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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4 天的五届五次教
代会于 12 月 27 日至 30 日隆
重召开，代表们与全校教职工
一起，重点围绕学科和学位点
建设，共商学校
“十一五”建设
大计。

本次大会的
指导思想是：高
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伟大旗
帜，坚持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总
结我校 2005 年
的工作，巩固成
果，规划未来；团
结动员全校教职员工，保持优
良状态，再接再厉，进一步做
好本科教学工作，加大学科建
设力度，努力把广西大学办成
人民满意的高水平大学。

在 27 日下午召开的开幕
式上，校长唐纪良代表学校作
了《保持优良状态，加强学科
建设，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的工作报告。报告主
要从“211工程”建设、第十次
学位点申报、本科教学评建工

作、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和改
善办学条件、校园环境等五个
方面总结了我校 2005 年的工
作及取得的成绩，客观分析了

学校在发展中，尤其是在学
科、学位点建设存在的不足之
处和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并
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和措
施（报告内容详见二、三版）。
会议期间，代表们分组讨论和
审议了校长工作报告，并就学
科、学位点建设问题专门召开
了学科带头人、老领导和责任
教授系列座谈会。

在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后，五届五次教代会于 30日

下午在大礼堂胜利闭幕。校党
委书记余瑾作了重要讲话。

余瑾书记在题为《开拓创
新，谋划未来，团结一致，共铸
辉煌》 的讲话中说，2005
年我们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取得了较大成绩，这次
教代会从总结经验入手，
在各项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的前提下，集中探讨如何
保持优良状态，狠抓学科
建设，在建设高水平大学
过程中再创新的业绩。她
希望代表们把大会精神传
达到每一位教职员工，动
员全校师生共同为广西大
学的发展建言献策，集思

广益，脚踏实地地做好学校各
项工作。她还要求各单位进一
步组织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自治区党委八届六次全
会和全国十四次高校党建工
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发展
观，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
动力，规划好学科和队伍建
设，在科学规划基础上突出重
点，突出创新，做强优势学科，
有效提高竞争力（讲话内容详
见三版）。（司南）

标题 1
我校五届五次教代会隆重召开

尊敬的老师们、同志们，亲爱的同
学们：
“一元复始冬将去，三阳开泰春

又来”。在这辞旧迎新、继往开来的时
刻，我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全校师
生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
问！向关心支持广西大学的各级领导、
社会各界朋友和教职工家属表示诚挚
的谢意和新年的祝福！向遍布海内外
各地的校友们致以新年的问候！
刚刚过去的 2005 年，是我们西大

人激情燃烧的一年，团结奋斗的一年，
也是硕果累累的一年。这一年，我校好
事不断、喜事连连。学校中长期发展规
划基本确定，全校上下对学校发展达
成共识；“十五”“211工程”建设目标
如期实现；学科学位点建设取得新突
破；本科教学评建工作成效喜人；办学
条件明显改善；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
效，师生员工的凝聚力空前增强，各项
工作协调发展。广西大学 77年的办学
经验，尤其是两校合并以来的建设成
就，在 2005年得到了最为集中和最为
充分的展示。这些成绩，凝聚着 77年
来一代代西大人的智慧和心血，是全
校师生员工团结拼搏、努力奋斗的结
晶。在此，谨代表校党委、行政向大家
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
来，我们信心百倍。“十一五”期间将
是广西大学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关
键时期。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
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扎实推进，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加
快，为广西大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自治区人民政府已加大与教育部共建
广西大学的力度，把重点建设广西大
学列入广西“十一五”发展计划中，并
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广西大学的第三期
“211工程”建设。广西大学新一轮建
设已经开始。2006年是学校“十一五”
计划开局之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求真务
实的作风，大力弘扬西大精神，团结一
心，与时俱进，勤奋工作，再创佳绩，为
把广西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教学研
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新年开启新希望，新年承载新辉
煌。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同志们！
让我们迎着 2006年新的曙光，一起为
西大的明天加油，一起为西大的腾飞
作贡献！

祝全体教职工、同学们、校友们、
同志们新年快乐！工作顺利！学业有
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
意！

广西大学校长 唐纪良

按照五届五次教代会的安
排，12月 28、29 日，我校分别举
行学科带头人、老领导和专业责
任教授代表座谈会，审议校长工
作报告，并就学科建设问题进行
讨论。

28 日晚，在君武馆第一会议
室举行的是理工科学科建设座谈
会，来自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化学化工学
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电气工程
学院、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机
械工程学院等理工科学院的学科
带头人、学术骨干围绕着学科建
设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王双飞代
表提出，甘蔗糖业工程学科的建
设应该依托轻工与食品工程学
院，使其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
带动学院各方面的建设，使学院
在制糖、造纸方面形成优势。卢家
炯代表也认为，“十一五”期间要
把糖业研究所打造成产业化平
台，更好地实现报效社会的目标，
而研究所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学
科做支撑，依托学院，为广西的人
才培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韦增欣代表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
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建设
成果的评价问题。他希望学校加
大文理科的建设力度，加强对公
共数学等基础课的重视，使学校
在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过程

能够协调发展。
李陶深代表认
为，学校把学科
建设作为强校
之本，作为教代会的主要议题拿
出来讨论，这是历年所没有的，体
现了学校对学科建设的重视。他
希望学校采取措施，进一步发挥
学科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在学
科建设中的作用和积极性；校长
在工作报告中提到营造良好环
境，构建学科创新团队的想法深
得人心，关键是要拿出切实可行
的措施，兄弟院校一些好的作法
值得借鉴。在谈到学科交叉的问
题时，李陶深代表建议学校建立
联合攻关的机制，改变目前各学
院各自为战的状况。

在君武馆第三会议室，来自
农学院、林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
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等涉农
类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
也进行了热烈讨论。陈保善代表
提出了生物与农业技术创新平台
的组建、资源整合与设备的管理
问题；石德顺代表认为，要想使整
合不流于形式，整合目标必须明
确，应建立一个相关学科的基础
平台，承担国家或地方重点科技
攻关项目。罗建举代表提出了第
三级学科应积极向新型学科和边
缘学科方向发展的建议。温远光

代表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打造
“八个一”工程的设想，即创建一
个优秀团队，建立一流的生命科
学研究平台，农、动、生、林科研争
取拿国家重点发展项目，在“十
一五”期间争取获得国家级二等
奖以上奖励，在国家级杂志上发
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建立生物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建设一流的
野外实验站等。

在君武馆第四会议室的人文
学科建设座谈会上，公共管理学
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
院、商学院、法学院和中加国际学
院等人文学科学院的学科带头人
和学术骨干围绕着我校人文学科
发展面临的问题、人才队伍建设、
学科发展规划以及如何集中力量
打造人文学科品牌等主题踊跃发
言。宋亚菲代表认为外国语学院
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
立和南博会举办的机遇，加强小
语种建设，培养高级翻译人才，打
造外国语学院的品牌。谢舜代表
认为人文学科的建设应偏重在学
位点、学术交流、书籍出版以及对
外宣传上。梁戈夫代表认为我校
人文学科的现状与建设高水平综

合性大学的目标距离很大，学校
应该加强对人文学科建设的力
度，学报也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办
成国内核心期刊。岳晓华代表认
为人文学科应团结一致形成合
力，利用“文化广西”这个课题，
尽快形成一批相对集中的科研成
果，凸现科研特色，形成学位点申
报优势。

29日下午，老领导座谈会在
君武馆第四会议室举行。马继汇、
陈光旨、韦俊雄、吴洁、莫家让等
老领导参加了座谈。韦俊雄代表
认为，要搞好我校的学科建设应
兼顾三个方面：硬件方面，要有高
精尖的科研设备，否则无法满足
复杂科研项目要求；人才方面，要
引进一些大师和有影响的学科带
头人；最后要充分发挥我校综合
学科优势，整合资源，谋求更大的
发展。马继汇代表指出了学校在
专业责任教授条件量化、财务管
理规范化等方面的问题。陈光旨
代表认为，学校的实力由硬实力
和软实力两方面组成，在充分发
展硬实力的同时，更要加大软实
力的发展。他说，学校的建设与发
展是“不进则退，慢进掉队，内斗

自毁，腐朽崩溃”，因此全
体教职工要有忧患意识，居
安思危。他指出 “以评促
建”主要包括学科建设、专

业建设和队伍建设三个方面，其
中最关键的是队伍建设，不仅要
大力引进人才，更要注重培养人
才，使队伍整体水平得到提高。

在君武馆第一会议室召开的
专业责任教授座谈会上，黄伟、梁
小冰等 13 名专业责任教授围绕
校长报告、学科建设问题畅所欲
言。教授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一
是如何更好发挥专业责任教授的
作用，提高教学水平；二是如何加
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提高
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三是如何
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推动资源
共享，为学科建设服务等。庄德君
代表认为，人文学科的作用不可
忽视，建议学校采取措施扶持人
文学科的发展。陈小鹏代表认为，
在学位点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
硕士点的建设，它对人才的培养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要引进科
学合理的绩效管理机制和竞争机
制，做好学位点建设各项工作。
校党政领导余瑾、唐纪良、李

继兵、赵发旗、韦化、黄维义，以及
研究生院、发展规划处的有关人
员参加系列座谈会。（李伟红 邓
微微 周婷婷 覃冠玉 司南）

12 月 28日上午，我
校在君武馆第二会议室
召开以“志存高远、勤奋
学习、发奋成才、报效祖
国” 为主题的 2005 年
广西大学学风建设研讨
会。校党委副书记李继
兵、学工部（处）、团委、
教务处、宣传部、招就中
心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以
及全校政工干部参加了
研讨会。

校党委副书记李继
兵在会上作了讲话。他
强调，学风建设是一项

必须长抓不懈的工作，
全体学工干部要以培养
学生全面成才为工作中
心，依据各学院具体情
况和专业特色制订相关
制度，同时加强管理和
教育工作，发挥学生党
员的带头作用，以党建
带动团建，营造积极向
上的学习氛围，开展具
有专业特色的校园文化
活动，吸取其他学院、学
校、省份、行业的成功管
理方式，争取把广西大
学的学风建设推向新台

阶。
会上，电气工程学院

周小平等五位主管学生
工作的学院党委副书记
作了学风建设经验交
流，分别介绍了本学院
学风建设的具体做法、
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
学工部（处）何志清副
部（处）长总结了我校
近年来学风建设取得成
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提
出了下阶段学风建设的
整改措施。
（王运东 赵冬梅）

我校召开学风建设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