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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 2019 年学生工作总结 

2019 年，学生工作部（处）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高校

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精神、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精神，深化教育部“三全

育人”、市教委“三圈三全十育人”理念，加强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和

劳动教育，围绕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等重点工作，

夯实基础，完善制度，强化特色，提升质量，基本完成了年初制订的各

项工作任务，基本实现“保底线、抓重点、促特色、树品牌”的工作要

求。 

一、推进价值引领，做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主渠道与主阵地相结合。夯实第一课堂“主渠道”，利用《形势

与政策课》，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和价值引领；夯实第二课堂“主阵

地”，突出第二课堂对学生教育引领的实效性。2019 年，学生教育处落

实组织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求，组织开展校级专题

教育活动和专题电影周观赏活动；围绕毕业生离校、新生入校，主动开

展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毕业文化衫”、“毕业留声机”等；全

年组织“希德讲坛”8 场主题教育报告，“希德讲坛建设”、“‘我为资助

代言’学生资助大使”两个项目荣获“2017-2018 年校园文化品牌项目”；

配合组织部协同开展入党积极分子专题教育、预备党员专题教育、毕业

班党员专题教育活动。 

2. 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五四运动 10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活动引向深入，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以诚信建设、学风建设为日常教育的重点，开展丰富多彩、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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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2019 年，学生教育处通过开展“共建平安校园，

喜迎七十大庆”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学习“爱国”精神，用实际行动践

行“爱国”精神；通过开展学习“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大学生安全

讲座”主题班会活动，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通过开展“倡文明之风，

践文明之行”大学生文明修身活动，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 

3.树立典型与奖惩机制相结合。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树立示范寝室、

先进班级、优秀个体等系列身边典型，搭建宣传教育平台，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2019 年，学生教育处继续深入开展教学区与生活园区学生文明

创建与评比活动，授予 43 个班级“上海杉达学院先进班级”称号，授予

144 个班级“上海杉达学院优良学风班”称号；授予金海校区 14 号楼、

18 号楼、21 号楼、34 号楼、37 号楼，嘉善校区 22 号楼、23 号楼、25

号楼等 8 栋宿舍楼“上海杉达学院五星文明楼”称号，授予金海校区 12

号楼、15 号楼、16 号楼、17 号楼、22 号楼和嘉善校区 16 号楼、20 号

楼、24 号楼、26 号楼等 8 幢楼“上海杉达学院四星文明楼”称号，授予

金海校区 6 号楼、25 号楼、32 号楼、36 号楼和嘉善校区 19 号楼、21 等

6 幢楼“上海杉达学院三星文明楼”称号，授予 1261 个寝室“上海杉达

学院文明寝室”称号，授予 187 个寝室“上海杉达学院示范寝室”称号，

授予 65 名学生“上海杉达学院园区文明创建先进个人”称号。学生教育

处开展各类奖学金与荣誉称号评选活动，评审和上报国家奖学金获奖者

23 名、上海市奖学金获奖者 32 名、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者 424 名并经

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审核通过，发放国家奖学金 18.4 万元、上海市奖学

金 25.6 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 212 万元；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我解

困，授予 62 名学生上海杉达学院励志奖学金，合计发放励志奖学金 15.5

万元；授予 2442 人次谢希德奖学金，合计发放谢希德奖学金 177.4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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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树立新生中的典型，授予 125 名新生“上海杉达学院新生奖学金”，

合计发放新生奖学金 62.2 万元。学生教育处做好优秀毕业生评审工作，

授予 338 名学生为“2019 年上海杉达学院优秀毕业生”，推荐 169 名学

生申报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并获确认、表彰；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学校“大

学生年度人物”、“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评选，授予 10 名学生“2019 年

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誉称号，授予 10 名学生“2019 年大学生自强之星”

荣誉称号，以优秀的青年群体形成示范带动效应。2019 年，学校对违反

校纪校规的学生，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给予 19 人警告处分，给予

5 人严重警告处分，给予 43 人记过处分，给予 10 人留校察看处分，为

11 名处分到期并提出自主申请的学生解除处分。 

4. 国防教育与专项工作相结合。学生教育处发挥国防教育在思政教

育中的积极作用，依托军训、征兵、退伍生管理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认真探索和努力做好退役复学大学生的再教育工作，充

分发挥退役大学生在学风建设和校园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依托军魂

社和国旗班开展各项国防教育相关活动，开展“与祖国共庆生——国旗

护卫队成立 5 周年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升旗仪

式”等活动。国旗护卫队在“青春旗帜——向祖国致敬”第二届“上海

杯”大学生国旗班升国旗展示活动中荣获二等奖；组织学校军魂社退役

大学生参加“2019 年上海市大学生射击锦标赛”和 2019 年上海市高校

军事课展示《彩弹射击战术对抗赛》,荣获《彩弹射击战术对抗赛》三等

奖；联系上海武警做好 2018 级学生 2019 年寒假期间军训工作的前期准

备；细致有效并超额地完成了 2019 年大学生兵员征集工作，71 名（65

名男兵，6 名女兵）有志青年戴上大红花奔赴军营。学校连续多年再次

蝉联“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刘曙刚获“上海市征兵工

作先进个人”，认真做好 2019 年 9 月和 12 月退役的 47 名义务兵和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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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的退役复学及安置工作以及 4 名退役残疾学生的学费减免申请工

作。学校坚持开展“故乡指导员”活动，组队慰问团赴东部战区某部走

访慰问我校 2019 年入伍新兵；联合后勤保卫处组织消防志愿者队例行开

展一一九消防安全演习；完成民创 B 类项目“国防育人铸魂工程”一期

结项工作，申报并立项“国防育人铸魂工程”二期。 

二、搭建培育平台，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1、精心组建，配足配强辅导员队伍。学校按照专兼结合的原则超标

准配齐、配全了辅导员，2019 年，我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约为 15419 人，

配备专兼职辅导员 103 人（其中一线专职辅导员 76 人，专职辅导员 11

人，兼职辅导员 16 人），师生比为 1:149，符合市教委 1:150 的配比要

求。专职辅导员 100%为中共党员。 

2、精育优出，素质提升专业化发展。学校遵循“科学化管理，专业

化培养，多样化发展”的建设思路，专职辅导员培养与专任教师同等统

筹培养。学校做到新聘专职辅导员参加市级岗前培训全覆盖；校内岗前、

日常的培训全覆盖、网络素养培训全覆盖。2018—2019 年选派 5 名辅导

员（官巧玲、陈佳、袁桂娟、孙丹枫、仲伟霖）参加上海学校心理咨询

师（中级）培训和考证（3 人已通过笔试和面试考核取得证书）。积极开

展专题培训，全年近 150 人次参加上海市教委与学校组织的各类专题培

训项目，提升辅导员队伍底线思维、政治安全意识和对重大政治问题及

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性，辨别力、处置力。优秀辅导员已成为学校党政

管理干部选拔培养的重要来源，年内转岗校内管理和教学科研岗位 5 人

（吴悠悠（人事处）、周士心（职业生涯教研室）、冯明雪（学生教育处）、

官巧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倩韵（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选送胜祥

商学院辅导员赵雅涵赴上海市教委（财资中心）挂职锻炼、郑佳雯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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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民办高校基金会挂职锻炼，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辅导员郑和武赴上海

市教委民办教育处挂职锻炼、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辅导员木丹赴学校团

委挂职锻炼、苏晓晨赴学生教育处挂职锻炼。学校“辅导员协会”开展

辅导员沙龙、技能竞赛等业务活动，以及辅导员团队素质拓展等文化交

流活动。每年响应市教委辅导员队伍建设月活动要求，校内开展辅导员

队伍建设月系列活动，组织全校辅导员理论知识学习和测试，撰写网文，

形成汇编。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官巧玲同志作为候选人参评 2019 年上海高

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学校在上海高校辅导员团队拓展活动中获得团体二

等奖；选派嘉善光彪学院辅导员赵玉莲参加上海高校骨干辅导员高级研

修班学习。 

3、齐抓共管，营造队伍建设良好氛围。在学校的支持下，与二级学

院党总支一起经过多次招聘面试补充了专职辅导员缺口，在充分调研后 

草拟了《上海杉达学院兼职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应实施细则，

推进“以专为主、兼职为辅、专兼集合”的辅导员队伍体系。完成 2 年

一次的全国辅导员信息录入工作。学校在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上，活动

场所优配，办公设备齐全，做到投入保证、待遇递增、人文关怀。 

4.拓宽渠道，争取专题研修有效资源。上海杉达学院承接“2017 年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专项经费项目（日常思政类）---上海民办高校辅导员

国内培训资助”专项，基于上海民办高校学生工作部（处）长队伍建设

需求，在上海市民办高校党工委、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指导下，作

为“上海民办高校辅导员国内培训资助”专项建设内容，组织实施上海

民办高校学生工作部（处）长专题研修。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并赴广州进

行考察学习，收货颇丰。 

三、精细学生事务，提升学生教育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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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系统全体同志以落细精准化管理服务为目标，做暖了学生

资助工作、做细了心理健康教育、做实了生活园区管理、做精了就业指

导工作。 

1．做暖学生资助工作。学生资助中心构建“奖、勤、助、贷、补、

免”六位一体的学生资助体系，充分发挥十大育人体系中“资助育人”

的功能，通过“保障型资助”、“造血型资助”、“激励型资助”、“提升型

资助”、“关怀型资助”五大分支落实各项资助政策、确保没有一个学生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鼓励学生自信、自立、自强。2019 年春季，

学生资助中心完成 871 个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为对照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于 2019 年 8 月印发《上海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实施意见》，学生资助中心及时发布《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将认定标准由原先

的特殊困难、特别困难、一般困难调整为特别困难、比较困难、一般困

难，并引入“高校学生家庭经济情况量化测评指标体系”，对学生家庭经

济情况进行定量评价。2019 年秋季，学生资助中心完成 835 个学生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学生资助中心依托各类助学金、国家助学贷

款等“保障型资助”，给予困难学生“经济资助”，为困难学生提供经济

保障。2019 年，学校共发放春季国家助学金 127.392 万元，获助学生数

为 871 人；发放秋季国家助学金 113.116 万元，发放学生数为 835 人；

发放新生助学金 60.05 万元，获助学生数为 401 人次；评审产生 15 名特

别困难学生获“智瑾奖助学金”，发放奖助学金共计 12 万元；评审产生

20 名特别困难学生获“徐国炯奖助学金”，发放奖助学金共计 6 万元。

学校大力拓展社会资源，争取更多资助机会，接受上海市甬协公益基金

会对我校 33 名学生进行的资助，资助金额合计 3.8 万元；接受上海市红

十字会对我校 2 名遭遇重大疾病学生的“红十字高校学生助医项目”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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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款，资助金额合计 0.55 万元。学校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确保

学生应贷尽贷，向 8 名学生发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共计 9.6 万元；

帮助 2 名 2019 级新生成功申请校园地贷款；协助 809 名学生办理并获得

生源地助学贷款，获得贷款金额 600.45 万元；做好前三季度贴息工作，

共计贴息金额 0.84 万元。学校协助 12 个毕业生做好农村任教学费补偿

工作，共计申请学费补偿 33.6 万元；协助 1 个毕业生做好农村基层就业

学费补偿工作，申请学费补偿 3.2 万元；协助 5 个毕业生申请中西部基

层就业学费补偿工作，共计申请金额 16 万元，今年发放补偿款 8.53 万

元。学生资助中心依托勤工助学等“造血型资助”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

自助功能，向 809 人次的困难学生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发放勤工助

学工资 50.44 万元。学生资助中心通过奖学金评选等“激励型资助”，在

学生中树立典型、表彰优秀，以点带面促进学风建设，如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上海励志奖学金、谢希德奖学金、新

生奖学金等。学生资助中心依靠“提升型资助”发挥资助工作“强能”

功能，通过开展“我为资助代言”学生资助宣传大使评选活动、“我与祖

国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大学生自强之星”评选活动，为困难学生提

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提升学生综合能力。胜祥商学院朱奕承获得“上海

高校优秀宣传大使”称号，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王杰夫的《我与祖国共

成长》参加 2019 年上海市“我与祖国共成长”资助育人主题征文活动，

获得二等奖，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学生资助中心通过“关怀型资助”

发挥学生资助工作“暖心”功能，如开展“冬季送温暖”活动、“夏季送

清凉”活动、“中秋节、国庆节双节慰问”活动等，为 100 人次的困难学

生发放合计 5.06 万元的返乡车费补贴，向 30 名困难新生额外发放了以

生活用品为主的新生大礼包。学生资助中心会同征兵办、教务处、财务

处做好 80 名应征服义务兵役学生的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申报，涉及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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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120 万元；做好 71 名退役义务兵的退役复学学费减免申报，涉及资

助金额 134.4 万元；做好 6 名退役考入学生学费资助申报，涉及资助金

额 7.2 万元；为游正、陶鑫宇两位因服兵役致残学生做了全额学费减免，

减免金额 3.651 万元。 

2．做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普及

教育、咨辅接待引领化解、三级体系合力育人、丰富活动教育推进的积

极作用，帮助了部分学生实现珍爱自己，及时有效化解了多起心理危机。

中心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课程建设，完成了 3400 多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教学工作；组织开展丰富的心理教育活动，开展《做最好的自己》

心理健康教育系列专题讲座、心理学影视赏析、团体心理辅导、心理沙

龙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成功举办了 16 场大型心健康专题讲座、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33 场次、受益学生 6200 多人次；成功开展《我的国•

我的家•我的“心‘晴’故事”》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我的国•我的家，

我的“心‘晴’故事”》征文活动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探索和思考，收到

征文 326 篇，评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并推荐一

等奖的 3 名同学参加市里的同名征文，其中 2 篇荣获 2019 年度上海市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月《我的国•我的家，我的“心‘晴’故事”》征文二等

奖；成功举办《我的国•我的家，我的心声之路》论坛；成功开展《我的

家，我的“心‘晴’故事”》 摄影大赛活动，266 个学生参与活动，最

后评选出 10 组优秀作品。成功举办第十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举行《认

识自己 接纳自己》读书活动，征集到 253 篇读书征文；接待个体心理咨

询 335 人次，转介至精神卫生等部门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 27 人次，危机

干预 15 人次；进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排查工作 6 次，排查或通过普测筛

选出需要特殊关照学生共 356 人次；组织开展了 2018-2019 学年心理委

员考核，授予 63 名学生“优秀心理委员”称号；开展各类针对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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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专题培训共计 4 次。 

3、做实生活园区管理。学生园区管理中心在做好日常学生住宿管理

与学期床位调整与准备、6T 公寓楼创建等工作中，守住安全底线，不拖

学校后腿，为学校的良性运转“护航”。始终将安全防范放在工作的首位，

开展查处违章电器、宣传禁烟等工作；随着第四期学生公寓的建成，30

号至 35 号楼六栋楼 800 多名女生需搬迁到河南边，园区管理中心与后勤

保卫处、二级学院等多次协调沟通，顺利完成了搬迁工作，为 30 号至

35 号楼改建为男生宿舍打好基础。为应对床位紧张的局面，积极做好园

区维稳工作，动员学生入住搬迁和调整寝室，合计动员走读 605 人，搬

迁至金羽公寓 412 人，确保所有学生“应住得住”；顺利完成 3570 名嘉

善光彪校区转入金海校区学习的学生、专升本新生和退伍复学学生的入

住工作，其中，安排 2037 名女生入住第四期学生公寓，并妥善处理各类

舆情，调解各类矛盾。排摸复核住宿信息，确认金海校区园区总床位为

10025 张，共入住 8985 个学生，余 1030 张空床位；开展“文明离校，

还母校一个干净的寝室”活动。 

4.做精就业指导工作。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始终贯彻落实学校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理念，“从行业需求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开展就业工

作，通过优化就业精准服务、规范就业工作管理、践行“服务国家战略”、

完善就业反馈机制开展精细化、个性化的职业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

工作。2019 年，我校有毕业生 3381 人， 2019 届毕业生中就业人数 3250

人，就业率 96.13%，签约率为 81.99%。其中本科就业率为 95.74%，专

科就业率为 99.70%。具体就业去向为：派遣 2575 人，合同就业 342 人，

灵活就业 136 人，升学为 111 人，出国 81 人，国家项目为 5 人；就业指

导办公室建有“上海杉达学院就业信息服务网”、“上海杉达学院就业办”

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就业政策、招聘信息、就业新闻等，2019 届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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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有 43.78%的学生通过学校途径就业。通过“线上+线下”、“走出去+

请进来”模式进行就业服务，线下组织宣讲会、讲座、招聘会，走访 5

家企业、6 场校外招聘会、20 场宣讲会和讲座、2 场职行力提升工作坊、

1 场暑期实习招聘会、5 场专场招聘会、3 场综合类招聘会、1 次校企恳

谈会。开展大学生生涯规划测评和生涯嘉年华活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开展了 2 期“职行力提升工作坊”；完成 2019 届 92 位、2020 届 117

位毕业生求职补贴的申请和审核工作；开展二级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工作

考核，撰写《上海杉达学院就业质量报告》，建立校企合作意向库；对毕

业生开展跟踪调研工作。2019 年，我校被授予“2018 年‘三支一扶’工

作先进高校”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