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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北化大党组发〔2018〕9 号 

                           ★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关于 2018-2019 年度继续实施中层干部 

兼任本科班级联系人制度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各学院、部、处及校直属单位： 

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神圣职责，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更要

成为教师的标杆、学生的榜样，在学校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

干部要紧密联系领导工作实际，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中层干部兼任本科班级联系人制度是我校自 2001 年开始实

行的一项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要制度。制度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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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风学风校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学校管理干部与一线教

师、学生的沟通渠道进一步畅通，中层干部成为学生与学校间联

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学校党委要求全体中层干部要高度重视人才

培养工作，继续做好 2018 级本科班级的联系人。 

中层干部担任本科班级联系人的主要任务有：宣传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新形势；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坚

定专业思想，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及

时把握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做好传道解惑工作，

努力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实际困难；提出加强和改

进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中层干部主要通过走进基

层、走进课堂、走进学生班级、走进学生活动，通过座谈会、走

访、谈心、新媒体等方式与学生开展交流。 

中层干部每学年末填写《北京化工大学中层干部联系北校区

本科生班级工作考核表》，由联系班级所在学院负责组织考核。

各学院负责监督、考核有关联系人联系本学院本科班级工作情况，

在《北京化工大学中层干部联系北校区本科生班级工作考核表》

中填写考核意见后交组织部；各学院定期组织本学院中层干部联

系本科生班级工作研讨会，通报、分析、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

做法，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联系人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有关职能部门和

联系班所在学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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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北京化工大学 2018级本科生班级及联系人一览表 

      2.北京化工大学中层干部联系本科生班级工作考核表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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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化工大学 2018 级本科生班级及联系人一览表 

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化学工程 

学    院 

化能 A1801 山  岚 化学工程学院 

化能 A1802 邱介山 化学工程学院 

化能 A1803 陈晓春 化学工程学院 

化能 A1804 徐  帅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化能 A1805 张卫东 图书馆 

化能 A1806 吴  浩 化学工程学院 

化能 A1807 商云龙 学生工作办公室 

化能 A1808 何雨骏 国内合作交流处 

化能 A1809 李雪梅 危房解危工作办公室 

化能 A1810 邹德勋 化学工程学院 

化能 A1811 刘宏伟 国内合作交流处  

化能 A1812 许利民 后勤服务集团 

化能 A1813 刘清雅 化学工程学院 

环工 1801 张润铎 化学工程学院 

环工 1802 裴永昕 北化大投资公司 

环工 1803 朱保宁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材料科学 

与 

工程学院 

 

 

 

 

 

 

 

精英 1801 张立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1801 赵  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1802 李晓林 财务处 

材料 A1803 李承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1804 徐福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1805 李  浚 学生工作办公室 

材料 A1806 李更生 财务处 

材料 A1807 肖  勇 校长办公室 

材料 A1808 张晓东 党委组织部 

材料 A1809 隋  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1810 李齐方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材料 A1811 于中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A1812 张新生 基建处 

材料 A1813 韩  悦 学生工作办公室 

材料 A1814 刘淑金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材料 A1815 杨小平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材料 A1816 杨亚栩 后勤保障部 

材料 A1817 张晓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   

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材料科学 

与 

工程学院 

材料 A1818 贾梦秋 校工会 

材料 A1819 郑秀英 教务处 

材料 A1820 李文中 国有资产管理处 

材料 A1821 蒋国昌  高新技术研究院 

材料 A1822 李二英 党委统战部 

机电工程 

学    院 

机械 A1801 杨卫民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 A1802 
张  冰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 A1803 

机械 A1804 杜昌顺 信息中心 

机械 A1805 庞  然 保卫处 

机械 A1806 胡广杰 纪检监察办公室 

机械 A1807 罗  兵 纪检监察办公室 

机械 A1808 王永涛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 A1809 王  峰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 A1810 张国彬 大学科技园管委会 

机械 A1811 王华庆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机械 A1812 王  玉 继续教育学院 

机械 A1813 姜吉道 北化大投资有限公司 

机械 A1814 孙忠博 北校区工作办公室 

设计 A1801 张燕华 后勤服务集团 

设计 A1802 何立东 机电工程学院 

设计 A1803 于洪杰 机电工程学院 

设计 A1804 梁  军 财务处 

设计 A1805 陈国华 人事处 

 

 

 

 

 

 

信息科学 

与 

技术学院 

 

 

 

 

 

 

自控 A1801 郑新红 审计室 

自控 A1802 王中秋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自控 A1803 冯  赫 人事处 

自控 A1804 赵  英 图书馆 

自控 A1805 
李  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控 A1806 

自控 A1807 王  希 危房解危工作办公室 

自控 A1808 赵恩平 党委统战部 

自控 A1809 杜  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控 A1810 盖江南 人才引进办公室 

自控 A1811 谢庆春 后勤保障部 

自控 A1812 李  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科 1801 李  强 基建处 

计科 1802 李学斌 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计科 1803 陈燕生   国有资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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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信息科学 

与 

技术学院 

计科 1804 俞度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科 1805 李宏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科 1806 汪雪琴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科 1807 赵  春 人事处 

计科 1808 丛  迪 后勤服务集团 

经济管理 

学    院 

工商 A1801 刘传宇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 A1802 李冬冬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 A1803 蔡中华 国有资产管理处 

工商 A1804 高红峡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工商 A1805 
唐方成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 A1806 

国贸 1801 郁  方 纪检监察办公室 

国贸 1802 张凤元 经济管理学院 

国贸 1803 丁贞栋 学生工作办公室 

国贸 1804 崔春花 
经济管理学院 
党委组织部 

管理 A1801 辛春林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 A1802 张建文 图书馆 

管理 A1803 张  馨 马克思主义学院 

管理 A1804 屈一新 高新技术研究院 

 

 

 

 

 

 

 

 

 

 

理学院 

 

 

 

 

 

 

 

 

优培 A1801 李殿卿 理学院 

优培 A1802 汪乐余 理学院 

化学 A1801 于景华 图书馆 

化学 A1802 黄晓一 基建处 

化学 A1803 王陶冶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化学 A1804 宋宇飞 研究生院 

化学 A1805 孙晓明 能源学院 

化学 A1806 汪中明 党委办公室 

化学 A1807 尹  平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化学 A1808 聂  俊 理学院 

化学 A1809 苏建茹 
北校区工作办公室 

服务中心 

化学 A1810 崔  玉 理学院 

数学 A1801 姜广峰 人事处 

数学 A1802 舒  心 理学院 

数学 A1803 杨  明 保卫处 

数学 A1804 许家喜 教育教学督导中心 

电科 1801 王  维 研究生院 

电科 1802 邵晓红 理学院 



—7—   

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理学院 电科 1803 许海军 
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 

电科 1804 白守礼 纪检监察办公室 

文法学院 

法学 1801 段海超 全国大学生思政中心 

法学 1802 邢辉燕 党委办公室 

法学 1803 薛长礼 文法学院 

公管 A1801 崔伟奇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公管 A1802 许运清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公管 A1803 王立军 后勤保障部 

公管 A1804 冯  婕 文法学院 

社体 1801 张志华 文法学院 

社体 1802 姚  望 保卫处 

英语 1801 张  亮 文法学院 

英语 1802 李建华 新校区招标采购办公室 

英语 1803 范  凡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英语 1804 李富家 文法学院 

生命科学 

与 

技术学院 

生高 1801 童贻刚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工 A1801 徐静年 能源学院 

生工 A1802 曹  辉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工 A1803 王小健 保卫处 

生工 A1804 张  睿 国内合作交流处  

生工 A1805 秦培勇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工 A1806 邓  利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工 A1807 兰万里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制药 1801 高惠玲 国有资产管理处 

制药 1802 喻长远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制药 1803 袁其朋 人才引进办公室 

制药 1804 罗施中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 

学    院 

国机 1801 刘广青 国际教育学院 

国机 1802 冯江鸿 国际教育学院 

国生 1801 耿海萍 教师发展中心 

国生 1802 毛立新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国设 1801 刘振娟 国际教育学院 

巴黎居里

工程师 

学院 

工程 A1801 苏海佳 
教务处 

侯德榜工程师学院 

工程 A1802 赵宝元 教育教学督导中心 

工程 A1803 王永生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工程 A1804 靳  慧 研究生院 

侯德榜工

程师学院 

数据 A1801 王智谦 教务处 

数据 A1802 郎海涛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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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化工大学中层干部联系本科生班级工作考核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    务  职    称  

工作单位（部门）  

联系 

方式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E-mail  

联系 

班级 

信息 

班级名称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学 生 数  

辅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班主任姓名  联系电话  

学生 

思想 

学习 

状况 

 

联系 

工作 

总结 

内容包括：1．开展交流活动和听课情况； 

2．落实帮扶机制情况； 

3．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情况； 

4．好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介绍。 

学院 

考核 

意见 

 

 

二级党组织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