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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9日袁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际部获悉袁我校获得 2022年世界大学生五人
制足球锦标赛承办权袁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赛事遥 届时将有 32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
学生五人制足球代表队袁近 800名运动员尧教练员尧裁判员集聚程园袁进行为期 7天的比
赛遥 今年年初袁我校开始筹备申办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袁经过精心准备袁11月
初由校领导率队前往厦门进行申办陈述遥最终袁我校凭借良好的申办条件打动了世界大
学生体育联合会代表袁被选为 2022年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承办单位遥

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

学校领导班子召开 2019 年度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2019年 12月 10日
总第 909期
本期 4版

邬贺铨院士详解 5G给国民经济发展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二版

王文涛副教授论文入选 ESI 全球

TOP 1%高被引论文 三版

2019年我们收获的那些全国大奖

四版

12月 9日袁按照中央部署和市
委要求袁学校党委召开 2019年度领
导班子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
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遥 领导班子成
员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袁按照野六
对照冶的要求袁盘点收获尧检视问题尧
深刻剖析袁 推动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牢固树立野四个意识冶尧不断坚定野四
个自信冶尧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推
动领导班子更好地履职尽责尧 团结
奋进袁 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
向深入遥 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
长凌刚等出席会议袁 会议由校党委
书记李江主持遥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专题民主

生活会袁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
线袁聚焦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袁专题研究制定民主生活会工作
方案遥 从深入开展学习尧广泛听取
意见尧深入谈心谈话尧梳理检视问
题等方面袁扎实做好各项会前准备
工作遥 会前袁班子成员通过集中学
习研讨尧个人自学等方式袁认真学
习了叶纲要曳叶选编曳尧党章党规尧党
史新中国史袁跟进学习了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的重要讲话精神等袁进一步深化
认识尧统一思想曰通过设立意见箱尧
开通主题教育专题网站意见箱尧个
别访谈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袁
李江书记等校领导还召开了各二
级单位党组织书记尧 党支部书记尧
高层次人才代表尧 师生党员代表尧
党代会代表等不同对象的座谈会袁
进一步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曰党委班
子成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谈心谈
话袁校领导班子相互之间尧校领导
与分管单位负责同志尧与本人组织

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深入开
展谈心谈话 108场次袁并在此基础
上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袁为开好
民主生活会作了充分准备遥

李江书记代表班子作了对照检
查袁对表对标野六对照尧一结合冶的要
求袁 主要查找了五个方面存在的差
距和问题袁从思想尧政治尧作风尧能力
和廉政方面深刻剖析了产生问题的
原因袁并从野以政治建设为统领袁提
高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冶野加强理论
武装袁 不断提高科学谋划的水平冶
野强化宗旨意识袁密切同广大师生的
血肉联系冶野坚持改革创新袁 推动学
校转型发展冶野压实各级责任袁 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有效延伸冶等
方面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改进

措施遥整改措施明确了责任人尧责任
单位及整改期限遥

大家在发言中开展了积极健康
的思想斗争袁形成了统一思想尧凝聚
共识尧团结奋斗的好气氛好效果遥领
导班子成员在自我批评过程中袁深
刻查摆检视出的问题袁 既找理论短
板尧工作弱项袁又找思想差距尧作风
不足袁剖析问题根源透彻袁整改措施
明确具体曰在相互批评过程中袁领导
班子成员出于公心尧敢于直言袁坚决
克服不想批评尧不敢批评的倾向袁体
现了野真点问题尧点真问题冶袁达到红
脸出汗尧排毒治病的效果袁从具体事
情尧具体问题入手袁从政治上尧思想
上尧作风上提意见袁落细落小袁以小
见大袁 为全面推进明年学校各项工

作打下良好基础袁取得了预期效果遥
市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长

凌刚对学校主题教育表示肯定袁指
出院学校领导班子按照主题教育总
要求袁坚持把学习教育尧调查研究尧
检视问题尧 整改落实贯穿始终曰学
校结合专业特色袁 扎根地方和行
业袁 聚焦国家和上海发展战略袁勇
担使命积极作为袁充分彰显了学校
党委的号召力尧 凝聚力和影响力袁
主题教育实效突出袁 达到预期目
标遥 凌刚对本次学校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进行点评袁认为会议紧扣主
题主线袁把自己摆进去尧把职责摆
进去尧把工作摆进去袁开出了责任尧
开出了压力袁 并收到了相互教育尧
相互启发尧相互警醒的效果袁形成

了野团结要批评要团结冶的良好氛
围遥 凌钢对学校下一步工作提出了
相关要求院一要持续深化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切实把民主生活会产生的思
想教育成果袁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动
力曰二要把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
作为终身课题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守初心袁担使命曰三要以自我革
命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袁打造政
治上信得过尧工作上过得硬尧关键
时候靠得住的战斗集体曰四要加强
主题教育的制度探索袁把主题教育
中形成的有效做法上升为长效机
制曰五要扎实抓好整改落实特别是
专项整治工作袁以整改成效激励广
大师生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袁推动
学校发展迈上新台阶袁真正使主题
教育成为群众满意的工程遥

最后袁 李江书记代表班子进行
了表态院一要抓好思想引领袁强化理
论武装袁推动主题教育常态化袁把本
次主题教育期间形成的好做法固化
下来袁形成长效机制遥二要进一步提
高站位袁 站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高度
来谋划学校发展袁 精准服务国家和
上海战略袁尤其是 G60科创走廊和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遥 三要把目标导
向尧问题导向相结合袁围绕学校奋斗
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袁 推动学
校快速转型发展遥 四要严守政治纪
律尧政治规矩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
市委决策部署袁 认真做好整改落实
野后半篇冶文章袁突出主题教育实效
性遥五要坚持人民观点袁坚持群众路
线袁 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解难题的能
力袁坚持发展为了广大师生袁发展成
果由广大师生共享遥

渊王成涛 陈文琼冤

12 月 6 日袁 共青团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松江
校区图文信息中心第二报告厅举
行遥 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共青团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第七届委员会工
作报告袁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委员
会委员遥

下午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袁共青

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第八次代表大
会正式开幕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同志代表校党
委向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第八
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袁充分肯定了自共青团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团
委取得的各项成绩袁

12月 6日上午袁学校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袁校党委副书记尧副
校长朱晓青袁副校长姚秀平袁校党委
常委尧 组织部部长朱洪春以及领导
小组全体成员出席会议袁 相关职能
部门人员列席遥 会议由副校长姚秀
平主持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就学校人才工
作进展情况作重要讲话遥 他指出袁在
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袁 人才工作
取得一些重大突破袁

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学校召开 2019年第四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今年七位国家级人才落户工程大

人才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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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贺铨院士详解
5G 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2月 6日下午袁中国工程院
院士尧 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
专家邬贺铨应邀来校做客 野名家
论坛冶袁作了题为叶5G赋能工业互
联 创新驱动数字经济曳 的讲座遥
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尧我
校校长特别顾问尧 终身教授朱高
峰院士袁 各院系和部门的 300余
名师生到场聆听袁 讲座还吸引了
来自东华大学尧上海外国语大学尧
华东政法大学和复旦视觉艺术学
院等兄弟院校的师生旁听遥 讲座
由副校长姚秀平主持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在讲座开始
前与邬贺铨院士进行了亲切的交
流遥 李江书记对邬院士的莅临指
导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袁 并期盼邬院士能为学校学科
建设多提宝贵意见遥

讲座中袁 邬贺铨院士从信息
化新时代技术基础尧5G无线与网
络技术创新尧5G推动数字产业化
发展尧5G赋能工业互联网应用和
数字产业生态机遇挑战五个方
面袁 详细解读了 5G技术给国民
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遥 邬
院士在讲座中运用详实的数据尧
生动的案例袁将 5G尧人工智能尧大
数据尧移动互联网尧物联网尧区块
链尧云计算尧产业革命等热点概念
及其内在逻辑娓娓道来袁 丰富新
颖的内容和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

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遥
作为我国电子信息领域的权威

专家袁 邬院士的讲座不仅让师生对
5G这一热点的现状和应用有了全
面深刻的了解袁 同时让广大师生聆
听到了来自工程技术界尧 电子信息
领域真正的权威声音遥讲座结束后袁
师生就当前 5G技术的运用和相关
的国际形势等问题与邬院士进行了
交流遥

邬贺铨院士曾任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尧 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遥 现任京津冀协同发展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袁 国家信
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袁国
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袁 国家
野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冶重
大专项总师袁CNGI专家委主任袁
国家野互联网+冶行动专家咨询委
员会主任袁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袁IEEE高
级会员遥 先后从事光纤传输系统
和宽带网研发尧 中国下一代互联
网渊CNGI冤和 3G尧4G尧5G 等项目
的技术管理及工程科技咨询项目
研究遥 渊王秀秀冤

名家论坛

12月 6日至 7日袁由上海申通
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尧 上海
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
我校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共同主办的
第四届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关键技术高峰论坛暨城市轨道交通
学院野十四五冶规划咨询会在我校召
开袁全国 20余家地铁集团和运营单
位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副校长姚秀平代表学校致欢迎
辞袁 他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宗旨
和定位袁 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办学的历程遥 回顾了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在人才培
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
的显著成果袁 并将其归功于坚持产
学合作谋求自身发展的办学理念遥
他表示袁 学校愿同企业方共同抓住
国家建设野交通强国冶时代机遇袁不
断增强培养轨道交通专业人才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袁 努力为上海乃至全
国轨道交通事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
工程应用型专业人才遥

主题报告阶段袁 学院全体教师

与研究生代表共同聆听了来自上海
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Bertrand LAUDE 作的 叶基于
凯奥雷斯有轨电车的运营经验分享
与前景展望曳报告袁上海申通地铁集
团信息中心主任金涛作的叶从 IT治
理到智慧地铁曳报告袁王安斌教授作
的 叶轮轨及弓网异常损伤和磨损控
制新技术曳的报告遥

在学院野十四五冶规划咨询会
上袁学院党委书记柴晓冬希望通过
此次论坛袁 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袁
共同推进上海乃至全国轨道交通
事业的发展遥 学院党委副书记尧院
长刘志钢汇报了学院 野十三五冶期
间取得的成果袁并介绍了野十四五冶
规划的纲要遥 与会嘉宾充分肯定了
野十三五冶 期间学院改革发展取得
的可喜成绩袁也分别就专业人才培
养尧学科发展方向尧校企合作机制尧
服务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袁为学院野十四五冶规
划指明了方向遥

渊闫冰冤

为更好地推动电子电气工程学
院叶工程导论曳课的实施袁12月 3日
上午袁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方志
军教授在教学楼 B510为本科生呈
现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叶工程导论曳案
例教学课遥校长特别顾问尧中国工程
院朱高峰院士全程指导了授课袁工
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尧 城市轨道交
通学院和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部分
教师代表观摩了本次授课遥
方志军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

成果和工程项目经验袁首先介绍了
本次案例教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
目的袁并强调了工程案例对于工程
导论理论理解的重要性遥 然后以
野基于无人机的飞机表面缺陷智能
检测系统冶项目为案例袁分析了此
项目的应用背景和意义袁指出传统
的定点摄像头检测方式存在固有
缺陷袁不能实现大型飞机全部蒙皮
表面的检测袁所以引入基于运动平
台的检测方式势在必行遥 与此同
时袁考虑飞行安全的重要性袁大飞

机检测系统需要利用多传感器获
取蒙皮表面结构的多维信息袁信息
量的增加对信息传输速度和可靠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所以袁结合
当前通信领域的 5G技术袁 实现检
测信息的及时可靠传输成为非常
有效的技术实现手段遥 此外袁方教
授还解释了该检测系统的智能性袁
体现在该检测系统可以智能处理
和分析检测到的庞大信息袁通过不

同表面之间的对照分析以及与典
型缺陷模型之间的对比分析袁智能
判断出大飞机存在的潜在缺陷和
故障遥
课后袁朱高峰院士提出了叶工程

导论曳案例教学的基本要求袁明确了
授课思路和改进方向袁 一是要明确
案例讲授目标袁 即通过完整案例的
讲解袁 将工程导论课中的理论部分
渗透到案例讲解过程袁 最终达到让
学生理解野如何运用技术解决问题冶
的目标曰二是要突出案例讲授内容袁
以案例为载体袁为学生呈现野工程任
务要要要工程思路要要要工程过程要要要
工程条件与保障要要要工程结果冶的
完整思路袁 让学生真切了解工程实
践袁把握工程内容及规律袁了解工程
师在工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遥

本次授课是继校长特别顾问尧
中国工程院朱高峰院士为本科生
讲授叶工程导论曳课程后袁由电子电
气工程学院院长带头探索的新型
教学模式遥 课程的内容立足于学校
培养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人
才的目标袁理论联系工程袁学术反
哺教学袁教学效果受到了听课师生
的一致好评遥 渊通雁辉冤

第四届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关键技术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方志军教授
讲解叶工程导论曳案例教学课 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对上一届团委班子
和全校广大团员青年卓有成效的工
作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李江书记代表
学校党委向广大团员青年和全校共
青团组织提出了四点希望院第一袁信
念铸魂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加强青年政治引领曰
第二袁勇于创新袁发挥团组织的群众
性特点袁把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尧服务
青年实际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曰第三袁敢于担当袁以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务实精神动员青年立业
建功曰第四袁凝心聚力袁以改革再出
发的勇气担当开创共青团工作的崭
新格局遥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副书记戴
冰同志在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的同
时袁 希望工程大共青团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曰 围绕中
心工作袁 切实引领青年在服务大局
工作中成长成才曰要坚持自我革命袁
以从严治团的实效推进共青团改革
创新遥

校党委副书记史健勇同志代表
学校致欢迎辞遥向重视尧关心和支持
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们致以敬意与感
谢袁 向全校青年团员和青年师生致

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袁 并预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遥 上海交通大
学团委书记钱文韬同志和校工会常
务副主席柳如荣同志分别代表兄弟
高校团委和群众团体向大会致贺
词遥 董旖旎同志代表共青团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第七届委员会作了题为
叶不忘初心跟党走奋勇建功新时代
为建设国内一流的高水平现代化工
程应用型特色大学贡献青春力量曳
的工作报告遥

随后袁 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图文信息中心第三报告厅举行袁校
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朱晓青袁党委常
委尧 组织部长朱洪春以及新当选的
校第八届团委委员出席会议遥 会议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尧书记尧副书记院石海雄尧吉祥尧汤
玉婷尧杨坤尧张鹏尧陈翼然尧胡莹莹尧
徐靓雯尧董旖旎渊按姓氏笔画为序冤9
位同志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委员会常务委员袁 董旖旎同志
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
员会书记袁陈翼然尧石海雄尧徐靓雯尧
杨坤渊挂职冤尧汤玉婷渊兼职冤五位同
志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委员会副书记遥 渊陈翼然冤

纵向来看进步明显袁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遥
李江书记强调袁 学校当前正处于从
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的关
键时期袁 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袁全面系统梳理教学尧学科尧科研尧
人事尧资产尧财务等各条线的政策制
度袁不断推动学校转型发展遥他就下
一阶段如何更好地推进学校人才工
作提出了四点要求院 一是要着眼大
局袁坚定不移袁继续深入实施人才强

校战略曰 二是要落实落细袁 跨前一
步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服务曰三
是要加强管理袁激发动力袁发挥高层
次人才的价值曰四是要引培并举袁双
管齐下袁做好现有人才的培育工作遥

校党委副书记尧 副校长朱晓青
就进一步完善学校人才工作制度建
设和工作流程等方面提出工作建

议遥 副校长姚秀平就学校人才工作
相关文件制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
意见袁 并对文件制定工作进行详细
地分类指导遥

人事处处长尧 人才办主任刘福
窑就学校近期人才工作和相关文件
制度拟定情况进行了总体汇报遥 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有关事项进

行了充分讨论和交流袁并对 2019年
学校人才工作奖励方案进行了评审
投票遥

在学校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
下袁在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袁我校
2019 年全职引进国家级人才人数
已达 7位袁 人才集聚效应正在不断
显现遥 学校也将继续深入实施好人
才强校战略袁 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袁 积极推动学校更好更快地发
展遥 渊栾东庆冤

渊上接第 1版冤

今年七位国家级人才落户工程大渊上接第 1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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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我校数理与统计学院王
文涛副教授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应用
数学领域 SCI 一区期刊 叶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曳发表的学术论
文野Stochastic Nicholson爷s blowflies
delayed differential equations冶袁 入
选新一期的 ESI 渊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冤高被引论文袁期刊最新影
响因子为 3.487遥这是我校数理与统
计学院首篇 ESI高被引论文袁 表明
了我校数学学科科研成果和水平的
不断提升遥

ESI 高被引论文是指在 SCIE尧

SSCI近十年发表的论文渊仅限 Arti鄄
cle和 Review冤中袁按照同一出版年尧
同一 ESI学科论文的被引次数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袁排在前 1%的论文遥
王文涛副教授的论文 野Stochastic
Nicholson爷s blowflies delayed dif鄄
ferential equations冶 于 2019年 1月
出版袁 根据对应领域和出版年中的
高引用阈值袁 该论文被引用次数位
于其学术领域最优秀的前 1%遥

Nicholson 飞蝇模型是由 Gur鄄
ney尧Blythe 等数学家于 1980 年在
国际著名期刊叶Nature曳上提出用于

模拟和描述澳大利亚绿头苍蝇繁殖
数量的变化袁 并吸引了大量学者研
究其动力学行为规律遥 该论文针对
白噪声对死亡率的随机干扰袁 提出
了一种新的随机时滞微分模型袁有
效克服了确定型模型的局限性袁利
用伊藤公式等随机分析方法袁 研究
了该模型全局正解的存在唯一性袁
并估计解的平均有界性袁 二阶矩和
Lyapunov指数袁最后给出了一个实
例以及对应的数值模拟验证了理论
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遥

渊数理冤

氢气作为一种清洁的能源载
体袁 是未来有潜力的替代燃料袁但
短期内要实现以氢气作为主要能
源仍有很大难度袁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水分解反应效率低尧 成本
高 遥 水分解反应可以分为析氢
渊HER冤和析氧渊OER冤两个半反应袁
其中袁析氧反应因为涉及到四个电
子袁其动力学非常缓慢袁限制了整
个反应的速率袁 因此开发高效尧低
成本的 OER催化剂是电解水领域
最核心的课题之一遥

我校材料工程学院李文尧副教
授指导 2017级研究生江海顺袁通过
在氩气条件下的湿法等离子处理射
流处理方式袁获取具有更薄微孔缺
陷的 CoMoO4纳米片袁 简单高效地

提高 CoMoO4 纳米片的 OER 电催
化性能遥

相关工作以 野Humid atmo鄄
spheric pressure plasma jets ex鄄
posed micro -defects on CoMoO4
nanosheets with enhanced OER
performance冶 为题发表在化学领域
的知名刊物叶Chemical Communica鄄
tions曳上袁并入选为该杂志的封面文
章渊Front Cover冤袁该杂志属于中科
院期刊分区一区袁2019年影响因子
为 6.164遥该项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渊51602193冤尧上海市野晨光计
划冶渊16CG63冤尧 中央高校基础研究
基金渊WD1817002冤和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人才计划资助遥

渊材料冤

管理学院田雪莹副教授一直在
社会企业尧 企业慈善等领域开展研
究袁近期在 A&HCI数据库国际期刊
叶CONVIVIUM曳 上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 野Spatial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So鄄
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Based on
Knowledge Map CiteSpace冶袁并被检
索遥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袁近二十年
来袁学术界对社会企业的关注度持续
上升袁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开展
了研究袁但运用可视化软件对该主题
进行系统梳理的还是少数遥 该文以
2002要2018年中国知网 CNKI核心
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收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袁运用 CiteS鄄
pace5.3 R3计量分析软件袁通过解读
社会企业文献的时空分布图谱和研
究内容图谱袁归纳社会企业的研究热

点尧研究前沿和演进趋势袁借以廓清
国内外社会企业的研究脉络袁展望未
来的演进方向遥

基于对国内外社会企业研究知
识图谱的梳理袁 田雪莹得出主要结
论院一是 2002要2018年袁国内外社
会企业研究的文献数量均呈上升趋
势袁但与创新创业相比袁理论研究基
础薄弱袁成果数量少尧质量低袁因此袁
研究深度和广度均有待加强曰 二是
从机构分布来看袁 国外研究社会企
业的核心机构数量多于国内袁 但发
文量和国内相比差别不大曰 三是国
内合作研究网络极少袁 且合作的紧
密程度较低袁 大部分研究机构在该
领域孤军奋战曰 四是就研究热点而
言袁 国外社会企业研究主题较多且
较为集中袁2002要要要2010年间社会
企业研究处于萌芽阶段并未形成研

究热点袁2010年之后社会企业研究
成果数量急剧增长袁 研究热点开始
集聚在社会企业尧社会创业尧绩效尧
组织等方面袁 对这些热点的拓展性
探索进一步蔓延到社会企业的影
响尧创新尧政策等方面曰五是国内研
究内容主要聚焦于社会企业尧 非营
利组织尧 第三部门和企业几种组织
间的界定尧区隔和关联袁在此基础上
少量涉及了创新尧养老服务尧包容性
发展尧政府尧制度等袁研究热点极少
且主题分散曰 六是研究前沿主要体
现在社会企业的前沿探索尧 社会企
业投资基金尧概念框架尧前因后果尧
可持续创业尧转变社会回报等方面遥

该研究成果受到教育部人文社
科规划基金渊No. 19YJAZH082冤尧上
海市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基金渊No.
19692109600冤的支持遥 渊管理冤

我校一流学科精密焊接和高能
束制造学科团队教师秦优琼指导
2017级研究生何西袁在国际著名期
刊 叶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曳发表了关于超高强钢高
效激光焊的研究论文遥
汽车轻量化是能源紧缺大环

境下节能减排的必然趋势袁 一些
高强钢尧 超高强钢越来越受到汽
车制造商的青睐 遥 为了防腐需

要袁 企业一般会在钢板表面进行
涂敷处理遥 因此袁 镀铝硅涂层的
热成形超高强硼钢成为了佼佼
者遥 然而袁由于铝硅层的存在袁导
致接头很容易产生脆断袁 强度较
低遥 该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镀层
对高效激光焊接时接头组织及性
能的影响规律袁 并通过合理的控
制袁获得了可靠性较好的接头袁为
超高强钢的连接提供一定的理论

及实践经验遥
该研究成果以野Effect of weld鄄

ing parameters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aser
welded Al -Si coated 22MnB5 hot
stamping steel冶 为题发表在焊接领
域权威期刊 叶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曳袁 属中科院
期刊分区二区袁影响因子 4.175遥

渊材料冤

近期袁 我校管理学院汪明艳副
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科研团队开展了关于不实信息引发
的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论反转与治
理的研究袁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
与管理科学期刊叶中国软科学曳中遥

网络舆论反转是舆论现象在网
络空间里的延续和发酵袁是民意或
舆论在网络空间中寻求与建立的新
式行动路径遥 这种反转会导致公民
情绪变化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遥 社会热点事件的舆论反转
虽引起学界关注袁但还未对社会热
点事件的舆论致因进行系统性分
析遥尤其是在舆论反转演变过程中袁
媒体尧 政府
干预尧 反转
信息介入时
间尧 事件敏
感度尧 信息
传播速率和
可信度等演
变机制还未
展开深入探
究遥 文中将
传统 SIR模
型改进为六
种状态变化
规则袁 并在
不同的状态
上 加 入 观
点袁 并且按
照现实世界

中网络舆论信息扩散特点界定了
各状态之间的转移过程和转移概
率袁 构建了基于 BA无标度网络的
网络舆论反转演变模型遥 该研究深
化了网络舆论反转的演变机理袁也
为政府舆论治理的策略提供了决
策参考遥

该研究成果以野不实信息引发
的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论反转演变
仿真及治理研究冶为题发表在 CSS鄄
CI期刊叶中国软科学曳袁同时袁该研
究成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野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论反转的演
变机理与治理研究冶渊17BGL159冤的
资助遥 渊管理冤

王文涛副教授论文入选 ESI 全球 TOP 1%高被引论文

田雪莹副教授在 A&HCI源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秦优琼老师指导研究生
在汽车用超高强钢连接领域取得最新研究成果

李文尧副教授指导研究生在国际知名期刊
叶Chemical Communications曳发表封面论文

汪明艳副教授在网络舆论反转演变
及治理研究领域取得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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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们收获的那些全国大奖
总分全国第七院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在野华为杯冶第十六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袁我校
共有 308支队伍参赛袁 共获全国一等奖 3项尧 全国二等奖 39
项尧全国三等奖 83项袁总成绩名列全国第 7名遥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是一项面向在校研究生进行数

学建模应用研究的学术竞赛活动袁 题目主要来自于工程实践
和科学前沿袁极具挑战性和实用性袁获奖级别和数量也成为衡
量参赛单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遥 本届比
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队伍 188支尧二等奖队伍 1903支尧三等
奖队伍 2823支遥 渊张莉萍冤

总分上海第二院
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在野交通银行杯冶第六届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
设计大赛中袁我校有 2支队伍晋级决赛袁经过现场答辩和作
品路演 袁航空运输学院 渊飞行学院 冤党淑雯老师指导的
野ACCOMPANY冶队获得全国一等奖袁并以优异的成绩参加了路
演答辩曰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刘翔老师指导的野SUPER1413冶队
获得全国三等奖曰我校以总分 370分位居全国第 13位尧上海
第 2位袁同时荣获优秀组织奖遥
大赛以野创意启迪智慧尧创新驱动发展冶为理念袁围绕智慧

城市主题袁旨在激发研究生创新意识尧提高实践能力袁为国家尧
社会和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遥 渊研究生冤

一等奖院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袁 我校参
赛队不负众望袁取得两项全国一等奖的优异成绩遥
由张春燕尧 卢晨晖老师指导袁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蔡廷

勇尧曹珈培尧温鑫豪三位同学组成的代表队袁获野双 8冶组全国
一等奖曰由赵春锋尧史晓帆老师指导袁机械与汽车学院的赵效
乾尧任艺轩同学和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张犇尧程森同学组成的
代表队袁获得智能物流机器人组全国一等奖遥 此项赛事对深
化实验教学改革袁提升大学生工程创新意识尧实践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袁促进本科教育水平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袁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遥 渊张春燕 赵春峰冤

一等奖院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总决赛

在第十四届野兆易创新杯冶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
总决赛中袁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张伟伟老师指导的 野电子蛙
眼要要要基于路侧边缘计算的车路协同感知基站冶 荣获全国一
等奖袁并获得新思科技人工智能专项奖袁同时张伟伟老师荣获
全国总决赛技术类竞赛优秀指导教师遥

此外袁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高飞老师指导的野基于窄带物联
网应用架构的智能烤箱系统设计冶荣获全国二等奖曰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院严晓老师指导的 野具有动力电池诊断功能的直流
快速充电系统冶和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吴明晖老师指导的野一
种无火药烟花机智能控制系统设计冶荣获全国三等奖袁再创我
校在该项赛事获奖等级和数量新高袁 我校还首次获得全国优
秀组织奖遥 渊研究生冤

一等奖院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野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
造冶项目比赛中袁高职学院茹秋生尧严龙伟两位教师指导袁卜一
凡尧蔡君毅尧周杰三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伍勇夺团体一等奖遥

此次袁共有来自全国的 52个参赛代表队参加高职组野数
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冶项目大赛遥 参赛选手要在 5个小时内
完成多个技术内容袁不仅考验选手的技能与体力袁更考验了参
赛选手的抗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遥 高职学院代表队不断克
服困难袁最终获得该赛项团体一等奖遥 渊李茹冤

二等奖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在 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渊TI杯冤中袁由高职学
院张静尧孙巍担任指导教师袁曹振尧邵佳凯和吕帅三位同学组
成的参赛团队勇夺高职高专组全国二等奖遥

本次竞赛在全国 29个赛区同时进行袁高职学院代表队以
上海赛区高职高专组唯一的第一名成绩进入全国复测袁 最终
获得全国二等奖遥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是教育部倡导的
大学生学科 A类竞赛之一袁是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袁
目的在于推动高等学校信息与电子类学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
容的改革遥 渊邵佳凯 曹振冤

二等奖院
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在野杰瑞杯冶第六届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总
决赛中袁 经过角逐袁 我校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杭鲁滨老师指

导袁研究生陈君荣尧刘子玉尧陆文超尧王明远和白乐乐设计的参
赛作品野法兰螺栓在线检测装置冶荣获全国二等奖遥

此次大赛以新能源装备为主袁涵盖了海洋能源开发尧绿色
高效油气尧风能尧太阳能等多种类能源装备的创新设计袁吸引
了国内外 151所高校的 1075支团队报名参赛袁最后 121所高
校的 292件作品进入决赛遥 本次大赛是 2019年中国研究生创
新实践系列大赛 11项主题赛事之一袁大赛以提升研究生创新
实践能力为核心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袁打造了研究生创新
交流实践平台和政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平台遥 渊张莉萍冤

二等奖院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在第十四届野恩智浦冶杯智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中袁我
校工程实训中心信标队经过多轮角逐袁最终获得全国二等奖遥

本届比赛共分为 9个组别袁 来自全国 185所高校的 391
支代表队 1700余名师生参加比赛遥 经过老师和队员们近十个
月的充分准备袁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灵活应对突发状况袁及时
调整智能车模硬件故障和软件程序袁发挥出最佳状态袁最终获
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佳绩遥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是面向全
国大学生的工程实践类竞赛袁 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型
赛事遥 渊杨光冤

三等奖院
中国研究生创野芯冶大赛

在野华为杯冶第二届中国研究生创野芯冶大赛中袁我校电子
电气工程学院金婕老师指导的野SUES冶队经过笔试尧机考等各
个环节比赛袁最后获得全国三等奖遥

中国研究生创野芯冶大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尧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主办袁作为中国研究生创
新实践系列大赛主题赛事之一袁 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开设微
电子专业的研究生培养高校及科研院所袁 并吸引了港澳台地
区代表队的关注袁在促进青年创新人才成长尧遴选优秀人才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渊金婕冤

三等奖院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在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中袁 我校化工学院尧 材料学院和航空学院的三个研究生项目
野烟气自击回旋湿式 LNG加热气化装置冶尧野相变储能智能控温
系统冶尧野高性能分子筛膜的绿色合成及在清洁能源生产中的
应用冶获全国三等奖遥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充分体现了
野节能减排尧绿色能源冶的主题袁是一项具有导向性尧示范性和
群众性的全国大学生竞赛遥 渊杨光冤



2019下半年
新教师校本研修
教学能力培训启动

12月 2日上午袁由教
务处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组织的野2019下半年新教
师校本研修教学能力培
训冶举行了开班仪式遥
本学期野校本研修要

教学能力培训冶涵盖了教
学过程的教学质量管理
制度尧 教学大纲撰写尧教
学研究尧 现代教学技术尧
教学建设尧实践教学及大
学生创新带教等的培训袁
通过此次培训将为年轻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袁更好
地站好讲台上好课奠定
基础遥 渊张益嘉冤

我校教师参加
新时代高校数学

教学改革与创新研讨会
12 月 1 日袁 我校数

理与统计学院院长殷志
祥教授袁作为全国首家获
批数学类应用新理科专
业 野数据计算及应用冶代
表袁 应邀参加 2019新时
代高校数学教学改革与
创新研讨会遥

会上袁殷志祥教授做
了题为叶数学类应用理科
新专业 野数据计算及应
用冶 建设探索与实践曳的
报告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
学院新专业建设现状袁以
及当前遇到的一些问题
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袁引起
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遥

渊吴隋超冤
管理学院与后勤
召开野协同育人冶
科研选题见面会
12 月 4 日袁 管理学

院与后勤实业发展中心
举行野协同育人冶科研选
题见面会遥

座谈会上袁后勤实业
发展中心主任王佳杰高
度评价了往年管理学院
毕业设计袁对学校后勤发
展作出的贡献袁表示今后
将进一步探索和深化与
管理学院的协同育人机
制袁并以此为契机袁提升
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袁以及
他们在后勤服务水平提
升过程中的参与感遥

渊郑琪冤
野材料说冶教授讲堂开讲
为促进学生对专业

和行业发展的了解袁同时
提升学生科研素养 袁12
月 4 日下午材料工程学
院院长周细应教授为学
生作了题为野材料与汽车
的发展冶的讲座遥

教授讲堂系列活动
是材料工程学院科研育
人的重要举措遥 近年来袁
学院重视科研育人功效袁
在推进野三全育人冶工作
中袁着重培养学生科创能
力遥 渊刘晓明冤
我校教师参加 2019年
上海市外文学会年会

12 月 1 日袁 外国语
学院王刚院长带队赴同
济大学参加 野2019 年上
海市外文学会年会暨新
文科外语人才培养院长
论坛冶遥

在院长论坛中袁王刚
院长应邀发言袁题目为坚
持叶五位一体袁共建外语
学术共同体曳袁 他从新文
科背景出发袁结合学校发
展情况袁明确野教学立院尧
学术兴院尧 人才强院尧和
谐荣院冶与野精语言尧通专
业尧懂文化尧擅应用冶的办
学理念与指导方针袁他提
出的新文科背景下外语
人才培养的思路与方法袁
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
充分肯定遥 渊赵文冤

管理学院举办
国家级项目
申报辅导讲座

12月 4日袁上海大学
镇璐教授应管理学院邀
请来校袁就国家级项目的
申报为老师们做了辅导
报告遥

镇璐教授结合自己
的经验体会袁 总结概括
了国家级项目申报的注
意事项袁 特别从评审专
家的角度袁 分析了专家
在评阅过程中的偏好和
侧重点遥 会后袁他就老师
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的解答遥

渊陈克东冤
韩国海洋大学
机械学院院长一行

来校访问
12月 6日上午袁韩国

海洋大学机械学院院长
Park Kwonha一行访问我
校材料工程学院遥

材料工程学院周细
应院长对 Park Kwonha院
长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
欢迎袁双方就项目合作进
行了深度交流袁并签署了
国际合作项目备忘录遥 韩
方客人还与即将赴韩交
流的学生举行了见面会袁
同学们与韩方教授围绕
课程尧科研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遥

渊翟建广冤
学校将搭建大数据平台

12月 4日下午袁为做
好数据采集信息化建设
规划袁 搭建大数据平台袁
推进状态数据信息采集
互联互通袁教学质量管理
办公室与信息化办公室
进行对接遥

通过讨论袁双方期望
通过学校基础数据平台
的搭建袁能够高效准确地
提取相关数据袁更好地完
成全校状态数据采集工
作遥 同时袁双方也对教学
督导所反馈的教室内信
息精准匹配等问题进行
了沟通遥

渊张益嘉冤
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
科普知识竞赛决赛

顺利举行
近日袁2019年 野工程

大冶杯上海市纺织工程学
会科普知识竞赛决赛在
我校图文信息中心第三
报告厅举行遥

2019 年上海市纺织
工程学会知识竞赛紧扣
全国科技活动周野科技强
国窑科普惠民冶这一主题袁
在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
理事会的领导下袁在科普
部专家的协助下袁 举办
野工程大冶 杯 叶纺织与生
活曳知识竞赛遥 此项活动
的开展对宣传普及纺织
专业科普知识袁有着十分
积极的作用遥

渊沈智莉冤
纺织服装学院赴

天津工业大学开展调研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日袁 纺织服装学院教师
一行 9 人赴天津工业大
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进行调研和交流学习遥

本次调研交流一方
面使我校教师认识到了
学校纺织学科在人才培
养和学科建设上与一流
学科存在的差距袁另一方
面也使大家明确了我校
纺织学科下一步建设的
目标和努力的方向遥 调研
学习开阔了教师的眼界
和思路袁对于我校纺织学
科发展和研究生培养具
有重要意义遥

渊潘虹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