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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持续推进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按照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学院在督

查整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宣传氛围营造等方面加大创文力度，

全院上下创文环境综合整治力度逐步加大，所涉及区域环境卫生

整治效果良好，并逐步完善提高；目前校园南北大门、绿化带、

行政楼、教学楼、学生公寓、运动场所、食堂等醒目位臵已设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创文公益广告内容及标识；学苑花园小区

已增设 2 个创文宣传栏，预计增设 5 个宣传栏。当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创文公益广告宣传覆盖学院各区域，做到创文内容

随处可见、深入人心。（党委宣传部） 

人事招聘工作顺利开展 

    根据学院发展需要，我院面向普洱学院 2016届、2017 届优

秀本科毕业生招聘编制外合同制工作人员 9 名。2017 年 6 月 6

日在普洱学院官网公布通过资格审核的报考人员名单，2017 年 6

月 9 日 8︰30—18︰30 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复审并发放准考证，

2017 年 6月 10日 10︰00—12︰00 组织笔试，2017 年 6 月 11日

14︰00—18︰30 完成面试工作，顺利完成了招聘编制外合同制

工作人员事宜。（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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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基建管理工作推进情况 

    1.学院宣传栏、

信息栏制作及安装项

目通过验收。该项目

共制作安装宣传栏 7

个，信息栏 4 个，于

2017 年 4 月开工，现

已完工，并由党委宣

传部、纪检监察审计

处、基建处和普洱市思茅区宋威广告装潢安装部组成验收小组进

行验收，一致认为项目符合验收规范和要求，同意竣工验收。 

   2.召开学院景观平台绿化项目竟谈会议。按照普洱市政府采

购办审批可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绿化施

工单位，2017 年 6 月 14 日，学院委托云南山重建设工程招标咨

询有限公司组织项目竟谈会议，确定云南三禾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为施工单位，绿化成交价为 815100.00 元。 

    3.学院转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一是民族文化

传承创新中心已于 2016 年 12 月完成方案设计并报市规划局审

批，目前方案已原则性通过评审;完成项目地质勘察工作，预计

2017年 6月 30日前完成抗震设防专项审查送审文本编制及初步

设计工作。二是滇西南国际职业教育实验实训中心已招标确定地

质勘查单位，按照项目进度开展地勘工作；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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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设计单位，目前已完成招标前期准备工作，

预计于下月完成设计招标并开展项目设计工作。按照教育厅教育

医疗扶贫补短板项目的运作模式及要求，学院与云南省医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组建项目公司，目前学院已签署多方协议，出资资

产评估报告已通过医投公司审核，完成资产评估工作；企业名称

预选核准已通过，正办理注册项目公司相关事宜。 

    4.后山新征土地勘测定界工作基本完成。为取得学院后山征

地规划所需地形测量数据和扩建项目报批所需勘测定界数据，学

院委托市国土资源局下属的普洱市土地科学研究所对后山征地

进行定界测绘。勘测工作现已基本完成，预计下月可提交技术成

果并按照程序进行报批。 

    5.零星维修工程开展

情况。一是景观平台防雷设

施安装完毕并通过市防雷

中心检测。学院景观平台防

雷设施安装项目通过询价

方式确定普洱市思茅区星

鑫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施

工单位，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初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防雷设施的安装并通过市防雷检测中

心验收检测。二是学院草坪踩踏损坏部分整改事宜。为响应普洱

市创建文明城市对校园绿化的要求，学院采用询价方式确定普洱

市思茅区赵林苗木种植场对学院草坪踩踏损坏部分进行整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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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基本完工。三是

学院封闭围栏施工完

毕并投入使用。为保证

学院师生生命财产安

全，对学院正大门两侧

及河道下方转角安装

封闭围栏，围栏上方加

双层铁丝网。该项目采

用竞谈方式确定施工单位，目前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六是基建项目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情况。学院为进一步规范基

建项目建设工作程序，保证学院基建项目依法依规有效推进，加

强痕迹资料管理，根据

《中共普洱学院党委办

公室关于成立基建项目

领导小组及基建项目建

设监督办公室的通知》

（普办通„2016‟35号），

截止目前共计召开会议

3 期，提报审议事项 9

项。（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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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资产采购进展情况 

1.学院签订合同 3 份。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政府采购定点供货承诺书”

等规定，资产管理处严格实行政府采购，签订以下三份合同：教

师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设备采购，通过政府采购选

定云南锦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692500 元；体育学

院学生宿舍羽毛球和乒乓球设备采购，通过政府采购选定普洱金

鑫康体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329723.95 元；院士工作

站办公家具采购，通过自行询价采购选定普洱国森商贸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82800元。 

2.合同付款 4份。一是根据与云南锦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

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设备采购，本合同签订

后，甲方先支付预付款总价的 50%，现申请支付 346250元。二

是根据与昆明佳卓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城市燃气工程实验实训

设备采购合同，交货安装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额 50%,现申请支

付 352724元。三是根据与昆明晓雪曙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签订

的新建学生宿舍公寓床、书桌及衣柜采购合同，交货安装验收合

格后付合同总额 57%,现申请支付 934646 元。四是根据与中威正

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资产评估合同，

资产评估机构提供评估报告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委托人支付资

产评估机构评估服务费，现申请支付 18000元。（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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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2017 年顶岗实习双选会圆满举行 

2017 年 6月 30日至 7 月 1日，由普洱学院招生就业处与经

济管理学院携手主办的“普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2017年顶岗实

习双选会”在普洱学院召开。到会的企业有：三亚鹿回头国宾馆、

富民明熙苑度假山庄有限公司、昆明万达文华酒店、西南中油阳

光酒店、普洱开元梅子湖温泉酒店、西双版纳洲际度假酒店、西

双版纳云投喜来登酒店、西双版纳安纳塔拉度假酒店、西双版纳

悦景庄花间堂、西双版纳王莲酒店。 

经 济 管 理

学院 2015 级全

体学生参加了

本次双选会，不

少大一的同学

也来到现场旁

听，提前了解社

会人才需求情

况，为今后做准

备。双选会主要

分为宣讲和面试两部分，企业代表通过宣讲介绍了单位及招聘岗

位的情况，同学们积极咨询，气氛热烈；在面试环节，同学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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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表零距离对话，确定了实习单位和部门。本次双选会提供

了近 200 个实习岗位，为经济管理学院践行“工学交替，全真实

训”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双选会的圆满举行也标志着经济管理学院“就业服务

月”成功落下帷幕，后期，学院将细致做好实习生和毕业生情况

跟踪，更好地服务学生实习就业工作。（经济管理学院） 

学院体育代表团获新绩 

1.体育学院足球代

表队荣获普洱市“边城

杯”足球运动会一等奖。

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

会普洱市 2017年“边城

杯”男子足球赛于 2017

年 3 月 25日开始，体育

学院学生足球代表队代表学院第

一次组队参赛，最终取得“一等奖”

的佳绩，为学院增添了荣誉。（体

育学院） 

    2.体育学院教师刘涧代表云

南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气排球预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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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教师刘涧被抽调代表云南省参加 6月 8日在天津举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气排球预选赛，本次比

赛第一次把气排球（中年组）纳入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经过 4

天激烈的比赛，云南队虽未能进入最后 8 强的总决赛，但能够站

在全运会赛场上已创造了历史，为进一步推动气排球在云南的开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体育学院） 

人文学院举办一场充满温情的家访式毕业论文答辩 

    2017年 6月 9日，

人文学院师生 5 人驱

车 80 多公里，为 2017

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生苏燕朗同学举行

了一场充满人情味的、

别开生面的家访式毕

业论文答辩暨癌症治

疗筹捐专款移交仪式。 

    2013 级中文本科

5 班的苏燕朗同学是

一个坚强、开朗、懂事、勤奋的好学生，自毕业体检确诊癌症至

今，她一直积极乐观地面对。为了保证这位品学兼优的同学能够

顺利毕业，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人文学院白健院长、汤梅书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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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学位论文答辩小组以及人文学院学生代表雷沙杰同学来到了

苏燕朗同学家，为她举行了毕业论文专场答辩，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人文专业的特色与情怀。 

    论文答辩后，汤梅书记、白健院长向苏燕朗同学及其父母移

交了普洱学院师生和部分社会人士所捐赠善款 52000 元以及网

络捐款平台轻松筹所筹善款 77800 元。轻松筹所筹全部善款已于

2017年 6月 8日存入苏燕

朗同学银行卡。普洱学院

师生所筹 52000元善款设

定为专款专用，故本次只

移交现金 10000元，剩余

42000 元由孙卫新老师联

合同学一起存在银行，以

后苏燕朗同学治疗所需，

将由孙老师会同监管学生一起把治疗所需钱款移交苏燕朗同学。 

    苏燕朗同学及家人对所有爱心人士的温暖关怀表达了诚挚

的谢意，苏燕朗同学也表示一定会用积极开朗的心态生活，战胜

病魔，迎接美好的未来。（人文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开展工作情况 

1.数学与统计学院一行 3 人到澜沧县安康乡开展基础教育

调研工作。2017年 6 月 8 日-10日，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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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艳老师以及进修教师李文强一行三人，到澜沧县安康乡中心

校、南栅村小学、邦坝村小学和上寨村小学进行乡村基础教育调

研。他们进入乡村小学课堂听课，同数学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

同时指导乡村教师开展数学教育教学研究。（数学与统计学院） 

2.举行专场招聘会。为了促进毕业生就业，提升就业质量，

数学与统计学院与澜沧县教育局于 2017年 6 月 10 日上午 09：

00—11：30，在敏学 1-203、204教室举办了教育类专场招聘会。

参加本次招聘会的 2017届毕业生有 50余人，13级数学 2班（本）

王丽、13级数学 1 班（本）李鑫和施明帅等三人成功签约。（数

学与统计学院） 

学院纪委组织参观普洱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6 月 13日下午，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院纪委

组织纪委委员，二级学院纪检员、团支部书记、部分学生党员，

党风廉政监督员以及重

点岗位人员参观市检察

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基地。 

 警示教育基地展馆

分为宗旨与使命、惩治与

警示、预防与成效、合力

与创新等部分，并选取了

30 余件近年来本市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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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其中有近

年来本市社会关注的贪污贿赂大要案、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职务

犯罪案件和有利用职权侵害民生民利等职务犯罪案件。展馆还陈

列了本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开展的具有普洱特色、检察特点的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及成效,还展示了本市检察机关预防和惩治职务犯

罪的成果，对弘扬廉政文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审计处） 

机关党总支举行“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周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6 月 30 日下午，机关党总支组织 92 名党员同志在行政楼二楼大

会议室举

行“永远

跟党走”

主题党日

活动。机

关党总支

书记叶敏

主持活

动。活动分三个环节进行：首先，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其

次，举行了廉洁文化进校园主题演讲比赛。最后，党员们以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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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齐声合唱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此次“永远跟党走”

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全体党员对党的认识和了解，丰富

了党性学习教育，坚定了理想信念，提升了党性修养，更好地激

发了党员们投身学院建设发展的热情和干劲。（机关党总支） 

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活动 

    1.学院举办第一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为了正确引导

大学生进一步认识自我

和了解就业环境，树立

正确的职业目标，从根

本上唤醒我院大学生的

就业创业自助意识，

2017 年 5月 25日，举办

了大赛的决赛，评选出

了一等奖 2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

奖 28 名，优秀组织奖 56

个班，优秀主持人 2 名，优秀组织 1 个。（招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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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院举办防艾知识进校园——“大学生健康教育沙龙”活

动。2017 年 6 月 13

日，为增强大学生健

康意识，提高大学生

自我保护能力，学院

特别邀请了普洱市

疾控中心的张医生

和李医生来我院与

学生座谈交流，讲解

防艾知识，提高同学

们的自我防范意识，

避免对艾滋病人产

生歧视心理，让同学们做到珍爱生命，拒绝艾滋，不让青春的花

朵过早的凋零。（安全保卫处） 

    3.普洱市公安局到校开展安全法制讲座。2017 年 6 月 2 日，

为帮助我院老挝留学生安全顺利完成学业，更好地了解普洱，融

入普洱学院校园生活，共同维护校园良好秩序，普洱市公安局思

茅分局在敏学 1 号楼 314 教室为留学生举办了一场安全法制讲

座，主讲内容包括：介绍了出入境管理中护照使用和登记、解读

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知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法

等内容。（安全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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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中心开展咖啡鉴赏沙龙活动 

    2017年 6 月 24 日，

咖啡工程中心组织咖啡

鉴赏沙龙活动，本次咖

啡鉴赏沙龙活动旨在介

绍与咖啡有关的类别、

制作，一方面，让获得

中级咖啡师资格证的教

师不忘咖啡器皿的使用，回忆学习时走进咖啡芳醇奇幻的世界，

感受咖啡与味蕾碰撞交融的丝滑香醇；另一方面，给热爱咖啡的

教师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车水马龙的尘世中提供一个憩息的

港湾，在喧嚣涌动的人流中守住纯然安静的一隅。（咖啡工程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