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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十三届“蓝桥杯”软件类个人赛校内选拔赛在计算中心成功举办 

2021年 11月 7日，第十三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

才大赛软件类个人赛上海理工大学校内选拔赛在计算中心成功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由本科生院（创新创业学院、公共实验中心、教务处）与光电信

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联合主办，计算中心承办，共有 11 个学院 202 名同

学参加此次比赛。 

疫情期间，为切实做好第十三届“蓝桥杯”校赛工作，为同学们创造

一个良好的比赛环境，计算中心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学生志愿者等严格

按照学校防疫工作要求、比赛流程、赛点需知等内容积极筹备大赛。本次

比赛历时四个小时，主要针对同学们平时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课外实

践内容进行测试。其中，参赛项目有 C/C++、 Java、Python，分为 10 个

赛场，每个赛场分别配备两名监考老师。比赛过程中，同学们严格遵守竞

赛规则，秩序井然，展现了我校良好的学术氛围与精神风貌。经过选拔，

王必成同学获得校赛特等奖，潘孝安等 15位同学获得校赛一等奖，顾家

铭等 30位同学获得校赛二等奖，王博闻等 45 位同学获得校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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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将对选拔的同学开展培训，在参训同学中选拔 2022 年 4 月份上海

市赛参赛选手，为我校学生在全国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奠定基础。 “蓝桥

杯”大赛在参赛规模、参赛层次、含金量和增值服务等多个指标处于国内

同类竞赛前列，获得了各大知名高校和企业的高度认可。大赛获奖选手也

可获得 IBM、百度等众多知名企业的免笔试直接面试机会，对于特别优秀者

可直接录用。 

2、科创工坊喜获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奖 

2021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下简称竞赛）于 9 月 9

日至 12日举行，科创工坊建模计算与计算机设计团队 24 支队伍共计 71位

同学参加本次竞赛。近日，竞赛组委会公布获奖名单。科创工坊喜获全国

一等奖 1 项，上海市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6 项。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主办的面向全国

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创办于 1992 年，是首批列入“高校学科竞赛排

行榜”的竞赛之一。2021 年，来自全国及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1566所

院校/校区、49529 队(本科 45075 队、专科 4454队)、14 万多人报名参

赛。最终全国评比出一等奖 249项。 

科创工坊于 2021年初重新组建建模计算与计算机设计指导团队，从宣

讲招新→基础培训→队内竞赛→实战竞赛→赛前指导等多方位培养学生能

力，为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为保障学生顺利完赛，竞赛期间计

算中心协调开放科创工坊创新实验室、互联网+创新实验室、研讨室、会议

室等多处场所，同时延长开放时间至每晚 24:00，在周末通宵开放，为学生

顺利完赛提供支持与保障。 

科创工坊将继续完善招生与培养体系，进一步做好“以赛代练、以赛促

学”的工作。依托现有的创新创业平台，与学校的大力支持，不断发掘适合

学生参与的建模类新竞赛、新活动，构建创新创业氛围，培养更多基础扎

实、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生，为学校、平台、团队再创佳绩。 

 

 

2、科创工坊喜获高教社杯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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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科创工坊获奖名单 

奖项 级别 团队名单 指导教师 

全国一等奖 国家级 黄帆、陈硕、孟明 王丹 

上海市一等奖 省部级 黄帆、陈硕、孟明 王丹 

上海市二等奖 
省部级 李剑诚、杨云龙、周震 王丹 

省部级 王俊杰、王青霞、宋超 王山山 

上海市三等奖 

省部级 聂佳佳、邢鑫、任璇 王山山 

省部级 马毅、卫雨荷、王浩宸 王丹 

省部级 郑铎、阎永欣、史雨欣 王丹 

省部级 吴恺峰、苏捷莉、胡锦杰 王丹 

省部级 庄子聪、汤小勇、余俊 王丹 

省部级 李迪、周涵其、靳泽宇 王丹 

 

3、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联合信息办党支部举行拓展活动 

为了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以史为鉴，通过革命先烈的故事感

染人，教育人，同时丰富组织生活多样性，2021年 11月 12 日，公共

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及信息办支部联合举行拓展活动，组织支部党员

参观了陈云故居，并举行徒步接龙等野外拓展活动。 

此次参观学习，一组组珍贵的历史镜头把我们带回到陈云工作、

生活过的年代。聆听着陈云的讲话录音，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一代伟人

博大而深邃的思想。陈云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前

世之事，后事之师，我们将时刻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奋力争创践行习近平同志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3、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

部联合信息办党支部举行

拓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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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召开主题党日组织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月 8日

至 11 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

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2021年 11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2021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 

2021年 11月 24 日，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集中观看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视频资料，

对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专题学习和研讨。 

通过此次学习，支部党员系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并通过王晓晖副部长，江金权主任，韩文秀

副主任，曲青山院长等专家学者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专业解读，

了解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思想的深刻理解。 

学习过后，支部党员教师展开交流发言，支部党员纷纷表示：通过此

次学习，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互动的复杂形式下，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

域建设的尤为重要，我们将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思想的指导下，

坚持正确前进方向，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好本职工作，爱岗敬

业，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贡献自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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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1 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在计算中心顺利开展 

2021年 11月 20 日~21 日，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全国大学

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的工作安排，我校 2021年下半年 CET-SET考试工

作在计算中心顺利开展，来自校内的 1249名考生参加了本次考试。考

前，教务处会同计算中心于 11月 17~18 日组织实施了模拟考试。 

 

教务处会同计算中心于 11月 17~18 日组织实施模拟考试 

6、计算中心 2 项成果获 2021 年上海理工大学教学成果奖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发布《关于 2021 年上海

理工大学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名单和上海市教学成果奖拟推荐成果

名单的公示》，公布了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名单，计算

中心共有 2项教学成果获奖。其中，计算中心独立完成并申报的《基

于＂课－赛－练＂三位一体的公共计算机创新实践平台建设》项目获

二等奖，作为主要支撑单位合作申报的《学做融创、知行合一，跨学

科工程创新人才实践平台建设与实践》项目获 2021年上海理工大学教

学成果奖特等奖。 

此次获奖，是计算中心近 15 年来首次获得校教学成果奖，对计算

中心具有重大意义，表明计算中心教学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并获得重

大突破。 

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1 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推

荐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人〔2021〕58号）和《上海市教学成果奖励

办法》（沪府发〔1998〕17号）文件精神，学校结合校级教学成果奖

评审专家组评审意见，组织开展了 2021 年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推荐申

报工作，经专家评审，拟推荐 37 项教学成果申报 2021年上海市教学

成果奖，《学做融创、知行合一，跨学科工程创新人才实践平台建设

与实践》进入校推荐评奖名单。 

 

5、2021 下半年全国大学英

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在计算中

心顺利开展 

6、计算中心 2 项成果获

2021 年上海理工大学教学

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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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中心本次所取得的良好成绩与部门和全体教师对教育教学改

革工作的充分重视和热情投入密不可分。下一步，计算中心将进一步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通过优秀教学成果的辐射示范作用，加大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力度，持续推动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带动教育教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7、计算中心蝉联校优秀创新创业指导团队特等奖 

近日，上海理工大学本科生院（创新创业学院）《2021年度本科

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及优秀指导团队推荐名单公示》公布了上海理

工大学 2021 年度本科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及优秀指导团队推荐名

单，计算中心获得校优秀创新创业指导团队特等奖，截至目前，计算

中心已连续两年获得校优秀创新创业指导团队特等奖。 

 

7、计算中心蝉联校优秀创

新创业指导团队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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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理工大学计算中心科创工坊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创新

创业人才的培养，工坊教师指导学生积极参加软件编程、数学建模、艺术

设计等各类赛事的培训及竞赛，并取得优秀成绩，多次获得蓝桥杯全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

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国际大程序设计竞赛（ACM-ICPC）亚洲区域赛等各项

赛事的国家及市级奖励。 

今后，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通过优秀竞赛成果的激励示

范作用，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力度，持续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研

究和实践，带动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8、《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党史及成就展》 ——公共实验中心第一

党支部书记讲党课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之际，11月 24 日中午，公共实验中

心第一党支部在计算中心 304 会议室开展了支部书记讲党课，支部全体党

员参加了此次党课。朱思征书记以“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党史及成

就展”为题，讲了一堂高质量党课。 

本次党课从四个方面展开，朱思征书记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详

细介绍了党的发展历程，从党史发展脉络及学习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几个主题深入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和百年来取得的光辉成就。书记紧密联系支部实际，分析了现存在的问

题，并结合各自岗位，对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每位党员从端正态度、

树立目标、强化落实、团结合作、端正作风五个方面做了具体要求，要求

支部党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将党

建工作与日常教学及服务工作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果转化为两个部门的发

展成果，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 

 

8、《光辉的历程——中国

共产党党史及成就展》 —

—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

部书记讲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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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计算中心承担 2021 年

上海市市级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工作 

 

 

党课后，全体党员就个人学习心得进行了分享交流。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

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

推向前进的必修课”。通过此次党课，支部党员进一步理清了新时代新征

程下党员的标准，增强了作风建设，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为学校发展贡

献力量。此次讲党课活动压实了党建工作责任，建强了党建工作力量，以

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带动支部持续提升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 

 

9、计算中心承担 2021 年上海市市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工作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国家级和市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于 2021年 11月 25 日

前完成各类数据填报及统计工作，上海理工大学除了需要完成本校相关数

据填报和统计工作外，还担任上海市创新创业平台的平台管理员，担负着

整个上海市 64所高校平台咨询及市级项目审核工作，由于学校工作调整，

今年起，此项工作由创新创业学院完成，其中计算中心承担了校平台咨询

及上海市 64 所高校平台咨询及市级项目审核工作。 

经过 1个月的细致工作，截止 2021年 11月 30 日，计算中心收到来自

各个高校 40 余名教师和同学的微信及电话咨询，解决账号错误、平台使

用、信息录入等各类问题 60 余个，已完成来自 26 所高校的 2510项上海市

创新创业项目审核工作，此项工作有序进行中。 

  



 

 

第 9 页 计算中心工作简报 

   

 

10、计算中心开展实验室用电安全专项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计算中心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水

平，强化相关教师实验室安全意识、扩充实验室安全知识储备，提高全员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11月 30 日，计算中心在 304会议室开展

实验室安全培训之用电安全专项培训。 

培训会上，计算中心主任朱思征老师首先介绍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

要性，对计算中心服务器室、实验室、办公室安全风险级别做了简要介

绍。接着，中心安全员高宁老师结合部门实际，对部门水电安全问题做了

重点介绍。高老师从实验室设备特点、中心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电气

引起火灾的原因、发生火灾如何处置、近期安全工作重点等几个方面给大

家做了详细介绍，并就计算中心 10月安全巡查工作做了简要汇报。 

通过此次安全培训，提高了中心教师用电安全意识。计算中心将进一

步深入加强安全隐患的整改和排除工作，为学校发展创造安全的环境，确

保实验室安全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10、计算中心开展实验室

用电安全专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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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中心 10 月安全巡查工作 

11、计算中心召开年终考核工作动员会 

2021年 11月 30 日，计算中心在中心 304会议室召开了年中心考核工

作动员会，计算中心全体在职教职员工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对《计算中

心年度个人考核和奖励实施细则》及《计算中心民主议事工作制度》进行

细致解读，定于 2021年度年终述职工作会议进行表决。 

会议成立了计算中心 2021年度考核工作小组，推选了考核工作小组及

民主议事工作小组成员，提名并表决通过朱思征、张季东、史旻、徐烨、

王慧担任考核小组成员，方升、王丹、寿佐炯担任监督小组成员。 

12、计算中心实验室每日安排查询上线 welink 平台 

为进一步优化实验室预约服务环境，充分、合理、高效利用实验室资

源，方便师生查询、预约计算中心实验室，计算中心实验室每日安排查询

服务（简称：机房安排）于 2021年 11月正式上线学校 welink 平台。上线

后，各位师生可通过 welink 平台搜索框搜索“机房安排”使用服务，并可

将“机房安排”添加至个人日常办公模块。 

 

13、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 2 位同志荣获上海理工大学学习强国“学习

标兵”称号 

2021年 11月，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支部葛翔、高宁 2位同志在 2021

年度积极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深入学习党史，成绩优秀，荣获由中共上

海理工大学委员会宣传部颁发的“学习标兵”称号。 

 

11、计算中心召开年终考

核工作动员会 

12、计算中心实验室每日

安排查询上线 welink 平

台 

13、公共实验中心第一党

支部 2 位同志荣获上海理

工大学学习强国“学习标

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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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计算中心组织学生参加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021年 11月 25 日至 29日，计算中心组织 18 个队伍（54名）在校本

科生参加第十一届 APMCM 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下简称竞

赛）。该竞赛是北京图象图形学学会主办的亚太地区大学生学科类竞赛，

由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负责组织。参赛高校覆盖百余所中

国大陆高校与几十所中国澳门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国际、中外合作高

校。该竞赛具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在国内高校中是作为保研、综合测

评、创新奖学金等评定竞赛之一。 

为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计算中心开放多间实验室，每日提供 40-80

个机位供学生使用。竞赛期间，为保障实验室与学生安全，每日安排技术

人员提供开放服务至 22：00，周末为满足师生需求，实验室 24小时开放

并安排技术人员通宵值守。 

秉承以赛代练、以赛促学的理念，计算中心近年来始终鼓励和支持我

校学生投身于竞赛、项目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积极响应学校、国家人才

培养政策。计算中心也将持续为赛事提供开放服务与技术保障，为学校人

才培养做出更多的贡献。 

 

竞赛现场照片 

 

14、计算中心组织学生参

加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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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计算中心 2 名教师完

成《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培训》并获得培训结业

证书 

16、【微改造】局部更换

起翘地板，用心消除安全

隐患 

 

 

15、计算中心 2 名教师完成《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并获得培训结

业证书 

为深入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进一步提升高校教

师育人意识和能力，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下，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中心于 11月 24 日至 11月 26 日举办了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 

根据校《关于组织参加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的通知》要

求，计算中心 2 名教师参加了此次线上培训，完成 13讲 16 学时的培训内

容，并获得由教育部全国高校教育网络培训中心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

 

16、【微改造】局部更换起翘地板，用心消除安全隐患 

计算中心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开展“我为

师生办实事”实践活动。 计算中心 516号实验室于 2007 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随着使用年份的增加，部分实验室防静电地板起翘造成安全隐患，为

确保实验室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计算中心计

划局部更换翘起地板，中心将此项工作列入 2021年度公共实验中心实验室

建设项目并审批通过。目前，计算中心已完成地板采购及局部更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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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数据简报 

 开放服务： 

 2021年 11月，教职工共申请 21 门课程，12455 个机时的上机实验； 

 2021年 11月，计算中心共执行 151 门课程，共计 46754 个机时的上机实验。 

 2021年 11月，计算中心共拾到物品 24 件，被领回 17件。 

 创新创业服务： 

 2021年 11月，完成 2510项上海市创新创业项目审核。 

 教学开放： 

 开放总门次：90 门次 

 开放总间次：513间次 

 考试竞赛开放： 

 蓝桥杯竞赛：14 间次 

 CETSET 四六级口语考试模拟考及正式考：22 间次 

 APMCM 大学生数学建模：10间次 

 技术巡检与运维：  

 发现异常 30 项，完成处理 29 项，未完成 1项。  

 实验软件平台运维： 

 蓝桥杯竞赛：制作样机 7台，安装软件 11个。 

 CETSET 四六级口语考试：制作考试样机 2台，安装软件 1 个。 

 63次 NCRE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制作样机 2台，软件 13 个。 

 国产机样机测试 4台 

 实验室软件一致性部署： 

 日常运行发包：96台次 

 蓝桥杯竞赛部署：652台次 

 CETSET 四六级口语考试部署：170 台次 

 63次 NCRE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部署：254台次 

 服务器、网络与业务系统运维相关工作： 

 NCRE考试服务器安装部署 4台 

 蓝桥杯竞赛服务器安装部署 1 台 

 考试网络维护 1 次：内外网同时访问问题。 

 CETSET 四六级口语考试服务器安装部署 2台 

 考试竞赛工作： 

 11月 7日，201 人次参加蓝桥杯竞赛，开放实验室 13间次。 

 11月 20日，11月 21日，四级考生 890人，六级考生 359人参加此次 CETSET四六级

口语考试，开放考场和准备室 16 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