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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团委：

2012201220122012年度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委招新顺利展开

为了完善组织架构、加强学院内部建设并促进学院活动的高效展开，

本月我院团委成立三个部门：组织部、实践部和文宣部。组织部主要负责

院内团委相关活动并加强与各个班级团支部的联系；实践部主要负责社会

实践的开展与成果展示，指导我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文宣部主要负责《绿源》院报和院刊的相关工作。目前三个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为 10 级学生骨干：沈子婧、蒋志立、刘瑞媚、陈辰。2012 年 3 月 6

号，院团委三个部门面向 11级同学举行招新，最终录取名单为：季已辰、

金圣、倪震鸣、史晓蕊、杨光华、朱静文、朱宇泽七人，为院团委注入了

勃勃生机。在崭新的一年里，院团委蓄势待发，定将学院团委的工作开展

的更好。

我院顺利完成 2011-20122011-20122011-20122011-2012年度“五四分级“评比工作

根据校团委工作的部署，参考《东南大学开展 2011-2012 学年“五四

表彰”工作的通知》及《东南大学团内分级考核评比条例（2012 修订版）》，

我院开展了本学年五四分级评比工作。本次工作由院团委牵头，各支部内

部组织学生自荐、同学他荐、投票表决的形式产生。最终共评出本科生优

秀团员 28 名，优秀团干 4名，研究生优秀团员 16名，优秀团干 2名。并

推选出 3 支本科生支部参加校“特级团支部”的评比，2 支研究生支部参

加校“先进团支部”的评比。

此外，我院还完成了校“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的推荐工作，最终推

荐教师代表陈永平老师、学生代表陈时熠同学参加校青年五四奖章的评比。

我院团委完成 2012201220122012年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申报工作

根据《关于申报 2011 年度“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江苏省优秀共青

团干部”、“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的通

知》，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从第十一批（团苏组字〔2009〕37号）、第十二

批（团苏组字〔2011〕3号）、第十三批（团苏组字〔2011〕20 号）“江苏

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中择优申报。

经考核，我院团委于 2011年 8月被确定为第十三批江苏省五四红旗团

委创建单位，经校团委书记办公会讨论，决定从能环学院、电子学院和交

通学院团委中择优推荐。

我院团委在接到通知之后，认真布置，精心整理了《“江苏省五四红旗

团委”申报材料》和《“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申报材料支撑材料》两份，

按时提交到校团委，等待校团委的评审。

我院成功举办 2012201220122012年能源与环境学院星级团支部评比活动

2012 年 3 月 16日，一年一度的能源与环境学院星级团支部评比活动

在 J1-311 成功举办。我院星级团支部评比是与学校的“五四表彰”团内分

级评比配套的院内评比。评出的五星级、四星级支部将推选到学校参加校

“甲级团支部”、“特级团支部”乃至“国旗团支部”的评比。比赛精彩纷

呈，展现了各个支部的团结活力和青春朝气。

晚上七点整，伴随着《共青团之歌》旋律缓缓奏响，此次活动顺利开

幕。030101 团支部朗诵的《恰同学少年》使得众人激情澎湃；030104 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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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别开生面的展示本团支部建设情况，让同学们眼睛

为之一亮；030095 支部的同学全班出动，以热情、活泼的表演带来了满场

的欢声笑语。

最终，030102 支部以前期材料、现场答辩、大众评审三个环节总分第

一，获得本年度院“五星级团支部”的光荣称号！ 030101 支部，030104

支部获得院“四星级团支部”荣誉称号。

2012201220122012年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员代表选举大会顺利召开

2012 年 3月 16 日，能源与环境学院团员代表选举大会在 J1-311 隆重

召开。本次大会秉持公正公开的原则，旨在选举出参加校第十九次团代表

的学院参会代表，履行青年团员的选举权。会议于当晚 9:10 开始，院团委

书记钱怡君老师主持会议。钱老师强调了此次团代表选举会议的性质和重

要性，介绍了本次选举规则和各候选人的资料。各班级代表根据 22 名候选

人的资料选举出了 18位团代表，并将选票投入选票箱中。在公证人的监督

下，经过检票和计票，统计出最后结果由钱老师公布，选举大会也圆满结

束。

我院参加东南大学第二十五届校园文化节优秀组织奖答辩

2012 年 3 月 21日，东南大学第二十五届校园文化节评比答辩会于晚

上 6点 30 分在圆形报告厅一楼召开。经过第一轮的筛选，分别有九个学院

进入“精品活动奖”和“优秀组织奖”的答辩环节。我院由团委组织部同

学代表我院团委参加了“优秀组织奖”的评比。

答辩现场，前 9个院系对第二十五届校园文化节期间所做的精品活动

进行了精彩展示，凸显了学院文化和特色；后九个院系则对文化节期间所

做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在评比过程中，各个

院系经过精心准备，不仅在台上展现出了最好的风采，并与台下同学们互

动，营造气氛。我院代表以“绿之章”为主题，结合年轻学院的朝气和活

力，向大家展示了我院所做的工作和成果。在激烈的角逐下，我院惜获“优

秀组织入围奖”，这给我院团委的工作也更多的启发。答辩会后院团委召集

院学生会、团支部学生骨干进行了讨论，我们相信，这次的失利将激发我

们充满动力去迎接前面的种种挑战，并相信我院会越做越好！

���� 团支部工作

“赢四方特产，品家乡文化”

————————030101030101030101030101团支部“文化民俗”系列活动

3月 12 日中午，030101 团支部在梅园食堂门口举办了文化民俗系列活

动之——地域文化知识问答。由于团支部的成员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每

位成员的家乡都拥有历史悠久和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这次活动便提供了

一个宣传自己家乡文化知识的平台，加强同学们对各个地域的文化的了解

和认识。本此活动分为答题环节、抽奖环节和特产介绍与品尝环节。每位

支部成员在活动开始之前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活动现场更是积极配合，给

同学们品尝来了各地风味特产，普及了各地风俗文化，增进了支部成员的

交流，促进支部凝聚力。本次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引起同学们对地域文化知识的兴趣并起到了宣传地域文化知识的作用。在

大家的一致努力下，活动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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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会：

东南大学第四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作品答辩会

（本科生赛区）顺利举办

为了充分发挥我校学生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研究

和实践能力，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科学研究氛围。由我院承办的“东南大学

第四届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竞赛”进入了复赛答辩环节。

3 月 7日下午，在我院学生会科技部的准备下，竞赛答辩会正式开始。

经过上学期同学们初赛作品的选拔，最终入围复赛的作品有 44 项，作品涵

盖类型广泛，从节能开水器到节能照明系统，从太阳能的利用到温差发电，

东大学子思维创新、勇于实践，成果丰富。本届比赛，我院同学进入复赛

的作品有 25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7项，体现了我院

的专业特色与我院同学为节能环保出心出力的态度，对将来我院科研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能源与环境学院足球赛开赛

为了落实我校和我院对学生体育运动提出的要求，倡导健康生活，提

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和足球竞技水平。2012 年 3 月 10 日，由能源与环境

学院学生会体育部主办的能环学院 5人制足球赛拉开了序幕。

本届足球赛共有 17 只班级队伍参加比赛，将进行 28 场比赛，分小组

赛、淘汰赛和决赛三阶段，最终诞生一支冠军队伍。目前赛事仍处于小组

赛阶段。本次比赛将有效促进全院学生相互间的学习和交流，培养同学们

的团队协作精神，更为之后的院系杯足球赛做热身准备。

学生会新一届主席团换届选举隆重召开

2012 年 3 月 23日，我院学生会隆重举行新一届主席团换届选举。这

是我院学生会首次采用公开选举的形式产生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出席本次大会的嘉宾有院团委书记钱怡君、10级辅导员江楚遥、数学

系团委副书记张涌以、电气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曹奕和学院 08级本科生代

表王婷等，我们还邀请了各兄弟院系学生会主席团同学参加会议。本次会

议流程包括：上一届主席刘思飏作学生会年度工作报告，秘书长曾骥敏致

辞、换届候选人 5 分钟演讲、3分钟现场问答、候选人视频播放及 3 分钟

命题即兴演讲。

经过到场的 190 多位同学的投票，最终 10 级学生宋譞以 124 票的最高

票数当选新一届学生会主席，蔡天意、张舒阳、刘煜东当选学生会副主席。

至此，能源与环境学院新一届主席团选举完满成功。

���� 研究生会

东南大学第四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作品答辩会

（研究生赛区）顺利举办

2012年 3月 4日下午，由研究生院、党委研工部主办,能源与环境学院

承办的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的决赛答辩活动在动力楼 429按

时举行。本次决赛答辩共有来自能源与环境学院、建筑学院、自动化学院

和电气学院等九支代表队入围，八支代表队到现场参加了最后的决赛答辩。

决赛请到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研工部部长金宝升老师、能源与环境学

院院长陈永平老师等 9 位老师作为嘉宾评委。评委们都是能源与环境学院

在节能减排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节能减排有着丰富的研究和

实践经验，在比赛中为选手们的作品作出专业的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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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中，选手们都充分展示了自己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研究作品，展

现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评委对同学们的作品经行了精彩的点评，

也对同学们的很多创新想法予以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整个比赛过程充分体

现了本次竞赛的主题和精神，对倡导节能减排精神，提高同学们的科研和

实践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能源与环境学院学术活动

“AdvancedAdvancedAdvancedAdvanced CoalCoalCoalCoal PowerPowerPowerPower andandandand CarbonCarbonCarbonCarbon Capture(CCUS)Capture(CCUS)Capture(CCUS)Capture(CCUS)”讲座

2012 年 2 月 27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整，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研究

生会主办的题为《Advanced Coal Power and Carbon Capture(CCUS)》的学术

讲座在动力楼 429 成功举行。本次活动能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会成功邀请

到B&W公司全球战略主管 Kevin McCauley和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赵常遂老

师及其博士团队作为讲座嘉宾，Kevin McCauley 先生作为 B&W公司全球战

略主管，在先进煤电及碳捕获的研究和工程实现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赵老

师及其团队长期从事先进煤电及碳捕获方面的研究，有着丰厚的科研成果。

Kevin McCauley先生的演讲非常精彩，虽然是英语演讲，但 Kevin先生

非常注重同学们的理解，讲解非常清楚并配以图文说明。同学们都能够充

分理解 Kevin McCauley 先生的演讲内容，并积极思考、提问，本次学术讲

座活动也在阵阵掌声中成功落下了帷幕。

近期工作预告：近期工作预告：近期工作预告：近期工作预告：

附：学院团委全新构架：附：学院团委全新构架：附：学院团委全新构架：附：学院团委全新构架：

日期 活动 承办部门

3月 28日 东南大学“磐石计划”（基层团支部主

题团日活动专项）工作布置
院团委

3月 30日 校团委“支教十周年“晚会节目预审 院团委

4月 8日 生生不息，“家”之风采——能环学院

舍歌大赛决赛
院学生会

4月 9日 “磐石计划”院内选拔赛 院团委

学院团委

团委组织部 团委实践部

团委文宣部

学生会 团支部 研究生会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主席团

学科部

宣传部

外联部 秘书处

体育部

文艺部

主席团

科技部

女生部

生活部

体育部

外联部

学习部

宣传部

文化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