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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新闻★ 

3 月 14 日下午，学校召开学习传达 2014 年全国两会精神会议。全国人

大代表、校党委书记韩进，全国政协委员、基础医学院教授杨占秋分别传达

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全国人大代表、校长李晓红主持会议。（党

政办  来瑞）  

3 月，学校修订完善并印发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建设方案

（2014-2018）》，以加强内涵建设，推进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党政办  来瑞） 

3 月，学院先后同学校签订了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计生工作责任

状、安全工作责任状。（党政办  王杭菊 唐晖） 

3 月，张绪穆教授发展的“烯炔的环异构化反应”(Zhang enyne 

cycloisomerization)被 Name Reactions(A Collection of Detailed Mechanism and 

Synthetic Applications ，ISBN 978-3-319-0397-7，5th Ed.，Jack Li，Springer)

收录为“人名反应”，成为以中国人名命名的为数不多的人名反应之一。（有机  

李佳璠） 

3 月 9 日上午，学院召开 2014 年度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学校本科生院

副院长赵菊珊、黄明东出席会议，卓仁禧院士、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学院本

科教学督导组及全院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卢昌宁主持。（党

政办  唐晖，会议报道见附件二） 

3 月 9 日下午，学院召开 2014 年度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学校研究生

院副院长宋朝阳、夏义堃出席会议，卓仁禧院士、张俐娜院士以及学院党政

领导班子、各二级单位相关负责人、全院博士生导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院

党委书记卢昌宁主持。（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会议报道见附件三） 

3 月 10 日至 16 日，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全国范围内的遴选，我院

2012 级博士生王天露同学作为华中地区的唯一受邀研究生参加了 2014 年

在日本东京举办的 Hope meeting（希望会议），与 5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

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有机所  田沺） 

3 月 18 日，首届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学院张俐娜院士荣获

2012 年度武汉市科技最高奖——科技重大贡献奖，以表彰她在生物大分子

新材料和生化品基础研究取得的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原始创新性成果，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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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万元。（高分子  钟莹） 

3 月 19 日，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创隆厅顺利召开。

副校长舒红兵院士、组织部副部长张长文、工会副主席陈蓓出席会议，学院党

政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会议由卢昌宁书记主持。学院领导班子成

员会上进行述职述廉，接受民主测评。（党政办  来瑞） 

3 月 25 日，学校离退休处徐应荣副处长一行三人来院调研离退休工作，

秦后国书记作汇报，双方深入交流了离退休政策和方法。学校对于我院的离退

休工作表示肯定，认为我院离退休工作虽任务繁重，但领导高度重视，工作积

极投入，老同志普遍反映较好。（党政办  韩静） 

3 月 30 日，武汉大学董事聘任仪式在行政楼一会议室举行，学校聘任我

院院友罗秋平、邓冠华等8人为董事。随后举行了罗秋平、邓冠华向武汉大学

捐赠签字仪式。罗秋平，我院1980级院友，现为蓝月亮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邓冠华，我院1984级院友，现为广州阳普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政办  王杭菊） 

★教学科研★ 

2013 年 12 月，冯钰錡教授参与的《高纯试剂纯化及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获评2013年度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兴检奖”一等奖。（分

析中心  胡成国） 

3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本年度项目申请工作已经完成，我院总共申

请基金项目 79 项，其中创新群体 1 项、仪器专项 3 项、重点项目 5 项、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 9 项、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0 项、面上和青年基金项目 51

项。与往年相比，学院依然保持了正常的申请数量，尤其是在优青、杰青、

重点重大、专项等项目的申报上保持了传统优势。（教学科研办  行丽君） 

3 月，湖北省第十五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揭晓，我院有 4 篇

论文获奖，全校同期有 30 篇论文入选。（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3 月，科研办对 2013 年下半年学院发表的影响因子在 5.0 及以上的论

文进行统计，共收集到 70 篇论文信息，影响因子最高达 24.892。具体信息

见附件一。（教学科研办  行丽君） 

3 月，学院顺利完成了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我院



 4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资格分数线为：总分≥300 分；政治≥50 分；外语

≥45 分；数学二≥90 分；专业单科≥90 分。有 152 名考生上线，另有 2 人

符合我院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优惠条件，享受分数线降低 15 分后参加

复试。目前拟录取 136 人。（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3 月 13 日，学院召开博士培养方案修订第三次专题会议，周翔院长、

卢昌宁书记、胡斌副院长及各二级单位负责研究生教学主任参加会议。会

议审议了新修订的博士生培养方案。该方案目前已提交研究生院审核。（教

学科研办  吴淑娟） 

3 月 17 日，学院召开 2014 届全体毕业研究生生大会，详细讲解了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流程安排，明确毕业要求，告知在学位申请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确定全院公开答辩同学名单。（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3 月 26 日，学院进行了 2014 年自主选拔录取学科能力测试工作。经

过笔试、面试 2 个环节测试，拟录取 73 名考生。（党政办  唐晖） 

★学生工作★ 

3 月，学院本科生开展“我最喜爱的教师”评选，张志凌、龚淑玲、于萍、

付磊、王志勇、李振、杨楚罗、胡斌、罗运柏等九位教师获评“我最爱的教

师”；蔡苹、董金凤、付磊、高志农、金先波、李仁杰、罗威、汪成、杨毅

夫等九位老师荣获学院“2013 年度优秀班级导师”荣誉称号。（学工办  蒋

莉） 

3 月初，化院首届研究生“女生节”活动--《心愿墙》张榜，在研究生会

和我院男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为我院部分女生实现了她们美好的愿望；按

照学校要求，开展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包括研究生校

园“十佳”歌手大赛和书画摄影大赛，并选派研究生代表刘柔琴等参加。（研

工办  徐芳琳、姬建建） 

3 月，院学工办、院团委开通公共微信平台——化院团学（微信号：

ccms_tuanxue），并试运行。选聘王少儒副教授担任 2012 级化生班班级

导师，督促本科生各年级各班在班级导师的带领下，分析成绩及不足，召

开班会。组织进行全院本科生寝室卫生检查，保障寝室安全及良好的住宿

环境。组织、开展了系列活动：院学生会顺利举办学院乒乓球比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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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与我院 7 名老教授结对帮扶；召开“武汉大学

2013 年十大珞珈风云学子”评选动员会，推荐陆庆全、“chem is try”挑战杯

团队、“清泉计划”团队参评“武汉大学 2013 年十大珞珈风云学子”。（学工办  

蒋莉、徐干城） 

3 月，对研究生住宿情况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工作，落实尚未返校

研究生的安全状态，并对生病住院研究生和心理异常研究生进行相关访

谈。（研工办  徐芳琳） 

3 月，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做好就业促进工作。召开 2010 级毕业

生就业促进交流会，对毕业生出国、考研录取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启动毕

业生纪念册编撰工作；提前对2011级本科生进行毕业意向调查，召开2011

级保研考研经验交流会。启动武汉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工作；完成全日

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介绍的编写，帮助用人单位更好地了解全日制

专业学位的专业情况，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更好地就业。（学工办  蒋莉，

研工办  姬建建） 

3 月，重视党建工作，积极做好武汉大学党校第五十三期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工作，选拔出 37 名本科生、12 名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培训。

（学工办  蒋莉，研工办  徐芳琳） 

3 月 8 日、12 日，分别接待国家纳米中心任红轩副处长、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熊博晖主任等一行来访，安排宣讲会。（学工办  蒋莉） 

3 月 14 日，本学年首场研究生跨学科学术沙龙在化中 201 举行，国

家奖学金获得者李侃、刘冬、黄冰和郭璞分别作报告，展示科研道路上的

灵感与勤奋，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研工办  徐芳琳） 

3 月 18 日，研究生党总支成员参加学校 2013 年“活力创新工程”学生

党建创新活动总结表彰大会。我院“创建跨学科、跨年级的学生党支部多层

次交流平台”荣获三等奖，任欢作为学生代表上台领奖。（研工办  姬建建） 

★学术交流★ 

3月6日，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Wonhwa Cho教授来我院作了题为“Lipids 

as Master Biological Regulators: A Chemical Biology Approach”的学术报告。（分

析中心  胡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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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日本京都大学 Akihiro Kusumi 教授受邀来我院作了题为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Plasma Membrane for Signal Transduction as 

Revealed by Single-molecule Tracking”的学术报告。（分析中心  胡成国） 

3 月 11 日上午，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系 Roman Boulatov教授受邀来我

院作了题为“The Force of Mechanochemistry”的学术报告。（有机所  朱紫薇） 

3 月 12 日上午，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化学系的 Chi Wi Ong教授来我院作

了题为“Hypervalent Iodine(III) Chemistry - Some New Aspect in C-H Activation 

Coupling and Oxidation Reactions。（有机所  朱紫薇） 

3 月 26 日下午，受庞代文教授邀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终身教授杨培东教授做客珞珈讲坛，为武汉大学师生

带来了一场题为“21 世纪的材料革新”的演讲报告。报告由周翔院长主持。（无

机所  徐晓晖） 

★专题报道★ 

学院召开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2014 年 3 月 19 日，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创隆厅

顺利召开。副校长舒红兵院士、组织部副部长张长文、工会副主席陈蓓出

席会议，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卢昌宁书

记主持。 

 

会议审议了 2013 年度学院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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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周翔教授首先作学院工作报告。他总结 2013 年工作亮点：学科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师资队伍建设亮点频现，教育教学改革稳步推进科研成

果突出、论文、科研经费持续增长，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术交流频密，

学院精神文明建设显现成效；分析不足：办学特色需进一步凝练，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发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整改，制度建设须进一步加强；

提出 2014 年工作要点。为了找差距、促发展，周翔院长还专门针对教育

部 2012 年学科评估的结果做了详细分析，全面介绍学院在教育部评估中

学科整体水平、一级指标乃至二级指标的排名、得分，与国内其他高校进

行对比，找出差距和问题，由此提出学院下一步工作的四个重点：一是进

一步加强优秀人才引进和现有人才培养，使更多优秀人才涌现；二是加大

力度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三是加大力度进行平台建设，全力推进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申报；四是进一步加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努力提升学生培

养质量。周翔院长呼吁学院每一位教师自觉参与到学院发展中来，共同努

力，为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化学学科做出更大贡献。随后，梅超华

副院长和院长助理龚淑玲教授做了学院财务工作报告，对学院财务收支情

况、985 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报告。 

副校长舒红兵院士、校工会副主席陈蓓先后发表讲话，对学院在过去

一年取得的各项成绩表示肯定，认为学院工作努力、目标明确、成绩突出

且能不断进取、不断突破，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文化氛围。他们表示，学

校将会继续支持学院的各项工作，并祝福学院能够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随后，卢昌宁书记宣读学院表彰决定。张先正、李振两位教授获颁第

三届“星拱科学研究创新奖”，杨楚罗、程功臻两位教授获颁第三届“星拱教

育教学贡献奖”，蔡苹等 9 位老师荣获 2013 年度“优秀班级导师”，庞代文、

何治柯、雷爱文等 3 位老师荣获“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张志凌等 9 位老

师荣获学院“我最喜爱的教师”称号。会上还对学院班子及成员进行了年度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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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进入分组讨论环节。与会代表分成三组，对院长工作报告等进

行审议，并就学院发展等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

见和建议。顶层设计如何实行、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如何均衡、制度建设

如何进一步规范、考核如何更加科学，生源质量如何保证和提高、学风建

设如何进一步加强、学院硬件设施如何完善、周边环境如何改善等等，代

表们关心的问题涉及到学院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表现出了一些共性，反

映出了全院广大教职员工的诉求。 

在闭幕式上，院长周翔教授对代表们的提案、意见和建议一一进行了

反馈，对他们尚存疑惑的方面进行了解释，对大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

表示了感谢。周翔院长表示将认真研究代表们的提案，积极听取意见和建

议，着力解决制约学院发展的瓶颈问题。 

最后，卢昌宁书记总结讲话。他首先感谢全院师生对学院发展做出的

贡献，他说，“改革发展”和“质量效益”是学院 2014 年工作的主题，通过此

次教代会，学院进一步廓清了下一步发展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代表们积极

参与并提出了诸多客观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无疑彰显出广大教师认

真负责的态度和主人翁意识。他表示，学院定将不负所托，进一步加强顶

层设计，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内涵式发展，讲求质量效益，坚持

以人为本，坚持发展，狠抓落实，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通过大家共同的

努力，描绘出学院更加美好的明天。（党政办  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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