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华大学 2016年大事记 

 

1 月 

《四川日报》12月 25 日登载了“迪拜邂逅陈龙灿”一

文，报道我校体育学院陈龙灿教授受邀于 2015年 8 月初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该国乒乓球队总教练一事。 

10 日，我校艺术学院动画系选送的作品在第十届“56

个月亮”西部大学生动漫节动画、插画、三维静帧、微电影

等分组中荣获：民族文化贡献奖 1 个、最佳创意奖 1 个、最

佳学生作品奖 3个、二等奖 1个、三等奖 2个。 

6 日上午，江苏省高邮市副市长赵平携高邮市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倩桦，高邮经济开发区农工处副书记、区

科技人才办主任李贵军，高邮市科技创业中心创新发展部部

长吴盛昌，高邮市科技创业中心创新发展部部长徐祯龙，高

邮市精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乔爱民等一行 10 人来我

校交流考察。校长刘清友，副校长王政书在行政楼 212会议

室接见了来宾。王政书副校长主持会议。 

8 日上午，我校在四教报告厅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 会

议总结了近年来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宣传思想工作

作出了安排和部署。四川省委宣传部巡视员王素、省委教育

工委宣传思想工作处处长陈小红、教育部易班发展中心负责



人朱明伦莅会指导。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校党委副书记、校

长刘清友，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副校长何建平、朱晋蜀、

王政书出席会议，全体中层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

专职辅导员，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校团委全体工作人

员参会。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清友主持。 

8 日，我校后勤管理处牵头，组织校内相关部门以及该

工程的设计施工等单位，通过听取情况汇报和现场检查等方

式对彭州校区灾后重建设施维修工程第一标段、第二标段进

行了检查验收。一致认为该工程验收合格。 

9 日上午，我校流体及动力机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流

体机械及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2015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召开。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许唯临，

副主任委员、江苏大学副校长施卫东，副主任委员、东方电

机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首席专家石清华，副主任委员、西

华大学校长刘清友等学术委员会的 13 名委员参加了会议。 

11 日上午，无线电领域专家、以色列 Mazar博士受聘我

校客座教授并作学术报告。 

11 日下午，校党委召开全委会会议，听取学校 2015 年

度常委会工作报告，通报学校 2016 年财政预算。全体党委

委员参加会议，全体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四川省、成都市人

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政府参事，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受邀列席旁听。 



12 日，我校艺术学院教师张雪创作的四川重大历史题材

油画作品《毛主席视察红光》顺利通过“四川重大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专家组评审，该作品将永久存列在四川省美术馆。 

12 日，我校在四教报告厅召开人才工作会。会议回顾和

总结了近年来我校在人才工作方面的成绩和经验，认真分析

了学校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人才队

伍建设的原则、目标和举措。 

13 日上午，法国里尔科技大学 FahmiZaïri 教授和瞿正

伟博士一行到我校交流访问。校党委书记边慧敏、研究生部

部长刘小兵、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罗擘、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党委书记赖喜德、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刘保县、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主持日常行政工作副院长宋文武、流体及

动力机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江启峰参加了交流会。 

13 日下午，我校召开统一战线座谈会。校党委书记边慧

敏，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清友，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党

办、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党委宣传部、离退休处负责人以

及侨联、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

各民主党派代表；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一同参加了座谈会。王

小林副书记主持会议。 

14 日下午，我校首次外事工作专项会议召开。会议回顾

总结了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开展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分析查找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了今后工作



的主要思路与举措。 

19 日下午，我校外国语学院 2012 级日语专业陈若兰同

学带领的《T-LINK 专注大学生成长的组团社交平台》团队获

得第九届成都青年创业大赛总决赛高校组二等奖。 

20 日，我校师生在第五届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中，

3 名学生获优秀奖（最高奖），16 名学生入选，另有两名教

师的作品入选。 

20 日上午，彭州市委书记韩轶带领彭州市委副书记刘印

勇、副市长陈善彬、市委宣传部长蒋蔚炜、市委办主任刘诚、

市教育局局长高显忠等一行来校考察交流，洽谈校地合作事

宜。 

21 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北京林业

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铁铮、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蓝晓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小锋、华中农

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程华东、天津市教育工委宣传处处长

宋涛一行来到我校，就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新媒体建设

工作进行调研座谈和深入交流。 

20 日下午，刘清友校长带领副校长王政书及科技处、地

方合作与服务处、研究生部、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负责人和

部分教师前往位于成都龙潭寺工业园区的宝石机械成都装

备制造分公司，洽谈校企合作事宜。 

25 日上午，学校党委召开落实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推进会。会议就学校前期巡视整改工作进展情况作了通

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对下一阶段整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

署，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全体校领导和校内各单位“一把手”

参加了会议，校党委书记边慧敏主持会议。 

29 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彦蓉一行专程来到我

校，亲切看望慰问中组部“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

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刘清友校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王七章，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朱世宏，教育厅办公室副主

任王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副处长郑园宗等一行陪同慰

问。 

 

2 月 

3 日，中组部、团中央第 16批“博士服务团”在川成员

一行 10 人在团长宁方伟博士的带领下来我校调研交流。围

绕“中央博士服务团与地方高校协同创新智库”建设这个主

题，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并就联合共建协同创新智库达成了共识。 

24 日下午，Golden mainland ghana limited（金大陆

加纳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利宏、总经理刘志雄一行专程到我

校交流考察。校长刘清友、副校长朱晋蜀和相关部门、学院

负责人与来宾就双方开展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并达

成初步合作共识。 



23 日，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通报 2015 年终考核结

果和寒假期间学校开展的主要工作，表彰 2015 年度先进集

体和优秀干部，部署学校 2016 年度主要工作。校党委书记

边慧敏主持会议。全体校领导、副处及以上中层领导干部参

加了会议。 

近日，四川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省妇联发文，

授予我校外国语学院 “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20周年特别

贡献奖”。 

25 日，我校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012级“卓越机械工程师”1支部、工商管理学院 E-I团支

部获评全国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支部”。 

 

3 月 

1 日下午，四川省纪委常委张冬云、省纪委组织部部长

郭宏川莅临我校，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任命李传林同志为

我校纪委书记的决定。全体校领导及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清友主持会议。 

3 日，我校“快乐居家”团队自主研发的“壹个师傅 APP”

项目荣获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2015全国大学生网络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一等奖。 

4 日上午，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宁带

领组织部、校办、监察审计、计财、科技、人事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一行 10 人来校考察。双方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

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9 日上午，绵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贾璋炜带领宣传部

部长王德炎、副部长周鹏，学工部部长胥海军，团委副书记

王海榕，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莎一行 6人到我校交流考察。

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及马

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9 日上午，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

员刘晓晨带领督导工作组一行 7人，专程来到我校，通过实

地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对我校春季

开学工作和巡视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组织干部处处长丁念友，省教育厅人事与教师工作处

处长李曦，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龚崇儒，省教育厅财

务管理处副处长朱漫宇，省教育厅监察室干部游勃瑞，省委

教育工委组织干部处干部罗瑜参加了督导检查。校党委书记

边慧敏，校长刘清友，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李传林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并汇报工作。 

11 日，依据“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

评议结果和 2015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

果《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5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或审批结果的通知 》（教高函〔2016〕2号），我校新增四个

本科专业：翻译、酿酒工程、物流工程、信息安全，同时我



校撤销物理学专业。目前，我校共有本科专业 83个。 

12 日，我校参与共同组建的四川省汽车产业技术研究院

正式获批，通过四川省科技厅正式认定，被列入第二批省级

产业技术研究院。 

15 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印发 2015 年省

‘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及团队名单的通知》 川组通〔2016〕

6 号”文件，公布了 2015年省“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名单，

我校经济学院林漳希教授， 汽车与交通学院阴晓峰教授，  

建设与管理工程学院彭凤教授 3 位老师入选创新领军人才

（含人文社科专项）。截止目前，我校已经有 5位老师入选。 

15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带领经济学院院长卓武

扬，入选省“千人计划”林漳希教授，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

院院长何明星、副院长杜亚军等一行赴温江区人民政府洽谈

校地合作事宜。温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陈志勇、常务副区长王

庆出席洽谈会，温江区国资金融办、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区委组织部、区经信与科技局、区现代服务业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16 日，第十一届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

审揭晓：我校人文学院张邦铺副教授、陈珊、李西臣、张居

盛合作的著作《凉山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彝

族为例》荣获一等奖；经济学院卓武扬教授、徐雷、彭艺、

甘璐合作的研究报告《四川移动支付创新与风险控制研究》



荣获二等奖；外国语学院龚小平教授、陈达教授、许媛鵷合

作的著作《中国翻译理论构建中主体性困境及其对策》荣获

三等奖。 

17 日 ，我校任桂明等 109 名学生被四川省教育厅授予

“四川省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称号。 

17 日下午，我校在行政楼 212会议室召开学校党委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会议的主题是学习“两会”精神，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结合学校发展展开讨论。参加学习会的有学

校党委常委、党委委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学院书

记、院长，共计 50 余人。学习会由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主

持。 

18 日，攀枝花市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及部分企业负责人来校考察交流。校办主任、大学科

技园董事长费凌，科技处及相关学院负责人与来宾进行了座

谈。 

21 日上午，四川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汪明义一行来我校交

流考察。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校长刘清友、纪委书记李传林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来宾进行了交流。李传林主持会议。 

25 日下午，我校召开西华苑二期住户代表座谈会，通报

西华苑二期住房建设的施工进度、造价、工期等有关情况，

对关于更改二期住房铝合金窗一事进行了现场投票表决。副

校长王政书，基建规划处、职工住房建设办公室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与部分住户代表参加会议。 

27 日，我校荣获第四届上海大学生（国 际）微电影节

优秀组织奖。 

29 日，我校学子荣获首届中西部外语翻译大赛英语专业

口译组一等奖和英语专业笔译组一等奖。 

29 日下午，学校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

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党风廉政建设“两

个责任”和《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学校党委

委员、纪委委员、各学院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学

习。校党委书记边慧敏主持学习会。 

30 日上午，四川工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塞峰、副院长张

礼达，评建办、教务处、经管学院、人文学院、电子通信工

程等部门负责人一行来我校交流考察。副校长朱晋蜀，教务

处、经济学院、人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电气

与电子信息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来宾进行了交流。    

30 日下午，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经理钱治家携营销部、

经研所相关人员一行来校开展交流合作，并对校企合作项目

进行评审验收。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副校长王政书和项目课

题组成员与来宾进行了交流座谈。 

31 日，于去年入驻我校科技园的成都雨神电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顺利挂牌（简称雨神

电竞），正式登陆新三板。 

 

4 月 

6 日上午，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东平带领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永辉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来校交

流考察。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传

林与来宾进行了座谈。李传林主持会议。 

8 日上午，校长刘清友，副校长王政书带领科技处处长

栾道成、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院长王军、机械工程学院副院

长向中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金应荣、科技处知识

产权与成果转移中心主任陈宝书一行赴广汉市中国石油集

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采工程技术研究院洽谈校企合

作事宜。钻采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孙海芳，副院长杨令瑞、 

韩烈祥，总经理陈晓彬，院长助理薛清恩以及相关分公司经

理参加了会议。 

8 日下午，我校聘请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徐宏明教授为我

校客座教授。 

11 日上午，韩国世翰大学校长李升勋带领教育人才开发

处处长崔美顺、外事处处长孙多玉一行 3 人来校交流考察。

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校长刘清友与来宾进行座谈。 

15 日，四川卫视《四川新闻》栏目对四川省“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和采访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的相关情

况作了报道。 

14 日，奥地利安德里茨集团公司北京公司总经理白朝平

博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江苏航天水力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崔佃德、副总经理邵春兵一行到访我校。校党委书记边

慧敏，研究生部部长、学科办主任、流体及动力机械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小兵，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主持行政日常

工作副院长宋文武，流体及动力机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有关

人员参加了洽谈。 

19 日，我校一共有 5 项成果荣获 2015 年度四川省科技

进步奖，2项二等奖（其中 1项为第 2 单位），3项三等奖（其

中 1 项为第 2单位）。 

20 日上午，郫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吴红艳率县发改局、国

土局、规划局、教育局、政府办和红光镇主要负责人一行来

校考察交流，了解学校发展现状和需求，帮助解决学校发展

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副校长王政书与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与来宾进行了座谈交流。 

20 日上午，我校第 38 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临江苑操

场盛大举行。 

22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

会议。传达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省纪委十届五次

全会精神，总结 2015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部



署 2016年工作任务。 

22 日上午，成都市机械工程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在

我校召开。原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成都市机械工

程学会理事长陈次昌，常务副理事长王金诺，副理事长、西

华大学校长刘清友等 100 余名会员代表参加此次大会。 

23 日，我校羽毛球队在 2016 年四川省高校羽毛球比赛

中获得普通组男子单打第二名、混合团体比赛第七名的优异

成绩。 

23 日，我校荣获四川省第二届大学生普通物理知识竞赛

团体三等奖。 

25 日上午，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创始人、首

席专家，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邱均平教授应邀来校，为我校干部作了一场题为“2016中国

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估报告——以西华大学为例”的学术报

告。 

26 日，我校教师吴午华作品《生活色彩》入选 2016 亚

洲设计协会联展。 

26 日下午，我校举行 2014—2015 学年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表彰大会。 

25 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来函批复，同意我校今年将

22 个本科专业调整到本科一批次录取。加上去年纳入本科一

批次招生的 21个专业，2016年我校共有 43个专业纳入本科



一批次在川招生。 

28 日下午，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祯华、

高级顾问周天文、常务副总冯尚飞、副总李涛、副总工程师

张军一行来校考察，洽谈校企合作相关事宜。 

28 日，我校荣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校园好声音”亚军。 

29 日下午，我校召开“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

格党员”（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中央、省委“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 

29 日，我校召开 2016年研究生学术年会。 

 

5 月 

1 日，我校学子在 2016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荣获总

决赛一等奖。 

2 日，我校与捷克斯柯达汽车大学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

署合作备忘录。 

4 日下午，我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97周年暨表彰大

会。 

4 日上午，我校部署参加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

对加强学科建设、迎接教育部学科评估相关工作进行了部

署。 

6 日下午，金大陆加纳有限公司总裁蒋利宏、总经理刘



志雄，全球恩艾斯有限公司总经理 Francis Kofi Kpolu，成

都利方工程综合部经理罗俊一行来校交流考察。 

7 日，我校教师王亦恩荣获“首届四川省基础力学青年

教师讲课竞赛”材料力学组一等奖。 

7 日，我校在四川省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创新实验竞赛中

荣获特等奖。 

8 日，我校学子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四川赛区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 

11 日，校党委书记边慧敏与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洽谈校企合作。 

13 日，我校荣获“中国大学新媒体百强之优秀高校”称

号。 

14 日，我校学子在“学创杯”2016 年全国大学生创业

综合模拟大赛四川省决赛中荣获三项一等奖。 

15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军，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华大学校友王华明一行齐集我校，

双方就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等方面开展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校长刘清友主持座谈会。 

15 日，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韩宪洲一行来校考察。 

16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军，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房建成，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华大学校友王华明一行，在西南

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西华大学党委书记边慧敏，校长刘清

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传林，副校长何建平一行陪同

下，应邀赴天府新区考察。 

16 日，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主任姚子

麟、浙能集团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季寿宏、浙能集

团生产安全部刘亚静一行到我校就油气管道智能检测技术

与装备进行交流。 

18 日下午，学校召开中层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上级有

关文件精神，部署接受省纪委督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全面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持续推进巡视整改等近期重要工作。 

18 日下午，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高校处主任科员盛

莉、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杨淘、张勇一行 3人来我校进

行高校学生资助问卷调查工作。 

19 日，校学子在第十二届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作品征集

展播活动中荣获三等奖，我校获优秀组织奖。 

20 日，我校与广州因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 

21 日，我校教师刘利丽执裁全球首个跆拳道职业赛。 

22 日上午，由我校牵头，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成都希望食



品有限公司等等 20 余家协同单位参与的“四川省食品质量

与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成立暨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 

25 日，我校学子在第七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四川赛区中，9 名同学获得四川省一等奖；

20 名同学获得省级二等奖；43 名同学获得省级三等奖；“小

黄仁”团队获得社会公益项目团队赛三等奖。 

24 日下午，学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教授会见了美国德克萨

斯理工大学云计算与超算中心技术专家 Jerry Perez 博士、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Shaokun Fan 博士、美国罗彻斯特理工

学院桑德斯商学院 Yang Yu 博士、美国赛仕软件研究开发（北

京）有限公司（SAS 公司）总经理 Zheng Liu 博士一行，我

校四川省千人计划专家林漳希博士、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院长何明星、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罗擘等参加了本次会

见。  

27 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建华带领校办、国有

资产管理处、财务处、后勤基建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来

我校交流考察。 

27 日，我校学子在第五届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大学生基本

功比赛中荣获本科组个人全能二等奖、钢琴演奏一等奖、器

乐演奏一等奖、理论笔试一、二、三等奖、歌唱与伴奏二等

奖等多个奖项。我校代表队获团体二等奖。 

28 日，我校在四川省高校教职工羽毛球比赛中荣获 B 组



女单第五名、B组女双第七名、B 组男单第七名。 

28 日，我校乒乓球队在四川省高校第四届大学生乒乓球

比赛中获得男子团体一等奖、单打第二名、双打第二、三名；

女子团体一等奖、双打第一名、混双第二名。普通组学生代

表队分别获男女团体三等奖、男子单打第六名、混双第七名。

陈龙灿教练获得优秀教练员称号。 

29 日，我校田径队在 2016 年四川省高校大学生田径运

动会比赛中获得高校甲组男子铅球铜牌、铅球第四名、4×

100 米第四名，并打破学校记录；高校甲组女子 400 米第四

名、4×400米高校甲组第四名，并打破学校记录；高校甲组

男子跳高第六名、110 米栏第七名；高校甲组女子 200 米第

七名，并打破学校记录。喜获佳绩。 

29 日，我校学子在第七届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全国总决赛获得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 项，优秀奖 2项。 

30 日上午，我校副校长何建平与比萨大学副校长亚历珊

德拉·吉迪教授在米兰成功签署了比萨大学与西华大学校际

合作协议书。 

30 日下午，四川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小组第三

督导组组长、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莫怀学一行来校

督导我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30 日，我校生自主研发的 2项创新项目入围第三届“创

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 



 

6 月 

1 日上午，四川理工学院副校长刘康带领教务处负责人

及工作人员一行来我校交流考察。 

1 日上午，武侯区区委书记巫敏一行对我校科技园（人

南园区）进行了参观访问。 

1 日上午，由省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吕刚、教育

厅就业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戴旭、省委组织部人才处干部王

二勇组成的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申报专项考

察组一行莅临我校，实地考察了我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俱

乐部申报工作。 

2 日下午，我校举行第四届教职工间操比赛，机关三分

工会获得冠军，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工会获亚军，艺术学

院工会获季军。 

5 日，我校学生在“第七届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

维尔杯’BIM应用技能大赛总决赛”中荣获团体全能一等奖、

两个专项一等奖和两个专项二等奖。 

8 日上午，我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与德国柏林职业教育

集团（GFBM）主席 Siegfried Vogelsang 在德国柏林签署校

企合作协议。 

8 日上午，我校举行校史馆个人捐赠证书颁发仪式暨校

史馆建设座谈会。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副校长朱晋蜀，档案



馆、宣传部和离退休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校史馆首批个人

捐赠者代表参加会议。 

8 日，我校艺术学院教师王崇东教授创作的陶艺作品“悠

然天地间”入选第二届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大展并展出。 

12 日，我校“易西华”APP荣获“全国高校优秀网络栏

目”称号。 

17 日，我校举行 2016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校级答

辩。 

17 日，我校 458名 2016届毕业生受聘校友联络员。 

17 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督琳达·德绍阁下一行会

见了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戴作安，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和在我

校就读的来自维多利亚州的 5名留学生。 

19 日，“我校艺术学院周睿老师带领的“澜山工作室”

提交的旅游文创作品在“2016‘成都礼物’旅游商品创意设

计大赛”中获 1 个银奖、2 个铜奖、2 个优秀奖和 1 个最具

市场潜力奖。 

20 日，我校学子在四川省第二届“联盟杯”高校英语写

作决赛中获一、二、三等奖，我校获“2016 年四川省首届中

国高校英语写作联盟杯”特别贡献奖。 

21 日下午，德国柏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哈拉尔德·格

莱斯勒教授前来我校访问。 

21 日下午，我校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暨新



党员入党宣誓大会。 

22 日，《四川日报》第四版以“多学科融合 全方位开放

——西华大学探索综合性大学特色发展之路”为题，专题报

道了我校的综合实力、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开

放办学及招生等情况。 

23 日上午，我校举行 201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23 日，我校参加 2016年南充市“互联网+装备制造业”

成果对接洽谈会。 

24 日上午，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韩志玉教授一行来

校考察。 

27 日，我校跆拳道高水平队在 2016 年全国大学生跆拳

道锦标赛中获得 2 个冠军，1个亚军，3 个季军、1个第五名，

同时获得乙组女子团体总分第三名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29 日下午，海格嵘兴—西华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揭牌暨

黄文锋客座教授聘任仪式举行。 

29 日，边慧敏书记一行赴巴中考察调研并签订《校地合

作战略框架协议》。 

30 日，我校人文学院学生党总支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

党组织”。 

30 日上午，四川民族学院凌立副校长一行来校考察。 

 

7 月 



1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韩

杰才带领哈工大机器人集团高级副总裁于振中，哈工大数据

集团筹备组成员席瑜泽，哈工大智慧农业集团筹备组成员吴

新等一行 6人来校交流考察，与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学院

负责人就开展校际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了合作共

识。 

1 日，我校图书馆举办四川省图书馆学情报学科研工作

研讨会。 

4 日，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应邀出席世界著名国际经济问

题专家理查德·库珀教授座谈会。 

6 日下午，宏华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弭先生一行来校考

察。 

7 日，我校在 “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中荣获

一等奖。 

7 日下午，江苏省淮安市人才办主任姜洪洋一行来校开

展人才科技项目对接。 

7 日，校党委书记边慧敏一行赴泸州考察调研并签署校

地合作框架协议。 

8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应邀出席中央赴川“博士

服务团”泸州行座谈会。 

8 日上午，技研新阳集团-西华大学机器人联合实验室揭

牌。 



8 日上午，我校举办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四川赛

区）暨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10 日，我校艺术学院王崇东教授作品入选第三届中国工

艺美术双年展。 

11 日上午，江苏高邮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曹勇一行来校考

察。 

12 日，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赖喜德教授、张翔博士

参加了在法国 Grenoble举办的第 28届水力机械与系统国际

研讨会。 

12 日，我校武小军教授应邀参加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

热点与趋势学术研讨会。 

13 日下午，泸州市公安局聂海波副局长一行来校考察，

就进一步推进科技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 

13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会，共评

出了一等奖 20项、二等奖 20 项和三等奖 10项。 

14 日下午，我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第十次会议完成全部议程和预定的各项任务，顺利闭

幕。 

14 日，我校啦啦队获得 2016 年啦啦操总决赛舞蹈和技

巧项目双冠军。 

15 日下午，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一行来校考察交流。 



16 日，201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在我校举行。 

16 日，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教指委 2016 年会暨第五届全国水

利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在我校举行，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青年教师张婧荣获特等奖。 

16 日，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地方工科院校分会 2016年年

会在我校召开。 

17 日，我校学子在“中海达杯”第二届四川省大学生测

绘技能竞赛中获得导线测量”单项一等奖、“三维激光点云

建模”单项二等奖。 

20 日，学子在 2016 年四川省大学生信息安全技术大赛

中获得 2 项省级三等奖。 

22 日，中石油渤海钻探工程院及中成装备制造公司党委

书记马宁一行来校交流考察。 

23 至 24日，我校承办中国特色生物发酵食品及益生菌

产业发展论坛暨中国特色生物发酵食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筹备会。 

25 日，我校学子在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

能汽车西部决赛中分别获得电磁直立组、电轨组一等奖 2项，

双车追逐组二等奖 1 项，光电组二等奖 2 项。 

25 日，中央博士服务团首个智库——“中博四川智库”

在我校揭牌成立。 

25 日，我校艺术团“飙之梦”合唱团在第十二届布拉迪



斯拉发国际音乐节合唱比赛中获得民歌组金奖。 

25 日至 26 日，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随四川省代表团赴

哈尔滨工业大学考察。 

25 日，我校桥牌运动队在全国大学生桥牌锦标赛中获得

冠军。 

27 日下午，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巡视员张健一行 7 人来

校就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进行专题调研。 

28 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曾湘泉教

授一行三人组成的“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管理长期治理模

式研究”课题组来校调研。 

28 日上午，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我校签署校

企战略合作协议。 

28 日下午，香港世界贸易中心投资顾问林伯华率领重庆

女性人才研究会会长邹小平、伍淑清助理赵伟、省外事侨务

（港澳）办港澳事务处副处长吴彬一行来访我校，就合作创

办创业中心等相关事宜进行考察调研。 

29 日，我校与宜宾市人民政府和中博四川智库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31 日，落下帷幕。我校人文学院教师唐丹在第三届四川

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得人文社会科学组一等奖，并将

代表四川参加全国比赛；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王亦恩获

得自然科学应用学科组二等奖；理学院教师吉驭嫔获得自然



科学基础学科组三等奖。我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8 月 

1 日下午，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和后备军官学院院长赵

琪作为高校代表应邀出席四川省某陆军预备役高炮师 “八

一”座谈会。 

8 日，我校经济学院刘俊博士受邀出席“2016•中国西藏

发展论坛”。 

9 日，我校出台 ESI 高水平论文奖励办法，对 ESI高被

引论文每篇另奖励 10 万元；扩展版 ESI高被引论文，每篇

另奖励 5 万元。 

 9 日，《华西都市报》登载了“抓住一带一路契机 西华

大学与中东欧国家高校合作”一文，报道我校对外合作交流

与招生的情况。 

17 日，我校学子获 2016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二等奖。 

18 日，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校长刘清友参加全省高校

党的建设暨改革创新研讨班学习。 

22 日下午，学校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省

高校党的建设暨改革创新研讨班会议精神。 

22 日下午，宜宾市委书记刘中伯，市委副书记、市长杜

紫平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党政代表团来我校考察交流并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26 日，西华大学淮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研讨

会暨揭牌仪式在淮安市智慧谷举行。 

29 日，我校学子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获

全国三等奖。 

30 日，我校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31 日，我校人文学院青年教师唐丹在第三届全国高校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文科组一等

奖，并将获得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1 日，我校与江苏省高邮市汤庄镇人民政府签订机械产

业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 

 

9 月 

1 日，我校师生在“2016年四川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

中，10 件作品获得省级一等奖，15 件作品获得省级二等奖，

23 件作品获得省级三等奖。我校艺术学院教师张玉萍、孟凯

宁、谢淑丽、左怡、李恒全、郭鑫昆、陈文雯获省级优秀指

导教师奖。 

7 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评估调研专

家组对我校牵头承担的省级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四川省

高端技术技能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实施情况进行了

督查调研。 

9 日上午，2016年“春晖计划”留日博士团专家，日本



东京理科大学理学部、春晖博士团团长赵新为教授，千叶大

学工学部、春晖博士团副团长鲁云教授一行来校交流。 

9 日下午，我校举行 2016年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11 日，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教授应邀参加四川省绿色产

业发展咨询会相关专题的专家座谈会。 

12 日，我校新增外国语言文学等 5 个学科教授、副教授

任职资格评议权。 

12 日，我校举行第九届“西华秋韵”文艺晚会。 

13 日上午，我校召开精准扶贫工作会。 

13 日上午，四川省社保局局长董宏杰来校调研养老保险

工作。 

16 日，我校参演首届成都国际音乐诗歌季“菁蓉创享会

•音乐专场”活动 ，并与成都音乐产业促进会签约。 

16 日，我校艺术学院屈波博士参加第 34 届世界艺术史

大会并作发言。 

18 日，著名编剧关山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19 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曹耀峰一行来校交流。 

20 日，我校学子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四川

赛区获得一、二、三等奖。 

20 日下午，我校举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承

办全省易班共建高校网络安全教育成果展。 

20 日下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科



学技术发展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石照耀教授应邀来我校作学

术报告会。 

21 日，攀枝花学院何永斌副校长一行来我校交流考察。 

21 日，非洲加纳总统顾问 Frack先生，金大陆加纳有限

公司总裁蒋利宏、总经理刘志雄先生等一行来校交流。 

21 日，校党委书记边慧敏参加第四届中国（绵阳）科博

会系列活动。 

22 日，我校新增社会工作、翻译及制药工程三个专业学

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22 日，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一行

来校交流，就合作共建监测中心等事宜进行座谈。 

23 日，我校舞蹈系教师李倩雯、路耀武编创的作品《画

布上的梦想》获四川省第二届青年舞蹈展演创作三等奖，我

校获优秀组织奖。 

24 日，我校举行才达助学金捐赠签约暨 2016 年才达助

学金发放仪式。 

25 日至 28 日，我校召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推进会。 

25 日，我校学子在 2016年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

赛全国总决赛中荣获二等奖。 

26 日，我校增列了“应用经济学”和“设计学”两个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法律硕士”和“农业硕士”两个

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27 日，空军参谋部机关国防生工作调研组一行来校调研

考察国防生培养工作，驻校选培办主任、副主任陪同调研。 

27 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Karl-Heinz 

Meisel 教授，国际处处长 Joachim Lembach 博士和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Claas Christian Wuttke 一行 3 人来访

我校。 

28 日，我校人文学院教师张邦铺副教授的独著《彝族习

惯法及调解机制研究》（32 万字）作为“十三五”规划国家

重点图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0 月 

10 日，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朱世宏会见了我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校长刘清友一行，听取

近年来学校改革发展的情况汇报。 

12 日，我校召开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工作总结交流会。 

13 日，我校召开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培训会。 

13 日，我校承接的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验

收评估工作全面启动。 

14 日，青春四川·创赢未来——双创“点燃未来”系列

活动在我校正式启动。 



14 日，我校召开 2016年四川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学术

研讨会。 

14 日至 16 日，我校参加第十九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暨心理学与一带一路国际论坛。 

14 日，我校万远英教授入选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专家指导组成员。 

15 日，我校学子在 2016年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荣获“最炫赛车奖”三等奖、静态赛总成绩全国第八名，其

中营销报告全国第四，成本报告全国第八，设计报告全国第

十二，动态赛中的八字环绕项目全国第四。 

15 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韦丽明获四川省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讲课比赛三等奖。 

16 日，我校学子在第四届高校大学生金相大赛暨第二届

全国高校大学生材料综合技能大赛中获得二、三等奖。 

17 日，由重庆卫视、重庆日报、重庆晨报、华龙网四家

媒体组成的“逐梦他乡重庆人”采访团队来到学校，专访我

校校长刘清友。 

18 日，德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主席 Siegfried 

Vogelsang、董事长闫俊一行来我校访问以进一步落实和推

进合作，双方拟共同建立“中德职业教育培训认证中心”。 

19 日，江苏省金湖县人大主任毛文博一行来访我校。 

19 日，邯郸学院柴兴泉副校长一行来校交流。 



20 日，四川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现场监督处

处长刘志才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21 日，四川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专题调研组来校

调研思想政治工作。 

21 日，我校学子在 2016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

中获得单项最佳牵引第二名，直线加速第五名，设计报告第

六名，总成绩二等奖。 

24 日，黑山共和国下格里察大学校长维斯林·于科吉奇

教授与佐兰·迪坎洛维奇教授来校访问。 

25 日至 28 日，我校汽车与交通学院教师彭忆强、孟忠

伟教授在意大利贝尔加莫大学参加“第七届中意创新合作

周”活动。 

28 日，上海市教委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郭

华博士应邀来校作题为“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对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的专题报告。 

30 日，我校学子在 2016年第 10届 Honda 中国节能竞技

大赛中获得油车组第一名、电车组第九名、最佳进步奖和十

年贡献奖。 

 

11 月 

1 日，欧洲科学院院士、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ISI 高

被引科学家、膜计算创始人 Gheorghe Păun来校讲学并受聘



为我校名誉教授。 

1 日，我校党委书记、四川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边慧敏出席“创业天府 海归蓉漂首届新侨‘双创’

国际峰会”。 

1 日，我校特聘教授、中国科协副主席周守为院士来校

作专题报告。 

1 日，《华西都市报》以“大学教师主动请缨 扎根大山

扶贫”为题，报道了我校机械工程学院教师马洪波主动请缨，

扎根南充嘉陵区石楼乡马达山扶贫的事迹。 

2 日，我国思维科学学科带头人、相似论创立者张光鉴

先生受聘我校客座教授并作学术交流。 

3 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光斌来校作学术

报告。 

3 日，四川省大学生武术比赛在我校举行。 

4 日，第四届全国地方高校科技工作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5 日，我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在 2016 年天府金融论坛的

“创新创业与创投”分论坛上作了《积极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热情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发言。 

6 日，我校学子在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本科组） 工

程造价技能及创新竞赛”中获得手工算量（房屋建筑与装饰

工程）单项一等奖、手工算量（建筑水电安装）单项一等奖

（两个）、软件算量（建筑水电安装）单项一等奖（两个）、



创新思维单项一等奖、综合团体一等奖和综合团体二等奖。 

7 日，西华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包括机器人系统

集成、大数据、智慧农业的大数据产业研究院。 

8 日，美国杜肯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Martha Jordan 教授，

法律项目副主任、杜肯大学法律信息中心负责人 Frank 

Yining Liu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张楚教授

一行来访我校。 

9 日，我校校史馆收到一本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总理珀塞德.比塞萨尔作为国礼送给习近平主席的插画绘本

——《皇帝·新娘与龙袍》，此书的插图出自我校艺术学院

副教授冯戈之手。 

10 日，巴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袁闻聪一行来校洽谈校地

合作事宜。 

10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任命费凌为西华大学副校长。 

10 日，九三学社西华大学委员会召开换届选举暨第三届

委员会成立大会。 

10 日，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大中华区事务负责人秦

铭汉先生来访我校。 

12 日，我校召开“发挥校企合作优势，创建一流传媒艺

术学院”专题研讨会。 

14 日，我校学子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四川赛

区）中获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7项，三等奖 16项。 



16 日，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雷朝滋，省教育厅组织干部处处长、省教育厅高校学生信息

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蔡玉波，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主任谢

平一行来校调研就业创业工作。 

18 日，我校召开档案工作会议。 

18 日，我校教师参加第五届全省高校教职工网球赛获得

C 组女双亚军、女双第七名、团体第五名。 

20 日，我校学子在第三届四川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中

获得岩土工程组一项三等奖，一项优秀奖；建筑工程组两项

三等奖。 

21 日，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郭南希女士、副总领事白

怀特先生、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席格雷

格·麦卡锡教授等一行 9 人来访我校，开展“2016 迷尚澳周”

系列活动之西华大学站——中澳对话。 

23 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张勇一行 4人来我校

考察交流。 

24 日，校长刘清友参加 2016 深海能源大会并作主题演

讲。 

25 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潜涛教授来我校，就高校马克思

主义学科的发展形势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沿问题研究

进行学术座谈。 



25 至 27 日，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金应荣教

授，敖进清教授，科技处科技成果转移中心主任陈宝书参加

2016 攀枝花钒钛论坛并发言。 

25 日，我校 FSC大学生燃油方程式赛车“BTR-Ⅶ”和本

田节能电车作为金熊猫文创设计奖优秀作品，参加第三届成

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汽车设计类展览。 

26 日，我校举办 2017届毕业生大型双选会。 

26 日，我校学子在第六届四川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中荣获

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2 名。 

26 日，我校外国语学院谯于倩、王莲同学在第 14届“21

世纪·华澳杯”中澳友好全国大学生英语大赛上分别获得二

等奖和三等奖。 

27 日，我校学子参加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

盘模拟经营大赛荣获二等奖。 

28 日至 30 日，我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应邀出席 2016 年

易班全国共建工作推进会并作大会交流发言。 

29 日，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在我校召开学习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宣讲会，省委宣讲团高校分

团成员，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世宏

作宣讲报告。 

29 日，四川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朱世宏一行到我校开展走基层活动。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



教育厅党组成员李光华等参加活动。 

29 日—30 日，2016 全国合唱指挥公益研修班在我校举

行。 

29 日，我校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宜宾市深化合作签约仪

式在宜宾市举行，副省长刘捷出席签约仪式并作讲话。 

29 日，我校在“2016 年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中

获优秀组织奖。 

29 日，我校学子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

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荣获特等奖。 

29 日，我校学生公寓空调线路铺设工程正式开工。 

 

12 月 

1 日，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一行，莅临我校

调研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1 日，《教育导报》头版头条以“朱世宏作省委宣讲团高

校分团首场报告”为题，报道了教育厅厅长朱世宏到我校宣

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到基层调研的事情。 

1 日，《教育导报》以“@西华水电蜀黍，你有一封表扬

信——记西华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职员令狐昌茂”为题，报

道了我校后勤总公司职工令狐昌茂的故事。 

1 日，彭州校区学生公寓空调线路铺设工程正式启动。 

1 日，我校举行校史馆学生讲解团成立暨讲解员聘任仪



式。 

2 日，由我校作为成果主要完成单位、校长刘清友教授

作为成果第一完成人的《深水钻完井双层管柱动力学行为与

井控安全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 2016 年度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6 日，我校团委荣获 2016年成都市“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组织奖。 

6 日，我校进行 2015 年度实验室建设项目验收。 

8 日，我校开展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 

8 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陈井安来校作学习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 

8 日，我校圆满完成 2016年度省级脱贫攻坚验收考核工

作 。 

9 日至 10日，我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传林参加首

届健康中国高峰论坛，并在分论坛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信

仰与人民群众健康”的主题报告。 

9 日，“筑梦他乡重庆人”全媒体集中推出对我校校长刘

清友的大型人物故事寻访报道，重庆卫视以“刘清友：我为

祖国献石油”为题作了接近 4分钟的专题报道，《重庆日报》

以“刘清友研发‘定海神钻’的大学校长”为题、《重庆晨

报》以“大国重器领先世界 他带的团队出力不小”为题、

华龙网以“刘清友：大国重器‘海洋石油 981’ 他带领团队



‘做’‘钻头’”为题，从不同角度报道了我校校长刘清友的

事迹。 

10 日，四川省机械工程学会农业机械专业委员会成立暨

农业装备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10 日至 22 日，校党委书记边慧敏教授率团访问美国、

日本的相关高校和机构。 

11 日，我校在第九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中荣

获工业工程组二等奖、逆向组二等奖和三等奖。 

12 日，我校人文学院潘殊闲教授、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陈永强教授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入选《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师

风采录（第三辑）》。 

13 日，我校人文学院副教授张雪梅当选金牛区第七届人

大代表。 

13 日，央视和四川卫视就雾天如何正确使用车灯采访我

校汽车与交通学院实验中心主任王永忠副教授。 

14 日，我校教师吴昌东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子

技术基础、电子线路课程授课竞赛全国一等奖。 

14 日，我校学生在川渝地区第三届大学生化学竞赛中荣

获三等奖 1项，优秀奖 2 项。 

15 日，我校学子在 2016年四川省水利水电科普知识竞

赛中荣获一等奖。 

16 日，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程功明少



将一行莅临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18 日，我校先进计算研究中心荣获 2016年高性能计算

应用先进单位。 

19 日，西华大学与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 

21 日，我校举行首届唐立新奖学金答辩会。 

22 日，我校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产

学研合作”框架协议。 

22 日，我校获批成为第一批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 

24 日，2016 年成都校友会年会暨“西华记忆文创活动

第一季”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24 日，我校农村经济生态新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

办。 

24日，我校流体及动力机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6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26 日，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西华大学考点

工作结束。 

26 日，我校经济学院许锐锋同学获得第 21届中国大学

生乒乓球锦标赛超级组男子单打冠军。 

27 日，我校获得“淮上英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及领军

人才计划项目。 

27 日，我校首届“唐立新奖教金、奖学金”颁奖典礼暨



西华大学 2017新年音乐会在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 

28 日，我校汽车与交通学院司法鉴定所选送的由李平

飞、吴涛、张易红三位教师合作完成的鉴定文书荣获司法部

组办的第二届“宋慈杯”优秀司法鉴定文书评选活动二等奖。 

29 日，我校召开 2016年度述职测评大会。 

29 日，我校举行 2016年庆元旦教职工冬季长跑比赛。 

29 日，我校召开 2016年冬季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34名申请硕士学位名单，审议并通过了 87名

申请学士学位名单，审议并通过了 42 名新增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名单。 

31 日，我校舞蹈系 120余名师生应邀赴西昌参加 2017

年央视春晚凉山分会场的排练。 

31 日，我校 8 名教师入选 2016年四川省“千人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