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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工 情 况
学生工作部制 2018 年第四期（总第 39期） 2018 年 10 月 22 日

【本 期 导 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补考情况汇总

 9 月份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情况汇总

 9 月份宿舍检查情况汇总

 学院第二届“中天杯”大学生简历求职大赛情况通报

 国家奖学金评选结果通报

 2018 级新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结果通报

 近期开展专场招聘会工作情况通报（9月-10 月）

 近期校友会工作通报

一、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补考情况汇总

本学期初,对全院补考学生人数进行统计，并将各专业补考比例与上一级同

期做对比，现汇总如下。希望补考比例下降的专业班级再接再厉，补考比例上升

的专业班级注重加强学风建设，尤其是补考比例上升超过 20%以及补考比例大于

50%的专业班级，辅导员、班主任应制定出学风整改计划，并由二级学院办公室

监督落实。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补考情况汇总表

原学院 专业
人数/

上级同期人数

补考人数/

上级同期补考人数

补考比例/

上级同期补考比例
比例变化

兼职

班主任
原辅导员 类型

建

筑

学

院

建学 17 105/127 61/76 58.09%/59.84% ↓1.75% - 梁玮 批评

城规 17 70/52 22/29 31.43%/55.77% ↓24.34% - 梁玮 重点表扬

风景 17 56/51 10/30 17.86%/58.82% ↓40.96% - 梁玮 重点表扬

建学 16 126/107 52/49 41.27%/45.79% ↓4.52%
李寒

王琳
陈连梅 -

城规 16 49/62 23/26 46.94%/41.94% ↑5.00% 刘诗瑶 陈连梅 -

风景 16 50/65 13/38 26.00%/58.46% ↓32.46% 马晓鸣 陈连梅 重点表扬

建学 15 108/106 24/29 22.22%/27.36% ↓5.14%
陈柯

邹紫男
毛建姝 表扬

城规 15 63/91 9/12 14.29%/13.19% ↑1.10% 王晓固 毛建姝 -

风景 15 66/35 7/7 10.61%/20.00% ↓9.39% 赵静 毛建姝 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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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学院 专业
人数/

上级同期人数

补考人数/

上级同期补考人数

补考比例/

上级同期补考比例
比例变化

兼职

班主任

原

辅导员
类型

建

筑

学

院

建学 14 118/167 16/35 13.56%/20.96% ↓7.4% - 贾晋利 表扬

城规 14 91/92 3/5 3.29%/5.43% ↓2.14% - 贾晋利 -

小计 902/955 240/335 26.61%/35.08% ↓8.47% 表扬

艺

术

学

院

视传 17 84/63 18/40 21.43%/63.49% ↓42.06% - 白世延 重点表扬

摄影 17 25/17 16/9 64.00%/52.94% ↑11.06% - 白世延 批评

绘画 17 27/19 18/6 66.67/31.58% ↑35.09% - 白世延 重点批评

环艺 17 104/81 54/40 51.92%/49.38% ↑2.54% - 王鹤媛 批评

舞蹈 17 28/19 11/4 39.29%/21.05% ↑18.24% - 王鹤媛 批评

音乐 17 17/- 10/- 58.82%/- - - 王鹤媛 批评

视传 16 74/46 19/29 25.68%/63.04% ↓37.36% 郭春静 宋姝婧 重点表扬

摄影 16 17/25 3/12 17.65%/48.00% ↓30.35% 俞婧雯 宋姝婧 重点表扬

绘画 16 19/24 4/7 21.05%/29.17% ↓8.12% 俞婧雯 宋姝婧 表扬

环艺 16 105/74 44/41 41.90%/55.41% ↓13.51 耿云杉 宋姝婧 重点表扬

舞蹈 16 19/17 2/5 10.53%/29.41% ↓18.88% 俞婧雯 宋姝婧 重点表扬

绘画 15 26/29 4/1 15.38%/3.45% ↑11.93% 刘俊宏 卞佼洁 批评

摄影 15 29/24 5/9 17.24%/37.50% ↓20.26% 王渊 卞佼洁 重点表扬

环艺 15 85/78 30/24 51.72%/30.77% ↑20.95% 贾新新 卞佼洁 重点批评

视觉 15 54/79 17/9 31.48%/11.39% ↑20.09% 刘俊宏 卞佼洁 重点批评

舞蹈 15 18/19 1/4 5.56%/21.05% ↓15.49% 王渊 卞佼洁 重点表扬

小计 731/614 256/240 35.02%/39.09 ↓4.07% -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会计 17 131/169 84/100 64.12%/59.17% ↑4.95% - 燕丹玲 批评

汉文 17 75/50 37/15 49.33%/30.00% ↑19.33% - 燕丹玲 批评

工管 17 51/94 29/46 56.86%/48.94% ↑7.92 - 琚宁 批评

工管 17

（单招）
31/- 30/- 96.77%/- - - 琚宁 批评

英语 17 56/53 21/16 37.50%/30.19% ↑9.02% - 琚宁 -

经济 17 52/34 29/16 55.77%/47.06% ↑8.71% - 琚宁 批评

市营 16 29/- 8/- 27.59%/- - 张丹阳 刘晓菲 -

会计 16 169/87 91/39 53.85%/44.83% ↑9.02%
王蒙

魏琳红
吴玲华 批评

汉文 16 50/44 8/13 16.00%/29.55% ↓13.55% 杨斐 刘晓菲 重点表扬

工管 16 94/86 65/45 69.15%/52.33% ↑16.82% 王婉莹 刘晓菲 批评

英语 16 52/39 5/15 9.62%/38.46% ↓28.84% 杨斐 刘晓菲 重点表扬

经济 16 32/51 5/15 15.63%/29.41% ↓13.78% 张丹阳 吴玲华 重点表扬

汉文 15 44/47 15/3 34.09%/6.38% ↑27.71% 孙丹妮 陈焕 重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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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学院 专业
人数/

上级同期人数

补考人数/

上级同期补考人数

补考比例/

上级同期补考比例
比例变化

兼职

班主任
原辅导员 类型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英语 15 49/56 19/12 38.78%/21.43% ↑17.35% 孙丹妮 陈焕 批评

国贸 15 51/53 18/11 35.30%/20.75% ↑14.55% 张会 陈焕 批评

国贸 17

（专升本）
26/11 5/7 19.23%/63.64% ↓44.41 - 陈焕 重点表扬

工管 15 86/111 31/28 36.05%/25.23% ↑10.82%
李晨

李潇
卜惠娟 批评

工管 17

（专升本）
189/170 79/45 41.79%/26.47% ↑15.32% - 高云 批评

经济 15 55/50 12/26 21.82%/52.00% ↓30.18% 许晶 卜惠娟 重点表扬

会计 15 84/99 45/52 53.57%/52.53% ↑1.04% 李潇 卜惠娟 批评

会计 17

（专升本）
199/120 139/93 69.58%/77.50% ↓7.92% - 汤亚杰 批评

小计 1605/1424 775/597 48.29%/41.92% ↑6.37% -

材

料

工

程

学

院

材料 17 49/50 32/39 65.31%/78.00% ↓12.69% - 黄梅 表扬

安全 17 31/25 19/21 61.29%/84.00% ↓22.71% - 黄梅 表扬

材料 16 45/72 28/57 62.22%/79.16% ↓16.94% 柴倩 岳茜子 表扬

安全 16 28/45 19/26 67.86%/57.78% ↑10.08% 柴倩 岳茜子 批评

应化 15 22/29 6/11 27.27%/37.93% ↓10.66% 冯璐 岳茜子 重点表扬

冶金 15 28/62 4/6 14.29%/9.68% ↑4.61% 冯璐 岳茜子 -

材成 15 42/40 20/14 47.62%/35.00% ↑12.62% 冯璐 曹璞 批评

材料 15 73/83 33/45 45.21%/54.22% ↓9.12% 杨潘 曹璞 表扬

安全 15 46/44 26/4 56.52%/9.09% ↑47.43% 魏瑞丽 曹璞 重点批评

矿资 15 24/42 13/13 54.17%/30.95% ↑23.22% 魏瑞丽 曹璞 重点批评

小计 388/492 200/236 51.55%/47.97% ↑3.58% -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给水 17 82/84 41/52 50.00%/61.90% ↓11.9% - 王新 表扬

建环 17 58/52 33/28 56.89%/53.85% ↑3.04% - 王新 -

土木 17 197/242 118/188 59.89%/77.69% ↓17.8% - 张入元 表扬

给水 16 83/92 52/47 62.65%/51.09% ↑11.56% 宋少花 安娜 批评

建环 16 54/66 31/35 57.41%/53.03% ↑4.38% 杨东东 安娜 批评

土木 16 258/204 169/95 65.50%/46.57% ↑18.93%

马欣彤

朱陆洋

李妮

万艳秋 批评

给水 15 91/91 23/35 25.27%/38.46% ↓13.19% 姜华瑞 周清梅 重点表扬

建环 15 66/70 48/42 72.73%/60.00% ↑12.73% 李垣姿 周清梅 批评

土木 15 227/212 125/118 55.07%/55.66% ↓0.59%
马婷

张鹏

白冰玉

张玲 批评

工力 15 19/30 3/7 15.79%/23.33% ↓7.54% 刘娟 张玲 表扬

交运 15 53/69 27/33 50.94%/47.83% ↑3.11% 于媛 周清梅 批评

小计 1188/1212 670/680 56.40%/56.11% ↑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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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学院 专业
人数/

上级同期人数

补考人数/

上级同期补考人数

补考比例/

上级同期补考比例
比例变化

兼职

班主任
原辅导员 类型

机

电

工

程

学

院

机制 17 72/87 47/81 65.28%/93.10% ↓27.82% - 高璇 表扬

电气 17 69/70 51/48 73.91%/68.57% ↑5.34% - 高璇 批评

机电 17 52/42 37/30 71.15%/71.43% ↓0.28% - 高璇 批评

计算机 17 83/75 52/57 62.65%/76.00% ↓13.35% - 张晓雅 表扬

通信 17 52/66 37/47 71.15%/71.21% ↓0.06% - 张晓雅 批评

建电 17 37/29 23/26 62.16%/89.66% ↓27.50% - 张晓雅 表扬

自动化 17 58/43 47/37 81.03%/86.05% ↓5.02% - 张晓雅 -

机制 16 86/65 57/54 66.28%/83.08 ↓16.80% 李凯蒙 沈蔚 表扬

电气 16 69/71 32/53 46.38%/74.65% ↓28.27% 沈尚梅 沈蔚 重点表扬

机电 16 42/56 23/38 54.76%/67.86% ↓13.10% 严婷 沈蔚 表扬

计算机 16 75/- 44/- 58.67%/- - 杨柳 李娜 批评

通信 16 66/52 34/41 51.52%/78.85% ↓27.33% 杨爽 李娜 表扬

建电 16 30/47 20/22 66.67%/46.81% ↑19.86% 杨爽 李娜 批评

自动化 16 45/49 35/35 77.78%/71.43% ↑6.35% 严婷 李娜 批评

机制 15 88/63 61/39 69.32%/61.90% ↑7.42 张红 寇健 批评

电气 15 75/65 37/36 49.33%/55.38% ↓6.05% 周晓玲 寇健 表扬

机电 15 55/41 24/15 43.64%/36.59% ↑7.05% 梁婷婷 寇健 -

通信 15 67/37 19/6 28.36%/16.22% ↑12.14% 李红 王震英 批评

自动化 15 46/60 21/31 45.65%/51.67% ↓6.02% 杨洁 王震英 表扬

建电 15 47/52 15/34 31.91%/65.38% ↓33.47% 杨洁 王震英 重点表扬

小计 1215/1110 716/739 58.93%/66.58% ↓7.65% 表扬

总计 6029/5807 2857/2827 47.39%/48.68% ↓1.29%

注：补考比例下降超过 5%通报表扬，超过 10%重点表扬；补考比例上升超过 10%通报批评，

超过 20%重点批评。另：如补考比例下降超过 5%，但大于 50%，不作表扬处理；如达到“重

点表扬标准，作降级处理;当补考比例下降不足 5%，或补考比例上升不到 10%，但大于 50%

则通报批评。

二、九月份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情况汇总

按照要求辅导员每月深入学生宿舍平均次数不得低于（周期）3次/月。现

将 9月份深入宿舍情况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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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辅导员深入宿舍统计表

二级学院 姓名 周期次数 类型 二级学院 姓名 周期次数 类型

经贸学院

（表扬）

陈 焕 4 表扬

管理学院

（表扬）

田 芳 3 -

燕丹玲 4 表扬 琚 宁 4 表扬

黄 梅 3 - 刘晓菲 4 表扬

纪效英 5 表扬 岳茜子 4 表扬

秦 渊 3 - 高 云 4 表扬

吴玲华 4 表扬 王 琳 5 表扬

汤亚杰 3 - 曹 璞 3 -

艺术学院

（表扬）

陈改丽 4 表扬

建筑学院

（表扬）

陈连梅 4 表扬

白世延 2 批评 咸 萍 4 表扬

王鹤媛 4 表扬 陈媛媛 4 表扬

宋姝婧 3 - 杜 聪 4 表扬

张 帆 4 表扬 毛建姝 4 表扬

卞佼洁 5 表扬 贾晋利 4 表扬

土木学院

（表扬）

陈 敏 4 表扬

机电学院

（表扬）

高 璇 4 表扬

高 菁 3 - 温雪婕 4 表扬

安 娜 4 表扬 张晓雅 4 表扬

万艳秋 3 - 王 楠 4 表扬

周清梅 4 表扬 李 娜 3 -

关 山 3 - 沈 蔚 3 -

张 玲 5 表扬 王震英 1 批评

王 新 3 - 寇 健 3 -

张入元 5 表扬 李 丹 产假

三、九月份宿舍检查情况汇总

2018 年 9 月，由学生工作部组织各中心及团委行政人员，分 13 组对学院共

计 269 套/间学生公寓的安全、卫生等状况随机检查。现将结果通报如下：

情况良好的宿舍 4套/间、卫生较差宿舍 3套/间、违规大功率用电器 7件、

消毒工作未达标的宿舍 10 套/间、私自换锁的 1 套/间。请各二级学院对问题宿

舍及时整改并组织复查。

9 月宿舍检查情况汇总表

二级学院 宿舍号 辅导员 类型 具体情况

经贸学院
G3-111 吴玲华 批评 卫生较差；电器超标（烧水壶 1 个）

G2-252 燕丹玲 批评 违规电器（电夹板 2个，热得快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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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 宿舍号 辅导员 类型 具体情况

机电学院

G4-441C 室、D室 高璇 表扬 良好

G5-232A 室、C室 李娜 表扬 良好

G14-413 王楠 表扬 良好

G14-414 温雪婕 表扬 良好

G14-633 王震英 批评 违规电器（电夹板 1个）

G5-212 李娜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11-324
寇健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14-604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14-103 沈蔚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艺术学院

G4-341

宋姝婧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14-206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14-207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2-131A 室 卞佼洁 批评 卫生较差

建筑学院

G4-111
陈媛媛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G4-111A 室 批评 卫生较差

G2-242A 室 贾晋利 批评 私自换锁

土木学院
G14-502 周清梅 批评 违规电器（电夹板 1个）

G5-241 张入元 批评 消毒记录不完整

9 月份各二级学院宿舍抽查情况统计表

二级学院
总宿舍数

（间）
本月抽查舍舍数（间）

本学期合计检查

宿舍数（间）
检查比率（%）

经贸学院 342 51 51 14.88%

艺术学院 216 33 33 15.13%

建筑学院 236 36 36 15.20%

机电学院 329 50 50 15.21%

土木学院 359 54 54 15.09%

管理学院 295 45 45 15.19%

四、第二届“中天杯”大学生简历求职大赛情况通报

10 月 11 日下午，学院第二届“中天杯”大学生简历求职大赛决赛暨颁奖典

礼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大赛由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特

邀了北京中核四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中

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西安分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

份有限公司、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万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联招聘 9家企业的 HR 担任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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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共设有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经过激烈角逐，共有十二位选

手闯进决赛。决赛采取了模拟招聘模式，要求每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结合 PPT 展

示个人风采，评委们进行现场提问并对有意向的选手发放“面试直通卡”。

大赛的成功举办，为同学们在简历制作、设计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

台，提高了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为他们走出校门、走向职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届“中天杯”大学生简历求职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获奖单位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1 一等奖 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阮茹萍

3
二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傲晨

4 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亢晨阳

5

三等奖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张泽坤

6 李 辉

7 材料科学与工程 鲁阳阳

8

优秀奖

管理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王海兵

9 矿物资源工程 贾 博

10

机电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何冉贞

11 贾东方

12
自动化

赵忠信

13 段 凯

14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能源应用工程 张 敏

15
土木工程

曹 浩

16 高泽伟

17 经济与贸易学院 会计学 王汉肖

18 优秀组织奖 土木工程学院

五、国家奖学金评选结果通报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对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进行评审汇总的通知》（陕

教贷办〔2018〕13 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评定办法》（修订）（西建华〔2014〕36 号）和《关于评选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的通知》（西建华〔2018〕142 号）等相关文件的精神，学院于

2018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9 日对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进行评选。经过各

班级民主推选，各二级学院评选、答辩、公示、上报，学院资助管理中心初审，

学生资助领导小组复核等环节，将候选人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并经院长办公会

议审定后，报陕西省教育厅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批准，最终确定郭艺蕾等 11 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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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我院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希望各二级学院采取多种形式

对获奖学生先进事迹进行宣传，号召全体学生以他们为榜样，勤奋学习，努力创

新实践，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努力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 专业
政治

面貌

专业

素质

排名

综合

素质

排名

四

级

六

级

计算机

二级
备注

1 郭艺蕾 建筑学院 建筑学 1501 团员 1/94 1/94 483 / /

建筑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2017 级学生班主任、

班级组织委员

2 张泽坤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 1503 党员 1/137 1/137 458 / /
土木工程学院

学生会主席

3 伍秋玲 经贸学院 会计学 1603 团员 1/165 1/165 426 / /
舍长

“学习帮扶小组”组长

4 边瑞瑞 土木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602
预备

党员
1/80 1/80 478 / /

班级团支书

新生班主任

5 马玉琪 经贸学院 会计学 1502 党员 1/82 1/82 429 / / 学习委员

6 张明琬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602 团员 1/76 1/76 427 / /
班级学习委员，

宿舍长

7 杨盛杰 机电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02 团员 1/75 1/75 461 / / 无

8 陈恬梦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1601 党员 1/47 1/47 452 / /

院团委组织部委员、

班级组织委员、

学生班主任

9 王 玉 土木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502
党员 2/66 1/66 461 / 通过 班级学习委员

10 宋丹妮 管理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501
预备

党员
1/39 1/39 440 / 通过 /

11 高晨蕊 经贸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01 团员 2/44 1/44 512 431 通过 生活委员

六、2018 级新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结果通报

根据西建华[2018]165 号《关于对 2018 级新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的通

知》，学生发展中心组织各二级学院于 10 月 16 日—19 日对 2018 级新生进行了

心理测评。本次测评使用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采用专业系

统网络在线集体施测，参与测评学生共 2491 名（不含大校借读学生），施测率

100%。

2018 级新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结果汇总表

后期学生发展中心将在新生中开展约谈工作，并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形成

项目 一级心理问题 二级心理问题 三级心理问题 无心理问题

学生人数 188 283 353 1667

比例 7.5% 11% 14%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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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并开展跟踪服务工作。

七、2019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通报（9月-10 月）

学院九月、十月共计召开专场招聘会 45 场，其中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签约 9人、上海建工五建西北公司现场签约 9人、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

公司现场签约 44 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约 55 人、中国中铁五局集

团第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现场签约 25 人。另外仍有部分单位正在进行复试、签

约过程当中。

八、近期校友会工作汇报

1.2018 年 6 月 24 日，为了加深母校与校友间的情感联系，增进西安地区校

友沟通交流，校友办精心组织学院教工与曲江猎火足球队校友开展友谊足球比

赛；

2.2018 年 7 月—10 月，华清学院的首届毕业生部分专业（给排水 0401 及土

木工程 0401-0404）、继续教育学院建筑学 2003 级校友返校，校友办积极做好

接待工作，并代表学院接受土木 04 级校友为学院捐赠的物品（鲁班雕像）。校

友们纷纷表达对母校恩师的感激之情，同时也祝愿母校的明天更美好。

3.为部分校友赠送院徽，扩大学院影响力，增强学生对母校的归属感和荣誉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