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财经学院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案汇总

序号 提案编号 代表团 提案人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附议人 提案题目/提案理由 提案内容 整改建议 提案人建议提案类别 提案人建议承办单位 处理意见

1

1 第一代表团 杨海涛 学校办公室 13342261226
朱锴

苏诗文

住校教职工合并公寓楼，发挥住校教职
工优势，为大财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修改为  关于调整学校教职工职寝室
的提案）
（1、22）

目前住校教职工寝室分布比较分散，难手集中服务和管理；同时，可
以利用住校教职工住校这一优势，发挥住校的优势力量。

一、合并教职工寝室公寓楼，集中服务和管理，完善
相关规定和办法；

二、发挥住校教职工住校优势，可以进行学生辅导、
谈心谈话、值班巡视、值班巡视、专业学习等，提高
住校教职工的大财归属感、幸福感、获得感和大财“

主人翁”意识。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办公室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22 第二代表团 张煦 会计学院 13941133757
么娆
张淼

关于改善在校居住教职工住宿条件的提
案

（修改为  关于调整学校教职工职寝室
的提案）
（1、22）

随着教师队伍扩大且年龄结构呈年轻化，对于要求在校住宿的老师也
逐年增多。目前，校方提供的住宿条件相对较好，但是因地位位置和
地势等原因，部分老师居住楼层较低（如负二层）或阳光照射不足，
地面常会出现反水情况，被褥和墙体易长霉，如果用空调制热和除湿
效果差且耗电量大，这种环境长期居住影响身体健康。为了留住人

才，助力学校发展，特此提案。

为此，建议：一是将居住楼层较低的教师特别是阴面
居住换为层楼相对高或阳面；二是增加教师每月的免

费电量额。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办公室
后勤集团

2 2 第一代表团 杨海涛 学校办公室 13342261226
朱锴

苏诗文

打造大连财经学院“凝聚人心”工程，
合力提高教职工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

感

没有幸福感、归属感的教职工，不可能培养出阳光向上的学生，“爱
校如家”意识很淡薄，也不会把教育教学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价
值，所以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大财的教育发展事业中去，学校发展缺

乏底层动力。

通过调研分析讨论，打造我校“凝聚人心”工程，从
学校底蕴、文化传承、思想引领、专业发展、培养培
训、关心关爱、生活保障等多方面，综合提高教职工

的大财“主人翁”意识。

A.学校发展方向
办公室

牵头负责，相关单位积极
配合

立案

3

3 第一代表团 韩颖 教务处 15141129986
张莹

刘宝洪

加强教学管理人员培训以及能力提升等
各项工作

（修改为 关于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综合素
质提升的提案）
（3、14、56）

加强为师生服务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教学管理工作质量。
加强为师生服务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教学管理工作

质量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党委教师工作部

合并立案
14 第二代表团 杜丹 会计学院 13387841900

王晓云
贺琼

关于提升教学管理人员及专业带头人能
力素质的提案

（修改为 关于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综合素
质提升的提案）
（3、14、56）

教学管理人员及各专业带头人普遍存在闭门造车，井底之蛙现象，缺
乏系统思考以及高格局、深思考能力，处事缺乏远见和前瞻性，是对

教学管理及专业建设的巨大障碍和掣肘。

学校提供学习、交流、考察的机会；鼓励专业带头人
针对专业建设外出调研、同类学校交流。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党委教师工作部

56 第八代表团 肖茹丹 创新创业学院 18640925216
王晓雪 
高佳葆 
范成博

加强二级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对外交流
和培训

（修改为 关于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综合素
质提升的提案）
（3、14、56）

教师是教学发展的根本，教学管理队伍则是教学发展和运行的重要保
障，两者相辅相成，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教学服务质量的重要因

素，提高二级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对外交流和培训机会，有利于我校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相对稳定的教学管理队伍。

由于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琐碎、工作性质复杂，
所以教学管理人员更愿意接触和学习更先进、更科学
的教学管理手段，汲取各优秀高校的教学管理经验，
所以建议提高各二级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的对外交流
与培训机会，加强基层教学管理人员的教学管理能力

。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党委教师工作部

4

4 第一代表团 刘宝洪 科研处 13940904885
宋国帅
杨咏

优化薪金结构
（修改为  关于优化学校教职工工资结

构的提案）
（4、41）

随着学校不断发展，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业务不断增多，为了调动学
校科研管理人员积极性，辅助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建议增加薪资

待遇，提高职工的幸福指数和学校归属感。

1.建议优化工资薪金结构，增加工龄工资。
2.建议提高绩效工资。

3.结合行政人员学历及职称，提高岗位工资。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人事处

合并立案

41 第六代表团 姜新 商学院 13889690866
高飞  
王悦

关于设立教师年资奖金制度的建议
（修改为  关于优化学校教职工工资结

构的提案）
（4、41）

为了鼓励基层教师长期投身我校教育事业，降低人才流失率，回馈学
校资深教工长期以来对学校的认同，建议按教师工龄，设立年资奖金

制度。

例如：连续在我校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员工，每年年底
给予600元的年资奖。满两年的员工，每年年底给予
1200元的年资奖。以此类推，二十五年封顶。年度内

无考核异常的，就全额发放。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人事处

5 5 第一代表团 苏诗文 招生就业处 15241809871
赵曼彤
朱锴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引领”

工程

引导学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

1.开设红色影院，每月一次红色电影公开放映
2.引进主旋律话剧等演出

3.重点培养宣讲类学生社团，开展多形式多种类宣讲
活动

D.学校学生管理方面
宣传部
团委

作为意见转达

6 6 第一代表团 张莹 信息中心 13942065878
韩颖

刘宝洪
为职工购买大连普惠保医疗险

建议学校为教职工每年购买大连普惠保医疗险为教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保证教职工的身体健康。

建议学校为教职工每年购买大连普惠保医疗险为教职
工解除后顾之忧保证教职工的身体健康。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工会 立案

7 7 第一代表团 杨咏 图书馆 13889451899
刘宝洪
杨海涛

提高学校工会活动的广泛参与度
目前校工会组织的很多活动如插花、制作糕点、球类比赛等，平均分
配到各部门参加的人数有限，有的同志积极想参与，因为人数限制而

无法参加。

增加工会活动的参加人数，或多组织参与面广的活
动，如摘樱桃、采草莓，徒步爬山等集体项目。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工会 作为意见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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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代表团 杨咏 图书馆 13889451899
刘宝洪
杨海涛

调整下班班车时间

当前下班班车发车时间16:40，出校门后正赶上开发区和入市方向的晚
高峰，到班车点后大部份教职工需要再换乘公交车回家，实际到家时
间都在19点前后，如果能早发车15分钟，避开开发区和市内的高峰，

可能会早到家近30分钟。

建议下班班车时间提前15 分钟，16：25 发车。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办公室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48 第七代表团 刘丹
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学院
0411-39265940

王可
李鹤
荆典

关于修改下午教学时段的提案
目前4：30的放学时间与开发区大多数企业相同，导致每日通勤时间增

加，建议调整课程的时间安排。

建议将下午课程全部提前半小时，也就是说第五至第
八课时从原来的1:00-4：30调整为12:30至4：00。
在保证教学时长的情况下缩短了因交通拥堵带来的通

勤时长，提高了效率。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办公室
教务处

9

9 第二代表团 边莹 会计学院 15040563633
纪海荣
范火盈

建议机房局域网覆盖学校寝室
（修改为  关于优化机房实训软件上机

操作的提案）
（9、52）

实训软件操作只能在学校机房进行操作，学生无法在自己寝室使用网
络随时进行演练和操作，学校的机房也没有足够的空余时间给予学生

们进行练习。

建议学校购买的软件网络操作不只局限于机房，使学
生们在寝室也可以随时进行操作。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教务处
信息中心

不予立案



9

52 第七代表团 张红梅 高职学院 13889563328
季万新
徐畅

建议课余时间开放机房
（修改为  关于优化机房实训软件上机

操作的提案）
（9、52）

金税实训、审计实训等软件课程练习和作业只能在学校机房完成。平
时机房不开放，学生无处完成作业和联系。

课余时间开放机房，可安排使用班级负责机房卫生、
电源、机房钥匙保管等事宜。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教务处
信息中心

不予立案

10 10 第二代表团 陈浩良 会计学院 15004111156
王晓云
张煦
杜丹

关于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条件保障的
提案

在课程思政建设以及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专业课教师引入大量的音
、视频案例进行展示教学，但目前我校励学楼、惟学楼教室多媒体设
备运行的Windows系统版本较低、兼容性较差，导致课程思政设计中涉

及的音、视频资料无法播放，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将运行系统升级至win 10版本
多媒体教室电脑预装微信、钉钉、WPS等常用办公软

件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信息中心 作为意见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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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二代表团 陈思阳 会计学院 15724562002
郭恩琪
孙大东
张歆

学校外墙围栏维修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建

设的提案）
（11、32）

学校女生寝室靠近高速处，外墙围栏年久失修，有的围栏已经破损，
可以随意穿行。

建议及时修补，定期进行维修检查。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32 第五代表团 李彦峰 文法学院 18940997983
王莉莉
白冬梅

加强校园公共区域监控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建

设的提案）
（11、32）

校园内人员较多，发生各类突发事件概率较大，而公共区域摄像头密
度不够，出现问题很难及时发现或锁定目标。

1.加强教学楼、寝室楼走廊部分视频监控
2.走廊摄像头应监控到卫生间门口的情况，并张贴醒

目提示该区域有监控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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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代表团 杜丹 会计学院 13387841900
么娆

范火盈

关于稳定高职称高学历教师队伍的提案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职工

职称聘任制度的提案）
（12、40、43、55）

会计学院是教师流动较大的学院之一，离职教师普遍在评上副高级以
上职称或考取博士学位后离职，目前出现高职称教师比例过小，专业
力量严重匮乏，后续师资力量严重断层，青年教师比重过大的现象；
整个教师队伍过分年轻，严重阻碍了学院的专业建设和学院未来发展

。

与其高薪外聘高水平人才面临困难，不如提升目前高
水平教师归属感，通过待遇、责任、人文关怀，稳定
现有高水平人才。对现有业绩较为突出的青年骨干教
师，能否打破时间界限，建立职称破格提升机制，给

青年教师以有效激励。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人事处

合并立案

40 第六代表团 姜新 商学院 13889690866
高飞  
王悦

调整外校引进专业教师职称评定材料认
定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职工
职称聘任制度的提案）
（12、40、43、55）

为促进学校评估发展近两年引入外校优秀且有经验教师较多，而对教
师入校之前所取得的优秀成果（论文、教学成果、比赛获奖等）不予
以纳入职称评定范畴，导致所引入的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需
重新开始职称评审资料的准备，被动延长了职称评审周期，与学校原

有教师相比处于明显劣势

对入职之前在校外所得的科研、获奖、专利等成果在
职称评审环节进行一定比例的加分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人事处

43 第六代表团 高飞 商学院 13940950726
姜新  
吴笛

关于职称转评政策的相关建议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职工

职称聘任制度的提案）
（12、40、43、55）

参与职称转评的教师都是我校从企业引进的高端“双师型”人才，而
我校现有转评政策：第一，在条件上对转评教师唯论文、唯资格、唯
从教年限论；第二，转评后职称时间认定从教室序列起。这些是对引
进人才之前技能与能力的埋没，人为限定了人才发展的时间，不利于

我校高质量教室梯队建设。

转评后职称认定时间，从教师获得同级别职称的最早
时间计算。（例：中级经济师获得时间为2020年，讲
师转评时间为2022年，则中级职称年限，应从2020年
计算）中级职称转评，不受从教年限及论文限制，经
本人附材料申请，职称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直接转

评；高级职称转评，放宽高水平论文发表要求，有同
等专业技术成果转化，经职称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即

可转评。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人事处

55 第八代表团 范成博 创新创业学院 13609848589
王晓雪 
高佳葆 
肖茹丹

细化大连财经学院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职工

职称聘任制度的提案）
（12、40、43、55）

2021年1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提到推进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进而提出了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评价基本标准，我校的职称认定标准过于笼统明显滞后于国家标准。
面对5年后的审核评估，如何留住教师、留住人才，合理的晋升机制、
稳定的晋升空间是教师增强归属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对行政管理人

员的认可度不高，教职工的稳定性无法保障。

细化方向建议从4方面修改：
1. 类型，按照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标准中，
助教和讲师不具体分类；副教授和教授分为教学科研

型和教学为主型。
2. 在评价教师主要业绩可以细化为自然学科、社会
学科、艺术和体育学科、其他（从事公共课、公共基

础课教学）
3. 晋升资格：正常晋升、转升、破格晋升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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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代表团 杜丹 会计学院 13387841900
张煦
张淼

关于关注教师队伍心理健康问题的提案
（修改为  关于关注教职工心理健康问

题的提案）
（13、59、64）

会计学院是教师队伍庞大，自有教师130人（不包括返聘和外聘），近
几年我们重点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忽视了教师队伍的心理状态。部
分教师面临工作、家庭、社会、学业等巨大压力，不能及时得到疏

导，故会产生心理问题从而演变成生理反应，身体疾病。教师的状态
直接影响日常教学的过程及结果，意识形态是否端正会影响学生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后果较为严重，应引起重视。

聘请心理专家定期给教师进行全面的心理评估，早发
现，早沟通，早干预。对于情况严重的，学校可以考

虑出台政策，不予续聘。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党委教师工作部 合并立案

59 第八代表团 程祥宇
马克思主义学

院
15040494246

迟梅华
关怡

关注教师心里健康问题
（修改为  关于关注教职工心理健康问

题的提案）
（13、59、64）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的心理健康与否直接或间接影响学
生的心理与行为。我校教师面临来自家庭生活、教学科研、职称评定
以及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等各方面压力日益增多，同时由于极端事件
频发，高校教师阶段性的情绪低落、抑郁状态时有发生。如果不能及
时发现、疏导、排解，有时会影响同事之间的交流、沟通，甚至会影

响整体教学工作安排

一是学校要为教职工提供和谐、舒心的校园环境、教
室环境，给予教职工更多人文关怀，营造团结、平等

、民主的教学、工作氛围；
二是组织心理健康系列教育活动或讲座； 

三是建议学校设立排解心理压力的场所，成立专门的
针对教职工心理咨询的机构。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64 第九代表团 李想 公共教学部 15998620992
杨鑫

孙艺萌

关注教师心理健康/要提高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首先教师要有较高的心理健康

水平
（修改为  关于关注教职工心理健康问

题的提案）
（13、59、64）

教师是一份承载着重大责任与使命的特殊职业。要让学生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首先教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要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首先教师要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教师的心理健康至关

重要。

1.每学期至少对教师开展一次心理健康讲座；2.定期
对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3.学校的心理辅导

针对教师开放。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14 15 第二代表团 范火盈 会计学院 13840996326
鲍文玉
么娆

完善电子门禁系统
为了方便教师、学生上课和使用教室进行自主学习，建议将校园内所
有门都安装电子门禁系统，让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的使用教室，增加

学习和讨论热情，提高学习效率。
将原工大门，所有教学楼大门安装电子门禁。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后勤集团 不予立案

15

16 第二代表团 纪海荣 会计学院 15040440140
李佳梁
苗璐璐

增加培训，提升教师教学与科研水平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提升教师科研能

力的提案）
（16、18、19、54、63）

目前，本校青年教师比例过高，教学与科研能力均有待于进一步提
升，故建议学校能够多多开展各种培训。

多多举办各种培训（线上+线下）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科研处

党委教师工作部

合并立案

19 第二代表团 于科秀 会计学院 13998473425
陈浩良
裴艺霏

提升教师科研水平学习能力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提升教师科研能

力的提案）
（16、18、19、54、63）

由于我院近两年来新进大量青年教师，且大多是应届毕业生，其科研
能力有所欠缺，对于课题申报以及研究经验不足，急需学习。

希望学校能组织一些青年教师关于科研学习的活动，
鼓励青年教师多参加课题研究，并发挥以老带新的作
用，对于老带新的老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激励政策，

鼓励老教师主动带新人。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科研处

党委教师工作部

18 第二代表团 王晓云 会计学院 13700111389

孟冰岚
田娅鑫
楚圆

许木楠

关于设立科研启动基金的提案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提升教师科研能

力的提案）
（16、18、19、54、63）

目前老师们的科研水平和科研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调动，为提
高老师们的科研积极性进而提高科研水平，提出设立科研启动基金的

提案。

开展科研项目需要进行大量前期调研、并根据研究项
目发表相关课题或者研究的前期论文，科研能力提升
需要学习（除了学校的能力提升培训，教师需要根据
科研课题进行相应学习或培训），这些都需要资金支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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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八代表团 高佳葆 创新创业学院 18098810909
王晓雪 
肖茹丹 
范成博

建立有利于教职工全面发展的激励机制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提升教师科研能

力的提案）
（16、18、19、54、63）

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教职工都值得被认可

每年度，对在科研方面有突出表现、本人参赛或者指
导学生竞赛、授课效果好、教学成果显著等多个方面
有突出表现的教职工，分单项给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

励，建立有利于教职工全面发展激励机制。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科研处

合并立案

63 第九代表团 孙艺萌 公共教学部 15842429990
蔺琳

田芳芳

增强青年教师科研扶持力度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提升教师科研能

力的提案）
（16、18、19、54、63）

青年教师缺少科研经费及相关渠道的扶持，面临机会少，政策少等问
题。

建议增加科研相关培训，例如课题选择、撰写等，增
加科研计划和经费扶持。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科研处

16 17 第二代表团 苗璐璐 会计学院 18525547290
陈浩良
于科秀

关于学校教育教学环境改善的提案—教
室增设讲台

部分践学楼教室没有讲台，由于女教师个头相对较矮，没有讲台在授
课时够不到黑板上端，黑板利用率不高，同时也不便于智能屏的操作

。
建议没有讲台的教室增放讲台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教务处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17 20 第二代表团 张浩 会计学院 19818953626
张歆

郭恩琪
姜淇也

在教学楼大厅设立电子导航显示屏
提高学校教学、管理、宣传电子信息化普及度、体现贴心的人文关怀

。

在教学楼设立站立式的电子显示屏导航，类似图书馆
借还书那种系统，可以提供给同学查询课务信息以及
各个办公部门的位置，方便同学旁听、咨询、申请实
验室、心理咨询等功能。同时滚动的展示获奖、比赛

等信息增强培养学习氛围。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信息中心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18 21 第二代表团 张歆 会计学院 15040222747
陈思阳
郭恩琪
张洁

能否开一趟班车路线，从金石滩——小
窑湾——双D港——东城——大财

1、因学校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现在居住在金石滩及小窑湾的教职工越
来越多，请示增设一条班车路线

2、学校健身房中午为教师工免费开放

1、增设一条班车路线，从金石滩——小窑湾——双D
港——东城——大财

2、教职工中午休息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能否可以为
教职工免费开放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19 23 第二代表团 郭恩琪 会计学院 17824255671
张歆
张浩

陈思阳
员工关怀 女教职工特殊时期给予一定关怀 为哺乳期和孕妇提供午休寝室、母婴室改造件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工会

作为意见转达

20 24 第二代表团 鲍文玉 会计学院 15714117202
张煦

纪海荣
王晓云

进一步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工作中存在非常规工作时，在工作过程中会出现为了一件事情，多次

进行更改调整，工作效率低下
各部门对负责的工作流程进行有效分解，明晰工作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办公室 作为意见转达

21 25 第三代表团 魏弘 经济学院 15640959360
刘丹  

郭晓露
建议持续开展学生校园礼仪工作，让学

生“知礼、懂礼、守礼、依礼”
开展学生讲文明树新风活动，让校园礼仪成为常态，让学生真正尊师

重道
建议加强学生校园礼仪的建设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学生处 立案

22 26 第三代表团 刘丹 经济学院 18940840998
石磊

李丹捷
关于针对部分课程开展小班授课的建议 大班授课教学效果不好

建议针对比较重要的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以自然班
级为单位进行小班授课，以提升教学质量。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23

27 第三代表团 徐百成 经济学院 13842624493
谭丽萍
姜珍

关于增加教学楼直饮热水器数量
（修改为  关于增加直饮水机数量的提

案）
（27、42）

饮水不方便 增加教学楼直饮热水器数量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42 第六代表团 姜新 商学院 13889690866
高飞  
王悦

关于践学楼设置开水房的建议
（修改为  关于增加直饮水机数量的提

案）
（27、42）

为了方便在践学楼上课的老师取用开水，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在践学楼集中设置1-2处开水房，关心教师喝水需求

。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24 28 第三代表团 高西 经济学院 13214200803
白玮炜
赵雪

关于加强教师办公室硬件设施建设、维
护，提高教师工作效率的建议

经济学院教师办公室有一台落地式大打印机，功能齐全。一开始都好
用；一段时间后办公室电脑不能连打印机打印，只能将文件转PDF放到
U盘里插到打印机上打印，某些字体的数字打印出来是乱码；2021年年
初至今已完全不能使用，造成固定资产闲置。仅剩一台小打印机供全
体经济学院教师使用，特别是21年评估期间和期末的时候，造成工作

效率低下。

建议请专门的维修人员对大打印机进行维修。维护好
学校的固定资产的同时，提高教师工作效率。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25 29 第三代表团 徐百成 经济学院 13842624493
邬辛未
王玮琪

学生参加国赛省赛市赛奖学金

学生参加国赛省赛市赛奖学金，目前学生参加国赛省赛市赛给与第二
课堂加学分、学生单项奖学金。但第二课堂学分有的学生加满了之

后，依然参加该类比赛，但凭第二课堂加学分不足以鼓励特别积极参
加比赛的学生；而学生单项奖学金，名额有限，无法更好的激励学生

。

建议建立一套参加校外赛事获奖学生奖励办法。可考
虑第二课堂、学生单项奖学金。同时完善该奖励办法
。例如对于表现优异的同学，在第二课堂学分加满

后，按比赛级别获奖级别给与奖励，对于学院予以表
彰。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学生处 不予立案

26 30 第五代表团 单立勋 文法学院 15942652868
李彦峰
沈冬娜

建议加强我校混合式课程建设

1.从学校的层面进行全面推广，鼓励有条件的老师无论职称高低均可
尝试；

2.学校提供录课设施及人员支持，包括录制场地、摄像、编辑等；
3.在工作量计算时向混合式课程倾斜，线上线下的所有教学工作折合

成工作量。

1.从学校的层面进行全面推广，鼓励有条件的老师无
论职称高低均可尝试；

2.学校提供录课设施及人员支持，包括录制场地、摄
像、编辑等；

3.在工作量计算时向混合式课程倾斜，线上线下的所
有教学工作折合成工作量。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教务处 不予立案

27 31 第五代表团 白冬梅 文法学院 15714066042
李彦峰
刘怡琳

加强学生寝室安全管理，保障学生生命
财产安全

安全是人人心中必须绷紧的一根弦，而寝室是学生学习、生活、休息
最基本的场所，因其功能的多重性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
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加强对学生寝室的安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要做到防患于未然。

1.制作寝室安全守则并张贴在各寝室门上，督促学生
通读，以提高安全意识。

2.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通过相关讲座或观看相关
视频，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3.成立寝室安全管理小组，定期对寝室的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

D.学校学生管理方面 学生处 作为意见转达

28 34 第五代表团 于立华 文法学院 13050501946
王莉莉
白冬梅

组建校内团队，录制校内精品课

校内精品课基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立场，力图使课程的文化价
值、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三位一体
协调作用。为进一步提高全校教师教学技能，增进教师互相交流学
习，通过校内团队互评反馈、自主录制，更能发现查找到自身的不

足，及时纠错调整。

1.摄像人员需在拍摄之前与授课教师进行沟通。想制
作好的课堂录像，需要授课教师和摄像人员双方共同
的努力。2.录制精品课时，教师要善于调动气氛，使

学生感到轻松愉悦，营造积极发言的氛围。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教务处 不予立案

29 35 第五代表团 沈冬娜 文法学院 13322229480
王莉莉
白冬梅

建议加强我校教室多媒体设备的管理
1.目前励学楼和惟学楼部分教室的投影幕布不清晰；

2.部分教室如惟学楼部分教室音响效果不好，有的播放不出声音，有
的有回声。

1.对我校所有排课教室进行逐个检查，投影幕布不清
楚的及时更换；

2.音响效果不好的及时调整。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信息中心 作为意见转达



30 36 第五代表团 王莉莉 文法学院 18042623306
李彦峰
刘怡琳

加强学校招生季宣传力度，树立学校媒
体形象

新媒体时代高校在媒体中的话语权的树立，有利于在高考招生中选拔
优质生，也有利于在媒体公共事件中进行有效舆论引导以及校园文化

建设。

（1）由学校招办牵头联合宣传部门，制作大财招生
宣传材料，讲好大财人的故事。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新
媒体和社交网络加大宣传力度，每年更新相关材料。
（2）建立学校宣传的长效机制，组织优秀在校本科

A.学校发展方向 招生就业处、宣传部 作为意见转达

31 37 第六代表团 付瑶 商学院 0411-39265138
朱玮

晋炳坤
高飞

建议增设学生寝室党员活动室
学生寝室党员活动室的创建可以拓宽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空

间，切实将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学生“家”里。
在学生寝室楼里增设学生党员活动室，发挥党支部在
服务学生成长、引领思想进步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D.学校学生管理方面
学生处
组织部

立案

32 38 第六代表团 付瑶 商学院 0411-39265138
朱玮

晋炳坤
高飞

建议增设处理学生突发事件的经费补贴
学生突发紧急事件，辅导员需支付移动通讯费用、打车费用以及其他

日常费用。
增设处理学生突发事件中产生的移动通讯费用、打车

费用以及其他日常费用的补贴。
D.学校学生管理方面 学生处 作为意见转达

33 39 第六代表团 王悦 商学院 13909852647
李姝  
杨凯

关于地方性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提议

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是我们应用型本科院校师生要共同担起的重任，
地方性非遗文化进校园可以采用线上展演、访谈和线下讲座、互动等
形式开展起来，同时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也可以与地方性非遗文化相

结合，为更进一步做好跨文化沟通奠定基础。

地方性非遗文化进校园可以采用线上展演、访谈和线
下讲座、互动等形式开展起来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团委 作为意见转达

34 44 第六代表团 高飞 商学院 13940950726
姜新  
吴笛

关于校园内增设分类垃圾桶的建议 为响应政府垃圾分类工作要求，节约使用资源，建设文明和谐校园。

1.结合本校特殊情况，建立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标
准，可参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2.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3.建

立监督机制，鼓励垃圾分类。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35 45 第六代表团 卢冬梅 商学院 13889568552
杨凯  

程晓娇
关于授课任务较多教师集中排课的建议

就目前情况来看，外语课教师授课课时量较多，课表分布较散，导致
通勤时间过长，课后时间较少，影响教师课后备课及专业、科研方面
自我提升等。通勤时间过长导致休息时间较少，教师健康情况受到很

大影响，直接影响授课状态。

建议尽量集中排课，比如周10课时以上集中两天上
课，尽量不要1、2节，7、8节这样排课。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36 46 第六代表团 李辉 商学院 13795183595
林晓慧 
向光洁

期末评议增加定性评议的建议；增加举
办年轻教师教学大赛的次数和赛道；科

研沙龙内容增加教研创新内容。

学生对教师评议和教师对学生评议是考核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手段，但
目前仅采用定量分析（打分），不能够真实反映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

授课情况，建议增加定性评价比重，也符合教育部评估的要求。

1.以班级为单位，评价对教师授课的优缺点，以便改
进；教师对班级评议要有文字描述，存在哪些优缺

点，以便改进。2.我校年轻教师占绝大部分，教学竞
赛应该倾向于给年轻人更多展示和学习的机会，挖掘
有潜力的教师，重点进行培养。3.我校是应用型本

科，教学是第一位，科研为教学服务，所以科研处的
科研沙龙应该不仅限于专业科研，还要增加教研内

容，举办教研活动。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评估中心
科研处

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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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第七代表团 刘瀚洋
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学院
0411-39265984

王可
李鹤

王煜茵

关于增加辅导员培训交流机会的提案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能

力提升的提案）
（47、50）

年轻辅导员对于不同类型学生的心理疏导、危机干预、就业指导等处
理经验不足。

建议增加辅导员专项课程培训，在疫情稳定的情况
下，增加我校辅导员之间以及与其他外校辅导员之间

的交流活动。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学生处

合并立案

50 第七代表团 季万新 高职学院 0411-39265125
徐佩文
李春伶

加强对辅导员科研能力的重视和培养
（修改为 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能

力提升的提案）
（47、50）

科研能力对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十分重要，但当前辅导员科研
能力普遍较弱，主要存在在入门困难、缺乏指导、推荐教授不好找等

困难。

建议学校加大对辅导员科研能力的指导，召开相关沙
龙和讲座，提高辅导员科研能力。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科研处
学生处

38 49 第七代表团 李鹤
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学院
0411-39265940

刘瀚洋
刘丹

郝建民
关于减少青年教师规定课时量的提案

青年教师初入工作岗位，应当多向老教师学习，多听课，专心准备一
门课，精一门课。如果规定青年教师需完成的课时量过多可能会让其

没有时间和精力准备做好教学准备，达不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减少青年教师的规定课时量，专注于课程质量。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教务处 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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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七代表团 张红梅 高职学院 13889563328
徐佩文
李春伶

建议修建励学楼到学校正门道路西侧人
行道

（修改为  关于校园道路管理规划的提
案）

励学楼到学校正门道路只有东侧人行道，上课和下课时学生走车道不
安全。

修建励学楼到学校正门道路西侧人行道，分散高峰时
人流。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保卫处

作为意见转达

58 第八代表团 刘欢
马克思主义学

院
15641679053

迟梅华
关怡

校园道路管理
修改为  关于校园道路管理规划的提案

校园内车道和人行道不分，下课时间道路拥挤
校内实行下班时间内，人车分离，学生安全也有所保

障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40 53 第八代表团 王晓雪 创新创业学院 18904081826
肖茹丹 
高佳葆 
范成博

将教师指导创新创业大赛作为职称评定
必备条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精神指导下,不断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
动已经成为大学校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意识的培养对于
在校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会起到尤为突出的作用。而大学教师作为
教育学生,服务学生与管理学生的综合主体,在大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教
育教学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与保障作用,但当前我校教师指导学生参
与创新创业大赛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成绩不

突出，没有将自己的科研与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相结合。

有效提高高校教师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
对于提高大学生创新的的主动性与成功性有着极为重
要的促进作用.建议将教师指导创新创业大赛作为职
称评定必备条件来提高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力求
提高我校创新创业大赛的成绩，使学生能够受益。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人事处 作为意见转达

41 57 第八代表团 侯波
马克思主义学

院
15942401441

迟梅华
关怡

校园电梯设施管理 惟学楼电梯不开，开了之后，学生使用人数多，教师无法乘坐电梯。
惟学楼电梯，开放后，请进行管理，方便4楼以上教

师上课。
F.学校教育教学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42 60 第九代表团 田芳芳 公共教学部 13130477166
杨鑫

李庆娟
关于定期开展对外聘教师培训和管理提

案
从学院的层面进一步关注外聘教师的培训与管理，促进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升。
1.每学期应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外聘教师教学例会，可
采取录播或线上的形式；2.召开外聘教师督导反馈会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43 61 第九代表团 李庆娟 公共教学部 15524795302
蔺琳
李想

校级平台展示（分享）我校教师参赛获
奖作品以促进教师共同发展/通过校级平
台展示或分享优秀作品可以极大地促进

我校教师共同发展

近些年，我校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各级教学等相关比赛，均获得较好的
成绩，对于没有参赛的教师只知道竞赛的结果，而对作品一无所知，
事实上，很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是想参加类似的教学相关竞

赛，但困于缺乏经验，我认为通过校级平台展示或分享优秀作品可以

1.通过校级平台展示作品进行分享；2.通过获奖人讲
座来分享获奖作品及参赛经验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44 62 第九代表团 杨鑫 公共教学部 13478511585
李想

李庆娟
践学楼增设教师休息室

目前，践学楼没有教师休息室，老师课前、课间都在走廊沙发上休息
。

建议践学楼增设教师休息室，方便老师课间休息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教务处 作为意见转达



45 65 第九代表团 蔺琳 公共教学部 18804202811
孙艺萌
田芳芳

创设业务学习机会，加强师资培训
广大教师最关注的是本身的素质与教学质量的问题，关注教师发展、

满足教师渴求，是重中之重。

第一,目前我们应该立足于"校本培训”得基础上，充
分利用学校自身得资源，如通过网上的教改信息、各
校的公开课等途径,调动教师得参与积极性,在工作与

活动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第二，要充分发挥先行参加各类培训教师得作用，把
学回来得知识与技能进行信息共享,以点带面地调动
全体教师得学习积极性，以期提高整体业务素质。

C.学校教学科研和财务方面 党委教师工作部 立案

46 66 第十代表团 刘天保 后勤集团 15141161501
韩智
房萌
郑云

建议成立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小组
进一步加强全校网络舆情的处置与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应对
机制，有序引导网络舆论，妥善处置网上负面舆情，为学校发展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而维护学校和谐稳定。

（一）统一领导，统筹组织。将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工
作纳入全校应急管理工作统筹安排，成立专门小组加

强组织、协调与监管。
（二）分级负责，依规处置。按照涉事单位负责和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组织实施网络舆情应对

处置工作和应急处置工作。
（三）监测预警，及早防范。建立网络信息监测、报
告、通报制度，及时发现和掌握互联网上动态性、苗
头性和预警性信息，加强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采取

防范和控制措施，及时预防和消除不良影响。
（四）服务大局，防止危机。立足服务学校改革发展
大局、保障教学科研秩序、维护校园稳定，采取法律
、管理、技术、舆情疏导等综合措施加强网络舆情应

对处置工作，有效防止网络舆情危机发生。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信息中心
宣传部

立案

47 67 第十代表团 孙佳男 后勤集团 13322211230
韩智

刘天保
闫方伟

教职工在校内消费（学生食堂、商业街
等）是否有优惠

教职工在校时间也很长，不可能一天三顿都在教工食堂吃饭，也会去
学生食堂吃饭、超市或商业街购物，花销有些大。

最好是有教职工优惠折扣，体现出学校对教职工人员
生活上的关爱，教职工生活的舒心，在工作中也会更

用心，事半功倍。
E.教职工生活及后勤保障方面 后勤集团 作为意见转达

48 68 第十代表团 闫方伟 后勤集团 13342295959
孙佳男
房萌

李根印
加强学生食品安全意识

由于学生饮食安全意思浅薄，经常去地摊或没有营业执照的地方吃
饭；或在小商店及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保障的地方买一些打折、

低价、促销商品等。对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均有一定的隐患。

引导学生普及以下常识：
1、尽量在学校食堂就餐，如需外出就餐请选择有营

业执照正规饭店吃饭。
2、采购日常用品或打折、价格优惠商品，请选择校
内超市或其他正规超市购买，购买时注意看食品包装
标识是否齐全，观察备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

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号等信息。

B.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学生处 作为意见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