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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12月 5日下午，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党支部在研究院二楼

党员活动室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资产公司党委委员刘银中，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支部书记郑曦主持。 

郑曦、盛其杰、史建强分别代表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

角研究院、宁波研究院、上海协同创新中心进行对照检查发

言。郑曦围绕“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检视剖析领导

班子问题，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五个方面分析

原因。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加强党性锤炼、强化意识、苦练

干事本领、坚守纪律底线进行整改落实。 

郑曦、盛其杰、史建强、胡秦、宫健、张铁邦、陈磊分

别结合主题教育学习体会和个人工作开展情况，深刻剖析检

视自己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表态虚心

接受大家的意见，逐一落实整改。 

刘银中对此次民主生活会的总体情况给予了肯定，对领

导班子提出五点希望：一是提高站位，把准方向；二是加强

学习，武装头脑；三是为民服务，增进福祉；四是勇担使命，

推动发展；五是自我革命，永葆本色。 

（二）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

评议党员 

12月 5日下午，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党支部在长三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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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二楼党员活动室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组织

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 

郑曦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党员大会述职。党支部全体党

员按照要求深刻检视剖析自己，逐一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表态虚心接受各个意见建议并实施整改。 

刘银中点评参会同志表态鲜明，自我批评严肃认真、触

及灵魂，相互批评一针见血、不拐弯抹角。对大家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继承好传统；二是解决好问题；三是运用好成果、

规范工作行为。 

二、 重点工作 

（一）召开五、六级领导人员述职测评大会 

按照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角研究

院于 12 月 30 日下午召开五、六级领导人员述职测评大会。

太仓校区管委会和长三角研究院全体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太仓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长三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

曦主持。 

太仓校区管委会和长三角研究院五、六级领导人员郑曦、

胡秦、宫健、张铁邦、陈磊结合自身实际工作，从思想政治、

分管工作、党风廉政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设想等方

面，分别进行了工作述职汇报。述职汇报重点突出、内容详

实、真实客观，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问题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整改措施及下一步工作规划。 

述职后，参会人员无记名对领导班子成员年度工作情况

进行了民主测评，并现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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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开 2019年度全体职工述职考核大会 

1 月 10 日，长三角研究院召开 2019 年度全体职工述职

考核大会，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角研究院全体教职工参加

会议，会议由太仓校区管委会副主任、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

张铁邦同志主持。 

参与考核人员从个人思想政治情况、主要工作思路及业

绩、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计划等方面进行述职，深入总结分

析一年来的工作。院领导本着公平公正、全面客观的原则，

对全体职工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进行测评。 

测评结束后，太仓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太仓长三角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曦同志总结点评，一年来全体职工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本职工作，工作中能及时发现问题、

改正问题，工作态度任劳任怨。本次述职大会也为全体职工

搭建了一个经验交流、成果分享的平台，促进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希望大家在新一年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

步提高工作站位，为太仓校区建设和研究院产学研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三）2020不负时代不负青——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角研

究院举行师生跨年活动 

2019年 12月 31日晚，在太仓工作学习的软件学院师生，

太仓校区管委会和长三角研究院教职工，入驻长三角研究院

科研团队师生，MBA 太仓班学员，后勤工作人员等近 200 人

一起包饺子、贺新年。与友谊校区、长安校区同步举行跨年

晚会，共同步入 2020 年。2018 年，工大与太仓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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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未来；2019年，脚踏实地，启幕强强联手的奋进新篇章；

2020年，我们一起披荆斩棘、筑梦远航。 

（四）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调研 

为了做好太仓校区信息化规划，向兄弟院校学习先进的

工作经验，2020 年 1 月 14 日，太仓校区管委会、学校信息

化建设与管理处、太仓市政府一行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华为深圳总部调研，主要学习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信息化规划、“智慧校园”建设情况。 

三、日常工作 

（一）人才引育工作 

1.启动海外人才招聘工作 

12 月以来，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角研究院通过驻美、

驻德才探基地、“青塔”微信公众号、青塔网、今日头条、

网易、搜狐、澎湃、“西工大太仓”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

太仓校区招聘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截止至 1 月 15 日，浏

览量共计 7万余次，共收到简历 150余份。将符合要求的高

层次人才简历推荐至民航学院、软件学院、微电子学院、网

安学院、化学制造研究院、先进核能材料研究院，并积极与

有意向的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加快太仓校区高层次人才延

揽进程。 

2.聘任夏敏博士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2 月 29 日上午，我校特聘研究员夏敏博士的聘任仪式

在长三角研究院举行。夏敏现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工程学院

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复杂机电系统智能健康监测、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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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结构健康监测、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先进制造系统数

字孪生等。同时夏敏拥有丰富的学术经历、突出的学术活动

能力，在研究院的海内外人才引进、高水平学术研究、高层

次国际会议举办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太仓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长三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郑曦为夏敏特聘研究员颁发了聘书并表示祝贺。他对夏敏的

加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夏敏的学术成就及突

出贡献给予高度的肯定，同时希望夏敏的加盟能加快研究院

智能运维与健康管理研发中心的建设发展，并在人才引进与

培养、教学科研工作、国际合作交流方面提出新的合作思路。 

3.开设校区社保、个税缴纳账户 

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角研究院积极推动开设太仓校区

社保和个税的缴纳账户事宜，现已申请开通太仓校区社保缴

纳账户。积极对接地方人社局、教育局，解决了教职员工在

地方缴纳个税社保、子女基础教育保障等问题。 

（二）科研管理工作 

12 月 20 日，长三角研究院正式获批苏州市新型研发机

构立项，新增建设经费 1000 万元。12 月再次新增获取生产

厂房 8600 ㎡及相关基建费用支持，为后续收益性产业化项

目落地提供了新的资源导入。1 月 4 日，组织第三批科技产

业化团队进驻评审工作，组织开展科研团队实验场地安全检

查。 

（三）赴南理工、南航异地校区调研 

2020年 1月 7日、9日太仓校区管委会一行分别赴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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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江阴校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溧阳天目湖校区实地

调研，并与江阴临港开发区管委会、南航天目湖校区管委会

座谈交流，了解校区建设情况，交流学习建设经验。太仓市

政府高校办、文教投、重点办相关领导与工作人员一同前往。 

（四）教育管理服务工作 

1.设立专业书籍图书室 

太仓校区管委会、长三角研究院主动对接软件学院，为

在太仓的 60 名软件学院研究生，配备百余本专业书籍，设

立图书室，制定图书借阅规则，帮助跨专业学生补齐短板、

提升自我。 

2.寒假安全教育 

1月 8日，长三角研究院面向在院学习的 2019级软件工

程硕士研究生开展寒假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从交通安全、财

务安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实习安全等五方面，讲解突

发情况的预防和处理，结合实际案例提高学生的风险防范意

识与自我保护能力。班会后，开展了学生宿舍例行检查，消

除生活安全隐患，对宿舍卫生进行评比表彰。 

（五）接待来访参观 

12月份，研究院科技展厅先后接待政府、企业、学校来

访参观合计 13场，接待人数 194人。其中，政府来访包括：

太仓市城厢镇党委副书记、苏州市科技镇长团、苏州市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一行、侨联外事办一行、浙江海宁市市委书记

一行、太仓市人才办带领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协会一行、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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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市海关干部一行、太仓市委第二巡查组一行等；高新企业

来访包括：湖南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航 615

所、东软集团、上海交通电子行业协会、太仓台谊会、昆山

市陕西商会等；学校来访包括：华东理工大学、双一流高校

应届毕业生选聘候选人一行等。 

四、各学院开展工作 

（一）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到太仓研讨学院入驻事宜 

12 月 10 日，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张盛兵院长一行来院座

谈。座谈围绕网安学院入驻进程进行讨论，网安学院表示将

安排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在太仓进行假期实习、毕业设计、

短期实验课程，并选派教师常驻太仓。太仓校区管委会将积

极争取资源支持 “教学实战靶场”的建设。 

（二）软件学院到太仓开展学期总结 

1 月 8 日，软件学院负责教育教学的李联、林丽明老师

到长三角研究院开展学期总结，师生双方围绕本学期课程设

置、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学业存在困难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

李联、林丽明对下学期课程安排、导师选择及论文开题事项

进行了说明。 

（三）微电子学院到太仓研讨学院入驻事宜 

1 月 2 日，微电子学院周德云院长一行 5 人来太仓交流

学院入驻事宜。微电子学院 20余名学生将于 2020年 3月底

前到长三角研究院开展毕业设计，选派教师常驻太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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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交叉应用研究中心建设方案，实地查看过渡态学院办公

环境。 

五、职能部门开展工作 

（一）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到太仓调研  

12 月 11 日下午，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到太仓研讨太仓

校区信息化建设工作。协商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与基本标准。

太仓市高校办、文教投、重点办、太仓校区管委会、东南大

学设计院智能所、华为陕西教育、阿里云计算、新华三等单

位参与研讨。 

12 月 30 日，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成立太仓校区信息化

规划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制定太仓校区信息化规划设计方案，

协调和推进太仓校区信息化规划落地实施，推进太仓校区信

息化规划工作。 

 

（二）发展规划处到太仓调研 

1月 13日，发展规划处樊琳一行 3人来院对接跟进校区

建设情况。会议主要研讨太仓校区学院和研究中心的布局与

筹建情况，包括已入驻四个学院的工作推进、新学院与研究

中心的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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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相关领导                    2020 年 1 月 15 日 印发 2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