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简报
（2015-2016 学年 第九期）
【主要新闻】
《生科院研究型学院综合改革方案》获全体教职工大会投票通过
2015 年 9 月 10 日下午，正值第 31 个教师节之际，生命科学学院在学院 B201 召开
全体教职工大会。会议由学院院长万师强教授主持。生命科学学院两任前院长、河南大
学副校长宋纯鹏教授和人事处处长尚富德教授参加了会议。
万师强教授首先向全体教职工通报了受到学校表彰的生命科学学院先进集体和个
人名单，然后利用数据对生命科学学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学院发展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就研究型学院综合改革方案的提出背景、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和
建议、修改、反馈过程以及其对生科院未来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同时对综合
改革方案的每一项规章、措施、和实施条件做了细致的解释和说明。
宋纯鹏副校长首先向全院教职工表达了节日的问候，祝大家教师节快乐，然后结合
生科院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指出生科院目前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包括人才培养文化、党
政共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成长，希望学院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方面做好工作，
凝聚共识，增强危机感，更好地促进生科院、河南大学生命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并珍惜
学校对本院发展的支持和期望。尚富德处长介绍了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总体情况和
与生命科学学院有关的政策、措施，鼓励生科院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促进生命科学学
院发展。
最后，全院教职工针对《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型学院综合改革方案》机构改革、本科
生培养、研究生培养、资源管理以及支撑条件建设五个方面 17 项措施进行了实名制投
票表决，其中 15 项措施获得 95.1%-100%赞成票，另外 2 项措施分别获得 82.4%和 88.2%
的赞成票，说明生命科学学院全体教职工对促进学院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改
革方案的高度关注、认同和支持。
《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型学院综合改革方案》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的投票通过，为促
进生命科学学院的全面发展、人才培养和创建国家一流学科，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大学“农二代的 O2O”项目团队荣获
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金奖
10 月 21 日，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吉林大学落幕，由河南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选送的 “农二代的 O2O”创业项目捧得“金奖”，这也是河南省获
得的唯一一枚金奖。
本届大赛从五月份启动至今历时近六个月，大赛共吸引了 31 个省（市、自治区）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878 所高校的 57253 支团队报名参加，提交项目作品 36508 个，
参与学生超过 20 万人，带动上百万大学生投入到创新创业活动中来。经过校级初赛、
省级复赛，产生 300 支优秀团队进入全国总决赛，其中创意组项目 111 项、实践组项目
189 项。经过大赛专家委员会评审，最终确定 100 个项目入围总决赛现场。学院党委副
书记肖艳带队指导，副校长刘先省到现场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并全程观看了比赛。
获奖的创业项目“农二代 020”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
打造“农二代”专属农产品的网络销售平台，通过 O2O 平台，结合人们现在对“食品
安全”的关注、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为目标客户投放、推送安全、绿色、无公害的
农产品信息。最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源地可查的健康食品，为种植性
农户“挖”出农产品的最大价值。
【科研与人才培养】
1、8 月，刘志广老师申请入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Muhammad Ammar Athar（巴基斯坦）
申请入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
2、9 月 8 日，丁建清老师受聘河南大学“攀登计划”特聘教授；8 日至 12 日，学院将
A5 楼作为丁建清老师实验室，并完成了清理工作。。
3、9 月至 10 月，生命科学学院组织 2015 年度职称申报工作。生命科学学院 1 人申报教
授职称，6 人申报副教授职称，3 人申报高级实验师，2 人申报实验师。其中王道杰老师
通过了教授职称考核；赵海鹏、何世斌、马云峰 3 位老师通过了副教授职称考核。
4、9 月 24 日，全球变化生态学实验室在职博士生宋敏的论文《Dynamics of soil ncmatode
communitics in winter wheat under difficrent nitrogen management in Northern
China Plain 》被国际主流生态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接收。
5、9 月 28 日，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教授李胜应我院邀请做题为“昆虫变态的激素调控毛毛虫 22 年尚未成碟”的学术讲座；中山大学教授徐卫华做题为“科学研究的选题思
路随谈”的讲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赵章武做题为“昆虫节律和睡眠的调控机理研究”
的报告。10 月 21 日，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丁玉强做题为“中枢 5-HT 环路及其功能”的报
告。10 月 22 日，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张大奕做题为“Novel Biotechniqucs for
Enviornmental Science”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冯启理教授就“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书写方法”开展讲座，随后以“家蚕翅原基发育的分子机理”为
主题做报告。10 月 23 日，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宪省做题为“植物干细胞形成与维持的
机理研究”的报告；北京大学教授白书农做题为“量体裁新衣——从植物发育单位到植
物发育程序”的报告；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王学路做题为“Brassinosteroid signaling
network and plant development”的报告。10 月 26 日，美国唐纳德植物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张全应邀做题为“植物和丛枝共生真苗之间的取与舍”的讲座。
【工作简讯】

1、8 月 31 日，生命科学学院 2015 级本科新生报到工作圆满完成。2015 级报到新生共
计 214 人，其中生物工程专业 88 人，生物科学专业 72 人，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54 人。
9 月 2 日，院长万师强和党委书记张霖亲自带队前往北苑宿舍，亲切看望新同学。
2、9 月 5 日，生命科学学院 2015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在三楼报告厅举行，院长万师强，
特聘教授苗雨晨、江静、郝福顺、白玲等老师及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了典礼；随后在报告
厅举办了 2015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
3、9 月，陈健、荆玉谱、苗仁辉、宋佳晟、田宝良、王冬、薛杰、郑洪远、邹婧汝 9
位博士办理入职手续。
4、9 月 12 日，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一行 3 人在该院院长王贵学教授的带领下，来我
院考察交流，我院领导班子成员在会议室接待了客人并与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5、9 月 16 日，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选人公示，我院谷艳芳、李锁平两位老师
入选。
6、9 月 20 日，河南大学举行 2015 级军训阅兵，生命科学学院 2015 级新生所在的 53
连队成绩优异，分别获得综合评比一等奖、分列式一等奖、内务标兵连、新生歌咏比赛
三等奖。
7、9 月 20 日，生命科学学院新老生学习交流会在生命科学学院三楼报告厅举行。
8、9 月份，我院研究生陆续进行了河南大学学业奖学金和河南省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其中获得河南大学学业奖学金的有 219 人，河南省学业奖学
金 117 人，国家助学金 268 人，国家奖学金 8 人。
9、9 月 25 日，河南大学 2012 级本硕一体化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班拟录取学生名单公
示，我院 2012 级学生李鑫入选。
10、9 月 30 日，生命科学学院举办了 2015 级新生座谈会，院长万师强、院党委副书记
肖艳、2015 级辅导员黄秋斌出席本次座谈会，2015 级部分新生参加了座谈会。
11、9 月，我院进行了新生党员资格审查，经审查我院共有研究生新生党员 26 人，其中
正式党员 23 人，预备党员 3 人。
12、9 月，我院共接收新进教工党员 6 人：苗仁辉、陈健、王东、田宝良、郑洪远、薛
杰。
13、9 月，我院共上报积极分子 207 人，其中有 134 积极分子参加了党课在线学习。
14、9 月下旬，我院党委组织部署以“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为主题的“三严三实”第二专题学习研讨任务。
15、中秋节来临之际，学院行政工会组织慰问我院的离退休教师。
16、10 月份，我院根据学校要求做好关于河南大学第十五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的工作。
17、10 月 9 日，学院举办 2015—2016 年学生干部大会。院党委副书记肖艳及各年级辅
导员出席会议，学院团委学生会及青年志愿者协会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大会。
18、10 月 15 日，生命科学学院举办 2015 级新生研讨会，院长万师强出席了会议。

19、10 月 17 日，我院学生会组织学生参加河南大学第二届“新生杯”环校跑挑战赛，
获得“精神文明代表队”荣誉称号。
20、10 月 15 日至 18 日，我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北苑宿舍举办了以“见好就 buy，机会
不再”为主题的第一届“跳蚤市场”活动。
21、10 月 18 日，我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前往开封迎春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敬
老爱老志愿活动，为敬老院的老人送去关爱和温暖。
22、10 月 19 日，2015 年度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教学技能比赛中我院 2012 级学生白小
梅获得“二等奖”。
23、10 月 23 日，河南大学—信阳市南湾实验林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仪式在学院 B101
教室举行。学院党委书记张霖等领导及教师代表，南湾林场党委副书记、副场长罗坤，
进修班学员参加了结业仪式。仪式由我院副院长王磊主持。
24、10 月 30 日，生命科学学院举行 2015 年迎新晚会，院党委书记张霖、党委副书记肖
艳等领导老师观看了晚会，晚会取得圆满成功。
25、10 月中旬，生命科学学院学生男子排球队参加 2015 年“河大杯”学生男子排球赛，
获得“精神文明代表队”荣誉称号。
26、10 月 29 日，我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九名志愿者前往开封市敦复书院参加 “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开封系列宣讲活动”现场的服务工作。
27、10 月 29 日，我院生物爱好者学会在金明校区综合 2 号楼后举行河南大学第一届“观
鸟展”。
28、我院每周举行前沿报告会，为研究生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