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严管理，从实服务，稳健中求创新，突破中求发展

——光电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方案

一、学院学生概况

（一）基本概况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基本情况如下：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学生基本情况表

学生类

型
年级

总

人

数

男生及比例 女生及比例 党员及比例 少数民族人数及类型

本科

2012 241 219/90.9% 22/9.1% 44/18.3%
5 人，苗族、土家族各

1人，壮族 3人

2013 204 169/82.8% 35/17.2% 21/10.3% 1 人，壮族

2014 204 167/81.9% 37/18.1% 1/0.5%
2 人，畲族、彝族各 1

人

2015 189 160/84.65％ 29/15.35％ 0

5 人，回族、壮族、蒙

古族、土家族、苗族各

1人

合计 838 715/85.3% 123/14.7% 66/7.9%

13 人，畲族、彝族、

回族、蒙古族各 1 人；

土家族、苗族各 2 人；

壮族 5 人

硕士

2013 68 49/72% 19/27.94 31/45.59% 0

2014 78 44/56.4% 34/43.59% 31/39.74 1 人，满族

2015 82 58/70.73% 24/29.27% 26/31.71% 1 人，回族

合计 228 151/66.23% 77/33.77% 88/38.60%
2 人，满族、回族各 1

人

博士

2013 15 11/73.33% 4/26.67% 4/26.67% 0

2014 7 5/71.43% 2/28.57% 2/28.57% 1 人，瑶族

2015 5 3/60% 2/40% 4/80% 0

合计 27 19/70.37% 8/29.63% 10/37.04% 1 人，瑶族

（二）以安全稳定为根本



1.安全稳定的渗透教育

新生适应性及安全教育，如防骗防盗案例分析专题讲座；外

出实习实践安全教育，如金工实习、专业实习等；实验室安全教

育讲座，涵盖本科生、研究生实验室，针对药品、器械、用电、

用水等进行专题教育；特殊时期的安全教育，如毕业季、政治敏

感期、节假日期间等。

2.安全稳定的机制保障

通过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学生信息员等建立层级联动信息

反馈机制，如建立党员宿舍责任区等，及时了解学生信息，化解

学生矛盾。

3.安全稳定的信息化手段

依托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Q 群等；发挥学生榜样的

正确言论引导作用。

4.安全稳定的程序性原则

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学生事务，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从严管理，从实服务，构建学风建

设新生态

（一）以学风建设为主线，推行各年级分类指导教育模式，

积极探索学风建设的形式、内容、机制。

1.在形式上，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合力育人的

立体框架。



2.在内容上，要围绕“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不断探索低年级学生按大类培养，高年级学生分专业

培养的人才培养改革方案，解决学生学习兴趣与动力问题。

3.在教育方法上，以第一课堂教学为主导，以第二课堂教育

为支撑，以教风带学风、以管理育学风、以榜样树学风、以活动

促学风，以战绩彰学风，寓教于理，寓教于情，寓教于乐，形成

教育机制的全员化、全程化。

具体措施：

1.以教风带学风

①第一课堂教学为主导是学风建设的主战场，教师教风的好

坏直接影响到学风的建设。教师积极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通过

良好的教风，带动学风建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用自己的

研究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增强课

堂师生互动，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条件的教师，邀请学生参

与课题研究，激发学生钻研专业知识、开展科学研究的兴趣。

②教师的敬业精神、严谨治学态度和求实作风，对学生具有

良好的示范作用。加强对课堂纪律、学生听课情况的管理，强化

点名制度，对旷课、迟到、早退等现象，给予相应的记录考核，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

③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入手

积极研究改进教风学风的对策。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并及

时向学校主管领导反映学生关于教学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行学



院领导班子、辅导员听课制度，每星期针对主干课程听课 1-2 次，

了解学生上课情况，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纠正不良现象。

2.以管理育学风

管理育学风、管理育学生。加强对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的管

理、在管理服务中，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建立“人格上尊重

学生，感情上关心学生，工作中信任学生” 的新型师生关系，

为学生的学习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

（1）加强日常管理

①推行辅导员与任课教师的联系制度。辅导员每学期至少与

本院主干课任课教师联系 2-3 次，每周检查学生学习纪律，及时

对迟到、早退、旷课的学生进行教育处理，尤其要认真查处旷课

玩游戏现象。

②坚持辅导员进宿舍制度。辅导员定期深入学生宿舍，了解

学生动态，解决学生困难，加强对学生的文明、卫生、安全教育

和管理，保障科学合理作息制度。

③坚持分类指导和全程辅导相结合的管理制度。从新生入学

教育开始，到毕业生文明离校，要根据不同年级的不同学习特点，

进行分类指导，开展如“大一养成习惯”、“大二潜心立志”、“大

三拓展素质”、“大四实践成才”为主题的主题教育活动，进行有

针对性的思想教育与学业指导，不断强化学生的学习动力，不断

明确专业发展方向和阶段学习目标，使学生学有方向，学有动力。

④实施学长制或导生制。充分调动各年级优秀同学的积极



性，实施党员同学带非党员同学、高年级同学带低年级同学、成

绩好的同学带学习吃力的同学等等，在学习上、思想上甚至生活

上，人人都是帮助对象，人人（除了一年级新生）又是他人导师，

一方面让被带动同学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导生的学习的

目的性、积极性，强化了责任意识。同时增强了同学们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

⑤加强辅导员、教务员与家长的联系沟通制度，有效发挥家

庭和社会的教育管理作用。辅导员尤其重点关注、关心那些留级、

休学、外院转入学生。

（2）强化服务育人机制

重点关注经济贫困生、学习后进生、心理问题生等特殊群体。

通过积极为经济贫困生争取勤工助学岗位、指导帮助申请国家助

学贷款，公开、公平分配学校各种补助等措施，帮助解决其实际

困难和思想上的负担，使他们能轻装上阵，自强不息；通过学长

制（兼职班主任、团员学长、党员学长）帮教形式，帮助后进生

找原因，定目标，鼓士气，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他们能迎头赶上。

3.以榜样树学风

加强优良学风建设，有赖于发挥学生党团骨干、学生干部在

学风建设中的中坚作用，引导它们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认真作好各类奖学金、先进社团、先进集体的评选与表彰工作。

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举办光电学院“五四”颁奖典礼，评



选“光电之星”，举办“刘颂豪科技创新奖评比”，及时树立光电

专业领域典型学生，营造争先创优的学习氛围。真正让学生做到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4.以活动促学风

学院各类党团学生组织在努力推进党团建设、素质拓展工作

的过程中，把学风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

身心特点，通过日常工作和一系列特色活动，促进优良学风的形

成：

①各学生组织在日常工作中突出学风建设。通过团校在“推

优入党”和学生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中突出对学习成绩的要求；

设置“光电学院百本必读书目”，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通过

各种宣传平台，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大力推进优良学

风的形成。

②加强主题活动，活跃学术氛围。通过举办学术报告、就业

指导、演讲、辩论、学习经验交流等特色活动，鼓励学生献身科

学事业，树立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③利用学院学生科技创新平台，结合各类竞赛，如全国挑战

杯竞赛、光电设计大赛、电子设计大赛、数学建模大赛等大力开

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开展特色专业竞赛，激发学生加强专业实

践及创新能力培养的积极性。

成立两个工作指导小组，在制度上保证第二课堂的顺利进

行，在资源上推进第二课堂的顺利发展。成立“光电学院创业创



新工作指导小组”和“光电学院学生课外科研工作指导小组”，

配备专业师资，借助光电研究协会培养创新性人才，孵化科技和

创业创新项目。

5.以战绩彰学风

①邀请已经培养的优秀教师、学生为在校生做报告，彰显人

才培养的成效，激发学生的斗志，对鼓舞学生学习风气具有重要

意义。

②挑选优秀的求职、升学毕业生，在每年招生时机面向在校

学生和高考应届生及家长中广泛宣传、宣讲，增强学生的集体荣

誉感，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二）以就业为导向，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1）开展深度校企合作，打造实践育人平台

目前我院与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与场所，如中

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深圳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移

动共建的“光电信息人才培育基地”、广州宽带主干网络有限公

司、广东工业大学（金工实习）等。

（2）完善创新育人机制，培养学术科研人才

建立创新班“一对一”导师制。学生加入导师科研团队参与

课题研究；

开放实验室资源。学生根据自身需要申请使用相关仪器设

备，为其开展兴趣课题研究提供最便利的条件。

（3）积极搭建竞赛平台，培育储备创新人才



依托学生组织举办如光电设计大赛、光电节、四院联合学术

报告比赛等学术科技竞赛活动，以赛促学，发现和培养优秀科研

人才。组织并指导学生参加如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大赛、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大赛、“飞思卡尔杯”智能车竞赛等。

（三）以人文建设为辅助，助力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

1.成立特色学生兴趣组织。如学生党建研究会、心理辅导站、

学院新闻中心、光电研究协会等；

2.营造浓郁文体氛围。如学院迎新晚会、与音乐学院共同举

办光音联合运动会、与文学院共同举办文理益彰的元旦联欢会等

跨学科的文体活动。举办学院师生趣味运动会、师生羽毛球赛等

师生同乐的精彩活动。

3.搭建沟通平台，构建和谐文化。如党员之家、光电文化廊、

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等。

三、发挥学科优势，协调科学发展

（一）建设新型学习型党组织，提升科研创新引领能力

学院党委提出并实施“将基层党支部建在科研团队、学生专

业技能竞赛团队上”的理念，建设“科研竞赛型党支部”，以党

建促科研，推进服务基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使党支部建设与

科研工作、服务基层工作、人才培养工作有机结合，党的支部建

设更具活力，更具成效。

1.使党建工作渗透到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环节中，探索出



一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符合学院自身特点、适应师生需要的基

层党建新路子。

2.促进整个科研竞赛团队的思想凝聚、技能提升和专业发

展。

3.以“党管人才”推进了“人才强院”战略的实现。

在科研竞赛团队上加强党支部建设和引领，既吸引了党员的

积极参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党员教师、学生积极要求参加

党支部相关活动，初步形成基层党组织汇聚人才，为人才成长发

展添砖加瓦，引领党内外人才永远坚定跟党走的良好局面。

（二）打造一专多能的国防生队伍

自 2003 年我院承担培养第一批国防生起，学院党政班子认

真学习“依托培养”工作文件和军地领导有关论述，通过借鉴兄

弟院校的培养经验，与部队驻校选陪办同志的交流，调研相关院

系毕业生在部队的成长情况，不断提炼、统一思想，形成了明确

的培养目标。

首先，加强引导，牢靠树立国防生献身国防事业的思想基础。

其次，科学定位，牢固树立国防生专业信念。

最后，因材施教，打造综合素质过硬的国防生队伍。

针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求，发挥学院前沿学科和科研优

势，致力于树立国防生科技强军的信念，培养国防生科研能力

学风建设是学院的各项工作之本，学风是学院生存发展的基



础，我院将坚持“从严管理、从实服务”的方式，以“稳健中求

创新，突破中求发展”为目标，努力构建学院学风建设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