5

0

0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0

80

19

87

194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

0

161

0

201

381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0

117

85

108

260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0

417

128

223

598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0

96

26

51

216

心理学（注：可授理学或教育学学士学位）

0

140

59

159

313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心理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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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专科专业名录及分专业学生数
专业分类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网络专科生

4741

6333

16109

计算机类

计算机类专业

613

537

1630

财务会计类

财务会计类专业

18

0

124

财务会计类

财务会计类专业

453

522

1383

市场营销类

电子商务

185

294

844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类专业

1126

1929

4835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0

157

157

公共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0

280

322

语言文化类

语言文化类专业

20

0

120

语言文化类

语言文化类专业

206

206

473

教育类

小学教育

164

246

635

教育类

现代教育技术

10

1

9

教育类

学前教育

1421

1549

3941

教育类

应用心理学

38

130

289

教育类

教育管理

270

250

641

法律实务类

法律实务类专业

217

232

706

5.网络本科专业名录及分专业学生数
专业分类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

授予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网络本科生

4133

255

4675

14679

合计

其中：女

2993

174

3342

9708

合计

高中起点本科

539

38

119

2562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注：可授管理学或经济
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94

6

13

629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28

1

7

113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0

0

2

2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7

3

21

602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0

0

11

188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0

0

1

1

工商管理类

财务会计教育

126

14

0

1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
或理学学士学位）

0

0

10

73

法学

42

0

7

140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注：可授教育学或理
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2

1

1

12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

32

1

8

186

教育学类

小学教育

13

0

9

45

汉语言文学

63

7

23

263

心理学类

应用心理学（注：可授理学或教育
学学士学位）

32

5

6

147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注：可授管
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0

0

0

1

3594

217

4556

12117

40

6

48

155

计算机类
法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合计
电子商务类

专科起点本科
电子商务（注：可授管理学或经济
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400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130

2

319

666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344

19

453

1263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9

2

4

24

工商管理类

财务会计教育

43

9

0

63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96

7

269

574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30

6

437

930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397

43

478

1301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注：可授管
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36

5

11

79

心理学类

应用心理学（注：可授理学或教育
学学士学位）

219

50

205

785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457

27

489

1514

教育学类

小学教育

252

6

334

902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

1039

18

1103

2737

教育学类

教育技术学（注：可授教育学或理
学或工学学士学位）

30

3

14

67

法学类

法学

232

11

295

812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0

0

0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注：可授工学
或理学学士学位）

40

3

97

232

计算机类

6.硕士研究生专业名录及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专业分类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

授予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硕士研究生

2769

2776

3070

8517

合计

学术型学位硕士

1651

1653

1714

5256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18

18

16

46

哲学

中国哲学

9

9

9

24

哲学

外国哲学

9

9

8

25

哲学

逻辑学

3

3

4

12

哲学

伦理学

4

4

6

18

哲学

美学

6

6

5

16

哲学

宗教学

3

3

3

10

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5

5

5

14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9

9

6

19

理论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2

2

0

1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4

4

5

16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3

3

2

8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

5

6

17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9

9

8

28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含：保险学）

13

13

9

33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4

4

2

8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4

4

2

9

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

0

0

0

7

法学

法学理论

23

23

4

16

法学

刑法学

22

22

39

92

法学

民商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

1

1

4

12

法学

诉讼法学

13

13

11

34

401

法学

经济法学

0

0

2

21

法学

国际法学（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
际经济法）

7

7

4

11

政治学

政治学理论

3

3

6

23

政治学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10

10

11

28

政治学

国际关系

11

11

7

24

社会学

社会学

8

8

7

22

社会学

人类学

2

2

1

5

社会学

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

13

13

9

3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2

12

11

28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

2

0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

2

3

7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12

12

17

49

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

19

19

19

55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73

73

72

219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40

40

0

0

教育学

教育史

13

13

11

37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18

18

17

52

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

12

12

10

29

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12

12

13

44

教育学

成人教育学

1

1

1

4

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

4

4

5

16

教育学

特殊教育学

9

9

9

28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23

23

30

87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11

11

0

10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11

11

12

39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7

7

6

20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2

2

0

2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17

17

20

57

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33

33

42

134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32

32

28

109

心理学

心理学学科

11

11

33

75

体育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6

6

6

17

体育学

运动人体科学

6

6

6

19

体育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9

9

6

23

体育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

1

1

1

3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14

14

13

36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1

31

39

120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27

27

22

70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10

10

13

35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14

14

10

29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21

21

23

67

中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3

13

10

31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4

4

5

16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13

14

14

47

外国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11

11

8

31

402

外国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11

12

9

29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0

30

24

80

新闻传播学

新闻学

5

5

0

3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18

18

17

57

考古学

考古学学科

0

0

1

6

考古学

考古学学科

3

3

0

0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7

7

0

0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7

7

0

1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1

1

0

0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16

17

0

1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15

15

0

1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0

0

48

145

世界史

世界史学科

21

21

17

55

数学

基础数学

23

23

20

79

数学

计算数学

1

1

6

14

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5

15

22

63

数学

应用数学

1

1

4

14

材料物理与化学

1

1

0

0

物理学

理论物理

12

12

20

54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2

2

8

17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21

21

29

77

物理学

光学

12

12

12

34

化学

无机化学

10

10

13

36

化学

分析化学

10

10

9

25

化学

有机化学

7

7

14

37

化学

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18

18

19

52

化学

有机化学

1

1

0

0

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1

11

12

40

化学

化学学科

7

7

0

7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

化学学科

0

0

10

19

天文学

天体物理

7

7

14

36

天文学

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

1

1

0

0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20

20

25

70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14

14

16

44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4

24

33

93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28

28

38

109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14

14

35

91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15

16

26

98

生物学

生物学学科

0

0

55

113

生物学

植物学

4

4

0

5

生物学

动物学

3

3

0

4

生物学

生理学

3

3

0

1

生物学

水生生物学

2

2

0

2

生物学

微生物学

1

1

0

1

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1

1

0

1

生物学

遗传学

1

1

0

3

403

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

5

5

0

5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13

13

0

12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

9

0

6

生态学

生态学学科

13

13

0

16

生物学

生物学学科

1

1

0

2

生物学

生物学学科

7

7

0

12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8

8

10

20

系统科学

系统分析与集成

3

3

5

12

科学技术史

科学技术史学科

0

0

0

1

生态学

生态学学科

0

0

19

39

统计学

统计学学科

0

0

9

16

统计学

统计学学科

0

0

1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与化学

8

8

8

24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11

11

15

37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号与信息处理

7

7

9

29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0

0

0

1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

1

1

3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6

16

8

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28

28

23

87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5

5

5

10

水利工程

水文学及水资源

8

8

13

36

水利工程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1

1

2

5

测绘科学与技术

摄影测量与遥感

0

0

0

3

测绘科学与技术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6

6

7

14

核技术及应用

7

7

12

29

环境科学与工程

核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

40

40

54

147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22

22

27

66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11

11

10

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2

2

0

1

林学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1

1

0

2

林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0

0

5

10

中药学学科

4

4

2

8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5

5

4

9

工商管理

会计学

10

10

5

16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

13

13

7

31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19

44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25

25

10

54

公共管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3

3

0

1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55

55

7

144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6

6

43

52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13

13

16

45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4

4

3

11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8

8

0

2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3

3

0

3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4

4

0

3

中药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404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13

27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图书馆学

4

4

3

1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情报学

9

9

11

33

艺术学理论学科

2

2

2

5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与舞蹈学学科

8

8

4

16

戏剧与舞蹈学

戏剧与舞蹈学学科

14

14

20

53

美术学

美术学学科

9

9

8

25

设计学

设计学学科

2

2

0

2

委托培养学术型学位硕士

3

3

0

29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0

0

0

2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含：保险学）

0

0

0

1

法学理论

1

1

0

0

应用心理学

1

1

0

3

新闻学

0

0

0

4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0

0

0

4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1

1

0

7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

0

0

0

1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0

0

0

2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0

0

0

5

合计

自筹经费学术型学位硕士

11

9

0

29

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0

0

0

1

金融学（含：保险学）

0

0

0

1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4

2

0

0

教育学

教育史

0

0

0

1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0

0

0

9

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

0

0

0

5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1

1

0

0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5

5

0

2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1

1

0

1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0

0

0

4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0

0

0

1

人文地理学

0

0

0

1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

0

0

0

1

艺术学理论

合计

法学
心理学
新闻传播学

应用经济学

地理学
工商管理
合计

专业学位硕士

1118

1123

1356

3261

合计

其中：女

784

787

944

2198

合计

国家任务专业学位硕士

558

560

1356

2279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3

13

32

60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10

10

15

31

法律

法律

22

22

0

40

法律

法律

104

104

196

344

社会工作
教育

社会工作

20

20

71

115

教育

234

236

283

572

405

体育

体育

19

19

27

66

汉语国际教育

44

44

54

169

应用心理

应用心理

21

21

1

30

应用心理

应用心理

0

0

99

99

翻译

20

20

29

54

新闻与传播

31

31

31

62

工程

工程

5

5

0

11

工程

工程

0

0

0

30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3

3

160

161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0

0

127

127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0

0

180

182

汉语国际教育

翻译
新闻与传播

艺术

艺术

12

12

51

126

合计

委托培养专业学位硕士

182

184

0

378

应用统计

0

0

0

0

法律

3

3

0

3

社会工作

2

2

0

0

教育

2

2

0

2

应用心理

应用心理

1

1

0

0

应用心理

应用心理

0

0

0

25

新闻与传播

0

0

0

1

应用统计
法律
社会工作
教育

新闻与传播

工程

0

0

0

1

工商管理

工程

工商管理

88

89

0

132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1

2

0

3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83

83

0

205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2

2

0

1

艺术

艺术

0

0

0

5

合计

自筹经费专业学位硕士

378

379

0

604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2

12

0

0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6

6

0

0

法律

法律

71

71

0

166

法律

法律

21

21

0

1

社会工作

6

6

0

0

教育

教育

24

25

0

2

体育

体育

5

5

0

2

汉语国际教育

7

7

0

3

应用心理

8

8

0

1

新闻与传播

0

0

0

1

工程

工程

7

7

0

0

工程

社会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
应用心理
新闻与传播

工程

1

1

0

11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72

72

0

94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104

104

0

294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14

14

0

21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0

0

0

2

艺术

20

20

0

6

艺术

406

7.博士研究生专业名录及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专业分类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

授予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博士研究生

614

618

805

3524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6

6

3

23

哲学

中国哲学

2

2

4

19

哲学

外国哲学

1

1

4

17

哲学

逻辑学

0

0

2

4

哲学

伦理学

2

2

2

8

哲学

美学

5

5

1

6

哲学

宗教学

2

2

3

7

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1

1

3

17

哲学

哲学学科

0

0

2

7

哲学

哲学学科

0

0

0

1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8

8

8

35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3

3

3

20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10

10

5

36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

3

2

21

统计学学科

0

0

0

3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含：保险学）

0

0

4

11

应用经济学

统计学

劳动经济学

0

0

1

6

法学

刑法学

0

0

15

53

法学

民商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

0

0

4

10

法学

诉讼法学

0

0

13

38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3

3

2

10

思想政治教育

0

0

0

4

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

5

5

2

14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2

32

1

39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

1

0

0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4

4

3

8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5

5

15

78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学

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

9

9

6

28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23

23

26

84

教育学

教育史

2

2

4

20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10

10

7

36

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

6

6

4

17

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4

4

5

27

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

2

2

2

11

教育学

特殊教育学

2

2

4

13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8

8

7

43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0

0

3

9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0

0

3

6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0

0

0

2

教育学

教育学学科

3

3

4

11

心理学

心理学学科

11

11

16

56

心理学

心理学学科

0

0

3

5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11

11

11

38

407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0

0

1

2

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6

16

22

84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3

3

6

26

体育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2

2

1

18

体育学

运动人体科学

0

0

2

7

体育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0

0

2

6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14

14

9

41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

12

9

39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11

11

12

42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5

5

6

20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4

4

6

12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12

12

9

47

中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2

12

6

24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1

1

2

6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0

0

0

1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7

7

6

36

外国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1

1

3

10

外国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0

0

1

5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

0

4

15

考古学

考古学学科

0

0

1

1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6

6

0

6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1

1

0

1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5

5

0

6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5

5

0

10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0

0

22

65

世界史

世界史学科

6

6

7

38

数学

基础数学

14

14

19

51

数学

基础数学

0

0

0

1

数学

计算数学

0

0

1

7

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

6

4

16

数学

应用数学

2

2

1

2

物理学

理论物理

1

1

0

1

物理学

理论物理

9

9

13

43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2

2

0

1

物理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6

6

2

7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9

9

18

49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1

1

2

14

物理学

光学

4

4

5

13

物理学

光学

1

1

0

0

化学

无机化学

0

0

1

10

化学

无机化学

7

7

10

31

化学

分析化学

4

4

3

14

化学

分析化学

1

1

2

7

化学

有机化学

4

4

6

21

化学

有机化学

2

2

2

8

化学

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2

2

4

13

408

化学

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9

9

14

39

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0

0

5

11

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

1

2

16

天文学

天体物理

3

3

5

18

天文学

天体物理

1

1

1

7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6

6

14

68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0

0

1

3

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4

4

8

33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

2

2

20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3

13

23

87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19

19

21

59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0

0

1

3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9

9

3

28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0

0

4

20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0

0

7

27

地理学

地理学学科

6

6

16

54

生物学

植物学

2

2

4

8

生物学

植物学

1

1

0

0

生物学

动物学

0

0

2

12

生物学

生理学

0

0

0

3

生物学

生理学

1

2

2

6

生物学

遗传学

0

0

0

2

生物学

遗传学

0

0

1

5

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

0

0

0

1

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

1

1

4

19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3

3

0

10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8

10

9

37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

9

11

40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

11

0

4

生物学

生物学学科

2

2

0

2

生物学

生物学学科

0

0

0

1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0

0

0

3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4

4

8

20

系统科学

系统分析与集成

8

8

1

18

生态学

生态学学科

7

7

14

44

生态学

生态学学科

0

0

1

5

统计学

统计学学科

0

0

5

10

统计学

统计学学科

0

0

2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

0

1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0

0

9

25

2

2

3

7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核科学与技术

核技术及应用

1

1

0

3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20

19

49

209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1

1

0

3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8

8

13

52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2

2

7

19

409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1

0

0

10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15

33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12

12

7

54

公共管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2

2

0

6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19

19

20

110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3

3

0

25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5

5

6

35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0

0

2

3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1

1

3

19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7

11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2

2

0

14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0

3

艺术学理论

艺术学理论学科

5

5

4

20

戏剧与舞蹈学学科

12

12

14

50

合计

委托培养学术型学位博士

4

4

0

120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1

1

0

2

哲学

中国哲学

0

0

0

1

哲学

外国哲学

0

0

0

2

哲学

伦理学

0

0

0

1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0

0

0

14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0

0

0

11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

0

0

1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0

0

0

1

思想政治教育

0

0

0

3

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

0

0

0

2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

0

0

1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0

0

0

1

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

0

0

0

4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0

0

0

3

教育学

教育史

0

0

0

1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0

0

0

5

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

1

1

0

4

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0

0

0

1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0

0

0

1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0

0

0

2

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0

0

3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0

0

0

3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

0

0

4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0

0

0

2

中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

0

0

1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0

0

0

2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0

0

0

2

戏剧与舞蹈学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学

410

世界史

世界史学科

0

0

0

1

数学

应用数学

0

0

0

2

物理学

理论物理

0

0

0

1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0

0

0

1

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

0

0

1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1

1

0

6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0

0

0

1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0

0

0

1

公共管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0

0

0

1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1

1

0

21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0

0

0

1

戏剧与舞蹈学学科

0

0

0

1

合计

自筹经费学术型学位博士

4

4

0

79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0

0

0

1

哲学

中国哲学

0

0

0

1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0

0

0

1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0

0

0

2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

0

0

1

法学

刑法学

0

0

0

1

法学

诉讼法学

0

0

0

0

社会学

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

1

1

0

0

教育学

教育学原理

0

0

0

2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0

0

0

4

教育学

教育史

0

0

0

2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0

0

0

4

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

1

1

0

8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0

0

0

1

心理学

心理学学科

0

0

0

1

心理学

基础心理学

0

0

0

1

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

0

0

3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0

0

0

2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0

0

0

1

中国语言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

0

0

3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1

1

0

4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0

0

0

7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0

0

0

4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1

1

0

3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0

0

0

2

中国史

中国史学科

0

0

0

3

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0

0

0

1

系统科学

系统理论

0

0

0

1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0

0

0

1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0

0

0

1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0

0

0

5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0

5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科

0

0

0

1

戏剧与舞蹈学

411

艺术学理论
戏剧与舞蹈学

艺术学理论学科

0

0

0

1

戏剧与舞蹈学学科

0

0

0

1

合计

专业学位博士

1

1

17

85

合计

其中：女

0

0

10

28

合计

国家任务专业学位博士

1

1

17

85

教育

教育

1

1

17

85

8.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专业名录及分专业（领域）学生数
专业分类

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1191

3549

合计

硕士学位学生

520

合计

其中：女

345

771

2258

合计

专业学位硕士

520

1191

3549

合计

专业学位硕士其中：女

345

771

2258

法律

法律

4

0

5

教育

教育

330

816

2484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0

57

134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5

0

16

工程

工程

36

49

220

艺术

艺术

47

78

220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41

92

285

体育

体育

57

99

185

9.外国留学生情况统计表
总

计
小

授予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1620

292

1608

1722

3

411

292

351

1250

4

本科

5

289

197

176

818

硕士研究生

6

93

76

129

272

博士研究生

7

29

19

46

160

训

*

8

1213

1209

*

1257

亚

洲

9

932

255

805

1285

非

洲

10

20

9

55

78

欧

洲

11

270

15

322

222

北美洲

12

256

10

266

94

南美洲

13

133

3

142

24

大洋洲

14

9

18

19

国际组织资助

15

中国政府资助

16

284

497

本国政府资助

17

学校间交换

18

50

63

49

自

19

1404

1261

1176

按大洲分

按经费来源分

毕（结）业生数

1
专科

按学历分

培

计

编号

费

166

79

213

10.教职工情况统计表
计

专任教师

行政人员

教辅人员

工勤人员

计

3062

1954

514

447

147

其中：女

1323

746

299

262

16

正 高 级

772

728

22

22

总

412

副 高 级

925

704

81

140

中

级

969

477

252

240

初

级

108

7

56

45

未定职级

288

38

103

计

64

61

3

其中：女

19

17

2

正 高 级

15

15

副 高 级

2

2

中

级

8

7

1

初

级
39

37

2

小

其中
聘任制

未定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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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校舍情况统计表
编号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

正在施工校舍建筑面积

计

1

807614

82113

一、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21938

总

2

354560

教室

3

32966

图书馆

4

48523

实验室、实习场所

5

217127

专用科研用房

6

35603

体育馆

7

18379

会堂

8

1962

21938

二、行政办公用房

9

34273

三、生活用房

10

256656

13492

学生宿舍（公寓）

11

213512

10495

学生食堂

12

13342

教工宿舍（公寓）

13

7401

教工食堂

14

2600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15

19801

四、教工住宅

16

63550

五、其他用房

17

98575

2997

46683

12.资产情统计表况
编号

学校产权

非学校产权

1

599208

136769

绿化用地面积

2

246500

运动场地面积

3

58649

计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其中：

图书
（万册）

计

4

434.21

其中：当年新增

5

11.42

计算机数
（台）

计

6

21915

其中：教学用计算机

7

8122

计

10

328104.51

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计
值
其中：当年新增

11

105593.53

固定资产总值
（万元）

其中：信息化设备资产值

12

11107.12

计

13

38969.3

*

其中：软件

14

477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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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与文件目录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改进工作作风的规定》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2．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协调和配合，

为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提升执行力。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众的八项规定和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

实行集体决策。关于学校重要事项的决策，主要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师

领导要事先沟通。提交会议讨论的事项，应在会

党发〔2013〕9 号），加强学校领导班子作风建

前 2 天向与会人员提供议题和相关材料。对执行

设，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和审议，学校制定了《北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主动协调，确

京师范大学关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改进工作作

保决定、议定事项的有效执行。办理情况及执行

风的规定》，现予以印发。

结果要及时通报，自觉接受督察督办。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3．充分发挥师生在办学、治校中的重要作

2014 年 1 月 21 日

用。凡是与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
项，要通过教代会、学生会、研究生会等渠道广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改进工作作
风的规定

泛听取师生员工意见。校长要在教代会上做工作
报告，根据工作需要，其他校领导在教代会上报
告相关工作。对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

为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和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师党
发〔2013〕9 号），加强学校领导班子作风建设，
制定本规定。
1．加强学习，提高履职能力。落实理论学

出台前要进行反复比较和充分论证，提高决策的
透明度。通过多种方式适时通报学校情况，实现
信息公开。
4. 严格执行公文处理时限规定，提高办事
效率。利用办公自动化系统提高公文传阅、批件
流转效率。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审批，一般

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制度，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路

不超过 5 个工作日，紧急事项不得延误。对于疑

线方针政策，加强对高等教育管理相关知识和规
律的学习与研究。任期内要参加党校、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或者厅局级以上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难复杂问题要多沟通，尽快研究论证，避免问题
久拖不决。
5. 减少出席会议活动的数量，简化新闻报

认可的培训机构累计 3 个月以上的培训。坚持自

道。以文件形式即可部署的工作，不再召开会议

学与培训相结合，带头进行宣讲活动，每年至少

布置。校领导原则上不参加校内各二级单位的专

撰写 1 篇理论文章。

题学术会议、一般庆典活动、纪念活动等；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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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处、院系主要负责人出席的，不安排分管、联

时安排其他工作；因故确实无法参加会议的，应

系校领导出席；可由分管、联系校领导出席的，

在事后主动了解会议情况。校领导应当公布每周

不安排书记、校长出席。领导出席会议和活动的

公务活动安排。

宣传报道要简明扼要。

9. 强化廉洁履职意识，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坚决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遵守

6．坚持校领导联系基层制度，密切联系群
众。每学期至少对所分管的部处、所联系的院系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开展 1-2 次调研。坚持深入教学一线，每学期至

和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少听课 1 次。严格执行校领导接待日制度，公布

不得违规在二级单位兼职；按规定兼职的不得领

校领导信箱，师生反映问题的信件须在 3 日内就

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违规干预干部

相关情况予以回复。

选任、招生、基建工程、大宗物资采购、招投标
等工作。

7．集中主要精力做好管理工作。处理好领
导工作和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投入

10.实行问责制度。坚持严格要求、权责一

到学校管理工作中，切实履行领导责任。校领导

致、依靠师生员工、依法有序的原则，实施问责

每周工作日内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不超过半

制。在一学期内无故缺席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

天。校领导原则上不外出参加一般性评审、评奖

会 2 次以上的，对师生通过校领导信箱反映分管

等活动，未经允许不到校外讲课。

工作问题信件 3 日内未予回复的，在党委常委会

8．严格请假制度，公布活动安排。党委书

和校长办公会上通报批评。对于公文审批等相关

记、校长出国（境）要向教育部请假，国内出差

负责工作出现无故拖延推诿造成严重后果的，在

要提前相互沟通，安排好学校工作；其他校领导

校内通报批评。

离京要向书记、校长请假；请假安排要在党校办

11.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北京师

备案。除上级单位或学校另有安排外，校领导不

范大学关于改进学校领导班子工作作风提高工

能无故缺席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要确保参

作效率的意见》（师党发〔2005〕14 号）同时

加党政例会及其他重要会议，不得随意请假或同

废止。本规定由党委常委会负责解释。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十二次党代会和学校“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战略

现将《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工作要点》印

目标和任务，践行群众路线，突出综合改革，推

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

进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质量保障，推

行。

进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

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2014 年 2 月 26 日

巩固和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1.学习宣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工作要点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
育，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教育师生，

2014 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

坚定理想信念。组织开展学习宣传十八届三中全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学校第

会精神主题实践活动。围绕理论和实践热点问题
415

开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研究。举办京

5. 加强宣传工作和大学文化建设。加大学

师大讲堂—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校改革发展成绩的宣传，开展教学科研、学科建

列讲话精神系列讲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设、人才培养等系列宣传活动。实施校园全媒体

研究和宣传工作。

信息工程，建设基于“云概念”的手机报、校报

2. 巩固和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把 2014

移动应用和大型讲座、重大学术会议等的全媒体

年作为“综合改革和深化服务年”，按照中央和

直播系统。举办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实行

上级部署，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续

校内简报、刊物的备案制。建设教师思想政治工

工作。落实好教育实践活动各项整改任务。总结

作数据库。大力加强师德建设，评选教书育人楷

凝练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实践和制度成果。持

模。推进机关文化墙、教室文化墙的建设，建设

续开展“走进基层、关爱师生、服务一线”活动。

校园十大文化景观。

完成反对“四风”、改进作风的各项规章制度的

6. 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制定《关于加强

完善和制定，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形成作风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民主

建设长效机制。

党派组织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协助做好

3. 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加强党建工作

人才储备工作。积极向民主党派上级组织和社会

顶层设计,制定《2014 年—2020 年党建工作规

举荐优秀党外干部。支持民主党派和党外代表人

划》。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工党支部

士围绕国家和学校改革发展开展调研活动、建言

建设的意见》，以健全组织生活制度、培育支部

献策。建设学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信息库。

品牌活动为重点，切实加强党支部特别是教工党

积极开展党外人士联谊活动，增强党外人士凝聚

支部建设。以建立机制和搭建平台为重点，开展

力。编辑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民主党派史》。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大在高层次人才和

7. 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研究制定《<建立健

骨干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力度。试点建立分党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

委（党总支）组织员队伍，把好党员发展质量关。

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工作体制机制，严格落

做好党代表联络和服务工作。试点建立二级党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健

校，扩大党员教育培训覆盖面，提高党员思想政

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切实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

治素质。

键环节的监管。严格查信办案。修订《学术道德

4. 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和培训管理工作。认

规范条例》。

真贯彻中央干部工作要求精神，修订完善《处级

二、坚持立德树人，大力实施质量强校工

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办法》。按照“信念坚定、为

程，进一步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

8. 加强和改进德育体育美育工作。深化中

干部标准，做好学部、院（系）党政班子换届工

国梦宣传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重

作和干部调整补充工作。建设干部任用纪实系

点推进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创新考试

统。实施无院系工作经验的机关副处级干部到院

方式，强化实践教学。进一步落实“励志铸魂”

系交流锻炼计划。切实做好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计划、“党旗引航”计划。深入开展百千万实践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主题的干部培训工作。加强

育人工程。提升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品质，开设研

学分制管理，落实上级关于干部培训课时标准的

究生心理成长选修课程。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规定。修订《学院行政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责任制

启动体育与健康课程设置改革，加强体育俱乐部

实施办法》。完善处级干部网上考核系统。做好

建设，提高体育场馆开放程度。推进大学美育课

中组部、教育部和北京市干部选学工作。

程改革，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科技、体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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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校园文化活动。

学科平台课程的打通、共享和教师选聘制度。

9. 着力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继续实施

11. 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做好各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

学部院系学位点规划，建立博士点和硕士点动态

组织研制 2015 版本科教学计划，从各个层面落

调整机制。开发学位信息系统。实施导师遴选制

实“提升计划”，优化学分总量和结构，深化课

度改革。研究制定督导信息公开发布和反馈制

程建设和改革。重点推进新生研讨课、聘请外籍

度。建设一级学科学位课程资源网站（中心）。

教师讲授全英文专业课程工作，大力推动教学方

将课程管理的事前审批制改为事前备案、事中抽

法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

查监督、事后效果评估和绩效分析制，配套落实

验计划、试点学院、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实验

奖惩机制。出台本研一体的《教学事故认定和处

班计划、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验计划，以及瀚德

理办法》，出台《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学院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完善学籍、学位管理，

完成学校一级学科自评估工作。完善学位论文匿

扩大学生自主选择权。建立院系教学状态数据公

名评审制度。

示制度，完善学生网上评教指标体系，推进第三

12. 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继续借助中美人

方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建设本科课程资源网站

文交流机制等开拓留学生项目，调整留学生生源

（中心），推进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做好

国别结构和层次结构。借助“孔子新汉学计划”，

首届“优秀免费师范生”的评选工作，启动师范

招收来华攻读博士学位及博士联合培养学生。实

生人才培养跟踪服务和监测工作。建立中学生发

施留学生新奖助学金方案。扩大暑期学校规模。

展引航计划等，与优质中学联动选拔优秀人才。

继续实施来华留学英文授课精品课程培育计划，

严格规范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测试与合格

争取英文授课硕士国家援助项目。

资格发放。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工作，加强本科生

13. 推动继续教育全面发展。稳步发展学历

与研究生督导工作，整合相关资源，形成竞争优

继续教育，积极开拓适应北京地方经济建设的新

势，为提高教师教学质量提供保障和支撑。

专业。制定网络教育管理平台升级改造方案，建

10. 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实施

设优质网络课程资源。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市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

场，拓展非学历培训的层次和类型，提升培训质

革的决定》。建立按绩效分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量。探索教师网联运营机制，做好公共服务平台

机制，出台关于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测算办

验收后续工作。积极推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

法。出台分类招生试点工作方案，试行在硕士层

革和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做好政策咨询、协

次上自主选择招收学术型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推

调指导和定期注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

广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继续推动 18 个

14.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着重开发中西部、

培养单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分类建设学术型学

基层和非教育类单位就业岗位。制定就业质量评

位人才培养体系和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选择

价指标体系，发布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探索就业

3-5 个有基础的学科院系建设有特色的专业学位

质量与招生、培养联动机制。完善就业管理与服

培养方案。系统设计研究生培养国际化体系建

务信息系统。建立创业就业指导教师团队。

设，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教学科研

三、优化学科建设布局，深化院系综合改

团队合作建设 2-3 个博士生海外人才培养基地。

革，推进人才强校工程，稳步提升学校综合办学

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建设 5-8 套研究生经典与前

水平

沿阅读教材。启动本研课程一体化工作，实现本

15. 加强学科建设与调整。推进以学科建设

研课程在导师指导下的自由互选。试点推动一级

为龙头、突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人财物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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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下放院系自主权的综合改革。出台《学科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启用并完善文

能力提升计划》。调研编制各学科发展现状报告，

科管理信息系统。

制定每个学科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所需

19.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做好各类纵向科技

条件支持。以一级学科为单位推进学科调整，完

项目的申报工作，全面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教学科研机构设置的论证，开展学科建设综合

科技支撑能力，争取各类横向项目和加强科技成

改革试点工作。加强三级重点学科建设的管理服

果孵化。组织跨学科、跨院系科研成果的凝炼和

务。做好学科建设重大专项的立项、论证、审核

集成，鼓励联合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等工作，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的服务、支持、管理

励。加强基本科研业务费对青年教师的扶持。整

和监控。搭建学科重大项目管理信息平台。

合现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的资

16. 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制定学

源，积极培育、申报新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

校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构建覆盖各层次人才的完

程技术中心。加强校级重点实验室的考核和整

整的人才聘用体系。探索并推进学校人事管理体

合。全面规划并加强野外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

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学校高层次人才引

推进公共实验与测试能力提升。大力支持理科学

进和培养支持体系。引进和培养一批有重要影响

报参加精品期刊遴选。

的学科领军人物、学术带头人、教学名师，推动

20. 推进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做好中国

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的教学、科研团队的建设。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全球变化与可

扩大普通博士后招收规模，建立学校-学院-导师

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绿色发展协同创新

分担机制，提高博士后待遇，完成博士后管理制

中心、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教育信息技术协

度的修订工作。

同创新中心的培育与组织申报工作。全面启动人

17. 建立基于绩效分析的教师激励机制。建

文学科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工作，建成面向化

设和优化教师绩效数据库，构建基于教师个人、

学、物理及材料等基础科学前沿交叉的协同创新

学部院系、学科的综合评价模型，力求建立基于

平台。

绩效分析的教师激励机制，深化人事制度综合改

五、加强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校

革。开展教职工工资体系优化整合，完成教职工

国际影响力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薪酬体系建设，建立绩效优先并与学校实际相适

21. 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与联

应的薪酬体系。修订完善教师手册，加大对青年

合国下属组织机构开展实质性合作，建立联合国

教师的支持力度。出台《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

二级中心机构。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建立多校联

法》，规范合同制人员聘用管理。

盟机制，成立中俄教育类高校联盟，加强中俄两

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加强科技创

国教育文化交流。推进塔夫茨大学孔子学院的成

新能力建设

立。争取成立 1-2 个国际合作研究、实验或教学

18.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出台《哲学社

中心。整合学校资源，继续打造我校中华文化研

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推进教育部重点研究基

究及传播的大平台，提升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

地综合改革，开展重点研究基地培育和组织申报

组织实施重点引智计划。实施英文文章润色计

工作。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紧扣主流意识形态，

划，举办英文写作培训，进一步推动英文期刊建

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启动文科实验室和数据

设。建立和完善评估激励机制，鼓励教师投身国

库建设。做好国家与省部级重大项目、成果申报

际合作。开通教师出国（境）审批网络管理系统。

工作，有效推进标志性学术著作的出版。出台《非

设计学生境外交流信息平台，开拓并支持多种形

实体机构管理办法》。创建国际化的学术论坛，

式的学生交流项目。积极推进对港“万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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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深化与香港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以学

体制和营销机制，抓住政策机遇，通过多种方式

生活动为切入点，筹建海峡两岸“6+6”知名高

进一步增加国家规划教材的品种，进一步扩大产

校联盟。

品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完善子公司的管理与发展

22. 拓展和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规划全

模式，进一步推进数字出版工作，积极探索出版

国性战略布局，拓展与不少于 1 家省级、4 家市

集团多元化经营。

级地方政府的实质性互惠合作。丰富校地合作内

25. 大力加强财经与筹资工作。落实事业单

涵，建立若干个学科建设基地、科学研究基地和

位内控制度规范，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继续

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加强合作办学学校的规范管

完善财务信息主动服务模式建设。建设校内预算

理, 严格控制规模，促进办学内涵发展和质量提

项目网上申报系统、科研项目相关经费查询系

升，打造 8-10 所区域名校，完善资源共同体、

统、校内收入申报系统。改进财经宏观指标体系

创新共同体建设。促进珠海分校、北京师范大学

建设。加强筹资策划，争取全部学部院系参与筹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等异地合作办学学

资。拓展筹资渠道，重点募集海外捐赠，建设校

校发展。稳步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构建优势互补

友捐赠平台，努力提高校友捐赠额度。加强筹资

协作共赢的双向合作模式。落实《北京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与投资运作，成立投资咨询委员会，保

培训工作管理办法》，对培训项目进行监管认证

证资金运作安全高效。

并提供政策支持。推进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

26. 进一步加强审计工作。健全完善学校内

工程研究院建设，重点推进“市属校管”新型共

部审计制度，探索财务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决

建模式的实施。

算审计和内部控制制度评审办法。拓宽审计范

六、加强条件保障建设，支撑学校的建设

围，深化审计内容。着力抓好审计意见的整改落

和发展

实工作，加强审计结果运用。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23. 拓展优化办学空间和资源。制定未来五

充实内审力量，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

年教学科研空间调整和利用计划。年底完成昌平

质量。

新校区 G 区确定国家拨款的 4 个单体项目结构

27. 深化教学科研管理的信息化应用。发布

封顶，已立项的其他单体建设项目相继开工。启

学校新版中英文主页。完成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建

动 F 区一期用地的征地工作。加强公共教室建

设的三年规划与顶层设计。在各机关部处、学部

设，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做好乐育 3 楼翻建工程、

院系全面推行电子公文系统。建设本科生研究生

京师学堂、学生宿舍的保修工作。确保旧图书馆、

统一教务系统和统一的学生管理与服务信息系

大科园孵化大厦投入使用，完成通和大厦的装修

统等。建设学校优势学科与专业课程库。深化下

改造。修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成固定资

一代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支持系统的建设与应

产管理系统。充分发挥市场与行政管理的合力作

用，探索支撑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应用模式。

用，全面提高学校资产利用的效率与效益。

建设面向师生信息服务与应用的统一平台，完成

24. 进一步完善产业管理体制。制定、修订

学校统一数据库建设。建设学校信息化应用统一

和完善产业管理政策和制度，加强对国有经营性

支撑平台。扩建、优化校园网，推动数据中心机

资产的监督和管理，理顺校企关系，加强校办企

房的应用。

业内控制度建设，防范企业经营风险。基本完成

28. 建设节约型美丽校园。修订《节约型校

资产公司下属企业的重组改制工作，寻找新的经

园管理办法》，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推进节

济增长点，积极探索资产公司集团化发展模式。

能监管平台二期工程建设，做好“节水、节电、

进一步优化出版集团管理体制、编辑体制、分配

节粮”宣传工作。开展校内单位用能、用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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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排放定额管理调研和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京市名校办分校有关政策，拓展基础教育优质办

开展节能减排项目试点推广工作。加强校园修缮

学资源，稳步提升直属附校办学水平。

工程管理和校园绿化美化工作，组织实施学校控

2014 年重点推进的工作

烟工作。
29. 做好图书档案与校史校友工作。拓展智
能化数字图书馆功能，深化馆藏特色资源建设，
开展多维度和深层次的用户服务。完成档案馆搬
迁，推进档案数字化工作。进一步加强电子档案，
特别是学生声像信息的采集工作。重视校史资源

1．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深化学校综合改革。
2．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成果，完成有关制度建设，继续抓好整改落实。
3．制定《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并上报教育

的整理和研究，推进《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

部核准。

工作。进一步做好校友联络、服务工作，重点推

4．推进《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进建设 1 个校友组织。

提升计划》中重点项目的实施。

七、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依法治校，建设

5．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研

平安和谐校园

究生教育改革的决定》，细化相关工作方案。

30. 加强学校民主建设。制定《北京师范大

6．以一级学科为单位推进学科调整，实施

学章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核准发布。出台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划》。

术委员会章程，发挥“教授治学”作用。进一步
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加大招生信息、干部任用、
职称评聘、公款出国、公款招待、公车配备等信

7．制定并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
学创新行动计划》，加强国家级科技平台培育和
野外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工作。

息的公开力度。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学校合

8．做好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同管理，保护学校无形资产和办学声誉。落实《学

心等的申报认定工作；启动人文学科协同创新中

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积极推动二级教代会

心的组建与培育工作。

制度建设。

9．推进学校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修订专业

31. 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做好“平安校园”

技术岗位聘用相关文件，构建完整的人才聘用体

创建和迎评、验收工作。充分利用先进的安全技

系。

术防范设施，实施校园全天候监控。完成第三期

10．大力拓展办学空间，开工建设昌平新校

技防、消防设施升级改造工作，探索消防管理标

区，完成大科园孵化大厦投入使用工作。

准化体系。推进校内安全隐患整改。开设家属区
小北门，增加校门智能道闸系统，改造和增设校

2014 年拟召开的全校性会议

内停车位。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

一、常规会议

32. 进一步提高教师福利待遇。进一步提高

1．第六届教代会第三次会议（4 月，校工

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岗位津贴。解决聘用制人
员在薪酬、保险、续聘等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

会）
2．2014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7 月，

适度提高教职工出国期间的薪酬待遇。完成沙河
高教园“园区安置房”申购，极大缓解青年教师、

学生工作部）
3．暑期党建暨工作研讨会（8 月，党委办

无房户、引进人才的住房紧张问题。完成物业费

公室、党委组织部、纪检监察办公室）

补助管理改革，推进非事业编制人员住房公积金

4．2014 级新生开学典礼（9 月 9 日，学生

缴存，完善教职工公寓房使用管理体系。落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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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工作部）

4. 解决校园私搭乱建问题；拓宽励耘路，

5．学校“七一”表彰大会（6 月，党委组

增设停车位，开设小北门，继续缓解校内停车难

织部）

问题。

6．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暨建校 112 周年表彰

5. 改造教学环境，建设案例讨论教室，增

大会（9 月，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7．学校年度表彰大会（12 月，学生工作部、

加公共机房功能。
6. 改善住宿条件，对学 14、15 楼进行修缮

校团委）

改造，修缮乐育 4、8、9 楼屋瓦面。

二、专题会议

7. 改善卫生条件，继续开展校园标准化卫

8．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1

生间建设，对教学楼、办公楼的卫生间进行改造

月，党委组织部）

和装修。

9．学科建设大会（3 月，发展规划与学科

8. 大力解决教师住房问题，完成沙河高教

建设处）

园“园区安置房”申购工作，规范校内生活周转

2014 年拟完成的 10 件实事

房配租工作。
9. 改善教职工福利待遇，投入 4200 多万元

1. 加大办学经费筹措力度，年度科研经费

为教师增加岗位津贴，投入 1500 万元为离退休

总额达到 6 亿元以上，年度筹资金额达到 1.4 亿

教师增加生活补贴；完成物业费“暗补”改“明

元以上。

补”工作，推进非事业编制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2. 推进昌平新校区建设，完成 G-18 地块 2#

工作。

教学楼、3#学生公寓、4#教学楼•会堂、食堂 4

10. 校内全面推行电子公文系统，完全实现

个项目的结构封顶。

公文运转的移动办公和无纸办公，提高公文运转

3. 加快启用新建楼和空置楼，完成旧图书

效率。

馆改造工程和供电增容工程并投入使用，确保大
科园孵化大厦投入使用，完成通和大厦的装修改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

为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建
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根据中央《党

第一章 总则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文件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学校党委修订了《北京师范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

大学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师党发

政策，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根据

〔2008〕11 号），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
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第二条 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

2014 年 3 月 28 日

（一）党管干部原则；
（二）任人唯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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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视野开阔；开拓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强，具有较

（四）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全身

（五）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

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真抓实干，实绩显著。

（六）民主集中制原则；

（四）具有与领导岗位职责相匹配的领导能

（七）依法办事原则。

力、文化水平和业务知识。

第三条 选拔任用学校处级干部,必须符合

第八条 处级干部任职基本资格。

把中层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一）
本科毕业的一般应有 5 年及以上工龄,

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应有 3 年及以上工龄。提任处

心全意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具有合理知识结

级党务领导职务还应具有 5 年及以上党龄。逐步

构、能力结构和年龄结构，团结协作的领导集体

实施在职能部处任职的干部应具有 1 年及以上

的要求。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应注意培养选拔优

院系工作经历的要求。

秀年轻干部，注意使用后备干部。

（二）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

第四条 处级干部的选拔任用可采取委任

度。

制、选任制、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公推直选等

（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多种方式进行。

（四）处级干部任职最高年龄，应在国家干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选拔任用职能部处、

部人事政策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能任满一届。初

直属单位（馆、中心、后勤、产业）和学部、院、

任时属提拔任职的处级干部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系、所等教学科研单位（以下简称“学院”）的

岁；换届时年龄超过 57 岁的，不再进入新一届

处级干部。附属单位、工会、共青团处级干部的

领导班子。

选拔任用参照本办法执行。校长助理、珠海分校

（五）任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以

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选拔任用按照本办法执行。

下简称“分党委”）书记，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

第六条 校党委履行选拔任用处级干部的职

专业技术职务，或副处级岗位 2 年及以上任职经

责，组织部依据本办法负责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

历；副书记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研

组织实施。

究生学历，或为 7 级职员和研究生学历，且在本
第二章 选拔任用条件

校工作 3 年及以上。其中，机关党总支书记一般

第七条 处级干部任职基本条件。

应由职能部处正处级干部兼任，或由符合正处级

（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任职资格的现任副处长兼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六）任学院院长，应具有教学科研系列正

观为指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副处级 2 年及以上任职经

保持高度一致；理想信念坚定，坚持社会主义办

历；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由特别优秀的教学科

学方向，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

研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担任；从校外

策。

引进人才任院长时，有关资格要求另行规定。副

（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局意识

院长应具有教学科研系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

强；具有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

术职务，或为 7 级职员和研究生学历。

中制，作风民主，有团结协作精神；理论联系实

（七）任职能部处、直属单位正职领导职务，

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公道

应具有正处级任职经历或副处级 2 年及以上任

正派，厉行节约，清正廉洁。

职经历。任职能部处、直属单位正处级领导职务，

（三）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工作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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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正职任职条件执行。任副处级领导职务，应

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研究生学历，或

第四章 民主推荐

为 7 级职员和研究生学历，且在本校工作 3 年及

第十三条 选拔任用处级干部，必须经过民

以上。

主推荐。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

（八）根据工作需要，部分职能部处正职需

荐，推荐结果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在一年

由具有正处级正职任职经历的干部担任。任机关

内有效。

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专业性较强的职能部处

第十四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按照职

正职需具有教学科研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位设置全额定向推荐；个别提拔任职，按照拟任

副职可由具有教学科研系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职位推荐。

技术职务且在本校工作 3 年及以上的教师担任；

第十五条 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程序为：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具有学院相关工作经历

（一）召开推荐会，公布推荐职位、任职条

者。

件、推荐范围，提供干部名册，提出有关要求，

（九）选拔任用干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

组织填写推荐表。

选拔任用有援疆、援藏、对口支援及其他挂职经

（二）进行个别谈话推荐，并填写推荐表。

历者。

（三）对会议推荐和谈话推荐情况进行综合

（十）因工作需要且特别优秀者，经校党委

分析。

研究，可以破格提拔任用。任职试用期未满的不

（四）由组织部门向党委汇报推荐情况。

得破格提拔。对破格提拔的干部，公示时同时说

第十六条 参加领导班子换届的会议推荐和

明破格理由。

个别谈话推荐的人员范围：
第三章 动议

（一）会议推荐。学院应包括全体教职工，

第九条 校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

参会人员应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机关部

设实际，提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意见。组织

处和直属单位应包括本单位全体人员、与该岗位

部就选拔任用的职位、条件、范围、方式、程序

工作联系密切的相关单位人员和机关党组织负

等提出初步建议，向学校党委报告后，形成工作

责人。

方案。

（二）个别谈话推荐。学院应包括党政领导

第十条 分党委或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

班子成员、下设机构党政负责人、正高级专业技

组织部应在其任期届满前 2 个月，就领导班子换

术职务人员、教职工代表等。机关部处和直属部

届问题与该单位党政正职交换意见，并根据学校

门参加个别谈话推荐人员参照会议推荐人员范

干部工作计划，通知分党委或学院行政领导班子

围确定，可以适当调整。

启动换届工作。提前或延期换届，需经党委常委

第十七条 个别提拔任职的民主推荐程序，

会批准。

参照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程序进行，也可以先

第十一条 机关部处和直属单位换届，由学

进行个别谈话推荐，再进行会议推荐。

校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

第十八条 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

后，予以实施。

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所推荐人

第十二条 新建或合并单位的干部，由新建

选经组织部审核符合条件的，纳入民主推荐范

或合并单位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处级干部建

围，缺乏民意基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议人选和原领导班子有关成员的安排意见，报党

第十九条 个别岗位特殊需要的干部人选，

委组织部，按照处级领导班子产生程序进行。

可以由党委推荐或组织部向党委推荐，报上级组
织（人事）部门同意后作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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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开招聘与竞争上岗

具其是否存在违纪、违规情况意见。存在违纪违

第二十条 干部职位出现空缺，可采用校内

规情况的，应停止对其考察。问题尚未查清楚的，

竞争上岗或面向校内外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

暂不列为考察对象。

第二十一条 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程序：

第二十六条 考察对象确定后，由组织部负

（一）公布职位、资格条件、基本程序和方

责组织考察，考察前发布考察预告。

法等；

（一）考察内容。全面考察干部德、能、勤、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通过组织推荐、群

绩、廉的表现。突出考察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

众举荐、个人自荐等形式报名，由组织部对报名

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加强作风和廉政情况考察。

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二）考察方法。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发放

（三）召开干部招聘会，对应聘人的进行综

征求意见表、民主测评、查阅本人档案等方法。

合测评，提出推荐意见；

（三）考察范围。广泛征求对被考察人的意

（四）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人选方案；

见。除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外，还应征求以下人员

（五）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意见：

（六）公示；

教学、科研单位：所在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

（七）履行任职手续。

员，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代表，下设系、所

第二十二条 竞争上岗时，同一岗位通过资

负责人，党支部书记，校党代会、教代会代表，

格审查的人选未达到 2 人的，不召开干部招聘

民主党派负责人，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

会。

员，行政人员代表、离退休人员代表等。
第六章 考察

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部门或单位负责人、

第二十三条 校党委根据民主推荐、公开招

党组织负责人、校党代会、教代会代表等。人数

聘和竞争上岗情况，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酝酿

较少的单位应全员参加。

并确定考察对象。考察对象一般应多于拟任职务

根据需要可进行延伸考察。非中共人士应听

人数，原则上按 1:2 比例确定。确定考察对象时，
应当把民主推荐和竞聘结果作为重要依据，同时

取党委统战部意见。
（四）考察材料。干部考察结束后，考察组

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

写出书面考察材料。考察材料中应注明民主推荐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

和民主测评情况。考察结果半年内有效。

考察对象：

第七章 讨论决定和任职

（一）群众公认度不高的。

第二十七条 校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干

（二）近三年干部年度考核或教职工年度考

部任免事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在

核有不合格情况的。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

（三）有跑官、拉票行为的。

决。

（四）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

第二十八条 校党委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

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项，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五）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

（一）组织部负责人逐个介绍领导职务拟任

使用的。

人选的推荐、考察和任免理由、学校纪监部门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反馈等情况；公开招聘或竞争上岗的要报告招聘

第二十五条 考察对象确定后，组织部要及

小组推荐情况，涉及破格提拔的人选，应当说明

时函询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纪检监察办公室出

破格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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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会议人员进行充分讨论；

任满两个任期的必须换岗。

（三）无记名投票表决，以党委常委会应到

第三十五条 实行处级干部任职回避制度。

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

（一）凡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

第二十九条 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党委

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不得担任双方隶

常委会决定的拟任职人选需在校内公示 5 个工

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不得在同一单位担任

作日。组织部和纪检监察办公室受理群众意见，

领导职务；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单位

并调查核实问题，调查结果上报学校党委决定是

从事组织、人事、纪检、审计和财务工作。有导

否影响任职。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办理任职

师与研究生关系的，不能在同一职能部处、直属

手续。

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不能在同一职能部处工作。

第三十条 干部任职时间自校党委常委会决

已在同一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和同一部门工作的，

定之日起计算。

应对其任职岗位进行调整。

第三十一条 实行干部试用期制度。新任和

（二）在讨论处级干部任免问题或干部考察

提任处级干部试用期为 1 年（选举产生的除外）。

工作中，涉及本人及其亲属和研究生的，本人必

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试用

须回避。

期计入任职时间；不能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

第九章 免职、辞职、降职

在同一岗位连任的处级干部不实行试用期。

第三十六条 处级干部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三十二条 实行处级干部任职谈话制度。

者，应免去其职务：

对决定任用的干部，由校党委指定专人同本人谈

（一）换届时由于年龄原因不能任满一届

话，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要求和需要注意

的。

的问题。

（二）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

第三十三条 实行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

（三）辞职或者调出的。

任期制。

（四）离开任职岗位半年或一年内累计超过

（一）处级干部每届任期 4 年，任期届满应

半年及以上的，学校派出挂职、援疆、援藏等处

按时换届。

级干部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处级干部在同一岗位任职原则上不超

（五）机构调整或新建机构时，原相关机构

过两个任期。确因工作需要的，可以继续连任。
（三）委任制处级干部实行届满任免制。选

所属处级干部自动免职。
（六）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免去现职

任制处级干部在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产生时，原

的。

任领导职务自然解除。

第三十七条 实行处级干部辞职制度。

第八章 交流、回避

辞职包括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第三十四条 实行处级干部交流制度。

（一）自愿辞职，是指处级干部因个人或者

（一）推进学院和职能部处干部开展交流，
交流可结合分党委和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及

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并经校
党委常委会批准。

机关干部招聘工作进行。

（二）引咎辞职，是指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

（二）职能部处副处级干部在院系工作时间

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

不足 1 年的，应到院系锻炼，具体由组织部根据

故负有重大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

工作需要有计划地安排。

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三）在涉及人、财、物、招生等同一岗位

（三）责令辞职，是指组织部门根据处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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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

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的，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

（十一）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

职务。拒不辞职的，应按程序免去其现职。

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

（四）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

作假。

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

第四十条 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监

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同时受到党

督。组织部负责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任务的

纪、政纪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组织实施。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对贯彻执行《党

第三十八条 实行处级干部降职使用制度。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本办法的有关

处级干部在干部年度考核中确定为不合格

工作进行监督，负责受理有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的，并经组织考察认定为不称职的，或因工作能

的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党政领导干部

力较弱及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务的，应当降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本办法的行为，并对有关

职使用。降职使用的干部，其待遇按照新职务标

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准执行。

第四十一条 实行党委组织部与纪检监察办

干部免职、辞职、降职须由组织部报请党委

公室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干部信息，

常委会讨论决定。

交流情况，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

第十章 纪律和监督

第四十二条 实行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

第三十九条 选拔任用处级领导干部，必须

任追究制度。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应

严格执行本办法的各项规定，并遵守下列纪律：
（一）严格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处级干部职

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数管理办法》配备干部；

第四十三条 实行处级干部提醒谈话、诫勉

（二）不准因人设岗，不准因人设置招聘资

谈话和函询制度。发现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

格条件；

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行、廉洁自律等方面出现

（三）不准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者他人

问题，按照《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对党

谋取职位；

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实施办法》的

（四）不准违反规定程序推荐、考察、酝酿、

有关规定执行。

讨论决定任免干部；

第四十四条 党员、干部和群众有权向学校

（五）不准私自泄露动议、民主推荐、民主

党委和上级主管部门、纪委举报、申诉干部选拔

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
（六）不准在干部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

任用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组织部、纪检监
察办公室专设举报电话，受理干部群众反映干部

事实真相；

选拔任用工作和处级干部存在的问题。

（七）不准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

第十一章 附则

察和选举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

（八）不准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下级或者

释。

原任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施

（九）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

行。2008 年 10 月 7 日印发的《北京师范大学处

提拔、调整干部；

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文件同时废止。

（十）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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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集体学习，充分认识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增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

法治意识，推进依法治校。

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召

2．认真抓好法治教育和实践活动。要充分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推进全会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全校师生员工的思

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增进学生对全会精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根据中央、

神的理解和认识；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加强

教育部和北京市的部署，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学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主题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突出的法治教育活动，深化育人成效，确保全会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精神的重大意义

3．认真抓好舆论宣传和氛围营造。要精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策划，周密安排，充分利用校报、新闻网、微信、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微博等宣传阵地，通过开设专版、专栏、专题等

（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立足我国

方式，大力宣传全会精神。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

三、联系实际，切实做好十八届四中全会

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

精神的贯彻落实

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并对科学立法、

1.发挥学科专家优势，服务法治国家建设。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

要发挥学校专家学者优势，组织力量围绕法治国

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

家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要

了全面部署，回应了人民呼声和社会关切，是加

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造就一大批熟悉和坚持

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打造一

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

学校师生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

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队伍。要发挥辐射作用，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把学习贯彻四中全

组织师生到企业、社区、农村等开展普法宣讲。

会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2.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教、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弘扬法治精神，强化法治意

依法治校。以《大学章程》为基础，做好学校管

识，提高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校进程，为深化

理规章制度梳理和修订工作，进一步健全和规范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坚实

内部管理体系和工作规程。进一步推进学校信息

保障。

公开，加大招生信息、干部任用、职称评聘、公

二、精心组织，迅速掀起十八届四中全会

款出国、公款招待、公车配备等信息的公开力度。

精神的学习宣传热潮

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学校合同管理，保护学

1．认真抓好学习和教育培训。全校各级党

校无形资产和办学声誉。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

组织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理论学习的中

大会规定》，积极推动二级教代会制度建设。严

心内容，通过宣讲报告、座谈会以及专题培训班

格执行学术报告会、讲座、培训会等的审批制度，

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全会精神学习，切实提高

严格落实国际会议报批制度。继续推进制度创

学习效果。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党支部要组织

新，把建章立制贯穿到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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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依法治校水平。

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治教育实践活
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推进具有中国特

3.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法律素养。要把
法治教育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

色、京师风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合，与学生日常管理相结合，与教育法治实践相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结合，在广大师生中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要

2014 年 11 月 28 日

深入推进校园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第二课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从当日晚 8 时至次日晨 7 时乘车 6 小时以上或者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差旅费支出管理，根据

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可以报销卧铺票。副

《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

高及以上职称可以乘坐高铁一等座，其他人员可

（财行〔2006〕313 号），结合我校实际，学校

以乘坐高铁二等座。

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现予

（二）出差路途较远或任务紧急的，可以乘

以印发。

坐飞机经济舱。
2014 年 1 月 4 日

（三）需要乘坐高铁商务座、飞机头等舱出
差的，需经主管领导批准。

北京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

第六条 租车或者自驾车出差的，可以凭租
车合同、租车发票、过路费收据、汽油费发票等

第一章 总则

报销城市间交通费。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差旅费支出管理，保证

第七条 往返机场、火车站的专线客车费用

学校出差人员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国家机关

或者出租车费、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和航空旅客

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06〕313
号）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职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限每人每次一份）凭据报
销。订票费凭据报销。因工作原因发生的退票费
凭据报销。

工、学生及各类聘用人员在国内（不包括港澳台

第三章 住宿费

地区）的差旅费报销。

第八条 出差人员住宿以各地区、各单位的

第三条 差旅费支出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

内部宾馆、招待所为主。内部宾馆、招待所不具

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备接待条件的，一般应在社会上三星级及三星级

第四条 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在规定标准

以下的宾馆、饭店住宿。

内凭据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实行定额包

住宿标准：二级职员及以上人员（副部长级

干。

人员）住套间，高级职称、五级职员及以上人员

第二章 城市间交通费

（司局级人员）住标准间，中级职称、六级职员

第五条 出差人员要按照以下规定乘坐交通

及以下人员（处级人员及以下人员）两人住一个

工具，并凭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未按规定乘坐

标准间，可以根据实际出差人员人数及性别情况

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自理。
（一）乘坐火车出差的，一般列车报销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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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单间。
住宿费标准：出差人员暂时按照二级职员及

以上人员（副部长级人员）每人每天 600 元、高

根据对方出具的证明，每人每天给予 100 元的野

级职称、五级职员及以上人员（司局级人员）每

外考察住宿补助。

人每天 300 元、中级职称、六级职员及以下人员

第十七条 工作人员因工作调入所发生的城

每人每天 150 元标准以下凭据报销。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按

出差人员住宿费在开支标准上限以内凭据

出差的有关标准执行。

报销。出差到有国家机关人员住宿定点饭店的地

工作人员因工作调入所发生的行李、家具等

方，参照定点饭店的住宿费标准执行。

托运费，在每人每公里 1 元以内凭据报销，超过

第九条 出差人员无住宿费发票的，一律不

部分自理。

予报销住宿费。

与工作人员同住的家属（父母、配偶、未满

第四章 伙食补助费及公杂费

16 周岁的子女和必须赡养的家属）如果随同调

第十条 出差人员的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

动，其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

（日历）天数实行定额包干，每人每天 50 元。

杂费，以及行李、家具托运费等，由调入单位按

第十一条 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伙

被调动人员的标准报销。已满 16 周岁的子女随

食的，不实行包干办法，在补助标准以内据实列

同被调动人员调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按一般工

支。

作人员标准报销。

第十二条 出差人员的公杂费按出差自然

被调动人员的同住家属，应与被调动人员同

（日历）天数实行定额包干，每人每天 30 元，

行。暂时不能同行的，经调入单位同意，可暂留

用于补助市内交通、通讯等支出。

原地，其以后迁移时的旅费由调入单位报销。被

第十三条 出差人员由所在单位、接待单位

调动人员的非同住家属，经批准迁到被调动人员

或其他单位免费提供交通工具的，不再发放公杂

的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旅费，由被调动人员的调入

费。

单位报销。

出差人员根据需要在出差当地租用交通工

第十八条 工作人员出差或调动工作期间，

具的，根据租用合同、发票等，据实列支，不再

事先经单位领导批准就近回家省亲办事的，其绕

发放公杂费。

道交通费相较出差直线单程交通费多出的部分

第五章 差旅费特殊规定

由个人自理。绕道和在家期间不予报销住宿费、

第十四条 外出参加会议且统一安排食宿

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的，会议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由

第十九条 出差人员因游览或非工作需要的

会议主办单位按会议费规定统一开支，学校不再

参观而开支的费用，由个人自理。

发补助。在途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

第二十条 在出差期间因为教学科研需要而

费按照差旅费规定报销。

发生的其他业务费用，据实列支相应的支出，不

第十五条 实（见）习的城市间交通费据实

在差旅费中列支。

列支。由实习单位统一安排住宿的不予报销住宿

第六章 附则

费，需自行安排住宿的按照标准予以报销。伙食

第二十一条 通过专项经费、国际委托项目

补助费和公杂费按照差旅费开支规定执行。

经费报销差旅费的，按照项目管理规定执行。

教务处组织的学生实习，按照教务处实习规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经学校党委常委会通

定进行报销。

过，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第十六条 在偏远地区进行野外科研、田野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经处负责解释。

调查，借住在个人家里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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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行政工作人员改进服务态度，提高
工作效率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用新技术、新媒体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合并、集

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打造一流的管理

中、归类处理，简化工作流程。严格按照《北京

队伍，确保行政工作人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改

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发布相应信息。

进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师生员

第五条 提高办事效率。对上级部门和领导

工，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和审议，学校制订了《北

交办的事项，按照批办时限要求完成并及时报告

京师范大学关于行政工作人员改进服务态度，提

落实情况。在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单

高工作效率的若干规定》，现予以印发。

位内审批、审核事项从接收到完成不超过 5 个工

2014 年 1 月 26 日

作日，紧急事项不得延误。因特殊情况需要延迟
处理或需要研究后决定的事项，应在 5 个工作日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行政工作人员改进服务态度，
提高工作效率的若干规定

内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 提高会议决策效率。各职能部门提
交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讨论的事项，应做好
调查研究，充分论证，经分管校领导通过后方可

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打造一流的管理

提交会议。凡准备不充分的事项不得上会。

队伍，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改进服务态度、提高

第七条 改进服务态度。接待师生员工要态

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师生员工，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坚持公示制度。机关部门应在单位

度诚恳、说话和气，答复和解释问题要认真准确、
耐心细致，询问和交待事情要清楚明了。虚心接

网站主页公示部门职能、工作流程和岗位职责。
办公室推行“四牌”：部门要悬挂门牌，办公区

受师生员工的意见、建议。工作中要使用普通话
和文明用语。在工作岗位上要衣冠整洁，仪表大

域或办事大厅要张贴办事指南牌，办公桌上要摆

方。

放岗位工位牌，外出办事要有去向指示和联系电

第八条 加强协调沟通。同部门工作人员之

话牌。

间要了解彼此职责和办事规程，避免工作脱节和

第二条 坚持首问负责。行政工作人员本职

重复。需要多部门审批或者共同处理的工作，应

范围内的事项要认真及时办理，不属本职范围内

由牵头部门负总责，主动联系各协办部门研究提

的事项，应说明情况，必要时帮助联系落实。

出工作方案、确定分工责任。协办部门应积极配

第三条 遵守工作纪律。按时上下班，上班

合，杜绝推诿扯皮或敷衍塞责，按规定时限推进

时间不得上网浏览与工作无关的内容，不做公务

落实。

以外的事情，无正当理由不得脱岗、离岗，外出

第九条 完善值班制度。全校各单位应建立

办事应速办速归。严格履行请假销假制度，具体

24 小时联络制度，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

措施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制度》执行。
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管理服务制度，严格考勤管理

力。节假日和特殊时期，全校各单位要按照学校
统一安排严格落实值班制度。

和责任追究，建立投诉机制。

第十条 加强学习培训。行政工作人员每年

第四条 厉行节约。推行无纸化办公，完善

集中培训 1 次，通过学习上级文件精神、理论授

办公和公文自动化系统。推进管理手段创新，使

课、观摩考察等多种形式进行一定学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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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行政工作人员业务竞赛，加强业务交流。没

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部门和优秀个人，结合年度

有院系工作经历，或在院系工作经历不足一年的

考核，每年表彰一次。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教职

机关部处行政工作人员，由组织部安排在院系交

工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对违反

流锻炼。

纪律或被投诉核实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对造成

第十一条 加强督察督办。由党校办、督察

工作延误、情节比较严重的，追究当事人责任。

督办室和纪检监察办对各部门的管理服务制度、

被投诉 3 次以上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向主管校

人员考核办法进行检查，对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

领导做出书面检讨，视情况予以处理。上级领导

作风进行不定期抽查，将检查、抽查结果作为年

对分管部门及相关人员的服务水平和工作质量

度考核指标之一。师生员工可直接或通过校工

负有领导责任。

会、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多种渠道向学校反映对

第十三条 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校内各

行政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并监督处理结果。
第十二条 健全奖惩制度。学校对在行政工

单位、各部门的各级行政工作人员。本规定自公
布之日起实施，由党校办负责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规定》
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的规定，遵循“按需派出、注重实效、控制规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

精简节约”的管理原则，根据我校国际化发展需

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强我校领导干部因

求，科学制定团组出访计划，提高出访效益，严

公临时出国（境）的管理，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和

禁组织或参加无实质性内容的访问考察，避免重

审议，学校制订了《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因公

复出访。

临时出国（境）管理规定》，现予以印发。

2.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每

2014 年 3 月 5 日

年年末协调校级领导，统筹制定下一年度校级团
组出访计划，避免校级领导在半年内重复出访同
一地区（国际学术会议、合作研究、讲学等学术

北京师范大学
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
规定

性活动除外）。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因公出访计划
在校园网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报教育部审批。其
他校领导因公出访计划须呈送校党委书记、校长
批准。

为满足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化的

3. 校内各单位应在每年年初制定由本单位

发展需要，同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

正职负责人带队的年度团组出访计划，由国际交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不影响领导干

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汇总并报学校领

部适当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提下，学校严格执

导批准，以便统筹规划。各单位的出访活动，如

行外事管理有关规定，加强我校领导干部因公临

需由校领导带队，应主动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时出国（境）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沟通，避免重复出访。

一、科学制定出访计划

4. 出访计划方案应包括出访任务、前往国

1. 认真执行中央“总量控制、计划管理”

家（地区）、时间、天数和人数等。列入出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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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团组最迟应于下一年度 1 月底前执行完毕，

2. 校党委书记出访须经校长同意后报上级

逾期未执行的计划予以取消，未列入出访计划的

部门审批，校长出访需经校党委书记同意后报上

团组原则上不予批准。

级部门审批；副校级领导出访，需经校党委书记、

二、量化管理规定

校长书面同意；各学部（院、系、所、中心）正

1. 同一出访任务，不论团组规模大小，均

职领导出访，需经校党委书记、校长书面同意；

应按一个团组一次性申报，严禁化整为零，分头、

部处正职领导出访，需经校党委书记、校长、该

分团、分时申报。

部门主管校领导书面同意。

2. 出访团组人员总数应根据工作需要确

3. 所有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公出访需经

定，每个部级团组人数不超过 6 人，司局级及以

本单位主管领导书面同意，并由组织部、人事处

下团组人数不超过 5 人，不得拆分团组或组织

分别按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严格审核并备案。

“团外团”；每次出访不得超过 3 个国家和地区

4. 财经处和校内其他经费管理部门应加强

（含经停国家和地区，不出机场的除外，下同），

对因公出访经费的管理，根据总量控制和进一步

在外停留不超过 10 天（含离、抵境当日，下同）。

压缩的原则，每年制定因公出访预算，并对每次

出访两个国家不得超过 8 天；出访一个国家不得

出访的经费预算进行审核，区别对待使用纵向经

超过 5 天。赴拉美、非洲等国家航班衔接不便的

费出访、使用科研项目中的交流经费出访和接受

团组，出访 2 国不超过 9 天，出访 1 国不超过 6

外方学术机构负担经费的出访，严格按财经规定

天。

和批准的出访计划核销出访费用。

3. 校级领导原则上 6 个月内不能分别率团

5.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应

出访同一国家（地区），负责外事的校级领导除

根据外事管理规定，对因公出访任务的必要性、

外；两个或两个以上校领导不能同团出访。校领

人员构成与行程安排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核，对

导出访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2 次，如在特殊情况下

不符合外事管理规定的出访活动提出调整或取

需出国（境）参加专业学术会议，须经校党委书

消意见。经初审合格的因公出访申请须报主管外

记、校长批准。

事的校领导审批。

4. 校内各单位和直属、附属单位的负责人

6. 涉密人员出访前，应由学校保密办公室

出访应以不影响管理工作为前提。原则上正职负

审批并签署保密协议。

责人 6 个月内不能分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地

7. 应邀出访须有外方业务对口部门或相应

区），不能同团出访，各单位负责人（含副职）

级别的人员邀请，邀请单位和邀请人应与出访人

的个人学术出访每年不超过 3 次（寒暑假除外），

员的职级身份相称；邀请函上须有明确的出访目

以保证本单位工作正常开展。副处级以上行政负

的、活动内容、出访日期、停留期限、费用负担

责人（不含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出国（境）原

方法及邀请人签名，邀请函应打印在公函纸上。

则上每年不超过 1 次。上级部门组团任务和我校

严禁通过中介机构联系外方业务或出具邀

校级因公出访任务除外。

请函，非侨务工作主管部门不得应海外侨团或华

三、严格审核、规范程序

侨的邀请出访。

1. 领导干部因公出访应遵循国家相关政

8. 不得赴境外出席无实质性内容的庆典等

策，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人事隶属关系等，履行

活动，参加会议等活动要有所选择，不能逢请必

相应的申报和审批程序。校内各单位要坚持“谁

到。

派出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自觉执行

9. 在校领导、部门和学部（院、系、所、

外事管理规定。

中心）主要负责人主管的领域出现重要事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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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批准出访活动。

策和国别政策，严守外事纪律和学校规章，遵守

10. 经审核批准的出访活动，在执行过程中

前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

不能擅自改变计划（如活动内容、出访线路和停

惯，杜绝不文明行为，严禁出入赌博、色情场所，

留期限等）。

不做有损国家和学校声誉的事情。

四、节俭安排出访活动

六、及时总结出访成果

1. 因公出访要厉行节约，严格按照规定安

1. 校级领导完成出访任务后，应及时总结

排交通工具和食宿。严禁变相公款旅游，严禁安

出访成果，并在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通报出

排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娱乐活动。

访情况，布置安排需要落实的后续工作。

2. 尽量避免在往访国重大节日或局势动荡

2. 校内各单位和直属、附属单位正职负责

之际出访。

人完成出访任务后，应及时向主管校领导报告出

五、严格遵守外事诚信及纪律

访情况，并在本单位通报出访成果，安排落实相

1. 因公出访活动应明确目的，不得随意取

关工作。

消与外方商定的公务活动。

七、本规定适用于所有校级领导以及校内各

2. 拟与外方商谈的重大项目应事先报学校

单位所有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主管部门同意。副校长出访拟商谈的事项需经校

八、出访台湾地区另见其他相关规定。

党委书记、校长审核；校内各单位出访拟商谈的

九、本规定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

事项需报主管领导审核。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擅

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自对外作出承诺或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十、本规定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3. 出访期间严格执行中央对外工作方针政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划（2014-2020 年）
》
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划纲要中的学科建设任务，根据教育部推进一流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部署，结合我校实

出的学科建设任务，实现我校第十二次党代会提

际，特制定本计划。

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

一、建设思路与目标

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经党委常委会讨论

1.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学科结构，强化优势

和审议，学校制订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

特色。统筹兼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与学

升计划（2014-2020 年）》，现予以发布。

校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统筹兼顾学科发展现实

2014 年 3 月 14 日

基础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需求，加强学科
发展体系的顶层设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划
（2014-2020 年）

的发展思路，调整学校一级学科的布局；分类定
位每个一级学科的发展目标，分层推进一级学科
的建设，重点支持一批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发起

为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建设世界

冲击，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

一流大学”的战略部署，落实“十二五”发展规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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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双轮驱动”的学科建设策略，完善

校综合布局、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获得发展，整

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机制。以学部、学院、学系和

体实力或可比指标得到提升，部分学科方向形成

实体性研究机构（以下简称“部院系”）为主体

特色。

加强一级学科建设；建立跨单位的学科建设协调

6.科学规划各一级学科建设思路和重点。根

机制，逐步理顺学科与部院系之间的关系；以学

据学科的目标定位，确定国际或国内追赶的标

科交叉建设项目为抓手推进一级学科的交叉，培

杆，通过对比分析寻找差距；紧密结合国际学科

育新的交叉学科增长点，探索跨部院系、跨一级

前沿和国家、行业、区域重大需求，分析学科自

学科的交叉团队运行机制。

身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3.建成一批一流学科，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

根据分析结果，确定学科的建设思路和建设重

学的建设进程。到 2020 年，力争有 5 个学科整

点，强化学科优势，补强学科短板，推动学科内

体排名或主要可比指标进入世界前 100 名，跻身

部各方向间的交叉与融合；根据国际国内学术共

世界一流学科行列；排名全国第一的一级学科数

识，选择适合本学科特点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量有所增加，排名全国前五的一级学科达到 15

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鼓励整体实力相对薄弱的

个，一些学科领域可比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学科与优势学科进行交叉，通过共同承担重大任

多数一级学科整体实力进入或接近全国前二十

务，实现局部突破、特色发展。

名。

7.采用“条件设定、自主申报、专家评估、

二、加强一级学科建设

学校决策”的一级学科分类机制。（1）世界一

4.明确各一级学科建设单位和人员归属。一

流学科：申请条件为，已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级学科分类采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

排名全国前三名，具备冲击全国第一的学科基

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

础；或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主要可比指标进入

（学位[2011]11 号）的分类标准。对一级学科的

世界前 200 名，具备冲击世界前 100 名的学科基

建设主体进行梳理，明确每位教学科研人员的一

础。鼓励教育学、心理学、中国史、地理学、生

级学科归属，明确各一级学科的主建单位和参建

态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哲学等学科申请建

单位。

设世界一流学科。（2）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学

5.合理定位各一级学科发展目标。根据目标

科：申请条件为，已在国内位居前列，排名全国

定位的不同，分四类建设一级学科：（1）世界

前十名，具备冲击全国前五名的学科基础；或在

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定位在：到 2020 年，整体

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主要可比指标进入世界前

实力或主要可比指标进入世界前 100 名，排名呈

1%，具备冲击世界前 300 名的学科基础。鼓励

现不断上升趋势。（2）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学

系统科学、戏剧与影视学、天文学、马克思主义

科。建设目标定位在：到 2020 年，整体实力或

理论、世界史、公共管理、环境科学与工程、物

主要可比指标达到国内前五名或国际知名水平，

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申请建设国内一流、

多数学科方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部分学科方向

国际知名学科。（3）国内知名学科：申请条件

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排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为，拥有硕士一级学科授权，具备冲击全国前二

（3）国内知名学科。建设目标定位在：到 2020

十名的学科基础。鼓励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

年，整体实力或可比指标达到国内前二十名水

论、体育学、统计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理

平，部分学科方向达到国内前十名水平，排名呈

论经济学、考古学、应用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

现不断上升趋势。（4）特色培育学科。建设目

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法学、政治学、水利工

标定位在：使基础薄弱但面向社会需求、符合学

程、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新闻传播学、社会
434

学等学科申请建设国内知名学科。（4）特色培

定。各部院系在控制额度内提出建设项目任务和

育学科：申请条件为，建设方向为学术前沿或国

预算需求，学校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组织专家对任

家急需，或对学校综合布局有重要作用，且具有

务和预算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和

较大发展潜力。鼓励工商管理、信息与通信工程、

论证，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和

核科学与技术、中药学、土木工程等学科通过建

项目建设需要确定年度拨付额度。各项目专项资

设形成特色。对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符合学校战

金的执行情况和使用效益将作为确定下一年度

略性布局的学科，可适当放宽申请条件。

控制额度的重要参考。

各一级学科在全面分析学科发展现状及趋

11.重点支持学科能力建设。一级学科建设

势的基础上，根据以上遴选条件选择适合本学科

项目经费重点用于提升学科能力。包括：青年教

发展定位的类别，由主建单位进行申报。学校组

师的研修和培训、采取项目聘用和协议聘用等灵

织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学科分类建议方案，提交

活聘用方式自主聘用急需人才，提高和补充师资

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审定。世界一流学科的申

力量；重构课程体系、开展教与学模式变革、开

请材料将邀请国际专家参与评审。

发网络课程，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购买和

8.完善一级学科建设责任机制。部院系党政

租赁仪器设备、改造和修缮实验室、建设野外基

负责人对本单位作为主建单位的一级学科承担

地、收集数据，不断改善科研条件；发表学术论

主要建设责任。部院系党政班子对本单位一级学

文、出版教材和著作、整理成果、申报奖项，提

科的建设进行管理和监督，负责学科资源配置和

高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开设英文课程和英文专

建设绩效的自我评估。各一级学科须组建学科建

业、润色英文文章、支持师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设专家小组，对本学科的学科方向、建设重点、

承办国际会议、搭建部院系层次的国际合作平

建设任务进行规划，并负责学科建设任务的具体

台，提高学科的国际竞争能力；部院系自主开展

实施。多单位建设的一级学科，需明确主建单位

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提高部院系管理水平。

和参建单位，由主建单位和参建单位的党政负责

12.建立“长期规划、稳定支持、分年实施、

人组成联合管理小组进行管理和监督，教授代表

动态调整、信息公开”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各

组成专家小组实施规划和建设。

部院系组织本单位一级学科建设专家小组编制

9.完善以一级学科建设为导向的资源配置

学科发展规划，经党政联席会审定后，报学校审

统筹机制。以各类一级学科的目标定位和承建任

批。跨单位建设的一级学科，学科发展规划由联

务为依据，学校各职能部处统筹配置人、财、物

合管理小组审定，并由主建单位报学校审批。部

资源，建立跨职能部处的资源投入联动机制，形

院系党政负责人就本单位主建学科的目标责任

成资源合力。各部院系可根据本单位学科规划，

与学校签订责任书。学校将对各一级学科给予稳

合理配置各类资源，保障各类一级学科发展需

定持续的支持。

要。鼓励部院系多渠道筹措学科建设资源，学校

各一级学科建设专家小组根据学校年度工

通过配套支持的方式给予奖励。

作安排，编制本项目年度执行方案。执行方案由

10.设立专项经费支持一级学科建设。统筹

本单位党政联席会或承建单位联合管理小组审

学科建设、自主科研、人才队伍、人才培养等国

定。学校学科建设工作小组组织专家对各项目执

家、地方、学校专项资金，设立一级学科建设项

行方案进行论证后，报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审

目，为各类一级学科的建设提供专项支持。一级

批。

学科建设项目经费控制额度根据学科建设类别、
学科文理属性等因素，兼顾各学科现有规模确

学校组织一级学科建设项目的年度检查，以
“鼓励创新、服务需求、科教结合、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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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则，对目标完成进度和项目建设效益进行评

学科或交叉平台。

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项目类别和建设经费进行

15.建立开放竞争的学科交叉建设项目遴选

动态调整。学校预留 10%的建设经费用于绩效

机制。申请学科交叉建设项目需同时具备下列条

奖励，为建设效益显著的一级学科建设项目提供

件：（1）学科方向凝练，面向学术前沿或能满

奖励性支持。

足重大需求，具有发展潜力；（2）已组建一支

一级学科建设项目的建设目标、建设任务、

稳定的学科交叉团队，团队负责人应具有广阔的

工作内容、经费预算、支出明细、购置设备、建

学术视野，团队成员需来自不同一级学科,鼓励

设成果等信息在学科建设项目管理系统中予以

来自不同部院系的教师组成交叉团队，鼓励吸纳

公布，以加强对各建设项目运行过程的公众监

校外和国外的学术力量加入团队，鼓励中青年教

督。

师积极面向学科前沿和重大需求组建和加入学

三、推进一级学科间的交叉创新

科交叉团队；（3）已在所申请的学科领域具有

13.以学科交叉建设项目推进一级学科交叉

了一定的基础，在 1-2 年内能够承担重大教学科

创新。以项目建设为纽带，打破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任务，能够产出一批高水平的教学科研成果。

研究中存在的学科之间、部院系之间的壁垒，为

学校组织跨学科的学科专家组成专家评审

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部院系的教师开展学术交流

组。专家评审组对项目申请材料进行论证，提出

和合作创设条件，探索形成多学科聚集、聚合、

项目建设建议，提交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审

聚变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定。

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为学校抓住未来新

16.建立促进学科交叉的管理体制机制。学

机遇、孵化新兴交叉学科、丰富学科布局奠定基

校为促进学科交叉提供资源支持和制度保障。根

础。

据学科交叉的特点单独设立跨学科专业技术职
称系列，建立适应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评议组和绩

14.明确学科交叉建设项目的目标任务。学
科交叉建设项目应以推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前

效评价体系；为研究方向稳定、师资力量雄厚、

沿创新、提升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

承担重大任务、培养条件成熟的学科交叉建设项

能力、促进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育新的学

目单独投放研究生招生指标，探索适应跨学科复

科生长点为目标。主要建设任务为：（1）承担

合型人才的培养机制。

国家级重大重点研究项目或重大国际合作研究

学科交叉建设项目中校内事业编制人员的

项目，通过多学科交叉在学术前沿取得重要突破

人事关系归属所在部院系，研究生招生和学籍管

或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产出一

理由所属部院系承担，在学科交叉建设项目中产

批国际国内一流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应用研

生的成果归所在学科和部院系使用。部院系为学

究成果；（2）积极探索跨学科复合型拔尖创新

科交叉建设项目的运行提供必要的人、财、物资

人才的培养，实行多名教师联合指导的“导师组”

源支持，各类教学科研平台向项目开放，同时对

制度，项目成员的教学科研条件面向项目内所有

项目的运行进行监管。

学生开放，通过学术沙龙、研究性课程等多种形

学科交叉建设项目实行团队负责人负责制，

式为学生提供多学科的学习资源，积极承担多学

团队负责人负责确定研究方向、制定建设规划、

科交叉的教学研究项目和课程教材建设；（3）

组建项目团队、管理项目运行等。项目团队可根

强化教师之间的学术合作，建立紧密的跨学科团

据自身需求，试行“共同负责人”（Co-PI）制。

队，形成相互融合的研究方向，条件成熟的可根

17.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学科交叉建设项目的

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和程序，申请设立交叉

建设。统筹学科建设、自主科研、人才队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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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等国家、地方、学校专项资金，为学科交

建设，积极推进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建设，

叉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学科交叉建设项目经

为各学科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提供条件保障和制

费控制额度根据主建学科文理属性、项目目标任

度保障。包括：（1）师资队伍专项。重点支持

务等因素共同确定。各项目在控制额度内按年度

引进学术领军人物、加强创新团队建设、提高校

提出建设任务和预算需求，学校组织专家对任务

内教职员工待遇。（2）人才培养专项。重点支

和预算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和论

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国际化、教学实

证，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

验室和实验基地建设、学生校园文化建设、学生

需要确定年度拨付额度。专项资金的执行情况和

身心健康发展、学生就业能力提升。（3）科研

效益作为确定下一阶段控制额度的重要参考。鼓

平台专项。重点支持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

励项目团队多渠道自筹建设资源。

工程中心、人文社科基地、智库等科研平台建设。

学科交叉建设项目的经费使用应紧密围绕

（4）条件支撑专项。重点支持教学科研信息化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升学科创新能力的需要，

支撑平台、大型数据库信息共享平台、大数据分

具体使用类别可参照一级学科建设项目，并根据

析与挖掘中心、通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通

学科交叉的任务需求进行调整。

用数字资源和图书资料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学校每年组织学科交叉建设项目的年度检

条件建设。（5）国际合作专项。重点支持高水

查，以“鼓励创新、服务需求、科教结合、特色

平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国际合作办学、学校国际

发展”为原则，对目标完成进度和项目建设效益

化环境建设、学校国际影响力提升。（6）体制

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建设经费进行动态

机制改革专项。重点支持学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

调整。

学过程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四、稳步推进学科与机构调整

21.加强各类学科建设经费的统筹。学校统

18.继续推进和深化学部制改革。对体现学

筹调配国家、地方专项资金和学校自筹资金用于

校优势特色、由多院系建设、规模较大的学科或

学科建设。一级学科建设项目、学科交叉建设项

学科群，继续试点学部制改革。2014 年，筹备、

目以及学校公共条件平台和制度建设的各类专

成立心理学部，并启动大生命科学学部的调研论

项在建设任务和资金投向上不得重复。

证工作；2015 年启动地理学部的论证工作，并

22.完善学科建设管理体制。学校学科建设

于 2016 年组建成立。

领导小组作为本计划的领导决策机构，负责学校

19.稳步推进学科与院系调整。以一级学科

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重

建设为导向，对分散在多院系建设的学科和建设

要决策工作。党委书记、校长任学科建设领导小

多学科的院系逐步进行调整。面向学术前沿或国

组组长，校领导班子任小组成员。

家重大需求、符合学校学科布局、具备较强建设

学校设立学科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校

基础的一级学科可独立建院。建设多个一级学

内外的学科专家和管理专家担任成员，负责学校

科，但学科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的院系，原

学科战略规划和本计划实施的专业咨询和专家

则上不进行拆分。分步启动相关学科与院系调整

评估。

的论证，广泛征求师生意见，条件成熟的适时进

建立由相关职能部处组成的学科建设工作

行调整，稳步推进调整工作。

小组，负责一级学科建设项目、学科交叉建设项

五、组织实施

目、学科与机构设置调整、学科资源配置等事项

20.加强公共条件平台和制度建设。学校设

的论证和跨部门协调。

立若干专项用于支持校级层面的公共条件平台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办公室挂靠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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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科建设处，负责学科建设的日常管理和组织

员会专家作用，健全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程序，

服务。

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开展学术自律教育活
动，倡导十年磨一剑精神，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

23.加强学术诚信和学风建设。修订《北京
师范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条例》，发挥学风建设委

学术环境。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改革等重大领域的研究，切实提高我校哲学社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科学的研究水平，切实扩大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

学术影响力、社会辐射力，切实加强我校在国内

神，深化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体制和运行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引导力，为党和国家决

机制改革，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加快我

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2.建构研究基地、实验室和新型智库协同发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学校制订了《北京师

展的科研平台格局。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我

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2020

校新型智库建设。以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培育、

年）》，现予以发布。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具有良好基础的
2014 年 3 月 20 日

研究机构建设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
重点打造若干个新型智库，充分发挥高校智库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
动计划（2014～2020 年）

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的重要
功能。构建研究基地、实验室、新型智库协同发
展的科研平台格局，在教育政策、学习发展、文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化建设、社会管理、劳动经济、资源经济、生态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

文明、网络安全、犯罪控制等领域建设一批新型

神，深化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体制和运行

科研平台，使我校重点建设的科研平台达到 15

机制改革，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加快我

个左右。明确主改方向、开展综合改革，实施分

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类建设，突出建设重点，打造品牌智库。修订《北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特制订本计划。

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

一、建构机构合理的科研创新平台体系

法》，切实加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立足学术研究前沿。

建设，理顺重点研究基地与相关部院系的关系，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提高重点研究基地创新能力，充分发挥重点研究
基地的引导作用，推动重点研究基地从整体上向

问题意识为先导，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

问题导向性转型，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改进科研

为手段，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立足学术研究前沿，
以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为切入点，切实推进中国

平台经费支持方式，建立重绩效、重贡献的激励
机制。

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教育综合

3.切实推进“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按
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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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要求，建设、培育若干个“2011 协同创

的竞争机制，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支持

新中心”，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校优势学科集

个人自由探索和团队协作攻关，制定团队协作的

群发展。面向国家教育综合改革，建构教育科学

配套政策。

研究集群，建设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

6.推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加强

中心，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面向社会主义核心

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规划。夯实基础研

价值观建设，建构人文科学研究集群，组建社会

究，拓展校内与校外两个渠道，培育一批基础研

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传统文化传

究中长期重大项目，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积极

承与创新协同创新中心；支持社会政策、公共管

参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理等相关领域参与其他高校牵头的协同创新中

深入、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

心。创新协同中心管理机制，按照协同性质给予

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精品力作，推进马

分类培育支持，制定并规范对外协同政策。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支持对传承

4.创新共建研究院、非实体研究机构发展模

中华文化有重大作用的文献整理工作，并争取列

式。深入推进与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科研单位

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建设工程的重大专

和企业的合作，修订《北京师范大学与校外单位

项。加强应用研究，用好政府与社会两种资源，

联合共建研究院管理条例（试行）》，探索科研

拓展与企事业单位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共建

与社会需求对接的新模式，并取得标志性成果。

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建立实践基地等方式，

以重大问题为先导，以跨学科研究、跨院系组合

积极探索理论联系实际新模式，积极探索基础研

为主要方式，推进共建研究院、非实体研究机构

究向应用研究转化的途径。以实践需要、前沿问

管理改革，出台管理办法，制定准入与退出标准，

题为导向，结合我校特色和优势学科，推出具有

每三年开展一次综合评估，对共建研究院、非实

较重大社会影响、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系列发

体研究机构实行动态管理。改善共建研究院、非

展报告，并打造品牌发展报告。畅通专家政策建

实体研究机构科研条件，对发展好、业绩高的共

议报送渠道，定期报送一批对党和国家政策制定

建研究院、非实体研究机构给予，包括人员、经

有重要影响的对策报告、专家建议，制定相应配

费、用房等在内的扶持，在培育启动、项目争取、

套支持政策。

成果宣传等方面提供服务。

7.提升科研国际化水平。强化与国外科研交

二、创新科研组织模式与研究方式

流合作，切实推进与国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

5.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培育一批面向国家重

建立实质性合作研究机构，支持创办联合研究中

大需求，面向重大理论问题，面向重大学术问题，

心、设立我校海外研究机构，支持联合组建并注

以产出标志性成果、冲击国际一流为目标的跨学

册国际学术组织。鼓励开展深层次、实质性国际

科、跨部院系重大项目攻关团队。加大国家级、

合作项目研究，将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内纵向项目

省部级重大攻关项目配套支持力度，凡争取到国

同等对待，落实向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的倾斜政

家级、省部级重大攻关项目的团队，给予财经政

策。支持举办国际重要学术组织年会，引导、支

策方面的倾斜和人员经费方面的支持。加强青年

持和创办有特色、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品牌国际学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培育一批能够争取国家重大

术论坛，并使之制度化。在继续推进“引进来”

或重点项目、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研创新团

的同时，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我校哲学社会

队。凡承担学校青年基金项目成绩突出、贡献较

科学优秀成果“走出去”，设立专项基金，支持

大的项目负责人，给予后期支持。创新团队管理

优秀学术著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主流出版机构

改革，建立前期培育与后期考核挂钩、优胜劣汰

出版，支持创办外文期刊，并争取成为 SCI、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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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A&HCI 的来源刊，逐步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一

完善青年教师科研资助体系，对青年教师进行分

级学科一科一期刊，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期

阶段培养。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事管理制

刊，争取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哲学社会科学

度改革。深化科研编制分配制度改革，按照任务

领域的话语权，切实提高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国

对科研编制进行动态管理，重点投向科研任务

际影响力。

重、成效显著的科研平台。改进科研人员身份管

8.推进研究方法和手段革新。适应大数据时

理方式，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从身份管理向任务

代发展要求，推动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实证

管理转变。探索建立以合同制管理为基本模式的

化、数字化、信息化转型。设立专项资金，统筹

专职科研辅助队伍。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实

支持在地方政府、企业社区等联合建设哲学社会

施分类评价，基础研究以原创性、一流性为标准，

科学调研基地。依托科研平台和发展报告系列，

着重评价成果的学术价值，延长考评周期；应用

通过共建共享等形式，实现多元投入，建设一批

研究以针对性、有效性为标准，对策研究以靠得

涵盖哲学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大型权威数据库

住、用得上为标准，着重评价成果的社会价值。

和小型特色数据库（包括社会调查数据库、专题

改革职称评定与考核方式，对从事对策研究、社

案例库、文献资料集成等）。积极引进校外数据

会调查、社会实验、技术研发、成果推广的科研

库资源，建设面向全体教师的学校项目、成果、

人员设立单独职称系列，提高科研人员深入社会

调查数据信息化共享平台，完善数字信息化管理

实践的积极性。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科研

服务。

体制及其评价标准的改革，搭建平台，培育哲学

三、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社会科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9.加强科研统筹整合。统筹学科建设、人才

11.深化奖励激励机制改革。整合学校现有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各类科研奖励，建立体系完整、层次分明、导向

打破条块分割，形成科研合力、育人合力、资源

明确、管理规范的哲学社会科学奖励制度，把奖

合力、制度合力，确保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

人才、奖成果、奖贡献、奖管理统筹衔接。修订

改革落实到实处、取得实效。推动项目联动，对

《北京师范大学文科科研业绩奖励办法》。适当

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智库等平台建设、科研

扩大科研业绩津贴经费额度，加大对优秀科研成

团队建设、数据库、期刊建设等各类建设项目进

果，尤其是对策研究、政策咨询、社会调查类成

行整合，避免重复建设。实现经费统筹，实行经

果的奖励额度。加大重大业绩津贴奖励额度。增

费统一预算办法，把“2011 计划”、
“985 工程”、

设科研管理奖励，对在科研组织与规划中做出贡

“211 工程”、自主科研经费、人才培养资源配

献的科研平台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给予一定的管

置等支持经费协同联动，避免一个项目多头投

理津贴。完善科研奖励评审标准和办法，增加评

入。实行综合支持政策，对取得重大业绩的机构、

审科学性与透明度。设立“京师学术成就奖”，

平台、团队、个人等将在津贴奖励额度、人员经

对为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费配套、办公条件配套、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等

的专家学者给予奖励。设立具有我校特色的重大

方面给予重点保障。

专项科研奖项，创造条件使之在全国相关领域成
为标志性奖项。

10.深化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改革。深化人
才引进与培养政策改革。遵循人文学科发展规

12.加强科研经费监督管理。完善科研经费

律，制定引进人文学科人才的特殊政策，加大高

监督管理机制和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强

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充分利用校外退休知名学者

化对科研经费使用全过程的监管。建立科研经费

资源。优化学科布局，改革资深教授遴选办法。

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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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各个管理环节的相互协调，实现科研经费

力资源、空间资源、经费资源，制定有利于我校

财务管理由结果控制转变为过程控制。构建系统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资源投入与目标责任相统一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真正做

的资源投入与评价考核办法，提高资源使用效

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

率。引导、支持部院系建立科研投入配套体系，

四、完善科研保障制度

鼓励部院系利用成果转化、社会服务所取得的收

13.加强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学校党

入支持科研工作。调动部院系、科研人员争取校

委和行政统筹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充分发挥

外科研经费的积极性，把校内经费支持政策与争

学校学术委员会作用，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咨

取校外经费挂钩，形成校内培育→争取校外资源

询机制。转变社会科学处职能，促进科研管理从

→学校配套→争取更大项目的良性循环机制。加

行政管理向研究型、服务型管理转变，强化其政

大社会筹资助研力度，鼓励部院系、科研人员积

策制定、统筹规划、组织协调、信息服务功能，

极争取社会捐资在我校设立科研课题、科研奖

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方式，引入第三方评审、

项、人才席位，对符合学校发展急需、经过充分

国际化评审机制，完善学科、部院系科研创新水

论证和严格审核的捐资项目等给予优惠支持政

平评价制度。进一步加强部院系在科研活动中的

策，对筹措经费有重大贡献的团队和个人给予奖

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部院系自主权，尽快实现学

励。

校科研管理的重点从年度项目审批向年度规划

16.加快数字资源建设。加大我校数字图书

审定转变。

馆建设力度，通过自主建设与引进创新，重点建
设有特色、有优势、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专业数字

14.营造和谐学术环境。牢牢把握哲学社会
科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

资源库，建设教育文献数据资源库、人文科学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研方向，紧扣主流意识

础性文献资料和大型特藏性文献资料数字资源

形态，倡导双百方针，引导科研人员恪守社会责

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国际化，促进科研跟踪国

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和谐的

际前沿、提高国际交往能力。加强信息资源开放

科研环境，完善信息公开、结果公示、评审回避

共享，推进不同学科专业文献资源的开放与协

等公平公正的工作制度，使想干事、能干事、干

作，实现全校范围内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

成事的人得到支持、得到尊重。加强学术规范建

共享。建立大型数据存储平台（IDC），面向全

设，组织编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体教师开放。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服务平

规范指南》，营造活跃开放的学术氛围。支持开

台，组织专门队伍搜集整理最新动态和立项信

展学术沙龙活动，完善我校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审

息，开展数据信息挖掘、使用、分析等方面的培

核监督机制。

训，提高信息数据使用能力，提高我校哲学社会
科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15.深化资源投入与保障机制改革。整合人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修购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及修
购项目工作流程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07〕38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

号）、《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房屋修缮和仪器设

的通知》（教财〔2013〕3 号）、财政部《中央

备购置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财教〔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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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号)、《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款专用”的管理原则。

（财会〔2012〕21 号）的要求，为规范学校修

第二章 管理权限和责任

缮工程管理，加强修购项目资金管理，提高修购

第四条 学校成立修购项目工作小组，由相

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

关校领导担任组长，财经处、资产管理处、后勤

校长办公会讨论和审议，学校制订了《北京师范

管理处、基建处、保卫处、信息网络中心等各部

大学修购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及修购

门参与，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财经处，涉及不同

项目工作流程，现予以印发。

项目可组织相关职能部处和学部、院系所参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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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工作。
第五条 修购项目工作小组成员负责学校修

北京师范大学修购资金及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

购项目的组织申报、立项、执行、评估等，其具
体职责是：
（一）向学校修购项目工作小组提交修购项

第一章 总则

目立项申请、编制立项报告、组织申报资料，并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修缮工程管理，加强修
购项目资金管理，提高修购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

负责提出专项资金分年度、分项目使用方案；
（二）负责修购项目的立项评审与预算编
制，并负责上级部门对中央财政修购项目进行评

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通知》（教财〔2013〕3
号）、财政部《中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07〕38 号）、《中央级普通高等学

估的组织工作；
（三）负责根据项目评审中心立项情况，按
国家和学校规定负责签订合同和合同履行，组织

校房屋修缮和仪器设备购置专项资金及项目管

修购项目的实施；

理办法》(财教〔2001〕74 号)、《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 号）
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四）负责组织专家、相关职能部门及使用
单位对修购项目进行验收。
（五）负责按年度对学校修购项目的资金执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除新建基建工程

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以外所有建筑物的修缮、基础设施的维修改造项

（六）负责向教育部汇总和上报项目完成情

目（以下简称“修缮项目”）和仪器设备购置项

况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目（以下简称“购置项目”）。

第六条 审计处、纪检监察办公室对修购项

修缮项目包括：（1）房屋修缮工程：如校
内办公用房、教室、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
体育馆等各类房屋的修缮改造；（2）基础设施

目的评审、执行、验收等进行过程监督。
第七条 修购项目管理工作流程见附件。
第三章 修购项目立项、评审

修缮工程：如供水、供电、供暖、供气、餐饮等

第八条 小组成员分别负责相应类别修购项

生活设备设施和地下管网维修、改造与完善，道

目的立项工作。依据上级修购专项及其它专项资

路维修、园林绿化及景观改造；（3）安防消防

金的安排意向和自筹资金的预算安排，结合学校

设施修缮工程；（4）防雷工程；（5）校园信息

的办学条件与基础设施状况，编制修购项目的年

化建设。

度计划与中期规划。

购置项目指教学科研管理仪器设备和图书

第九条 校内各单位可根据自身需要按照不

等购置，以及与房屋修缮、基础设施维修相关的

同类别、以及财政部、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格式编

物资设备购置。

报项目立项文本、项目预算表和项目可行性论证

第三条 修购项目资金实行“专项核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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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等申报材料，向相应职能部门提交编制修购

全管理。

立项申请。

（四）修缮项目施工管理部门须严格执行预

第十条 小组成员在指定时间内对各部门修

算管理制度，洽商变更应遵守授权审批制度。修

购项目立项申请进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汇总报

缮项目工程预付款不得超过预算总额 30%，工

学校各修购项目工作小组。修购项目工作小组组

程验收时付款不得超过预算总额 80%。修缮项

织专家对修购项目进行评估审核，根据项目轻重

目造价超过预算总额 10%且资金额度达到 30 万

缓急程度，并考虑国家修购专项立项情况与学校

以上，必须经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

财力状况，最终确定立项项目，纳入学校预算，

通过。洽商变更累计总额不超过项目造价预算总

经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批准后正式执

额 10%的，单次 5 万元以下洽商变更由施工管

行。

理部门审批，5-15 万洽商变更由施工管理部门
第四章 修购项目执行

出具具体意见后经修购项目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 列入中央财政修购专项的项目按

15 万至 30 万元洽商变更由主管校领导审批，30

照财政部评审后下达的预算执行。列入学校自筹

万以上或累计超过预算总额 10%以上洽商变更

修购专项资金的项目按照学校批复预算执行。

由施工管理部门提请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

修购项目经批准后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

公会讨论决定。

个人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要求提高装修标准、改变

（五）修缮项目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度。施

修缮规模和变更设计方案。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因

工管理部门须严格按要求由专业工程师执行施

特殊情况确需进行重大设计变更的，须报经修购

工各阶段工程监理或外请监理公司进行施工监

项目工作小组审核履行预算调整程序。

理，按要求由专业工程师执行施工各阶段工程监

第十二条 修缮项目的施工总包、专业分包、

理，执行洽商管理、认质认价等制度。应明确项

大型设备和大宗材料采购，设计、工程监理、咨

目管理人员职责，明确洽商变更及材料设备价格

询等服务采购，均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确认权限，非授权人不得签认洽商单和价格确认

招标投标法》、《北京市招投标管理条例》以及

单，应严格按图施工、按规范施工、按质量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招标工作管理办法》和本规定执

施工、合理计量，不得超越权限签证与签批。项

行。

目实施过程中临时需要重要施工物资设备招投

（一）修缮项目招投标应编制规范的招标文

标或项目分包，需有修购项目工作小组成员参

件。招标文件应明确施工范围、工期要求、设备

与。

参数、规格、型号、品牌清单、现场条件、合同

（六）修缮项目工程款必须依据合同约定的

条款（包括合同价款调整方法、工程款支付方式、

支付阶段和支付方式进行支付。支付对象应与合

违约责任、审计费负担办法等），有完善的设计

同签署单位名称一致，注意防范法律风险。预付

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款支付应按照合同约定数额执行，数额较大的预

（二）修缮项目须依法取得合法手续。开工

付款应要求对方提供预付款保函。工程进度款应

应办理施工、消防等许可证件，严格禁止违法建

根据监理（跟踪审计）的支付审核凭证支付，工

设和违章建筑。

程结算款必须经过审计，未经审计不得支付，结

（三）修缮项目施工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施工

算审计前应留够尾款，防止超额支付。

单位安全责任监督。配合政府部门和学校保卫部

（七）修缮项目完工时，由施工管理方组织

门对项目进行安全检查与监督，要求施工单位签

全面检查验收，检查发现的问题集中汇总，由施

订安全责任书，服从学校交通、消防、治安等安

工单位落实整改。验收合格后办理交接及工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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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工程结算须送审计处进行工程造价审计，以

第十三条 购置项目的执行单位须严格按照

审计定案单作为支付工程结算款依据，并预留至

国家相关管理办法及《北京师范大学物资设备采

少 5%质保金，质保期满无息支付。修缮项目验

购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收后两个月内必须办理财务决算手续。

设备购置项目严格预算审批及控制制度，超

（八）修缮项目验收交工后双方应签订保修

过 5%或金额超过 5 万以上洽商变更必须报修购

合同，或在承包合同中增加保修条款，明确保修

项目工作小组办公室履行预算调整程序。

范围、保修期及质保金支付。

购置项目验收后，在取得购置发票一个月内

（九）修缮项目应及时办理工程资料移交。

必须办理固定资产进帐和财务报销手续。

修缮项目一般也应尽量完善竣工图及竣工资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项目结束后应及时将相关文件、图纸、技术资料

附件：修购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等档案存档或移交档案馆。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筹安排、有序派出。

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提升

二、公派类别

我校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规范公派出国（境）
管理工作，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

第四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公派包括国家公派
和单位公派。

校实际情况，学校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

国家公派是指申请人获得教育部、国家留学

公派出国（境）管理办法》，经党委常委会讨论

基金管理委员会等政府部门资助或由政府部门

通过，现予以发布。

派出，并经学校批准，从事进修学习、合作研究、
2014 年 9 月 25 日

工作等出国（境）事务。
单位公派是指申请人获得国（境）外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
教职工公派出国（境）管理办法

科研机构或学校及学部、院、系等单位的资助，
并经学校批准派出，从事进修学习、合作研究、
工作等出国（境）事务。

一、总则

第五条 公派出国（境）6 个月（含）以下

第一条 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
标，提升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规范公派出国

属短期出国（境）, 6 个月以上属长期出国（境），

（境）管理工作，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

公派出国（境）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确因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研修、工作需要，经学校审批同意可延期 1 次，
延长期限不超过原定的派出期限。

第二条 公派出国（境）工作遵循“按需派

三、申请人条件

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原则，以建设具有

第六条 政治立场坚定，遵守外事纪律，具

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为目标。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承诺完成研修、工作任务后

第三条 学部、院、系等单位需围绕学科建

回校工作，当年年度考核合格。

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目标及实

第七条 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

际工作情况，认真制定教职工出国（境）派出规

第八条 身心健康，能顺利完成出国（境）

划，明确派出人员的出国（境）目的及任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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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出国（境）12 个月以上者，自第 13

第九条 正式到校工作满 3 年；确因学科发

个月始，停发岗位津贴及各类补贴，保留国家基

展及队伍建设需要，未满 3 年者可申请 6 个月

本工资。

（含）以下的短期出国(境)。

2.工作类

第十条 完成上次公派出国（境）6 个月以

（1）国家公派出国（境）工作人员薪酬待

上研修、工作任务后，回校工作不少于 2 年；完

遇参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成上次公派出国（境）1 个月（含）以上、6 个

（2）单位公派出国（境）工作人员，出国

月（含）以下研修、工作任务后，回校工作不少

（境）1 个月（含）以上、12 个月（含）以下者，

于 1 年。

停发岗位津贴及各类补贴，保留国家基本工资；

第十一条 申请国家公派出国（境）人员应

出国（境）12 个月以上者，自第 13 个月始，停

满足具体项目规定的条件。

发全部薪酬。

四、申请及审批程序

3.各类公派出国（境）人员在出国（境）期

第十二条 国家公派出国（境）。审批程序

间均可按照相关规定申报学校的业绩奖励津贴。

按照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等政府部

4.各类公派出国（境）人员须在回国后 7 个

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公派人员出国（境）前

工作日内到人事处报到，交验护照原件并提供出

须认真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境）

入境证明，研修类人员提交《北京师范大学回国

（延期）申请表》，经学部、院、系等单位和相

人员鉴定表》及相关考核材料，工作类人员提交

关职能部门审核并报学校审批同意。

考核报告，学校按规定恢复薪酬待遇。

第十三条 单位公派出国（境）。单位公派

第十七条 考核

人员出国（境）前须认真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教

公派出国（境）人员除完成教学、科研及工

职工公派出国（境）（延期）申请表》，经学部、

作任务外，应在推动校（院）际交流、人才培养、

院、系等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并报学校审批

学科发展、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出积极

同意。出国（境）期限 3 个月以上人员，须与学

贡献。

校签订公派出国（境）协议。

学部、院、系等单位依照国家和学校的考核

第十四条 申请公派出国（境）30 日（含）

规定对各类公派人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交学校

以上人员须提前 1-3 个月向学校提出派出（延

备案。未参加考核或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为

期）申请，在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审批手

不合格。

续。

1.研修类

第十五条 学校原则上不受理出国（境）攻

（1）出国（境）研修 1 个月（含）以上、3

读学位的申请。

个月（含）以下者，须提交出国（境）研修总结

五、薪酬与考核管理

报告 1 份。

第十六条 薪酬

（2）出国（境）研修 3 个月以上、6 个月

1.研修类

（含）以下者，须提交访问院校或科研机构教学

（1）出国（境）6 个月（含）以下者，保

科研等情况调研报告，并结合研修内容在学校公

留全部薪酬。

开做学术报告 1 场。

（2）出国（境）6 个月以上、12 个月（含）

（3）出国（境）研修 6 个月以上者，须提

以下者，自第 7 个月始，停发岗位津贴，保留国

交访问院校或科研机构教学科研等情况调研报

家基本工资及各类补贴。

告，结合研修内容在学校做公开学术报告 1 场，
445

并以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完成高质量论文

出国（境）期间全部薪酬，且年度考核为不合格。

1 篇（一般应达到国际发表水平），或撰写 1 门

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出国（境）或出国（境）

课程修订方案。

期满后（含批准的延长期）逾期 15 个工作日未

2.工作类

归者，应退回出国（境）期间所发薪酬及学校、

公派出国（境）工作人员应按照要求高质量

学部、院、系等单位为其负担的全部费用，学校

完成工作任务，由对方工作单位及学部、院、系

按法律程序与其解除聘用合同。未办理完延期手

等派出单位共同考核。

续而滞留不归者，按此规定执行。

六、外事纪律

第二十二条 各类违纪人员所在学部、院、

第十八条 公派出国（境）人员应遵守中国

系等单位应向学校提供其违纪行为的各项证据

及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家、

及处理意见，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理决定。

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八、其他

和学校利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编在岗教

第十九条 公派出国（境）人员在学术交流

职工，非事业编制人员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和对外交往中应遵守国家及学校保密规定。

第二十四条 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派出和管

七、违纪及处理

理参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国家公派出国（境）人员的违纪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

行为依照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相

施行，原 2004 年 3 月开始执行的《北京师范大

关部门及学校的规定处理。

学教师公派出国留学管理办法》、《北京师范大

第二十一条 公派出国（境）人员，未办理

学教师公派出国工作有关经费管理办法》及《北

完派出手续而离境者，扣发出国（境）期间全部

京师范大学公派出国人员违纪行为处理办法》同

薪酬。

时废止。

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变更公派出国（境）国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别、单位、身份、计划及擅自中途回国者，扣发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北京师范大学校务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校务数据管理办法

为规范我校校务数据管理的各项工作，明确

第一章 总则

数据产生单位与使用单位主体的职责、权利、义

第一条本管理办法旨在规范北京师范大学

务，规范校务数据发布与授权使用流程,推进学
校各类数据资源的有机整合与交换和共享，保证

校务数据管理中的各项工作，明确数据产生单位

信息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实时性、有效性，建立

与使用单位主体的职责、权利、义务，规范校务

和谐、安全、稳定、高效的校务数据管理体系，

数据发布与授权使用流程,推进学校各类数据资

学校制定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务数据管理办法》，

源的有机整合与交换和共享，保证信息系统数据

现予以印发。

的一致性、实时性、有效性，建立和谐、安全、
稳定、高效的校务数据管理体系。

2014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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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据管理体系

(七) 负责维护各部门管理员权限。

第二条学校建立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运行校

(八) 负责向各部门管理员提供咨询、支持

务管理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数据平

和培训。

台”），用于采集、存储、管理学校各信息系统

(九) 负责定期审核数据的维护及使用权

数据交换所需的数据信息。

限。

第三条数据平台为学校提供完整、权威、准

第七条数据生产部门职责

确的信息，保证学校信息编码的统一和一致，保

数据生产部门为校务数据单一来源部门，负

证任何两个异构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提供

责数据的维护、发布、备份和归档。数据平台只

可以反映学校全面情况的数据信息和支持学校

存储用于供其他应用交换和共享的数据，不进行

决策所需的数据信息。

数据的备份和归档。

第四条各数据生产单位产生校务数据，定期

(一) 数据生产部门遵循北京师范大学信息

发布到数据平台；各数据使用部门的信息系统通

标准编码规范进行数据编码。

过数据平台的数据交换功能，根据预定需求定期

(二) 对所提供的用于交换共享的数据，数

获取数据，或经申请、批准、授权的流程获取非

据生产部门应提供相应的数据标准（字典表），

预定需求数据。

如专业代码、项目等级代码等，由学校信息网络

第五条数据管理组织架构包括数据管理部

中心统一汇总并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校务管理基

门、数据生产部门、数据使用部门三部分。

础信息元数据标准》。

第六条数据管理部门及职责

(三) 数据生产部门不再向数据使用部门直

(一) 学校信息网络中心为学校校务数据管

接提供数据，统一由数据平台提供访问接口和数

理和系统管理部门。

据服务。

(二) 负责建立全校的数据标准规范，确保

(四) 负责确定本部门的数据管理员、查询

数字校园中所有信息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

管理员、报表管理员的职责。

性，用于各信息系统之间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
(三) 负责数据平台的建立及管理，根据全

(五) 负责审核其他部门获取本部门所属数
据的申请。

校信息系统的数据需求，规划数据库结构和内

(六) 对本部门所属数据的正确使用及保密

容，将各种异构数据源统一起来，对外提供统一

安全负责。

的访问接口和数据服务。

第八条数据使用部门职责

(四) 负责对全校范围的数据资源进行统一

(一) 对于教职工、学生等人员基本信息类

规划，确定各类数据对应的生产部门（见附件 5

的校务数据，数据使用部门需填写《北京师范大

《北京师范大学校务管理基础信息元数据标

学校务管理数据使用申请表》（附件 1），向学

准》）。

校信息网络中心申请获得数据使用权；对于其他

(五) 数据平台获取校务数据，需经相应校

类型校务数据的交换需求，数据使用部门需与数

务数据生产部门授权审批，并确定数据使用单位

据生产部门和学校信息网络中心签订三方《北京

范围。

师范大学校务管理数据授权使用会签表》（附件

(六) 负责维护数据中心，设置数据维护相

2）。

关角色的维护权限，设置数据维护表信息，管理

(二) 数据使用部门不得将获取的数据传播

信息代码标准，设置数据同步策略、执行数据同

给其他单位使用。

步。

(三) 学校校务数据主要用于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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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等，数据使用部门有义务保护数据的

请。

隐秘性，不得将数据信息用于申请用途以外的活

第四章 数据质量管理

动。

第十四条数据生命周期主要包括生产、处

(四) 负责填写、规范和审核用户权限申请，
并对形成的业务结果负责。

理、存储、应用、归档和备份等环节。通过对各
个环节的精确管理确保数据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章 部门数据管理

第十五条数据质量管理原则：生产数据者，

第九条部门在管理自身所属数据时，应明确

负责数据维护，确保数据准确性、实时性等；使

分管领导，并设置专岗。部门要对数据的正确性、

用数据者，负责审查数据质量，并有权对数据问

准确性及规范性负责。

题提出修改意见。

第十条部门管理者职责规范

第十六条数据生产环节管控要点：数据生产

(一) 管理本部门的操作用户和查询用户的

部门在数据提供内容、数据交换接口确定后，如

权限分配。

用于交换的源数据结构或内容发生变更，需提前

(二) 在本部门人员变动时及时调整系统用

向学校信息网络中心提出变更申请，以避免发生

户权限。

数据混乱，造成数据使用部门的服务异常（变更

(三) 根据本部门数据使用需求，向其他部

申请表见附件 3）。

门申请相应数据的使用权限。

第十七条数据修改和共享环节管控要点：为

(四) 严格控制本部门用户查询及操作数据

保证全校数据的一致性，数据使用部门对所获取

的范围，从而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的基础数据，只能进行共享、引用和衍生，不能

(五) 根据系统用户管理规范的要求，定期

增加、删除和更改。

对本部门用户的权限进行审核。

第五章 数据交换及授权管理

第十一条数据管理员岗位职责规范

第十八条 数据采用分级授权的管理模式，

(一) 负责及时维护、更新本部门数据。

将数据共享与数据管控相结合。由学校信息网络

(二) 确保本部门数据的正确性、准确性。

中心为各部门管理员分配权限，再由部门管理员

第十二条各级查询管理员岗位职责规范

向本部门内部人员进行具体的数据维护及使用

(一) 负责根据学校领导、部门领导、全校

授权，确保数据的维护及使用范围可控制。同时，

教职工对数据的查询需求建立查询。

应定期审查数据维护及使用权限的分配状况。

(二) 负责将查询按权限分配给相应人员，

第十九条数据交换授权管理模式

控制查询内容只对授权用户开放。

(一) 数据使用部门可根据需求向学校信息

(三) 如果某些查询需要使用其他部门管理

网络中心提出数据使用申请。学校信息网络中心

的数据，由查询管理员向该部门管理员提出申

向数据生产部门协调获取数据使用授权。

请。

(二) 学校信息网络中心根据数据使用部门

第十三条各级报表管理员岗位职责规范

的需求向数据生产部门提交数据使用申请，并告

(一) 负责依据学校领导、部门领导、全校

知使用范围；获得数据生产部门的授权后，方可

教职工对报表的需求创建报表。

将相关数据交换给数据使用部门，授权书须由数

(二) 负责将报表按权限分配给相应人员，

据生产部门、数据使用部门、数据管理部门三方

控制报表内容只对授权用户开放。

会签。

(三) 如果某些报表需要使用其他部门管理

第二十条数据导入

的数据，由报表管理员向该部门管理员提出申

(一) 数据导入针对没有子系统维护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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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实现将电子文档导入数据平台的功能。

(一) 标准代码由学校信息网络中心进行管

(二) 对数据导入权限进行初始化设定，在

理。如标准代码有调整需求，由需求部门向学校

系统运行过程中，由系统管理员对数据导入内容

信息网络中心提出申请，论证后进行修订。

和权限设置进行修改，其他岗位人员不能修改。
(三) 权限分配后，各部门的数据管理员负

(二) 共享数据表的显示信息、内容与权限
的维护，由学校信息网络中心进行设定，其他单

责将本部门管理的共享数据的电子文档导入数

位人员不得进行修改。

据平台，继而进行数据维护。

(三) 各部门的数据管理员负责对本部门所

第二十一条数据同步

管理的数据进行增删改等维护。

(一) 数据同步功能将子系统维护的共享数

第二十三条数据保密

据自动同步入数据平台。

数据管理架构中各职能部门的数据管理人

(二) 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定时同步或者根

员都需要签订《北京师范大学校务管理数据保密

据需求随时进行手动同步。系统管理员可以对同

承诺书》（附件 4）。

步任务的信息（同步开始时间、同步结束时间、
同步执行间隔）进行修改，其他岗位人员不允许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学校信息网络中心负

修改。

责解释。

(三) 对于同步方式进入数据平台的数据，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只提供查询及报表使用，不允许修改。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将根据学校数据管理工

第二十二条数据维护

作的发展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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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的通知
师党发〔2014〕11 号 关于成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团的通知
师党发〔2014〕12 号 关于调整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师党发〔2014〕13 号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师党发〔2014〕14 号 关于做好 2014 年度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
会工作的通知

学校发文
师校发〔2014〕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2 号

关于调整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师校发〔2014〕3 号

关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更名为“中国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的通知

师校发〔2014〕4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行政工作人员改进服务态度，提工作效率的若
干规定》的通知

师校发〔2014〕5 号

关于印发校领导分工及联系学部、院系所名单的通知

师校发〔2014〕6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学科能力提升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

师校发〔2014〕7 号

关于调整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师校发〔2014〕8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规定》的通知

师校发〔2014〕9 号

关于免去沈培平北京普洱茶研究院院长职务的决定

师校发〔2014〕10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的通知
师校发〔2014〕1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修购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及修购项目工作
流程的通知
师校发〔2014〕12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二级网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13 号 关于调整教师聘任委员会的通知
师校发〔2014〕14 号 关于成立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决定
师校发〔2014〕15 号 关于成立新校区建设工程招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师校发〔2014〕16 号 关于调整新校区建设工作委员会组成的通知
师校发〔2014〕17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沙河高教园“园区安置房”申购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18 号 关于调整防汛指挥部成员的通知
师校发〔2014〕19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节约型校园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师校发〔2014〕20 号 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小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决定
师校发〔2014〕2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课程调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22 号 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决定
师校发〔2014〕23 号 关于印发《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师校发〔2014〕24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师校发〔2014〕25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开展硕士研究生分类招生改革试点的意见》的
通知
师校发〔2014〕26 号 关于调整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领导班子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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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校发〔2014〕27 号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成立招生委员会的决定
师校发〔2014〕28 号 关于印发《关于落实领导干部听课与教学巡视制度的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
师校发〔2014〕30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
师校发〔2014〕3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设立方案》的通知
师校发〔2014〕32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奖助学金调整方案》的通知
师校发〔2014〕33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的若干规定（试行）
》的通知
师校发〔2014〕34 号 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EDP 中心的决定
师校发〔2014〕35 号 关于成立理论及应用光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领导小组的决定
师校发〔2014〕36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37 号 关于印发《沙河高教园“园区安置房”剩余房源申购（置换）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38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校务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
师校发〔2014〕39 号 关于面向 2012、2013 级非定向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发放基本助学金的通知
师校发〔2014〕40 号 关于调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通知
师校发〔2014〕41 号 关于成立中法教育创新中心的决定
师校发〔2014〕42 号 关于聘任刘伟同志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决定
师校发〔2014〕43 号 关于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的通知

党委/校长办公室发文
师党办发〔2014〕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公文处理规定》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2 号 关于做好寒假和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3 号 关于召开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4 号 关于申报离退休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5 号 关于启用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委员会印章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6 号 关于启用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委员会印章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4 号 关于申报离退休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8 号 关于申报离退休教职工 2014 年普通困难补助的通知
师党办发〔2014〕9 号 关于发放 2014 年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 号 关于启用北京师范大学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印章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2 号 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年鉴（2014）》编撰工作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3 号 关于 2014 年清明节放假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4 号 关于 2014 年“五一”劳动节放假及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5 号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6 号 关于 2014 年端午节放假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7 号 关于通报 2014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8 号 关于 2014 届毕业生教育、离校工作安排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9 号 关于暑假安排以及做好暑假期间安全工作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0 号 关于 2014 年中秋节放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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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校办发〔2014〕11 号 关于启用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印章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2 号 关于在全校开展网络安全检查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3 号 关于 2014 年国庆节放假及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4 号 关于在 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调休放假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5 号 关于开展 2014 年北京师范大学二级网站评比工作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6 号 关于启用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印章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7 号 关于报送 2014 年工作总结及 2015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师校办发〔2014〕18 号 关于 2015 年元旦放假的通知

机构设置
师设〔2014〕1 号 关于成立统计学院的决定
师设〔2014〕2 号 关于成立新闻传播学院的决定
师设〔2014〕3 号 关于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的决定

干部任命
师党干〔2014〕1 号 关于李家永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党干〔2014〕3 号 师任〔2014〕3 号 关于 2012 年机关部门新任和提任处级干部正式任职的通知
师党干〔2014〕7 号 关于产业总支部委员会更名的通知
师党干〔2014〕13 号 关于陈金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党干〔2014〕14 号 关于袁慧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党干〔2014〕16 号 关于第二附属中学总支部委员会更名的通知
师党干〔2014〕17 号 关于于海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党干〔2014〕18 号 关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更名的通知
师党干〔2014〕19 号 关于实验小学与实验幼儿园总支部委员会更名的通知
师党干〔2014〕20 号 关于物理学系总支部委员会更名的通知
师党干〔2014〕21 号 关于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更名的通知
师党干〔2014〕23 号 关于王卓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党干〔2014〕24 号 关于成立统计学院总支部委员会的通知
师任〔2014〕1 号 关于王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2 号 关于方维海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4 号 关于杨晓峰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师任〔2014〕5 号 关于毛亚庆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6 号 关于杨志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7 号 关于李建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8 号 关于陈丽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师任〔2014〕9 号 关于章文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0 号 关于姚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1 号 关于王文静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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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2014〕12 号 关于肖铠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3 号 关于乔东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师任〔2014〕14 号 关于崔保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5 号 关于毛亚庆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6 号 关于马东瑶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7 号 关于杨晓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8 号 关于朱宗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师任〔2014〕19 号 关于范文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批复
师党干〔2014〕2 号 关于第二附属中学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4 号 关于出版集团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5 号 关于机关第一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6 号 关于机关第三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8 号 关于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9 号 关于离休干部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10 号 关于教育学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11 号 关于文学院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12 号 关于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15 号 关于机关第四总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师党干〔2014〕22 号 关于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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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大事记

问题及沙河园区安置房的有关政策进行了讨论

一月

并决策，讨论通过了 2014 年度教职工津贴补贴
调整办法，研究决定追加经费有关事宜，讨论了

1 日，我校女足获 2013 年全国大学生五人

京师学堂的分配原则，通报了南院孵化大厦进展

制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

情况、2013 年度学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考核

4 日，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最高奖项―第三届

述职情况，布置了 2014 年工作计划制定工作。

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我校出版集

同日，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团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成为获

科研人员助力“雪龙”号南极成功脱困。

该奖项的唯一一家出版集团。

8 日，在北京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主办

6 日，经学校研究决定，调整北京师范大学

的首届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教学技能比赛中，

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董奇，副组
长：陈光巨、田辉，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刘淼、郑国民 、虞立红。

我校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宋振韶老师获得
北京市二等奖，申子姣老师获得北京市教学优秀
奖。

同日，经 2013 年 12 月 26 日党委常委会研

9 日下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 2014 年

究决定，任命：王均为产业管理处处长（经营性

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董

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芒为教师发展

奇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授予学士学位、硕

中心主任；亓俊国为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副

士学位名单；审议和表决了授予博士学位名单；

院长。免去：张斌贤教师发展中心主任职务；刘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

长旭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副院长（兼）、教

细则》修订稿；通报了我校 8 个一级学科自评估

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北京）中心常务副

情况等相关事项。

主任（兼）、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常务

同日，在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

副主任（兼）职务。

究院和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深化合作推进工作

同日，经 2013 年 12 月 26 日党委常委会研

会议上，双方协商认定在四个方面推进深度合

究决定，任命：李家永同志为教育学部分党委书

作：一是加强防灾减灾人才培养合作，探索跨单

记；李美仙同志为机关第一党总支书记；相青同

位、跨学科的双导师培养机制；二是加强协同创

志为机关第三党总支书记；周静敏同志为机关第

新，全力以赴建设重大自然灾害应急监测与快速

一党总支副书记；李桂芬同志为机关第三党总支

评估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是深化国际交

副书记。免去：褚宏启同志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

流，在国际项目、会议和培训等多方面开展实质

职务；郭军丽同志机关第一党总支书记职务；李

性合作；四是推动中国重特大自然灾害国家评估

美仙同志机关第一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报告的出台，服务社会，固化重特大自然灾害评

7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

估工作成果，为灾害风险科学发展积累案例素

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就加快新校区建设的有关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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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上午，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

23 日上午，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

中心张力主任、马涛副主任等一行访问我校，并

委员会组织，邀请张建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心

与我校系统科学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签订了

理研究所）担任组长，车宏生教授（北京师范大

教育国际化协同创新平台合作协议书。

学心理学院）、方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

1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音像报

院心理系）、甘怡群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刊总社、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首届北京高校党

和谢小庆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

委书记论坛在我校召开。论坛以“践行群众路线

共同组成的鉴定专家组，在心理学院组织专家鉴

推进高校党建创新”为主题，旨在总结、交流高

定会，鉴定通过了斯－欧非言语智力测验（6

校开展党的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推动

岁～40 岁）中国版（SON-R 6-40）。

群众路线在高校党员干部中的贯彻落实，大力提

25 日，经 2014 年 1 月 14 日党委常委会研

升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究决定，任命：方维海为化学学院院长；周彩云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度“十大新闻”
揭晓。

为产业管理处副处长（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免去：王均产业管理处副处长（经

同日，学校第五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颁

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奖典礼暨新春团拜会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17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理张高丽在国家海洋局与极地大洋科技工作者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会

进行座谈。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议精神，讨论了干部工作，研究通过了我校《关

惠凤鸣博士应邀参会。

于校领导班子成员改进工作作风的规定》。

同日，经学校研究决定，调整北京师范大学

同日，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

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董奇；副组

了校长办公会。会议传达了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

长：史培军、田辉；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讨论通过了《修购资

刘淼、郑国民、虞立红。

金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讨论了《哲学社

本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 2013 年

会科学科研创新行动计划》，研究决定了我校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名单。我校经济与

2014 年人力资源配置工作建议方案。

工商管理学院赖德胜教授、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吴

20 日, 学校研究决定，将“北京师范大学中

向东教授入选 2013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

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更名

荣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

本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精品资源

新中心”。

共享课立项课程名单，我校赵秉志教授的《刑法

22 日，学校在英东学术会堂召开学校机关

学》、殷恒婵教授的《体育运动心理学》等 11

部处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培训会，会议主题是

门课程入选。

“转变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委书记刘

本月，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

川生，校长董奇，党委副书记王炳林、田辉，副

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社

校长曹卫东等校领导，机关部处中层干部及全体

会管理创新研究信息库建设”开题研讨会在我校

工作人员近 300 人参加培训。

举行。

同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来到我校，看望

本月，学校数据中心（IDC）机房建成并投

教育学部副学部长、教育信息化专家黄荣怀教

入使用。新建成的 IDC 机房总面积 528 平米，

授，并向我校师生员工致以新春祝福。

机柜 92 台，可容纳 400 余台通用服务器。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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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绿色节能标准建设，实现了安全、可靠、智

25 日 ， 著 名 大 学 排 名 机 构 Quacquarelli

能、高效的设计理念。新 IDC 机房的建成，有

Symonds（简称“QS”）发布了 2014 年度世界

利于集中开展学校服务器的“托管”、网站“落

大学学科排行榜（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户”和数字化资源的安全存储等服务，将为学校

by Subject）。我校教育学科首次进入世界前 50

各单位和师生提供“按需获取、集中管理、多终

强，与曼彻斯特大学并列排名全球第 43 位。

端使用”的 IT 基础设施，至少能够满足学校未

26 日，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持召

来 3-5 年的信息化需求。

开了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决定了学科大会总体

本月，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第十四届委

方案，校医院体检新增项目；讨论了学校 2014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我校庞丽娟教授高票当

年度收入预算；通报了新校区功能定位，2011

选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任

协同创新中心申报等有关事宜；讨论通过了学校

委员。

固定资产报废备案情况。

本月，2013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同日，我校与密云县人民政府续签合作办学

果奖（科学技术）的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由我校

协议。

生科院任海云教授负责，王姣姣、薛秀花和赵和

27 日下午，学校在新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召

平参与的“细胞骨架对植物细胞增殖的调节”项

开全校中层干部工作会议，传达近期上级重要会

目荣获本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议精神，部署 2014 年度和新学期工作。党委书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出席会议，学校各学部院系

本月，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

党政正职、机关部处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会

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

议。

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

28 日上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2013 版）》，同时评选出“2013 中国最具国际

刘建在组织处副处长李丽辉的陪同下，来我校慰

影响力学术期刊”和“2013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

问寒假留校学生。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副书记田

学术期刊”。我校主办的《心理发展与教育》在

辉一同慰问。

1120 种备选人文社科类期刊中入选“2013 中国

本月，在团中央发起的全国大学生百支“小

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平科技创新团队”命名评选活动中，我校申报的
“京师追梦人”团队获此殊荣。

二月

本月，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公布了 2013 年度
北京市专利试点验收合格单位，我校顺利通过验

20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收并获得北京市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北京市专利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教育

试点工作合格”证书。

部会议文件有关精神，讨论了 2014 年度工作思

本月，教育部公布了 2013 年度高等学校科

路和计划，布置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续工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授奖决定，我校

作，通报了南院和新校区最新进展情况。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有两项成果获奖。其中，由生

同日，我校与石景山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命科学学院任海云教授课题组完成的项目“细胞

议。市委常委、市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市教委

骨架对植物细胞增殖的调节”获得自然科学奖一

主任线联平，石景山区委书记牛青山、区长夏林

等奖；由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张立强教授课题

茂，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副校长曹卫东，北京

组完成的项目“基于多传感器信息的地表地物建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沪、国内合作办公室主
要负责人，以及兄弟高校领导等出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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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与可视化的理论与方法”获得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7 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

本月，根据中组部《关于印发“万人计划”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第一批杰出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

Organization）授权由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组

人才入选名单的通知》（组厅字[2013]33 号），

建的“UNIDO 绿色工业平台中国办公室”揭牌

我校环境学院白军红，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

仪式在我校举行。副校长曹卫东与 UNIDO 环境

重点实验室张全国，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九三学

管理司司长汉斯（Dr. Heinz Leuenberger）分别

社中央思想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源等 3 位青

致辞并共同揭牌。

年教师入选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12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本月，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北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会议精

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

神，讨论通过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京教函[2013]528 号），我校卜晓妹等 70 名青

用工作实施办法》，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了第

年教师入选“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

六届教代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本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同日，校长董奇会见了香港田家炳基金会主

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三

席田庆先先生一行 7 人。我校资深教授黄会林先

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公布获奖者名单，我校脑与

生，教育学部、艺术与传媒学院、教育基金会、

认知科学研究院贺永教授获此殊荣。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相关人员参加会见。

本月，教育部陆续公布了 2012 以及 2013

13 日，副校长陈光巨会见了美国水牛城州

年度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教育课程）立

立大学校长 Howard Cohen 一行。陈光巨副校长

项名单，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申报的教育学

向来宾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学科发展情况。

原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古代文学史（一）、

Cohen 校长介绍了该校学生培养领域的情况以

民俗学、管理学、外国教育史共 6 门课程全部入

及校园国际化战略，并与我校签署了 3+2 学生联

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项目，入选课程门

合培养项目协议。

数在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中名列前茅。

同日，由历史学院主办的“部长进课堂”系

本月，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院长、国

列讲座之一“市场经济与市场管理――兼谈大学

务院学位委员会系统科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狄

生就业”在敬文讲堂举行。讲座由国家工商行政

增如，副院长、北师大国家软实力评估中心执行

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茅同志主讲。讲座前，

主任蔡明智，北师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主任吴本

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副校长曹卫东会见

佳与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秘书长胡卫

了张茅局长。副校长杨耕参加会见并主持讲座。

平共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将本着平等

同日，我校与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

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结成长期、全面的战略

举办“2014 学术前沿论坛及教授沙龙选题策划

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会”。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韩凯，副书记梁立
新，我校社会科学处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三月

14 日，校长董奇和副校长陈光巨会见了来
访的英国卡迪夫大学校长 Colin Riordan 教授一

5 日，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行，文学院、汉语文化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强我校领导

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见。

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的管理，经党委常委会

同日，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社

讨论和审议，学校制订了《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干
部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规定》，予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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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联第六届主

席团副主席王新宪同志一行莅临我校考察指导。
3 月 15 日，书记刘川生深入大科园孵化大

青年教师奖评奖结果正式公布，共评出获奖者
103 人，其中一等奖 5 人，二等奖 15 人，三等

厦、新建学生宿舍、联合国农村教育中心大楼、

奖 83 人，我校文学院教师梁振华荣获二等奖。

乐育三楼翻建以及小东门停车场等建设工地现

本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

场，推进学校多个在建或即将开建的基建项目加

优秀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立项结果，确立基础理论

快建设。

研究重大项目 16 项、重点项目 24 项。我校获批

18 日下午，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

重大项目 4 项，重点项目 3 项，重大项目立项数

持召开了校长办公会。会议讨论了研究生教学事

位居首位。

故认定与处理办法，集中学习并讨论了《高等学

本月，中央统战部六局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

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通报了 3 月 18 日化学楼

19 个统战信息工作先进单位，我校党委统战部

发生火情的有关情况，讨论了 2014 年度学校支

荣获 2013 年度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信息工作

出预算等有关事宜。

先进单位。

18―28 日，督察督办办公室、党委/校长办

本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

公室、纪检监察办公室和校工会共同组成专项检

《关于表彰 2013 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查小组，针对机关部门推行门牌、办事指南牌、

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的决定》，我校项目申报

岗位工位牌、去向指示牌等“四牌”的情况进行

和管理工作获得充分肯定，社会科学处被授予

了专项检查。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

20 日，教育学部分党委与图书馆分党委联

光荣称号。

合邀请钟秉林教授、刘焱教授在图书馆三层报告

本月，中组部印发了“万人计划”第一批百

厅分享 2014 年全国政协会议精神。教育学部、

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入选名单，我校脑与认知科学

图书馆师生党员等 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研究院李武教授入选。

21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深化管理改革，

本月，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项——第三

建设一流学科”学科大会在京师学堂召开。党委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

会科学版）》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全体校领导，院士、资深教授、二级教授，学术

成为本届获此殊荣的唯一一家高校社科学报。

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各部院系党政负责人，职能部处负责人及教代会
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校长葛剑平主持。此

四月
3 日，经 2014 年 3 月 25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前，学校印发了《学科能力提升计划（2014-2020

决定，任命：毛亚庆、朱旭东、余胜泉、张京彬

年）》。

为教育学部副部长（正处级）；范楼珍、薄志山、

24 日，经 2014 年 3 月 12 日党委常委会研

张俊波为化学学院副院长。免去：黄荣怀、顾定

究决定，任命：杨晓峰为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总

倩、李家永、郑国民（兼）、褚宏启（兼）教育

指挥（兼）； 潘东秀为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学部副部长职务；成莹化学学院副院长职务。

25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4 日下午，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持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

召开了校长办公会。会议讨论了学校周转房管理

通过了关于管理人员及部分专技人员岗位补贴

办法，通报了学生课堂学习行为规则和教室使用

的发放办法。

文明守则，讨论了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工

本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

作，以及昌平 G-18 区地源热泵运行模式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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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卫东一行参观了微软（中国）公司，并就教育信

8 日，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晨兴集团主席

息化合作事宜进行了座谈交流。

陈启宗访问我校，并在京师学堂作了题为《教育

18 日，第四届中国社会管（治）理论坛暨

国际化与青年人才的塑造》的主题演讲。党委书

《社会体制蓝皮书》新闻发布会在京师大厦举

记刘川生、校长董奇会见了陈启宗先生。

行。我校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行政体

10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以及来自中共北京市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

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通过了 2014 年度学校预算，讨论了《北京师范

所、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中国行政

大学章程》（征求意见稿），通报了教代会日程

体制改革研究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

安排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集

社会工作协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的专家领

中轮训工作。

导出席新闻发布会并讲话。

11 日，党委书记刘川生与中纪委副书记张

同日，学校成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

军、陈文清就反腐败教育培训合作事宜进行了座

新中心。

谈。

20 日下午，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

12 日，学校教代会六届三次会议在敬文讲

持召开了校长办公会。会议集中研究落实了教代

堂举行。学校领导、教代会正式代表、校内各单

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讨论了新闻学科建设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部门工会主席、部分党代表、

与新闻学院的筹建工作，讨论了学校课程调整管

民主党派代表等共计 350 余人出席大会。大会由

理暂行办法,通报了老年大学的归属问题，研究

党委副书记、校工会主席、教代会执委会主任王

决定了教师聘任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调整，并讨论

炳林主持。

了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实施意见。

16-18 日，第 39 届 ACM-ICPC 国际大学生

21 日，我校与通州区人民政府举行教育文

程序设计竞赛全国邀请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化发展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通州区委副书记、区

此次比赛是北师大首次承办 ACM 国际大学生程

长岳鹏，副区长李亚兰，我校校长董奇出席仪式，

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事。

副校长曹卫东主持仪式。

16 日，应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人文研究所邀

22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请，瑞典驻中国大使 Lars Peter Fredén (罗睿德)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央会议精

先生来我校作讲座。党委书记刘川生，副校长陈

神，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

光巨亲切会见了罗睿德大使，双方进行了友好、

士队伍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讨论通过了《关

广泛的交流。

于开展 2014 年七一表彰的通知》，通报了群众

17 日，由我校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和中国

路线活动整改落实情况。

文化院共同主办的“中华文化与品德教育”研讨

同日，学校调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聘任委员

会开幕式在主楼举行。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

会。委员会组成如下：主任：董奇；副主任：曹

委会副委员长，我校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

卫东；成员：刘川生、 史培军、葛剑平、杨耕、

文化院院长许嘉璐，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

陈木法、李晓西、方维海、石中英、 郭英德、

席刘川生，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杨共乐、赵秉志、夏钶、周明全、陈丽、娄安如、

赵灵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处长马振

范立双、郑国民、刘复兴、沈珍瑶。

杰等出席开幕式。

25 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广东工

同日，应微软（中国）公司邀请，副校长曹

业大学等 5 所普通高等学校调整招生录取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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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的意见》。《意见》指出，自 2015 年起，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所有专业在广东省的招生录
取批次调整为二批本科 A 类，且不分区域全省

4 日，北京师范大学“学而书院”揭牌仪式

招生。自此，珠海分校在全国所有招生省份的录

隆重举行。荣誉教授顾明远先生和党委副书记田

取批次均为二批本科。

辉出席仪式，研究生工作处、本科生工作处、教
务处、宿舍管理中心和教育学部相关负责同志参

27 日，在由全球最大的管理会计师协会―

加活动。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主办，清华大学承
办的第四届 IMA 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全国总

5 日，六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工作交流会召

决赛中，由我校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生组成的

开，党委书记刘川生出席会议并就进一步推进提

Smart Ray 团队从来自全国 13 个高校的参赛团

案答复落实工作提出要求。提案教师代表、学校

队中脱颖而出，夺得全国总冠军。

相关部处负责人、部分教代会执委、提案委员会

29 日上午，学校在英东学术会堂举行“中

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代表以及机关工会主

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座”首场报告会。第九、第十

席、委员等 50 余人参加交流会。会议由党委副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校汉语文化学院

书记、校工会主席王炳林主持。

院长、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人文宗教高等

6 日，第 28 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选

研究院院长、杰出校友许嘉璐先生应邀作了题为

结果揭晓，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传统文化与当今世界》的报告。报告会由党委

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程晓教授获此殊荣。在

书记刘川生主持，党委副书记王炳林出席讲座。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大会上，程晓教授受

学校各院系党政负责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研

到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的亲切接见，并

究生卓越训练营学生以及来自北京各高校统战

向大会做了交流发言。
8 日上午，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

系统的干部近 300 人参加了讲座。
本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顾明远教

室主任蔡名照一行来我校调研中国文化国际传

育研究发展基金”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播工作情况。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副校

（简称“TC”）达成合作协议，共同设立“明

长杨耕，以及我校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远 TC 项目”。“明远 TC 项目”为期 5 年，在

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先生出席会议。
8-9 日，在第六个国家减灾日前夕，由国家

2014 至 2019 年间，“明远基金”每年拨款 5 万
美金，TC 每年配套 5 万美金，资助哥伦比亚大

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减灾署（UNISDR）、

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和以北师大为代表的中

民政部、教育部共同举办，我校民政部-教育部

国高校访问学者或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

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

院开展有关中国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学习活动。受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综合

资助者将获 得“明远研究助理”（ Mingyuan

风险防范国际科学项目（IHDP-IRGP）共同承办

Research Assistant）的称号。项目运行由哥伦比

的综合减灾与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

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曾满超教授

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 50 余

全权负责监管。

位高级官员和高层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国家减灾
委专家委副主任闪淳昌教授和我校常务副校长

本月，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史培军教授共同主持了研讨会。

王开存教授获得 2013 年度美国地球物理学会

12 日，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优

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教技

秀审稿人奖。

〔2011〕1 号）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报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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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的通知》（教技司

生、常务副校长史培军，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

〔2012〕10 号）、《关于报送高等学校学风建

副局长矫梅燕出席签字仪式。

设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教技司〔2012〕111

本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第 55

号）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获得者名单，我校瞿

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主要负责受理学术

瑛、夏灿玮、李阳等 3 名博士后获得一等资助；

不端行为的举报、投诉等工作。委员会组成如下：

丁萌萌、戴觅、何芸、霍丽娟、魏薇、李孔文、

主 任：李景林

杨小敏、王轶楠、刘全志、任晟姝、王阳文、李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江源
英

李晓兵

张斌贤

林魁

李国

渊、肖红松、曹硕、戴俊骋、陈磊、李晋昌、刘

夏钶

瑛娜、张璐璐、谢恩、万明、章莉、符征、张永

15 日下午，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

芝等 24 名博士后获得二等资助。

持召开了校长办公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校园违

本月，在 2014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章建筑治理办法》、《关于落实领导干部听课与

中，由我校励耘理科试验班孙弋涵同学、数学科

教学巡视制度的管理规定（试行）》，以及 2012

学学院张军伟同学和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徐

年第二批固定资产报废备案情况等；会议讨论了

翔同学组成的参赛队获得特等奖(Outstanding

人员绩效经费分配与高层次人才薪酬调整方案，

Winners)，这是我校自 1993 年参加美国大学生

综合治理北区道路改造项目，以及校长培训学院

数学建模竞赛以来首次获得该奖项。

楼装修工作等有关事宜。

本月，国家科技部发布《关于公布 2013 年

27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我校资源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前校领导及中层干部参观

学院李小雁老师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了北京高校职务犯罪展览。会议学习传达了上级

才”。

文件精神，讨论通过了《2014 年人员绩效经费

六月

预算落实方案》、《北京师范大学沙河高教园园
区安置房申购办法》、《北京师范大学周转房管

6 日下午，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持

理办法》，研究布置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通报
了国务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文件精神、
近期教育部各类人才计划安排、教育部对港工作

召开了校长办公会。会议通报了 2014 年北京高
校教学业务会的有关情况和沙河高教园区公租
房第二批收购款支付情况，讨论通过了 2012 年

专题会议精神以及本学期末工作安排。

第三批固定资产报废备案情况和学校《节约型校

同日，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带领校
领导班子成员史培军、王炳林、陈光巨、田辉、
刘利、曹卫东、杨耕、张凯在主楼四季厅参观了

园建设实施意见》，布置了我校 2011 协同创新
中心下一阶段培育工作。
同日，由我校主办，孔子学院/国家汉办、

“高等教育领域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展”。学校各

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支

部处和机关党总支负责人一同参观。

持，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承办的

28 日，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气象局签署《加

“文化‘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凝聚与

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科研业务合作备忘录》，双

国际传播路径”国际论坛在英东学术会堂举行。

方将在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上开展深度合作，充分

同日，经 2014 年 5 月 27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增强气象灾害风险

决定，任命：杨志峰为环境学院院长；徐月宾为

管理领域的科技支撑和业务服务能力，提高灾害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李崧为分析测试

风险管理科技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

中心主任；姜海军为历史学院副院长。免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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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管

了《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试行）》，

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职务；张荣强历史学

以及学科分类及一级学科建设经费分配方案；讨

院副院长职务。

论了 2014 年度住房公积金调整计划、《研究生

10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分类招生改革试点方案》和《2015 年研究生招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

生绩效测算与计划核定实施办法（试行）》。

确定了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申报相关工作，讨论

25 日，第 38 届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

决定支付沙河高教园区公租房第二批收购款，通

竞赛全球总决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落下帷幕。

报了教代会提案工作落实情况，通报了群众路线

我校由 2010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赵

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情况。

力、张伯威和 2012 级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硕

17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士研究生李思源组成的代表队，在信息科学与技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通报

术学院教授冯速的指导下，最终取得排名第 46

了七一表彰评选情况，讨论审定了《北京师范大

的好成绩（前 60 名计入排名）。

学章程》，讨论了 UIC 校董事会有关决策事项。

同日，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继

同日，经 2014 年 6 月 6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续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非实体），聘任包华影

决定，任命：李建平为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

为中心主任。原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研究中心

研究院院长。免去：徐冠华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

同时撤销。

科学研究院代理院长职务。

26 日上午，我校 2014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

20 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

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季端体育馆隆重举行。党委书

际学院（UIC）第十四次校董会暨新校园奠基典

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党委

礼举行。校董会主席、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副书记田辉、刘利，副校长曹卫东，我校外语系

会副委员长、我校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

1985 级杰出校友、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以及

璐，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新滋，我校校长董奇，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出席典礼。相关职能部

校长助理涂清云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处和各院系负责人、毕业班班主任和辅导员、教

联合国际学院校长吴清辉等 UIC 校董出席了会

师代表以及 21 个院系的 2300 余名本科毕业生、

议。

300 余位学生家长共同参加典礼。典礼由史培军

22 日，学校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小学教育研

常务副校长主持。

究中心（非实体），聘任石中英为中心主任，刘

27 日，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

畅、吴建民为中心副主任。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淼，京报集团书记傅华及北

同日，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来到首都文化创新与

小学教育研究中心（非实体），聘任石中英为中

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调研。校党委书记刘川生、

心主任，刘畅、吴建民为中心副主任。

副校长曹卫东、杨耕，以及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

24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一同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

同日，我校 2014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

通过了高层次人才薪酬调整方案，讨论通过了水

授予仪式在邱季端体育馆隆重举行。党委书记刘

模拟楼配楼改造方案。

川生，校长董奇，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党委副书

同日，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

记王炳林、田辉、刘利，副校长曹卫东，我校杰

了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决定了水模拟楼配楼改

出校友、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校学

造以及脑成像中心核磁设备安置问题；讨论通过

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出席典礼。相关职能部处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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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负责人，研究生导师代表，以及全校 31 个

源处理方案，以及 2014-2015 学年度校历的制定

院系的约 3300 名 2014 届博士、硕士和外国留学

情况。

生，300 余位学生家长亲友共同参加了毕业典

2 日，我校 2014 届国防生毕业典礼在英东

礼。典礼由史培军常务副校长主持。

学术会堂隆重举行。党委书记刘川生，总后政治

同日，学校任命：姚力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部干部部部长朱明哲，党委副书记田辉、刘利，

院院长；蒋重跃为文科学报主编；刘文彪为理科

总后政治部干部培训组组长田忠良出席典礼。

学报主编。免去：周明全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

7 日，我校与光明日报社协商共建新闻传播

长职务；郑进宝理科学报主编职务。

学院。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副总编辑刘伟、

同日，经 2014 年 6 月 17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编委张碧涌、人事部主任邓海云、理论部主任李

决定，任命：陈丽、张强为校长助理。

向军，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副校长

30 日，北师大 2014 年志愿服务总队暑期社

曹卫东、杨耕，校长助理、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会实践活动扬帆起航。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有史以

处处长陈丽以及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处负责人

来参与队伍与人数最多的暑期社会实践，共有

参加了协商会。

189 支队伍、1864 名师生。

8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

本月，我校学生在 2014 年“创青春”首都

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通

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表现优异，共斩获金奖 6 项、

过了《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北

银奖 2 项、铜奖 5 项，金奖及奖牌总数位列北京

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绩效测算与计划核定实

高校第二名，并荣膺团体总分“优胜杯”，创我

施办法》、《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开展硕士研究生

校参加该项赛事最好成绩。

分类招生改革试点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

本月，我校艺术与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系主

师志愿服务协会章程》，讨论成立了学校综合改

任、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俄罗斯研究

革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中心专职研究员古棕老师荣获“东方骑士勋章”。

同日，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

“东方骑士勋章”是欧洲中国文化中心设立的奖

了校长办公会。会议通报了南院京师科技大厦装

项，奖励为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做出突出贡献

修工作进展，研究决定了学校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者。

的有关工作，讨论了沙河安置房剩余大户型配售

本月，北师大与丰台区人民政府签约共建北

方案以及教师教育学院改革方案等相关工作。

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14 日，经 2014 年 7 月 1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决定，任命：肖铠为孔子学院管理处处长兼国际

七月

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正处级）；刘斌为图书馆
副馆长。免去：单力真孔子学院管理处处长职务；

1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

王琼图书馆副馆长职务；李国英文学院副院长

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通

（兼）职务。

过了《北京师范大学党政领导干部办公室管理办

14-26 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法(暂行)》,讨论通过了《专业硕士研究生奖助学

党总支书记程晓教授与博士研究生赵天成、硕士

金方案》，通报了安全稳定有关工作。

研究生罗斯瀚组成暑期社会实践队伍，远赴北极

同日，董奇校长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

地区开展实践活动。

了校长办公会。会议研究决定了提高学生事务助

15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理待遇方案，讨论了《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了北京市教委对安

案的指导意见》、沙河安置房选购进展及剩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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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房配售要求会议精神，讨论了沙河安置房剩余

本月，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

房源配售方案，讨论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职

一批）评审立项情况公布。我校国社科应用对策

工公派出国管理规定》、《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

类重大项目申报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获准立项重

请假的若干规定》。

大项目四项，重点项目一项，立项数首次位列全

16-17 日，刘川生书记主持召开了校领导班

国第二位。

子务虚会和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了上级有关文

八月

件批示精神，讨论通过了公积金缴存方案，讨论
通过了《修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8 日上午,我校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举行

见》，讨论决策了统计学科招生问题，讨论了国

捐赠仪式,为鲁甸地震灾区捐款。

庆 65 周年、教师节 30 周年活动方案，讨论了人

15 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

事制度改革及 2015 年工作计划，讨论了新校区

心发布 2014 年度“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我校

功能定位问题、新校区工作进展及建设资金安
排，讨论了南院后期管理问题及二期工作设想，
讨论了公用房产的有偿使用管理办法以及公车

数学学科跻身世界前 150 名，列内地高校第
11-19 位。
同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使用管理办法，通报了 2011 协同创新培育申报

发布了 2014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我校首

工作推进情况。

次进入前 300 名，在内地高校中排名 7-12 位。

17 日，经 2014 年 7 月 8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22 日，我校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

决定，任命：陈金波同志为生命科学学院分党委

志教授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同志应邀到位

副书记；张冉冉同志为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于纽约的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访问。

党总支副书记。免去：李永海同志生命科学学院

赵秉志教授与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反恐局执行

分党委副书记职务。

主任让-保罗?拉博德先生签订学术合作协议。根

同日，经 2014 年 7 月 8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据协议，双方将在反恐法律问题研究方面相互提

决定，任命：乔东平为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供学术支持和合作。

副院长。

25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17-21 日，校党委组织学校“七一”受表彰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会议文

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代表及高层次人才代表赴革

件精神，研究讨论了首届中国启功教师奖评选办

命圣地延安，开展了以“弘扬延安精神，坚定理

法，研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通报了暑期

想信念”为主题的教育培训活动。

党建会日程安排。

本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第 7
批特别资助获得者名单，我校杨丽娜、朱翠萍、
李正祥、曾垂凯等 4 名博士后获得该项资助。

29 日，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
竞赛在华中农业大学落下帷幕，经过两天的激烈
角逐,我校文学院青年教师孟琢从众多参赛者中

本月，第四届“中国高校电视奖”颁奖大会

脱颖而出，荣获全国教学竞赛人文组一等奖。

在四川大学隆重举行。我校学生报送的作品《希

本月，北京市教委公布了 2013 年度北京市

说历史》荣获栏目类一等奖，《新闻播报》荣获

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名单（京

专题类“二等奖”，《“节俭养德 光盘行动”

教函[2014]367 号）。我校在此次评估中荣获北

活动新闻》荣获专题类“三等奖”。由我校新闻
中心制作的 MOOC《中学化学教学设计与实践》
荣获教学类“一等奖”。

京市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优秀集体二等奖，党委/
校长办公室信息工作人员弓建华荣获优秀个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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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北京市教委公布了第十届北京市高等

10 日下午，继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我校参

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名单。我校教育学部李芒教

加教师节庆祝活动，亲切慰问师生并发表重要讲

授、化学学院范楼珍教授、文学院王立军教授、

话之后，学校隆重举行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暨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熊晓琳教授等 4 位教师获得该

校 112 周年表彰大会，大会的主题为“学习贯彻

项荣誉。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重要讲话精神”。

本月，第 14 届世界大学生室内五人制足球

11 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

锦标赛在西班牙马拉加落下帷幕。我校女子足球

资深院士、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我国氢

队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五人制足球比赛，最终以五

弹研制的探路先锋和我国核武器物理问题研究

场比赛三胜两负的战绩获得第五名。

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教育家，原北京师范大学低
能核物理研究所所长、教授黄祖洽先生的遗体告

九月

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黄祖洽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9 月 7 日 3 时 11 分在

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校考察并在

北京不幸逝世，享年 90 岁。

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广大教师做党

同日，副校长陈光巨会见了联合国工业发展

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此行视察情

组 织 （ UNIDO,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况：包括参观“尊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三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 环 境 管 理 司 司 长

十个教师节主题展览、心理学院实验室、“国培

Heinz Leuenberger 一行，双方就在绿色工业领域

计划”教学现场，以及在英东学术会堂参加“北
京师范大学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师生座谈会”。
同日下午，学校在主楼召开师生座谈会，学

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会谈。
12 日，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落成暨
开学典礼举行。昌平附校是在建设沙河高教园区

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邀

背景下，昌平区与北师大携手共创的体制创新

请了 9 月 9 日上午参加师生座谈会的教师和学生

校。学校将贯彻北师大合作办学平台“人·爱·创

代表，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感想和

新”的办学理念，为昌平区打造升级版的教育地

体会。党委书记刘川生出席会议，党委副书记王

图助力推波，学校的建成与开学，也将为北师大

炳林主持了座谈会。

新校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并提供有力支撑。

同日下午，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三会议室主

14 日，中国大学生橄榄球锦标赛在哈尔滨

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和党委常委会。党委扩大会

工程大学落下帷幕，我校女子橄榄球队在决赛中

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

战胜上届冠军中国农业大学女子橄榄球队，勇夺

神。党委常委会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通过了中

2014 年中国大学生橄榄球锦标赛冠军。

国启功教师奖评选办法，讨论通过了学校《关于

15 日，“教育部第七期全国小学优秀校长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的通

高级研究班”开学典礼在我校举行。

知》。

16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二会议室主持

同日下午，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部署了贯彻落实习总书

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京西

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工作，讨论决定了学校购

宾馆隆重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主持了会议。
我校教育学部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

买大型仪器设备有关事宜，讨论决定了南院京师
科技大厦三层装修改造有关事宜，研究决定了增
列 2014 级博士生助研岗位津贴和新生奖学金配

称号”，是北京高校中的 5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套经费预算。

集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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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学校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EDP 中心，

本月，在庆祝第 30 个教师节之际，我校特

挂靠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设立“中国启功教师奖”，引导广大教师在全国

同日，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 QS 公布了

县以下（含县）农村地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2014/15 世界大学排名，我校名列第 240 位，比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在全社会倡导尊师重

2013 年度提升了 12 个位次，在中国内地高校中

教的良好风尚。该奖奖金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

排名第 8。

金会出资，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将评选出 10

20 日，学校成立理论及应用光化学国家重

名优秀教师，每名优秀教师奖励 50 万元人民币。

点实验室申报领导小组。

本月，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22 日，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

千人计划学者李占清教授因在卫星遥感、地球辐

暨专业技术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校心理

射平衡、云、气溶胶和降水、及其气候效应研究

学院资深教授林崇德先生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

的杰出贡献，以及在领导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所

术人才”称号。

取得的突出成就，获得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24 日，我校与亚洲社会心理学会联合主办

（AGU）两项荣誉：AGU Fellow（会士）和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签约仪式

Yoram J. Kaufman 奖。

暨聘请 James H. Liu 先生为我校客座教授仪式在

本月，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段青

心理学院成功举办。

云教授当选 2015 年美国气象学会（American

28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外

Meteorological Society，AMS）的 Fellow（会士）。

国专家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校外国

荣誉证书将于 2015 年 1 月 4-8 日在美国菲尼克

语言文学学院、瀚德学院和教育学部的 20 名外

斯召开的 AMS 年会上颁发。

籍专家教师应邀参加招待会。

十月

30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干部工作，通报

10 日，“中俄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在俄

了安全稳定工作及纪检监察工作。

罗斯莫斯科举行。此次研讨会由我校中国文化国

同日，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际传播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主

John Moore 教授由于在中国气候的科学研究、

办，汇聚了中国和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化的知名专

国际合作交流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荣

家和学者,是中俄双方学术界就中国文化国际传

获中国政府颁发的 2014 年度“友谊奖”，并在

播所进行的高水平国际研讨。

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成为我校第一位获此殊荣

同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教育学与心

的外国专家。

理学学部召集、我校发展心理研究所承办的“教

本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第 56

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部 2014

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获得者名单，我校窦

年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我校董奇校长，教育

可阳、朱筠、张雪峰、袁华、张俊英、晏成步等

部社科司规划处徐青森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6 名博士后获得一等资助；韦仁忠、傅淳华、杨

员会心理学委员，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明明、朱翠萍、王玉来等 5 名博士后获得二等资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

助。

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全国 28 所高

本月，学校经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校的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参加了会议。我校发展心

EDP（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s）中心，

理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方晓义教授和

并挂靠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副所长陈英和教授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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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三会议室主持

“2014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

召开了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和党委常委会。党委扩

作先进单位”。

大会上传达学习了上级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党委

21 日，中国-丹麦中小学校长论坛在英东学

常委会讨论了干部工作，通报了新闻传播学院有

术会堂举行。该论坛由我校教育学部和丹麦奥尔

关工作，汇报了学校 2014 年工作完成情况，研

堡大学创新学习孔子学院联合举办，来自中丹两

究讨论了学校综合改革问题，传达了安全稳定会

国的近 50 位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参加了论坛。

议精神。

22-23 日，2014 年教育监测与评估国际研讨

14 日，学校在新校区建设指挥部举行了新

会我校举行。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

校区 G 区一期建设工程监理和施工合同签约仪

代表，以及国内各省市 150 余名人员参加了研讨

式，这标志着学校昌平新校区 G 区正式进入施

会。该研讨会每两年一届，在中国和法国轮流举

工建设阶段。

办。今年的教育监测与评估国际研讨会以“学生

同日，经 2014 年 9 月 30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中心议题，会议由

决定，任命：崔保山、裴元生、史江红、张力小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基

为环境学院副院长；孙波、朱小明为信息科学与

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与法国学校系统评估委员

技术学院副院长；汪明为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

会联合举办。

处处长；刘涛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免去：

24 日，陈光巨副校长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

刘新会环境学院副院长职务；刘复兴研究生院副

学副校长 Kern Francis 教授分别代表两校在校际

院长兼培养处处长职务。

框架合作协议上签字，并于当天共同参加了中国

同日，经 2014 年 9 月 30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法国高等教育署、法国驻华

决定，任命：袁慧为校团委书记；吴汉锋为校团

大使馆主办的“第三届中法高等教育论坛”。

委副书记（副处级）。免去：柏贞尧校团委书记

25 日，经 2014 年 10 月 13 日党委常委会研

职务。

究决定，任命：于海波同志为政府管理学院党总

16 日，由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承

支书记。免去：章文光同志政府管理学院党总支

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居民收入

书记职务。

分配数据库建设”中期评估与国际研讨会在我校

27-29 日，中国天文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

举行。

在陕西省西安临潼召开，我校天文系何香涛教授

17 -18 日，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主办的

获得中国天文学会张钰哲奖。

“2014 年物联网国际研讨会（IIKI2014）”在新

28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副校长陈光巨，中国电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党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了十八

子学会物联网专委会副秘书长王新霞，以及我校

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书记

科学技术处、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负责同志等

校长专题研讨班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

出席开幕式。来自我国及英国、法国、西班牙和

精神，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决定了专业学位硕

斯洛文尼亚等多个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 60 余人

士奖学金事宜，通报了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标

参加了会议。

兵）评选情况，研究布置了学校综合改革工作。

18-19 日，由教育部、科技部主办的第七届

28-30 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在西安交通大学隆重

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和科技部国家遥感中

举行。我校创业实践项目 “UxBoard™电子积木”

心主办的联合国亚太区域旱灾监测与预警合作

入选本次年会创业推介会，同时我校被评为

机制培训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减灾与应急管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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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承办本次研讨会。

司”也揽得银奖。至此，在本届“挑战杯”创业

30 日―11 月 3 日， iGEM（International

计划竞赛中，我校参赛团队共斩获 1 金 4 银 1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国

铜，凭借团体总分 450 分的总成绩稳居北京高校

际遗传工程机器竞赛在美国波士顿举行。我校生

代表团三甲。

命科学学院 BNU-CHINA 团队首次参赛，与来

7 日，经学校研究决定，调整北京师范大学

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5 支队伍同场竞技，以

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高水平的团队实力、高水平的竞技发挥，获得竞

组 长：刘 利

赛金牌。

副组长：宋丽慧

本月，由我校水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刘昌明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院士牵头组织的科研团队，撰写了《抓紧解决我

王立军

国水安全保障几个紧迫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的

李家勇

咨询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充分肯

向东 康震

定。

王秀梅

应中正

王洛忠

张玉新

韦蔚 方增泉

郑恒山

袁慧

耿

9 日，经 2014 年 9 月 30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本月，
天文系 WWT
（World-Wide Telescope）

并征得教育部同意，任命：毛亚庆为教育部小学

互动式数字天象厅在教十楼顶建成，使我校成为

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免去：褚宏启教育部小学校

国内第一个拥有互动式数字天象厅的高校。

长培训中心主任职务。

本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我校

同日，经 2014 年 10 月 28 日党委常委会研

创办《社会治理》期刊（新广出审[2014]1108 号）。

究决定，任命：马东瑶为文学院副院长；高思杰

该期刊由教育部主管，我校主办，中国社会管理

为物理系副系主任；李宁为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

研究院承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

院副院长。免去：严大东物理系副系主任职务。

公司出版。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

本月，我校狄增如教授当选中国系统工程学

正式会议签署宣言《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

会副理事长。

互联的亚太》。由我校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倡议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高等教育研究

十一月

中心 (APEC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正式被列入宣言中。

1 日，第四届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优秀成果

13 日，学校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专著）奖在武汉颁发。我校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国民核算研究院挂靠统计学院。

院赖德胜教授等著的《2013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

1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社会科学

展报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残疾人

联合会共同举办的“2014 北京学术前沿论坛”

就业》获得优秀著作奖。

在新图书馆报告厅举行。论坛以“中国梦：社会

4 日，2014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首都治理体系建设”为主题，

赛最终结果揭晓。经过文本匿名评审和现场公开

首次聚焦“大城市治理问题”。我校党委书记刘

答辩两个环节，我校入围的“搜易科技商业计划

川生，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凯，

书”最终力夺金奖，“漫步经心创意文化工作室

我校副校长杨耕、北京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梁立

创业计划”和“北京众里互联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新，及 30 多个学会的代表出席会议。

商业计划”团队获得银奖。在大赛首次开展的创

同日, 学校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业实践挑战赛中，我校“佳信汇诚（北京）投资

比赛在教九楼开赛，来自 31 个教学单位的 84

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三国智教育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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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选手依次登台亮相，竞相展示教学风采。党委

同日，学校成立中法教育创新中心。

书记刘川生，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党委副书记、

26 日，学校在英东学术会堂举办了以“做

校工会主席王炳林，副校长曹卫东等校领导来到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为主题的师德论坛。论

比赛现场，亲切慰问了专家评委、教师志愿者评

坛由校工会、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人事处、

委、学生评委和参赛教师，并观摩了部分比赛。

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党委书记刘川生、党委

17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副书记王炳林出席论坛，各学部院系所、职能部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党委常委会讨论了干部工

门分党委（总支）书记、教工党支部书记，各单

作，讨论通过了学校《关于处级干部因私出国

位工会主席、工会宣传委员以及各单位教师代表

（境）证件集中管理的通知》，汇报了《2014

近 300 人参加会议。王炳林副书记主持论坛。

年度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方案》，通报了相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基金签约

关工作。

仪式在主楼举行。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

18 日，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刘川生，田家炳基金会主席田

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罗斯瀚远赴南极，参加中

庆先等出席签约仪式。

国第 31 次南极科学考察。

27 日，光明日报社与我校签署共建新闻传

19 日，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吴向东为教

播学院协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式揭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

牌。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副总编辑刘伟，

究中心主任。

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副校长杨耕，

22 日，我校与贵州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

副校级干部周作宇，校长助理陈丽等出席会议。

议签约仪式举行。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副校长

同日，经 2014 年 11 月 17 日党委常委会研

曹卫东，副校级干部周作宇，贵州省副省长陈鸣

究决定，任命：杨晓峰为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大学

明，贵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富杰、教育厅副厅

科技园建设管理中心主任（正处级）；杨红英为

长王碧海、人社厅副厅长顾先林等出席仪式。

人事处副处长兼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正处级）；

同日，《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

杨阳为教育学部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副处级）；

发布会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

黄欣为教育学部教学办公室主任（副处级）；刘

研讨会在英东学术会堂举行。党委书记刘川生，

立为教育学部学生办公室主任（副处级）；刘洋

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处、出版集团、经济与工

为教育学部学科办公室主任（副处级）；武海涛

商管理学院负责同志等出席研讨会。

为教育学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副处级）；石兴娣

24 日，我校与福州市人民政府举行全面合

为教育学部人事办公室主任（副处级）。免去：

作签约仪式。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

金雅玲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管理

党委副书记田辉、刘利，副校长曹卫东，副校级

中心主任职务；张京彬教育学部党政综合办公室

干部周作宇，校长助理、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主任职务；陈强、石兴娣、武海涛教育学部党政

处长陈丽，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苏君阳教育学部学科建

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益民，福州市委常委、

设办公室主任职务；楚江亭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

组织部部长陈元邦，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徐启

公室主任职务；刘立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副

源，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吴贤德，福州市委常

主任职务；陈锁明教育学部培训学院院长职务。

委、教育工委书记黄忠勇，福清市委书记陈春光，

同日，经 2014 年 11 月 17 日党委常委会研

合作企业祥兴集团总裁薛行远等出席仪式。仪式

究决定，任命：王卓凯同志为历史学院分党委副

由曹卫东副校长主持。

书记。免去：唐利国同志历史学院分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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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共计

29 日，第六届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

1688 种。我校共有 30 种教材入选。

决赛落下帷幕。我校选手在本届比赛中位列第二

本月，教育部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名，时隔一年后再次获得北京市一等奖，同时也

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 34 号）》，核准发布

刷新了我校自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北京师范大学章程》

同日，2014 年全国大学生室内五人制女子

经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委员会评议，2014

足球锦标赛在秦皇岛落下帷幕，我校女足以七战

年 7 月 29 日教育部第 24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全胜战绩，蝉联全国冠军。

于 10 月 11 日正式核准、生效。

30 日，我校与芜湖市人民政府举行战略合

本月，在 Eduniversal 全球最佳商学院和全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副

球最佳商学类硕士项目 2014 年排名中，北京师

校长曹卫东，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稳居中国最佳商学

会主任高登榜，市委副书记、市长潘朝晖，市委

院第 11 位。

副书记雍成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谢胜权，芜

十二月

湖市挂职党委常委、副市长、我校副校长郝芳华
等出席仪式。

1 日，我校校长董奇与联合国副秘书长、联

本月，2014 年 APEC 财长会和 APEC 领导

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先生在京共同

人会议周相继在北京举行，来自我校外国语言文

签署了我校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谅解备忘

学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育学部等 21

录，双方将在可持续发展与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

个学部院系的共 114 名学生参与了会议志愿服

色经济议题方面加强更进一步的合作。

务工作，累计接待各国领导和嘉宾 390 人次，志

5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召

愿服务时长共计 6880 小时。

开了党委常委会。党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了国家宪

本月，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

法日座谈会精神，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通过了

二批）评审立项结果公布，我校申报工作再获佳

购买沙河安置房剩余房源有关事项，研究决定了

绩，获准立项重大项目 7 项，重点项目 2 项，基

物业费补助改革有关事项，讨论通过了《北京师

础理论类和跨学科类重大项目立项数连续两年

范大学重大业绩奖励方案》，讨论通过了安全工

位列全国第一。

作相关领导小组名单。

本月，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

同日，在国际志愿者日之际，全国教师志愿

奖典礼在上海举行。我校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服务联盟成立大会在我校举行。中国志愿服务联

教授张立强荣获本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津芳，教育部副部长刘利

创新奖一等奖。

民，我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党委副书记王炳林出

本月，2014 年度中国质量评价协会科技创

席会议。

新奖评审结果揭晓。由我校环境学院牛军峰教授

同日，我校资源学院潘耀忠教授主持的“国

领衔研发的“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光-酶催化深

家发改委 2012 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专项：基于

度处理技术”项目，获得 2014 年度中国质量评

自主卫星的快速调查综合服务平台”项目之“先

价协会科技创新成果优秀奖。

进农产量调查系统”（无人机项目）交接验收仪

本月，《教育部关于印发<第二批十二五普

式在新兴重工集团北京三兴汽车厂举行。国家统

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的通知》
（教高函【2014】8 号）公布了第二批“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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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副局长张为民，我校副校长陈光巨，国家统
计局山东、湖北、江苏调查总队总队长，新兴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彬,国家统计局相关部

了学校《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

门负责人及我校科学技术处有关人员出席验收

意见》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

仪式。

－2017 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讨论通过了民

同日，我校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联合陶西

主生活会有关文件，通报了平安校园验收工作。

平、王佐书、戴家干、魏久明、张道诚的信件《万

18 日，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

间小屋，万方福田——请克强总理关注青春期性

就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中共

健康教育，支持青爱工程》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玉章基金委

同志的批示，表示“要注意有针对性开展青少年

员会主任马凯为获奖者颁奖。我校资深教授顾明

健康教育，并与防艾工作合理结合。”

远先生荣获该奖。

9 日，学校召开业绩奖励综合改革推进会。

21 日，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北京

校长董奇主持会议。

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落下帷幕。北师大女子足球队

1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并获得代表中国参加

“史世奇书法作品展暨史世奇教育文化基金签

2015 年韩国仁川第 28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足球

约仪式”在京师美术馆举行。

比赛的资格。

12 日，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

22 日，由我校教育学部钟秉林教授承担的

究院，并聘任刘坚教授担任院长。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

同日，我校“平安校园”创建工作顺利通过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

首都高校“平安校园”创建工作检查验收工作组

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项目“高考改革试

的检查验收。

点方案跟踪与评估研究”在京师学堂举行课题开

14 日，第五届首都高校大学生记者基本功

题研讨会。

大赛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拉开帷幕，来自北

23 日下午，由我校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

学研究院研制的极地遥感无人机“极鹰一号”在

济贸易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

南极中山站地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极

28 所首都高校的大学生记者团参加比赛。最终，

地区实施无人机遥感测绘，标志着我校承担的国

我校记者团力压群雄，摘得桂冠。

家十二五极地专项项目“南极地貌遥感”取得关

15 日，中国科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表彰第

键性进展。

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我校化学学院刘正平

25 日，全球变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主楼

教授和邹应全教授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召开建设工作汇报会议。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

荣誉称号。

董奇，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副校长郝芳华，以及

同日，经 2014 年 12 月 5 日党委常委会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校内外各协同单位的有关领导和

决定，任命：朱宗宏为天文系系主任；宋旭光为

专家出席了会议。

统计学院院长兼国民核算研究院院长；赵楠为统

26 日，经 2014 年 12 月 16 日党委常委会研

计学院副院长；吕光明为国民核算研究院副院长

究决定，任命：范文霞为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

（兼）。免去：张淑梅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

鲍传友为教育学部培训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育

赵楠国民核算研究院副院长（兼）职务。

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级）；弓建华

16 日，刘川生书记在主楼第一会议室主持

为图书馆副馆长。免去：郝芳华校友工作办公室

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党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了全国

主任（兼）职务；陈锁明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

留学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干部工作，讨论通过

心副主任、校长培训学院副院长职务；王琪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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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副馆长职务。

本月，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

本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

结果全部公布。北师大克服限项申报等因素影

心发布首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

响，最终各类项目共获批 148 项，获资助经费

（2014 年）》，我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13360.4 万元，平均项目经费 90 万元。自然科学

会科学版）》获评“权威期刊”。

基金项均资助金额位列全国高校第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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