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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周报
党政综合办公室编 2022 年秋季学期第 8期（总第 106 期）2022 年 12 月 19 日

1、学院交通航运教工党支部、交通运输工程系硕士生党支部联合开

展“师生共讲微党课”主题党日活动

2、学院举行思想引领活动暨“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知识竞赛

3、学院组室行政教工党支部开展 Excel 技能培训

4、学习二十大|“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新征

程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船工系硕士第一党支部开展联学共

建活动

5、学习二十大|土木工程系硕士生第一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6、学习二十大|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党支部举行主题党日

活动

7、学院自主研制“海龙 V-曼塔号”浮游式深海多金属结核原位集矿

技术验证平台海试成功

8、海洋装备战略研究院前往中国船舶工业综合经济技术研究院和招

商局邮轮研究院开展合作交流

9、工程力学系安超教授应邀担任 JGR:Solid Earth 副主编

10、第六届“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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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院交通航运教工党支部、交通运输工程系硕士生党支部联

合开展“师生共讲微党课”主题党日活动

为了深入理解各个时代精神的内涵，继承和弘扬时代精神，2022

年 12 月 7 日，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交通航运教工党支部、交通

运输工程系硕士生党支部进行支部共建，联合开展了“师生共讲微党

课”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由交通航运教工支部书记倪安宁主持。两支

部成员前往文博楼，一同参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展。展览

不仅有文博志愿者生动详细的介绍，也有师生踊跃报名，以微党课的

形式为我们深入讲解了与交通相关的五个精神。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伟大建党精神，中共二十大也将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列入大会的主题，成为时代的号召。本次专题展分为“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大胜利”“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篇章，囊括了“雷锋精神”“长征精神”

“抗战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数十个时代精神。

微党课第一节，倪安宁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

党精神，思想精辟、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意境深远，深刻揭示了中

国共产党的特质，是我们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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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金钥匙。伟大建党精神是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思想基

点，也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之魂、立命之本。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生

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继续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我们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就有了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

倪安宁老师讲解伟大建党精神

微党课第二节，张志鹏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两路”精神。2014

年 8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通车 60周年作出重要

批示，要求进一步弘扬“两路”精神，助推西藏发展。60 年来，在

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

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新形势下，

我们交通人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奋斗在祖国建设一线，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张志鹏老师讲解“两路”精神

微党课第三节，鲍乐雯同学为我们讲解了青藏铁路精神。青藏铁

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质复

杂，冻土广布，工程十分艰巨。面对艰苦环境，青藏铁路建设者们“上

了青藏线，就是做奉献”，隐藏了多少牺牲和伤痛，凝聚成“挑战极

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新时代的铁路人要大力弘扬青藏铁

路精神，铸就钢铁般的意志，保持实干品格，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肩负起“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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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乐雯同学讲解青藏铁路精神

微党课第四节，王子涵同学为我们讲解了丝路精神。2000 多年

前，我们的先辈们穿越草原沙漠，征服怒海狂涛，开辟出了绵延万里

的古丝绸之路，成为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商业、宗教、贸易的

交流平台。2000 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这条历经沧桑的古丝绸之路仍不失往日的荣光，正成为中国与丝路沿

线各国的文化贸易纽带。我们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

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王子涵同学讲解丝路精神

微党课第五节，李浩铭同学为我们讲解了西迁精神。66 年前，

交通大学师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乘坐挂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

西北”横幅的绿皮火车一路西行，告别繁华的上海，来到了急需建设

的西部。荒凉的大漠，无尽的黄沙吹糙了皮肤，却没有吹熄他们心中

燃烧的火。2005 年 12 月 6 日，经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会议审议批准，

交大西迁精神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西迁精神承前启后、卓然而立，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光芒万丈的一段。

李浩铭同学讲解西迁精神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精神底色，

一个民族的伟大，在于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毫不畏惧，永远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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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不渝，为了自己的命运和发展奋力斗争。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

大梦想。我们要成为继承并弘扬时代精神的中坚力量，要成为宣传和

践行时代精神的领头人物，让优秀的时代精神为自己的灵魂注入新的

活力，进一步加深对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进

程中持续发力，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有所作为。（交通航运党支

部）

2、学院举行思想引领活动暨“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知识

竞赛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拓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广度和深度，2022 年 12 月 16 日中午，学院工会联合学

院各教工党支部举行“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的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知识竞赛活动。

本次知识竞赛面向学院全体教工，测试内容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党史知识等学习重点，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测验，检验党员们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学院工会主席刘铸永介绍到希望通过此次“学习二十大，奋进新

征程”知识竞赛活动，丰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形式，营造浓厚的

学习氛围，达到“以赛促学”、“边赛边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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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工会副主席袁敏介绍了本次比赛规则、答题方式、答题范围。

学院教工踊跃参与，掀起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大家通过此次

比赛查找出自身学习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对党的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

本次竞赛旨在引导广大教工持续加强理论学习，做到学以致用，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本职工作的内在动力，为学院发展贡献自

身力量。（院工会）

3、学院组室行政教工党支部开展 Excel 技能培训

为提升组室行政教工工作效能，切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12月 13 日下午，船建学院组室行政教工党支部在线上举行了 Excel

技能培训，邀请学指委就业中心江俊达老师主讲，党支部书记袁敏主

持培训。

江俊达从文件与单元格、数据处理、公式与函数、图表四个方面

为大家分享了日常办公中常用的各项 Excel 处理技巧，并通过案例实

践操作和互动交流的方式，对 Excel 各项功能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讲解

和演示。

本次 Excel 技能培训有效激发了各位党员同志深入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也提升了学院行政人员对 Excel 的综合应用能力，有助

于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切实做好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院校两级“双

一流”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行政组室党支部）



7

4、学习二十大|“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

新征程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船工系硕士第一党支部开展联

学共建活动

12 月 6 日晚上，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硕士生第一党支部与大连海

事大学轮机第一研究生党支部、第六本科生党支部开展联学共建活动，

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新征程的火热

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为主题。船建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硕士生第

一党支部全体党员线上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由大连海事大学轮机第

一研究生党支部姜宝深同志主持。

会议伊始，双方党支部代表分别从专业、科研、发展历程等方面

简单介绍了各自支部的基本情况。随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第六本科

生党支部领学党的二十大精神，双方支部成员针对学习内容积极展开

了发言讨论，并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实际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抒

发了对国家未来的美好祝愿。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硕士生第一党支部冯硕、何赞扬、

李振荣、曹辰泽等同志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曹辰泽同志从

党的二十大报告出发，联系自身专业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感悟。他认为，

当前国家“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为我们船海和轮机专业的同学们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同学们应努

力加强自身本领，乘时代快车，为祖国海洋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此外，

他还作为即将毕业的研三学长就科研选择和择业与大家分享了几点

经验，大家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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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最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第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王建行对本

次活动进行总结发言。他提出双方院校今后可以建立长期交流合作关

系，促进双方院校友谊，加深支部成员专业交流讨论，为建设“海洋

强国”贡献青春力量。（船工系硕士第一党支部）

5、学习二十大|土木工程系硕士生第一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2 月 1 日星期四，土木工程系硕士生第一党支部全体同志于船

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木兰楼 B301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此次主题党

日活动主要围绕“二十大精神视频学习”“学习强国奖品补发”及“理

论知识竞赛”三方面内容展开。

会议开始前，全体党支部成员起立，为昨天逝世的中共中央委员

会原总书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默哀一分钟。

沈煜轩同志带领各位学生党员同学重温《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中

的《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以及江泽民同志同北京大学学生谈话时提

出的“三点希望”，激励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

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

接着，大家一起观看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联合策划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讲”全媒体党课第二讲视频，认真聆

听上海市委党校赵大朋副教授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解析。前进征程

上，要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奋进航程中最稳健的压舱石、风雨来袭

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必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守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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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煜轩同志向支部成员展示本年度三、四月份学习强国积分排名

数据，并为四月份积分排名前列的同志补发奖品。

同志们分五个小组进行“理论知识竞赛”，竞赛围绕“党的二十

大报告”“新时代大国外交”“党史党章”和“学习强国平台”四个

主题分四轮进行竞赛，每轮由组内选派一名代表参赛，其余组员可以

场外援助。竞赛现场的气氛紧张热烈，同志们在问答中巩固理论知识，

强化团队交流与合作，在比拼中共同进步。经过几轮激烈的竞答，每

组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每轮赛后，支部委员们为前三名的同志颁发

纪念小礼品以资鼓励，共勉大家保持理论学习的高涨热情，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本次主题党日活动让支部成员对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的认

识，启发我们要继续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个人

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通过知识问答竞赛激发了支部

成员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热情以及学习强国的使用热情。

竞赛活动结束后，同志们合影留念，本次土木工程系硕士生第一

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圆满结束！（土木工程系硕士生第一党支部）

6、学习二十大|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党支部举行主题

党日活动

2022 年 11 月 25 日，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党支部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学习二十大精神,在法治轨道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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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主题党日活动，旨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内容并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会议由党支书贾玉超同志主持。

首先，贾玉超同志对活动的主题进行了介绍，并梳理了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 15 个部分的结构与要点，其中详细介绍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所总结的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

告首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有关“法”的表述，进行了归纳总结与学习，突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的战略部署，并分析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

意义，其中包括标志着法治建设成为党领导人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重要事业，意味着新时代十年法治建设在理论、制度、实践方

面的形成的认识、取得的成就、收获的经验已经成熟定型。“在法治

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新表述，提升了法治作为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规范功能和社会作用。

会上全体党员观看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

微党课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介绍解读的视频。会议最后，支部书记与

全体党员对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以及报告对未来国家的发展建设

等方面展开积极讨论。（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党支部）

7、学院自主研制“海龙 V-曼塔号”浮游式深海多金属结核原位

集矿技术验证平台海试成功

2022 年 11 月 9 日至 26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水下工程

研究所葛彤教授主持研制的“海龙 V-曼塔号”浮游式深海多金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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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原位集矿技术验证平台，在由庄广胶领队、5 位教师组成的海试团

队的指挥下，在西太平洋先驱多金属结核矿区圆满完成了海试任务，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浮游行进方式的多金属结核采集，体现了优

秀的采集性能和海底沉积物扰动性能。

“曼塔号”是国际上首台采用浮游行进方式的深海多金属结核原

位集矿技术验证平台，对海底环境扰动小，地形适应能力强，代表了

一种全新的绿色深海集矿方式。该平台最大作业深度 6000 米，重量

4.2 吨，采集行进速度 0.2~0.6m/s，由上海交通大学与北京先驱高技

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研发。集矿平台由浮游式 ROV 载体搭载与海

底轻接触的集矿头组成。集矿作业时，ROV 载体远离海底在水体中浮

游行进，只有集矿头轻贴海底滑行集矿；集矿完成后，ROV 载体可回

收集矿头，集矿平台采用浮游行进方式对集矿效果进行回检。由于其

作业方式酷似魔鬼鱼（MANTA）的海下运动方式，“曼塔号”因此得

名。

此次海试，“曼塔号”搭载小型集矿头共开展了 6 个潜次的集矿

试验。试验最大水深超过 5600 米，总采集距离超过 300 米，搭载的

小型集矿头最大采集能力超过 20 吨/小时；采集行进结束后约 20 分

钟后，利用“曼塔号”对采集区域进行了回检，采集痕迹洁净、几乎

无剩余结核，海底沉积物扰动深度普遍小于 6 厘米，采集区域附近水

体清洁、基本无羽状物遗留；对采集到甲板的结核样品进行检查，最

大结核粒径长轴大于 10 厘米，结核完整度高。试验表明“曼塔号”

创新型的集矿作业方式是成功的，具有优良的采集能耗、采集率、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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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扰动等性能，为未来深海采矿工作探索出全新的道路。

“曼塔号”研制工作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正式启动，在设计阶段

和装备总装调试阶段皆受到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为抢抓进度，项目

组安排关键人员驻扎实验室，学校、学院领导也根据项目组的困难给

予了巨大的支持，保证了“曼塔号”按时研制完成并于 10月 24 日抵

达青岛。在疫情的严重影响下以不到 8个月时间的完成了“曼塔号”

的设计研发，并圆满完成海上试验，充分体现了交大人不惧挑战，自

强拼搏的精神。

8、海洋装备战略研究院前往中国船舶工业综合经济技术研究院

和招商局邮轮研究院开展合作交流

2022 年 12 月 7 日，海洋装备战略研究院秘书长柳存根带队前往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经济技术研究院和招商局邮轮研究院，就战略研究

合作、咨询项目开展等有关事项开展深入交流，中国海军研究院冯炜

和陈建华工程师也随行访问。

7 日上午，战略院一行在中船集团上海总部和中船集团综合技术

经济研究院就战略合作和船舶行业产业链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

通。中船集团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包张静、主任苗静等参加会

议。柳存根介绍了战略院的基本情况，并就产业链、重大基础技术等

重要咨询项目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包张静介绍了综合院的具体情况和

近年来开展的重要工作，他表示，希望和战略院一起营造良好的智库

生态，寻找研究交叉点，在领域、专家、分析方法等方面实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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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服务和支撑国家、行业战略发展。中国海军研究院及战略研究院

有关人员就海洋装备产业链研究的具体问题与包副院长展开了深入

的讨论与交流。

7 日下午，调研组前往招商局邮轮研究院调研，研究院研究部经

理郭歆、经理助理黄戈等共 6位专家参与讨论。邮轮研究院各位专家

以客滚船为例，介绍了客滚船从设计研发、生产、配套、运维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期间，战略研究院就海洋装备产业链相关问题与邮轮研

究院做了深入交流，邮轮研究院表示，将根据有关需求提供邮轮产业

链供应链相关资料支撑。（海洋装备研究院）

9、工程力学系安超教授应邀担任 JGR:Solid Earth 副主编

近日，工程力学系安超教授应邀担任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JGR):Solid Earth 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任

期自 2023 年 1月开始。

JGR 是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主办的权威学术期刊，创刊于

1896 年，是地球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之一。JGR:Solid Earth

是 JGR 的一个分刊，内容几乎涵盖了固体地球科学的所有研究方向，

包括地震学、地磁学、大地测量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岩石学、

火山学、重力学、矿物物理与化学、构造物理学等。目前 JGR:Solid

Earth 的总编辑（Editor-in-Chief）是法国蔚蓝海岸天文台的

Isabelle Manighetti 教授，期刊共有主编（Editor）8 人，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约 90 人（其中中国大陆地区 8 人）,每年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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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约 1500 篇，接收约 500 篇。

安超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获得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本科

和硕士学位，2015 年 1 月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

院。之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后研究，于 2017 年 2 月进入

上海交大工程力学系任职。他的研究领域为海洋中的地震学观测，具

体研究包括海啸及海啸预警、海底压强和海底地震仪的噪声机制等。

（工程力学系）

10、第六届“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2022 年 12 月 18 日，第六届“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创新论

坛”在武汉举办。“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创新论坛”是高新船舶

与深海开发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院主办的高水平学术论坛。论坛以建设海洋强国重大战略目标为背

景，聚焦国内外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科技前沿、关键技术和发展趋

势，深入开展学术研讨与技术交流。论坛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分别承办 5届。本届论坛由武汉理

工大学承办，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共同协办。论坛分为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采用线上方式召开，并

开通网络直播，约 180 人次参加开幕式，观看直播约 1300 人次。

12 月 18 日上午，论坛举行开幕式和主题报告，武汉理工大学刘

祖源副校长、湖北省军民融合办公室周峰副主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王俊利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廖世俊院长分别致辞，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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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题报告由武汉理工大学船海能动学院李晓彬院长主持。

各位领导首先祝贺本届论坛成功召开，特别是在全国防疫政策调

整后，许多专家和学者身体还未恢复，仍然坚持参会，更显难能可贵。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肩负着

培养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精英人才和引领行业发展的历史重任，共同

努力，协同创新，为实现海洋强国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本届论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严

新平教授做“智能、绿色和韧性航运对未来船舶工业的思考”主题报

告。

论坛还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船舶工程学院院长张桂勇教授做

“极地船舶冰阻力预报研究”的主题报告，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陈

念众教授做“海上风机结构健康监测数字孪生”主题报告，上海交通

大学船建学院副院长付世晓教授做“深远海大型网箱发展与启示”主

题报告，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所罗肖锋所长做“船舶应用清洁能源技

术与发展趋势”主题报告，武汉理工大学船海能动学院胡勇教授做“船

舶三维数控弯板机研究及应用进展”主题报告。（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