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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师生喜迎党的十九大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

大精神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向前，共同推进学校内

涵发展，通过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开展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各项活动，全校上下喜迎十九大氛围浓厚，对新一届党中央执政

领导充满信心和期待。一是营造喜迎十九大召开浓厚氛围。二是

精心谋划开展喜迎十九大各项活动。三是认真组织收听收看十九

大开幕大会直播实况。四是全校师生讨论热烈，学习热情积极高

涨。全校师生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给予了高度

赞扬和肯定，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辉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认为五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国际地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近，新时代的中国将会更

加富裕、强大。师生们对“十三五”时期学校的发展寄予了希望

和期盼，希望学校逐步向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靠近，加强内涵建

设，突出特色办

学，坚信全校师

生团结一致，共

同努力，勇攀高

峰，学校的明天

定将灿烂辉煌。 

    10 月 18 日

上午 9:00，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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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学校

认真组织在家校领导、处级以上干部及党员师生代表共计 120余

人在行政楼二楼大会议室收看开幕会直播。10 月 26 日下午

3︰00，学校在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和处级干部参加了学习会。2017 年 10 月 31 日，学校在

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七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学校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副处级以上中层干部参加会议。（宣

传部） 

基建工作持续推进情况 

1.持续推进后山规划工作。为满足学校发展规划，推进学校

后山土地建设工

作，2017 年 10 月

17 日上午，成文章

校长带领基建管理

处相关人员及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设

计人员，对学校后

山所征土地进行实

地踏勘。在踏勘过程中，成校长就后山建设规划设计思路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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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计人员进行了研究探讨，最终双方对后山规划设计达成了初

步意见。 

2.2017 年 10 月 31 日，普洱学院转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中心子项目顺利完成资格预审工作。 

3.2017 年 10 月 23 日，云南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完成滇西

南国际职业教育实验实训中心完成地质勘察。 

4.教育扶贫补短板项目完成项目公司注册。普洱学院转型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 2016 年列入云南省教育医疗扶贫补短板

项目，建设规模为 60000 ㎡，含滇西南国际职业教育实验实训中

心（30000㎡）、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中心（30000㎡）2个子项目。

按照省教育厅教育医疗扶贫补短板项目的运作模式及要求，学校

与云南省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开展项

目建设工作，现项目公司已注册完毕，公司名称为云南云投职教

扶贫开发普洱学院有限责任公司，学校委派白应华副校长兼任董

事，马春生和李耀萍兼任监事，王建勋兼任总经理。 

5.2017 年 10 月 13 日，基建处会同后勤处及云南三禾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晨曦园景观平台绿化初步验收，初验通

过后将进入保养期，待一年养护期满后再进行终验。 

6.2017 年 10 月 21 日，按照程序采购新环网柜并委托普洱

兴亚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完成维修更换东区学生公寓#4

号环网，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用电，消除用电安全隐患，基建

管理处根据学校要求，进行维修更换。（基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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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1.签订合同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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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份合同：（1）资产

评估委托合同，通过自行询价采购，选定中威正信（北京）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评估合同金额为 7000 元，评估

项目是体育馆附属训练楼 1层对外门面和运动场看台附属楼 1层

对外门面；（2）教务处考试服务器和部门办公设备采购合同采购，

通过政府采购选定普洱汇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287400 元；（3）校园网络西区扩展覆盖综合布线工程采购，通

过政府采购选定普洱名洲网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

金额为 145000 元；（4）车辆出入口管理系统采购，通过政府采

购选定普洱汇丰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金额为 112660元；

（5）体育馆附属训练楼室内羽毛球塑胶垫及羽毛球通用网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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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06 元；（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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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方责任险保险服务合同，通过政府采购选

定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中心支公司；（8）学平险保险

服务合同，通过政府采购选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

洱市思茅支公司；（9）学平险保险服务合同，通过政府采购选定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中心支公司；（10）新建学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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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窗帘采购，通过政府采购选定昆明沫谌经贸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金额为 109070元；（11）招就处云南实践育人创新创业中心课

桌椅采购合同, 通过政府采购选定昆明晓雪曙光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 签订合同金额为 52100元。 

2.合同付款情况。按照合同要求，资产管理处 10 月份完成

合同付款 5份：（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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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价的 3%

作为质保金，无质量问题半年后支付，现申请支付 49192 元；（2）

根据与普洱名洲网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普洱学院校

园网络西区扩展覆盖综合布线工程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 7 日内

付合同款的 50%作为预付款，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额

47%，现申请支付 140650 元；（3）根据与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网络中心设备维护服务费合同，在网络改造和优

化完成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40%的款项，

现申请支付 71600 元；（4）根据与普洱金鑫康体商贸有限公司签

订的体育馆附属训练楼网球场设备及看台椅采购合同，设备到齐

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付清所有货款，现申请支付 123320元。（5）

根据与昆明晓雪曙光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招就处云南实践

育人创新创业中心课桌椅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在交货验收合格

后一次付清，现申请支付 52100元；（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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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各项调研工作 

1.经济管理学

院调研校外实习基

地。为促进经济管

理学院学生实习工

作的顺利开展和进

一步推动校企合作

的深入，2017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

普洱学院办公室主

任叶敏率经济管理学院尹爱军院长、李卫华书记和刘志军老师一

行 5 人先后到富民明熙苑度假山庄、昆明阳光酒店和昆明万达文

华酒店 3 家校外实习基地进行调研，并与之进行座谈。座谈中，

实习酒店对同学们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同

学们积极发言交流，双方就实习中出现的问题交换了解决的意

见，达成了共识。学校一行再次对酒店给予同学们的关心与照顾

表示了衷心感谢，同时希望酒店与学校在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餐饮服务类人才培养、顶岗实习等方面多提供支持与帮助。（经

济管理学院） 

2.学生处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调研。2017年 10 月 18 日开始，

学生处到二级学院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调研。各二级学院组织各年

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学生代表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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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类奖助工作评审、公

示、资助管理等情况，同

时，向各位学生代表宣传

了我校的系列资助政策，

并请各位代表回去将资

助政策和扶助精神传播

给其他同学，让励志之花

在校园绽放。（学生处） 

3.云南省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领导到我校进行

交流。2017 年 10 月 26 日下午，云南省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

教育基地杨兆云主任一行到我校进行学生培养交流座谈。座谈会

上，杨兆云主任一行与座谈师生就教学培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

流，解答了学生提出的相关学科专业的问题，并听取了学生的建

议，肯定了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的办学成果。整个座谈交流气

氛活跃，效果良好。（招就处） 

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1.举办大学生创业培

训。2017年 10月 14 日—10

月 27 日，普洱学院与普洱市

人社局联合举办普洱学院第

一期 SYB 创业培训班。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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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系统的创业培训，培育大学生的创业意

识，普及基本的创业经营知识，提升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创业技

能，完善创业计划书，并在后续支持服务帮助下，降低创业风险，

有效地提高创业成功率，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招就处） 

2.组织就业招聘会。一是招就处组织新疆阿克苏地区招聘教

师专场招聘会。10 月 23 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教育局到我校

招聘教师,普洱学院 2018届应届毕业生参与招聘报名人数有 162

人，最终 18 名学生与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教育局签订云南省

普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其中：人文学院 10 人、农

林学院 1 人、外国语学院 1人、生物与化学学院 1 人、体育学院

1 人、数学与统计 4 人。（招就处） 

    3.政法学院举办第三届主持人大赛。2017 年 10 月 19 日，

政法学院举办了第三届

主持人大赛的决赛。此次

大赛本着公平公正的原

则对每位参赛者的表现

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本次

比赛分为自我介绍、模拟

主持、才艺比拼三个环

节。经过三个环节的激烈角逐，17 级民族班周鑫鑫荣获本次主

持人大赛的冠军，17 级法律班梁雨和洪思婷获得亚军，17 级政

治班高云兰、17级行政 1 班魏国红和 17级法律班黄雪娇获得季

军。本次比赛给了新生们一个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平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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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并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大学生活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青春

风景线。本次大赛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和参赛选手们幸福的笑颜

中获得圆满成功！（政法学院） 

    4.体育学院主办、协办体

育运动。一是主办“2017 年“励

志杯”排球运动会。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

体质》和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的精神，积极推进学生

阳光体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推动我校排球运动的开展，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我校排球运动水平。学校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17 日举办“励志杯”排球运动会，以达到了增强体质、

陶冶情操、促进团结的效果。二是主办“迎新杯”篮球赛。为进

一步丰富学校体育活动，带动体育活动的风气，增强各班之间的

凝聚力，同时也为提高学生的篮球技术与水平，增强同学们的身

体素质，加强各班级之间的交流，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蓬勃生机

和竞技热情，学校决定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开始“迎新杯”篮

球赛。三是协办“养在普洱 康体运动”专题会。2017 年 9 月 18

日下午，在普洱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由普洱市文体局承办、体

育学院协办的“养在普洱 康体运动”专题会。本次专题会贯彻

落实《全面健身计划》，围绕“绿色普洱 生态家园”主题，交流

研讨休闲运动，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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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数学与统计学院组织多项活动。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倡导校园文明，畅想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为了加强高校实践教

学工作，提高师范生教学能力和教学技能；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学

与统计学院各项工作，落实上级布臵的相关任务，数学与统计学

院积极组织举办了首届礼仪大赛、教学技能竞赛、主题演讲比赛，

组织参观了“砥砺奋进的五年——中国梦〃主旋律普洱篇成就”

主题展。（数学与统计学院） 

    6.保卫处开展食堂

工作人员消防安全培

训。为切实加强学校食

堂消防安全管理，普及

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

提升食堂员工的消防安

全意识。2017 年 10 月

19 日，在后勤管理处的

支持配合下保卫处分别为东区和西区食堂员工进行了一场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现场讲解如何使用灭火器材，如何正确报火警，

如何扑救初期火灾等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增强了员工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训，使食堂员工进一步

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自救和扑灭初期火灾的能力，增

强“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消防意识，

做到警钟长鸣，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确保防患于未然，积极创

造良好的校园消防安全环境。（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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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学风建设工作会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学风建设，引导广大学生自觉养成良好学

习习惯，严守课堂纪律、勤奋学习、求实创新，切实加强课堂教

学秩序管理工作。体育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理工学院等二级

学院根据学校《关于开展学风建设学习活动的通知》要求，及时

组织召开学风建设工作会，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要求教师

严格考勤，切实提升学风建设的工作质量。（体育学院、数学与

统计学院、理工学院） 

规章制度建设 

10 月学校共印发文件 35份，修订及新增的规章制度如下： 

《普洱学院进一步规范评审费发放的相关规定》、《普洱学院

优秀留学生奖励办法（试行）》、《普洱学院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普洱学院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普洱

学院学生奖助项目管理办法》、《普洱学院学生公寓管理实施细

则》、《普洱学院学生军训工作条例》、《普洱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办

法（试行）》。（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