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第 3 周校领导会议活动安排表 
 (2021 年 9 月 13 日～2021 年 9月 19 日) 学校办公室制表 

时间 地点 内容 参加校领导 参加人员 承办单位 

9月 13 日 

星期一 

8:30 6教 205 校党委常委会 校领导 校办、组织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学校办公室 

9:30 6教 205 校领导周例会 校领导 校办、宣传部相关人员 学校办公室 

10:30 6教 205 校长办公会 校领导 校办及相关议题单位负责人 学校办公室 

14:30 6教 316 
2021 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
工作协调会 

杜国锋 
校办、教务处、保卫处、后勤保障
部、网信中心负责人 

互联网与信息中心 

教务处 

15:00 6教 303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朱业宏 冯  征 
王建平 杜国锋 

校办、学工部、教务处、人事处、
研工部、外事处、离退处、保卫处、
武管会、后勤保障部等单位负责人 

疫情防控指挥部 

15:00 6教 205 农科基地建设研讨会 郭海敏 许晓宏 
国资处、计财处、教务处、科技处、
资产公司、农学部负责人 

实验室与国有资产 

管理处 

16:00 6教 316 本科生开学典礼协调会 杜国锋 

校办、学工部、团委、教务处、后

勤保障部、保卫处、宣传部、教体
学院、武管会、校联处负责人 

学校办公室 

学工部 

9月 14 日 

星期二 

8:30 6教 205 
2021 年校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第 11次学习会 

校领导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宣传部 

10：30 6教 205 
2021 年债券资金执行推进
协调会 

冯  征 杜国锋 
张大平 

基建处、科技处、计财处负责人 计划财务处 

14:10 6教 205 校园规划领导小组会议 冯  征 杜国锋 校园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基建处 

15:30 6教 205 基建工作研讨会 杜国锋 基建处相关人员 基建处 

15:00 6教 316 商业门面协调会 许晓宏 
资产公司、第三方管理公司负责人、
租户代表 

资产公司 

15:00 
地科学院 
会议室 

中国地学教育调研推进会 郭海敏 能源学部相关学院负责人 地球科学学院 



 

时间 地点 内容 参加校领导 参加人员 承办单位 

9月 15 日 

星期三 

8:30 6教 205 
长江大学安全委员会 2021
年度第二次会议 

校领导 长江大学安全委员会成员 保卫处 

14:30 
武汉校区会

议室 
国重材料修订讨论会 张玉清 能源学部及院系负责人 能源学部 

9月 16 日 

星期四 

9:00 
武汉校区会

议室 
校企合作对接会（江汉工程
公司） 

张玉清 武管会、能源学部及院系负责人 能源学部 

14:30 6教 205 
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纪委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会 

刘靖君 学校纪委委员、专职纪检监察干部 纪委综合室 

15:00 15教 306 
2021 年秋明石油与天然气
线上论坛 

周思柱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油工学院、地

科学院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教师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16:00 6教 316 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朱业宏 周从标 

民主党派负责人、统战团体代表，

校办、组织部、宣传部负责人，统

战部相关人员 

统战部 

9月 17 日 

星期五 

9:00 
武汉校区 

会议室 

国重实验室及校企合作推

进会 

冯  征 张玉清 

吕一兵 

科技处、能源学部、国资处、校联

处负责人 

科技处 

能源学部 

9:00 6教 316 档案目标管理考评会议 许晓宏 校办、档案馆相关人人员 档案馆 

15:00 
文科大楼 

705会议室 

2022 年学位授权点专项合
格评估预评估启动会 

周思柱 

研究生院、参加学位授权点专项合

格评估 12 个学院分管学位点建设

负责人 

研究生院 

9月 18 日 

星期六 

9:00 铂骊酒店 
长江中上游生姜新品种选
育及绿色生产技术创新与

应用成果评价 

吕一兵 科技处、园艺园林学院相关人员 
科技处 

园艺园林学院 

上午 运动场 
长江大学 2021级本科生开
学典礼（荆州校区） 

校领导 

2021级本科生（荆州校区）、教师

代表、荆州校区各学院和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 

学校办公室 

学生工作部 

下午 运动场 
长江大学 2021级本科生开
学典礼（武汉校区） 

校领导 

2021级本科生（武汉校区）、教师

代表、武汉校区各学院和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 

学校办公室 

学生工作部 

武汉校区 



 

时间 地点 内容 参加校领导 参加人员 承办单位 

9月 19日（星期日）至 9月 21日（星期二）中秋节放假调休，共 3天 

注：表中承办单位负责会议通知及会务工作。 

（1）9月 13日-14日，周思柱到上海海洋大学交流工作。 

（2）9月 14日-15日，吕一兵到省厅汇报工作。 

（3）9月 14日-15日，刘靖君到武汉出差。 

（4）9月 15日-16日，郭海敏到各校区督导节前实验室安全相关工作。 

（5）9月 16日-17日，王建平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示范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