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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年工作总结 

 

一、 年度工作亮点 

2019年学院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在推进国家“双一

流”、完成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任务、落实学校“十三五”

规划与深化学校综合改革等重点工作任务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学院成功申报全国党建标杆院系建设单位；“信息

与通信工程”学科稳住全国前 5%，为我校唯一五星学科，“电

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上升显著，进入 28%；信息与通信工程

一级博士点顺利通过评估考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10 项，其中面上项目 5项；获批“海洋信息感知与传输”浙

江省国际合作基地；“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十三

五”省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立项；成功引进学术领



军 A3（国家青年千人）1人；持续推进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及

创业能力的培养，2019年硕果累累：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中获得 3个金奖；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分获 1 金 1 银；第十六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全国一等奖。 

二、 年度工作业绩 

（一） 党建工作： 

学院党委围绕中心工作，采取多种措施聚人心树正气促

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圆满完成党委纪委换届，教工党支部

书记实现“双带头人”全覆盖，4名后备干部得到提拔任用，

发展教工高知党员 1 人，学生党员 112人。加强规范管理，

提升治理能力，全年共召开党政联席会 24 次，党委会 12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13 次，共修订完善党务文件 18

个。加强凝聚力建设，深入开展“五必访”和“三心活动”，

全年开展 100多次兴趣小组活动，关心退休职工，重视统战

工作。加强思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传播正能量，弘扬主

旋律。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获学校一等奖，教工党员获市师德

先进个人。“知行永新 E 心向党”思政系列讲堂培育孵化，

“党建+人才培养”“党建+学科发展”双融双促“立德树人”

培养模式继续深化。学院党委成功申报浙江省党建工作标杆

院系建设单位、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建设单位（公示阶

段）。 



（二） 教学工作： 

    我院继去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2019年其他各专业均也全面启动认证工作。在邱均平 2019

年排行榜中，通信工程专业继续保持五星专业，为我校唯一

五星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保持四星；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业保持三星。另外，通信工程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通过省十三五优势和特色专业

中期检查。因专业发展原因，自 2019年起物联网工程专业

停止招生。全面推进校外实习，组织了 200余名学生和近 60

家签约实习企业（新增 12家实习基地），开展了为期不少

于 1 个月的实习。“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十三五”

省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立项。同时，加强日常教学

督查管理，成立院督评办，全年本科生听课 387课时。 

（三） 学科建设：  

2019年学院学科建设稳步发展，新增的“电子科学与技术”

一级博士点、“电子科学与技术”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一级硕士已投入建设； 2 个省级一流学科（A 类）“信息与

通信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两个宁波市重点学科稳步发展。学院三大主要学科

邱均平 2019 年全国排名取得新的进展，信息与通信工程学

科 2019年稳住 5%，为我校唯一五星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科排名进步明显，相比 2018年排名上升 23%，进入 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稳中有进，上升 2%。2019年信

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博士点顺利通过评估考核。 

（四） 科研工作：  

    全院科研工作成果显著，合计项目合同经费 1339.03 万

元，其中纵向经费 837.81万元，横向经费 501.22万元，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10 项，其中面上项目 5项。获宁

波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参与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宁波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参与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全年共发表论文 314篇，其中 SCI 收录 135 篇，EI 收

录 61 篇，5 篇 ESI 高被引论文。获授权发明专利 120 项；专

利成果转化 4项。平台建设成果显著，2019年获批“海洋信

息感知与传输”浙江省国际合作基地。 

（五） 师资队伍建设： 

今年共推荐申报国千、省千和市 3315等各类高层人才 20余

人，组织申报国家、省、市人才项目预答辩 4场；受理各类

应聘 150 余人次，通知面试 62人，面试 22场，达成意向 18

人。2019年已引进到岗高层次人才 8 人，其中学术领军 A3

（国家青年千人）1 人、学术带头人 1人、学术骨干 1人、

优秀博士 8名；新聘包玉刚讲座教授 3人、客座教授 2人。

今年共选送 14名青年老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进

修深造；有 3位老师入选宁波市 “泛 3315计划”，6 位老



师入选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入选宁波大学

“浙东学者支持计划”第三层次 2 人。平稳顺利完成第 7 轮

岗位聘任工作，现有教职工 181人，其中正高 40人、副高

55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3 人和 1人；具有博士学历学位有

111 人、硕士学历学位有 41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

占教师总数 88.8%，比上年净增 7人，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

的占教职工总数 87.86%，师资结构有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六） 学生工作： 

学院以学生思政和学风建设为根本，构建了学业—竞赛—校

园活动联动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生态链，以电脑节 20 周年

为特色品牌，培育了一批高水平成果。学生成功申报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7项，省级新苗人才计划项目 9项。

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2019年获国家级奖 3 项、省级奖 16 项。

在第十六届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 1 项；在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业

大赛中，获得国家级金奖 1项（全校唯一），获奖等级和数

量都创历史新高。学科竞赛本科生获国家级奖项 14 项，省

级奖 43项，研究生获国家奖 51项。其中本科生在全国电子

设计竞赛获得一等奖 1项；研究生在全国数学建模竞赛获国

家级一等奖 3项。2019 年有 3 篇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优秀论

文，其中 2篇为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



上成果显著，2019 年本科生论文发表 16篇，其中 SCI/EI 收

录 13 篇，获得专利 22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 

（七） 对外交流： 

         接待国(境)外来访团组 40余人，包括参加 ICDS'19

的外籍人士、乌克兰比罗乌斯院士团队、加拿大卡尔加里大

学、美国迈阿密大学代表等；成功主办了“2019年第六届国

际数据科学大会（ICDS'19）”；举办了 9 次外籍专家讲座；

全年共派出 42人次因公出访，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等十

几个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团队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及国

际化办学等方面开展实质性的合作交流工作；招收 4 名硕士

留学生，派出 9名学生赴海外开展交流交换项目。 

三、 存在问题 

（一） 党建工作： 

党务工作队伍有待加强；教工党员发展储备不足，发展党员

面临困难。 

（二） 教学工作： 

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继续存在。 

（三） 学科建设： 

学科特色不够明显，学科经费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部

分学位点的培养方案有待修订；与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

基地建设和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 科研工作： 



       服务地方的主动性不够，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项

目和标志性成果少，高水平科研成果有待进一步培育。 

（五） 师资队伍建设： 

人才引进高度重视，但实际引进效果不明显，引进措施有待

加强。 

（六） 学生工作： 

在学生寝室的管理上还需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激

励辅导员队伍开展思政研究机制上有待完善。 

（七） 对外交流： 

国际交流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院党委严格落实主题学习教育工作，统筹全局、领导带头、

支部紧跟、党员积极行动，把主题教育工作做得细做得实。

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专题研讨 12 次，累计学习研讨天

数 10 天；各支部每周组织学习，累计 198 次。书记院长领

衔调研师生密切关注的重点课题，其中“‘党建+人才培养’

双融双促--静下来将‘立德树人’融进育人日常” 调研报

告，在学校主题教育推进会上做优秀案例交流发言。 “三

张清单”征集意见落实整改反馈师生满意及基本满意 100%。

学院党委班子、各支部书记、优秀党员共讲党课 30 余场，

其中 3项优秀党课选送学校。学院党委组织志愿者活动参与



人数达 800余人次，各支部开展志愿服务 40 余次。共凝炼

特色亮点 17 个，学校采用 3个。 

五、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分管领导“一岗双

责”。根据人员变动及时调整责任分工，专题研究廉政工作，

加强廉政宣传教育，开展责任对象谈话，定期排查廉政风险，

召开廉情分析会，开展廉政周系列活动，支持学院纪委独立

开展工作，建立纪委基层联络人制度，配备纪委兼职秘书等。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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