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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学校追赶超越再立新功
我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动员大会暨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本报讯（记者 笑颜） 7 月 9 日上午，我校
在雁塔校区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动员大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
会。校党委书记朱晓渭出席会议并讲话（全
文见第 3 版）。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响应党中央号召，不忘初心使命，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树声主持会议。
学校领导张志昌、张健、陈琪、牛荻涛、张晓
辉、董群雁、姚尧，校党委常委邱必震、高必
征出席。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分党委
（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党群部门主要负责
人，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和师生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状态，
为新时代学校追赶超越再立新功。
朱晓渭代表学校党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
朱晓渭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基层党组织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校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系统回
各级党组织和辛勤工作在教学、
科研、
管理、
服 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
团结带领全国
务一线的全体党员，
向勤奋学习、
勇于创新、
敢 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
创造的伟大事业、
取
于探索的青年学生党员，
向为学校建设发展作 得的伟大成就；
科学概括了
“坚持真理、
坚守理
出突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党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朱晓渭指出，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
以豪迈
建大是
“参与者”
“见证者”
“实践者”
。办学125 的自信、
激昂的壮志，
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并校65周年风雨兼程，
广大党员忠诚党的教 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郑重宣示坚
育事业，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爱党、
爱国、 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向全面建
爱校，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 迈进的坚定决心；
深刻阐述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任与担当。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党务 “九个必须”
的根本要求，
向全体党员发出了为
工作者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学 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
为我们指
习，
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
更加饱满的精神 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下转第3版）

百年风华正青春，砥砺奋进
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7 月 1 日上午 7 时，我
校在雁塔校区图书馆广场举行
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校领导，各
分党委（党总支）书记，各学院院
长，各部、处（室）负责人，党员师
生代表等参加仪式。虽然活动
现 场 下 着 大 雨 ，但 大 家 热 情 不
减。所有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
共同感受这庄严神圣、热烈难忘
的时刻。
（温升杰 摄影报道）

百廿五年薪火相传，六十五载劈浪前行。202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将迎来办学 125 年并
校 65 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和社
会各界朋友，
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岁月不居，弦歌不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办学历史可
追溯到 1895 年创建的北洋西学学堂，积淀了我国现代高
等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土木、建筑、环境类学科精华。
1956 年在全国第三次高校院系调整时，由原东北工学院、
西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和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土木、建
筑、环境类系（科）整建制合并而成，是新中国西北地区第
一所本科学制的建筑类高等学府，时名“西安建筑工程学
院”。1959 年和 1963 年，学校先后易名为“西安冶金学院”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94 年更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是我国著名的土建“老八校”之一，现为“国家建设高
水平大学项目”和“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实施院
校，陕西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也是陕西省、教育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建高校。
守正创新、沧桑砥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扎根祖国西
部，秉承“传承文明、开创未来、育材兴国、科技富民”的办
学宗旨，凝练了“自强、笃实、求源、创新”的校训，树立了
“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的优良校风，
并校 65 年来，学校紧紧围绕创新驱动，高水平服务国家、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进步，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土木
建筑、环境市政、材料冶金及其相关学科为特色，以工程技
术学科为主体，工、管、艺、理、文、法、哲、经、教等学科协调
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先后为国家建设输送了 30 万余名德
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峥嵘岁月，与国同梦。学校办学 125 年并校 65 周年，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以大学之蓬勃发展献礼党
之百年华诞，建大幸甚！自北洋西学学堂怀强国立业之
志，四院并校赓续科教兴国血脉，跨越三世纪，步入新时
代，建大人将始终牢记立德树人初心使命，以卓荦之作为
谱写高等教育奋进之笔。
擘画宏猷，再谱华章。办学 125 年并校 65 周年校庆，
是学校推进“双一流”建设、深化内涵建设的重要契机，我
们将以“总结经验、凝心聚力、扎根西部、争创一流”为主
题，举办以学术与交流、文化与纪念、校友与发展等为主要
内容的系列活动。我们热切期待广大校友重返母校，再叙
情谊，共襄发展大业；衷心希望所有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
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参与校庆活动，
共谋建大未来！
专此敬启，
恳祈周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 年 7 月 9 日

30门课程获准陕西省一流本科课程
“两优一先”表彰名单
陕西高校先进校级党委

陕西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

杨

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学校先进党委（党总支）

邱必震

城市水循环管理与水环境建设团队党支部
工程结构耐久性与可靠性研究团队研究生党支部

机关党委
建筑学院党委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冶金工程学院党委
艺术学院党委

陕西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学校先进党支部

刘加平

机关党委：
科技处党支部
教务处党支部
总务处党支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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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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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经营公司党委：
机关党支部
建筑设计总院第一党支部
后勤党总支：
后勤第二党支部
图书馆党总支：
档案馆党支部
基础教育党总支：
建大幼儿园党支部
建筑学院党委：
建筑技术教研室党支部
北斗乡村建设研究服务团队党支部
2019 级研究生建筑学 1 班党支部
四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工程结构耐久性与可靠性研究团队研究生党支部
钢结构科研创新团队研究生党支部
道路与桥梁教研室党支部
实验室与检测站党支部
（下转第 2 版）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颂
>>>>>详见第 6 版

七月的雨
>>>>>详见第 7 版

本报讯（通讯员 张静） 近日，陕西省教育厅公布 2021 年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我校 30 门课程获准，包括线上一
流课程 8 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4 门、线上线下混合
一流课程 6 门、线下一流课程 10 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2 门，其
中 20 门课程推荐参加教育部一流本科课程评选（含 2019 年省
级一流本科课程 6 门）。截至目前，学校共有省级一流本科课
程 52 门。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
养质量。学校于 2020 年启动一流本科课程申报相关工作。主
要做法有：做好培育，组织遴选立项近 60 门校级课程建设类重
点项目；选好种子，邀请国家教学名师、资深专家对校级重点
课程依据一流课程建设标准进行遴选；加强培训与指导，多次
邀请名师开展讲座和培训，针对课程建设的难点、课程教学改
革的凝练等进行指导。

王晓昌教授主编的期刊影响因子创新高
本报讯（通讯员 丛飞） 据科睿唯安最新发布的 2020 年度
JCR 期刊引证报告，我校王晓昌教授担任共同主编的 Elsevier
期刊 Journal of Water Process Engineering（JWPE）影响因子升
高到 5.485，在 98 种水资源类期刊中位列第 9 位，在 143 种工程
化学类期刊中位列第 27 位，进入 JCR Q1 区；在 54 种环境工程
类期刊中位列第 16 位，
为 JCR Q2 区。
JWPE以水处理工艺工程为特色，
重点刊登给水处理、
污废水
处理、
水再生与资源回收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论文，
涉及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
膜分离等多个技术领域。该期刊于2014年创刊，
2018
年首次获得影响因子3.173，
2019年影响因子为3.345，
2020年跃升
至5.485，
是Elsevier期刊中影响力上升最快的期刊之一。该刊在
我校设有编辑室，
陈荣教授出任 JWPE 编辑。截至目前，
我校在
JWPE发表的第一单位论文有28篇，
其中2021年发表1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