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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北化大党发〔2021〕67 号 

                           ★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度中层领导干部联系 

本科生班级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和第二十七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进一

步健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努力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中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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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的通

知》和《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关于中层领导干部兼任本科生

班级联系人实施办法》要求，现就做好 2021-2022 学年度中层领

导干部联系本科生班级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任务分工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党委组织部负责统筹中层领导干部联系

本科生班级工作，统一安排中层领导干部与 2021级本科生班级结

对全覆盖，与二级党组织共同负责中层领导干部联系本科生班级

情况的督导和评价。各二级党组织，特别是各学院党委（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要积极承担中层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工作的运行保障

任务，搭建联系人与班级的直接沟通桥梁，按要求组织见面会 、

研讨会等“固定联系动作”，按需要提供学生活动列表、学生学业

情况等信息为联系人开展“自选联系动作”作参考。 

二、强化工作实效 

中层领导干部联系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紧紧围绕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切实履行育人育才、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

结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有关要

求，按照结对联系安排，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联系形式，

将联系班级、联系学生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有机结合起

来，做到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合起来联系，做到遵循思想政治

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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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引导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更好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党委组织部定期对中层领导干部开展联系班级情

况进行督导，各学院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在学年末要做

好学年度中层领导干部联系本科生班级情况的总结，同时将工作

中的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报党委组织部。 

 

附件：北京化工大学 2021级本科生班级及联系人一览表 

 

 

 

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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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化工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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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德书院 

拔尖 A2101 邱介山 化学工程学院 

拔尖 A2102 徐福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拔尖 A2103 何  静 化学学院 

拔尖 A2104 童贻刚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法实 2101 薛长礼 文法学院 

化学 

工程 

学院 

化生 A2101 陈晓春 化学工程学院 

化生 A2102 山  岚 党委教师工作部 

化生 A2103 崔春花 党委组织部 

化生 A2104 吴  浩 化学工程学院 

化生 A2105 商云龙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化生 A2106 何雨骏 
国内合作交流处 

（校友会、基金会、定点帮扶工作办公室） 

化生 A2107 程道建 化学工程学院 

化生 A2108 邹德勋 学生工作办公室 

化生 A2109 刘宏伟 
国内合作交流处 

（校友会、基金会、定点帮扶工作办公室） 

化生 A2110 刘清雅 化学工程学院 

化生 A2111 张润铎 人才引进办公室 

化生 A2112 吴相森 化学工程学院 

化生 A2113 朱保宁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材料 

科学 

与 

工程 

学院 

材化 A2101 赵  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化 A2102 徐  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化 A2103 李晓林 财务处 

材化 A2104 李承明 人才引进办公室 

材化 A2105 员荣平 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材化 A2106 叶  欣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化 A2107 隋  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化 A2108 耿海萍 教师发展中心 

材化 A2109 尹  平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材化 A2110 庞  然 保卫处 

材化 A2111 张新生 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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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材料 

科学 

与 

工程 

学院 

材化 A2112 韩  悦 疫情防控工作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 

材化 A2113 杨亚栩 后勤保障部 

材化 A2114 潘  凯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材化 A2115 徐  帅 本科招生办公室 

材化 A2116 李文中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 

材化 A2117 蒋国昌  高新技术研究院 

材化 A2118 王  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化 A2119 赵  伟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材化 A2120 甄洪鹏 
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新校区招标采购办公室） 

材化 A2121 王陶冶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材化 A2122 郭新东 高新技术研究院 

机电 

工程 

学院 

机自 A2101 张  冰 机电工程学院 

机自 A2102 杨卫民  机电工程学院 

机自 A2103 王永涛 机电工程学院 

机自 A2104 杜昌顺 保卫处 

机自 A2105 王  峰 机电工程学院 

机自 A2106 陈国华 人事处 

机自 A2107 张国彬 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 

机自 A2108 王华庆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机自 A2109 王  玉 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机自 A2110 姜吉道 北京北化大投资有限公司 

机自 A2111 孙忠博 北校区工作办公室 

机自 A2112 王维民 机电工程学院 

机自 A2113 于洪杰 机电工程学院 

信息 

科学 

与 

技术 

学院 

机自 A2114 冯  赫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机自 A2115 俞度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机自 A2116 赵  英 图书馆 

机自 A2117 李  征 信息化办公室（信息中心） 

机自 A2118 赵恩平 党委统战部 

机自 A2119 黄晓一 基建处 

机自 A2120 王  希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 

机自 A2121 杜  彬 信息化办公室（信息中心） 

计信 A2101 梁叶新 党委办公室 

计信 A2102 曹政才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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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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信 A2103 王中秋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计信 A2104 张  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信 A2105 李更生 财务处 

计信 A2106 李学斌 
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新校区招标采购办公室） 

计信 A2107 陈燕生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 

计信 A2108 汪雪琴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信 A2109 赵  春 人事处 

计信 A2110 丛  迪 西校区管理办公室 

计信 A2111 邹海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信 A2112 李大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信 A2113 李  燕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经济 

管理 

学院 

理试 A2101 许利民 经济管理学院 

理试 A2102 唐方成  经济管理学院 

理试 A2103 李冬冬 经济管理学院 

理试 A2104 高红峡 校工会 

法商 A2101 刘传宇 党委教师工作部 

法商 A2102 张  勃 经济管理学院 

法商 A2103 邹立娜 党委宣传部 

法商 A2104 张  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商 A2105 赵庆亮 经济管理学院 

法商 A2106 魏长林 党委宣传部 

法商 A2107 盖江南 后勤保障部 

工商 B2101 李富家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工商 B2102 周  霞 党委组织部 

化学 

学院 

材化 A2123 罗  兵 化学学院  

材化 A2124 汪乐余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材化 A2125 于景华 图书馆 

材化 A2126 冯拥军 化学学院 

材化 A2127 王  涛 化学学院 

材化 A2128 舒  心 化学学院 

材化 A2129 汪中明 
党委办公室 

（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材化 A2130 卫  敏 人事处 

材化 A2131 崔  玉 化学学院 

材化 A2132 苏建茹 北校区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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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数理 

学院 

理试 A2105 邵晓红 数理学院 

理试 A2106 许海军 校长办公室 

理试 A2107 王  维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理试 A2108 侯志灵 数理学院 

理试 A2109 郎海涛 教务处 

理试 A2110 兰万里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理试 A2111 杨  明 数理学院 

理试 A2112 周  昕 后勤保障部 

文法 

学院 

法商 A2108 冯  婕 文法学院 

法商 A2109 崔伟奇 文法学院 

法商 A2110 于文博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商 A2111 王立军 后勤保障部 

法商 A2112 贾钢涛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商 A2113 张  亮 北京北化大投资有限公司 

法商 A2114 李建华 后勤服务集团 

英语 2101 范  凡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英语 2102 付国柱 后勤保障部与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 

英语 2103 田  野 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2104 毕文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体 2101 张志华 文法学院 

社体 2102 姚  望 保卫处 

预科 2101 梁燕亮 文法学院 

预科 2102 谢庆春 校工会 

生命 

科学 

与 

技术 

学院 

化生 A2114 贾梦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生 A2115 曹  辉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生 A2116 王小健 保卫处 

化生 A2117 张  睿 
国内合作交流处  

（校友会、基金会、定点帮扶工作办公室） 

化生 A2118 王  兴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生 A2119 王  峥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生 A2120 高惠玲 人事处 

化生 A2121 袁其朋 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化生 A2122 郑新红 审计处 

化生 A2123 刘骥翔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处 

化生 A2124 张晓东 党委组织部 

生工 B2101 刘艳辉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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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班  级 联系人 工作单位（部门） 

国际 

教育 

学院 

国生 2101 李齐方 国际教育学院 

国生 2102 刘广青 国际教育学院 

国机 2101 毛立新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国机 2102 冯江鸿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国机 2103 王永生 国际教育学院 

国设 2101 刘振娟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巴黎居里 

工程师学院 

工程 A2101 秦培勇 
侯德榜工程师学院 

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工程 A2102 苏海佳 教务处 

工程 A2103 靳  慧 研究生院 

工程 A2104 侯  虹 
侯德榜工程师学院 

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 

艺术与 

设计系 

设计 A2101 李雪梅 艺术与设计系 

设计 A2102 周俊良 艺术与设计系 

设计 A2103 梁  军 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 A2104 胡广杰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设计 A2105 张晓丰 图书馆 

设计 A2106 向伟希 西校区管理办公室 

 

 

 

 

 

 
           

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8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