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单位名称 党支部名称
参加党
员人数

拟召开的时间、   地点 内容 主持人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教工第一党支部 30
6月27日13:00/一大会址；

15:15/文苑楼1188
赴一大会址集体学习 单虹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教工第二党支部 16 6月27日12:15/一大会址 赴一大会址集体学习 张会超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教工第三党支部 18 6月27日13:30/文苑楼1088室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聂艳梅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教工第四党支部 20 6月27日13:00，文苑楼508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尹玲玲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教工第五党支部 13 6月27日13:30，文苑楼708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王月琴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教工第六党支部 19 6月27日13:30，文苑楼1066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张虹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一党支部 13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二党支部 12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三党支部 9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四党支部 14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五硕六党支部 15 何娟

      上海师范大学“我的初心使命”主题党日安排一览表

6月27日18:00/文苑楼602室 重温誓词+表彰+献礼表演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七党支部 9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硕八党支部 14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博士第一党支部 20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7级博士第二党支部 11 何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 15级硕三党支部 15 6月27日20:00/一教407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濮一凡

教育学院党委
2016级研究生教育1班、博士班党

支部
36 6月27日15:30/四教A203

“践行十九大精神 争做优秀共
产党员”学习交流会

李小双、唐玉春

教育学院党委 2016级研究生教育技术党支部 8 6月27日15:30/10号楼516 落实党员义务 美化学习空间 郭御

教育学院党委
2016级研究生心理与管理班党支

部
23 6月27日15:30/四教A212

昂首向前明使命 步伐坚定记初
心——重温入党誓词

杨伊、梁燕

教育学院党委 2017级研究生教育1班党支部 25 6月27日15:30/四教A204
乘时代新风 立鸿鹄之志——学
习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的讲话
陈冬尔、孔悦

教育学院党委 2017级研究生教育2、3班党支部 28 6月27日15:30/四教A207 不忘初心使命 重温入党誓词 范智毅、韩晓旭

教育学院党委 2017级研究生心理班党支部 13 6月27日15:30/四教A208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讨论

会
邱娟

教育学院党委 2017级研究生专硕1班党支部 15 6月27日15:30/四教A211 忆党史，学党章，重温入党誓词 郝倩

6月27日18:00/文苑楼602室 重温誓词+表彰+献礼表演



教育学院党委 2015级本科生党支部 22 6月27日15:30/奉贤五B227 牢记使命初心 重温入党誓词 曾旭、严雅琴

教育学院党委 教育系党支部 14
6月27日15:00/教苑楼10楼系会

议室
“不忘初心与教育的使命”交流

研讨
夏正江

教育学院党委 心理系党支部 16
6月27日15:00教苑楼1210系会

议室
“作为党员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交流研讨
蔡丹

教育学院党委 管理系党支部 9 6月27日15:00/教苑楼B403
“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交

流研讨
吕杰昕

教育学院党委 初教系党支部 15 7月4日下午/教苑楼九楼会议室
“新时代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初心

与使命”交流研讨
沈嘉祺

教育学院党委 学前系党支部 10
6月27日12:30/教苑楼806系会

议室
“不忘初心 献身教育”交流研

讨
黎松涛

教育学院党委 教育技术系党支部 7 6月27日15:30/15号楼103
“立德树人 不忘初心 ——做合

格党员教师”交流会 何颖

教育学院党委 行政党支部 13 6月27日15:30/教苑楼610
不忘初心 牢记教师职责 重温入

党誓词
夏天

教育学院党委 校长研修中心党支部 6 6月27日15:00/四教C202
“新时代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初心

与使命”交流会
王健

教育学院党委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党支部 6 6月30号/13:30教苑楼704
“新时代教育研究者的使命与担

当”交流会
闫温乐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本3 党支部 18
6月25日/15:20
行政楼116

我的初心使命——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交流心得体会

张晓雷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 12 6月27日14:00/三教201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刘宝峰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2 8 6月28日13:30/南大楼106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李德旺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3 8 6月27日17:00/新外语大楼30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孙 蒙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4 11 6月25日18:00/南大楼111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蒋姗姗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5 5 6月27日20:00/南大楼106
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与党员

的初心使命
王艺腾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0 10 6月25日19:00/南大楼111
我的初心使命——“感知党员正

能量”学习交流
杨雅楠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1 12 6月27日19:00/一教317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吴清洁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2 6 6月29日18:30/体化楼103 我的初心使命，观看红色电影 徐小文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3 23 6月28日13:00/三教308 我的初心使命，重温入党誓词 权欣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7 12 6月22日16:30/三教4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忆党史》、

学《党章》、重温誓词
谭玉婷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8 11 6月25日20:30/一教317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岳 洋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研19 17 6月27日13:30/三教10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胡 伟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法律系 党支部 14 6月27日12:15/文实楼704
“不忘初心，强化党员意识”学

习会
环建芬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公管系 党支部 18 6月27日15:00/文科楼 70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认真学习
十九大精神和校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交流会
顾铮铮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人资系 党支部 8 6月27日14:30/文科大楼70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交流

会
肖薇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社保系 党支部 7 6月27日14:30/文科大楼706
“不忘初心，以学生教育为本”

交流会
沈 芳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哲学系 党支部 13 6月27日14:00/新文科楼502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会 吴广成

哲学与法政学院党委 行政 党支部 10 6月28日12:15/文科楼807 “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座谈会 陈  敏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师、学生

党支部
85

7月4日，13:30/校史馆;14:30/
文科实验203

参观、讲座 徐丰

外国语学院党委 在职教工党支部 70 7月5日上午/中共二大会址 参观、重温入党誓词 李凤

外国语学院党委 退休教工党支部 26 6月25日上午/新大楼306室 集体学习 金辉

外国语学院党委 学生党支部 40 6月27日下午/新大楼306室 集体学习、学生党员上党课 万瑾

商学院党委 金融系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财务管理系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投保系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应用外语系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经济系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企管系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行政第一教工党支部

商学院党委 行政第二教工党支部

89
7月5日9:00/上海历史博物馆、

上海城市规划馆
参观考察 胡志民



商学院党委 16级学生党支部 21 7月4日12：30/5B417
谈谈我的入党动机——我的初心

使命交流会
丁秋露

商学院党委 15级非合作专业党支部 22 7月4日12:00/5B417
勿忘初心 不断进取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第七
代校党代会学习活动

李冰冰

商学院党委 15/17联合学生党支部 22 7月4日13:00/5B417 观看纪录片，共忆入党初心 彭伟琪

商学院党委 15级合作专业党支部 8 7月4日13:00/六教101 讨论：我的初心，我的使命 陈欣

商学院党委 17级学硕研究生党支部 14 7月4日15:45/六教101
学讲话 悟初心——集体观看《

厉害了，我的国》
葛钰杰

商学院党委 17金专研究生一支部 15 7月4日15:45/六教101
学讲话 悟初心——集体观看《

厉害了，我的国》
王蓉

商学院党委 17金专二支部 12 7月4日19:00/六教101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交流会 金婷

商学院党委 16级学硕一支部 7 7月4日13:30/六教10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会 周潇

商学院党委 16级学硕研究生二支部 11 7月3日/一教215 我的初心使命研讨会 李杨芝

商学院党委 16级学硕研究生三支部 7 6月27日20:00/一教407 重温入党誓词及畅谈感受 徐晓丹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教师第一支部 10 6月27日下午/307 学习讨论 刘慧清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教师第二支部 9 6月27日下午/209 学习讨论 吴颖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行政支部 8 6月27日下午/207 讨论岗位创建活动 王忠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201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党支

部
15 6月27日18:00/学院209 毕业党员座谈会 刘阳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2016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党支

部
13 7月4日18:30/学院209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会 殷少华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2017级研究生支部委员会 11 7月4日18:30/学院106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会 张玮益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奉贤本科生支部 3 6月27日18:00/奉贤5B227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会 蔡俊杰

对外汉语学院党总支 2016级汉语国际教育党支部 7 6月27日18:00/学院105 “毕业季谈就业” 赖蔚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机关一支部 18
7月4日13:30/旅专一号行政楼

407会议室
参观中共四大会址 叶蔚蓝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机关二支部 12 7月4日13:30/四大会址 参观中共四大会址 王翠娟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机关三支部 13 7月4日13:30/茂名北路120弄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参观学习 王淑琦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机关四支部 18 7月4日13:30/中共四大纪念馆 红色主题教育参观 薛佳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科研与研究生处教工党支部 8
6月27日15:00/旅游学院308教

室
“我的初心使命”小组讨论 周琦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地理系教工党支部 22
7月4日-14日安庆，南京，青海

等地野外实习
不忘初心使命，在专业野外实践

中进行思政和党课教育
孟庆洁等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地理系本科学生第一党支部 22
7月4日-14日安庆，南京，青海

等地野外实习
在实践中，体验美丽中国 孟庆洁等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旅休专科学生党支部 7
6月27日13:30/旅专图文信息中

心一楼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 柯继超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旅休本科学生第一党支部 13
6月27日13:30/徐汇校区西部图

书馆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 吴凯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旅休本科学生第二党支部 8 6月27日13:30/旅专10-204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 褚潇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旅休学院教工党支部 23 6月27日13:30/旅专10-305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 马剑瑜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会经学院教工党支部 15 6月27日13:30/移动会馆 经典诵读 吴佩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会经学院本专科学生党支部 15 6月27日13:30/移动会馆 经典诵读 卢乐乐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旅游外语学院学生党支部 7 6月27日13：00/旅专12-101
集中学习交流+设岗定责+暑期志

愿活动安排
季夏莹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旅游外语学院教工党支部 16 6月27日13：00/旅专12-204
集中学习党建97周年+每人交流

自己初心+先锋岗填报
瞿杰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酒店与烹饪学院教工党支部 38
6月27日14:30/酒店实训中心西

餐厅

观看《我的入党志愿书》纪录
片，围绕“岗位创建行动”学习

交流
许鹏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酒店与烹饪学院本专学生党支部 22
6月27日14:30/酒店实训中心西

餐厅
观看《我的入党志愿书》纪录

片，围绕“设岗定责”学习交流
何怡萱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7
7月4日13:30/图书馆四楼会议

室
“我的初心使命”相关红色电影

观摩，缅怀历史、不忘初心
徐卫红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公共教学部直属党支部 11
6月27日12：30/旅专10#2楼办

公室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交流研讨 吴迪（代）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16级、17级人文地理、课程论、

学科教学党支部
12

6月27日12:30/旅游学院305教
室

小组汇报讨论 汪雨卉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博士生党支部 9 6月2713:30/旅游学院307教室 小组汇报讨论 邹莎莎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16、17级自然地理、GIS党支部 6
6月27日12:30/旅游学院307教

室
演讲和讨论 刘晓清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15级人文地理、课程论党支部 9 6月27日12:30/在线学习材料 在线学习 蔡贝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15级自然地理、地理信息党支部 6
6月27日20:00/旅游学院308教

室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讨论 张立平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15级旅游管理、企业管理党支部 7
7月4日20：00/旅游学院305教

室
微信视频讨论 曹紫红

旅游学院（旅专）党委
16、17旅游管理、企业管理及专

硕党支部
13

6月27日12:30/旅游学院304教
室

“我的初心使命”小组讨论 张娇

音乐学院党总支 2016级硕士党支部 18 7月4日13:30/会议室
“不忘初心使命”畅想未来座谈

会
张晨艳

音乐学院党总支 2017级硕士党支部 13 7月4日14:30/会议室 观摩影片并座谈 陈蓓萱

音乐学院党总支 2015级本科党支部 11 6月27日15:00/会议室
“不忘初心使命”座谈会，未来

人生规划
苗华清

音乐学院党总支 2016级本科党支部 7 7月4日15:30/212
“不忘初心使命”座谈，一学年

收获
宋倩



音乐学院党总支 行政、理论党支部 27 7月4日12:30/小音乐厅 观摩教育片《警钟》 俞鹰

音乐学院党总支 声乐钢琴器乐党支部 24 7月4日12:30/小音乐厅 观摩教育片《警钟》 王岚

美术学院党总支 15级本科生党支部 7 6月27日8:00/美术楼223 不忘初心学习交流会 高文

美术学院党总支 16、17级研究生党支部 36 7月4日15:00/美术楼20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一名新

时代的合格党员
卞本正、丁李旦

美术学院党总支 设计教工党支部 10 7月4日15:00/设计中心312
不忘初心——学习研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
吴嘉祺

美术学院党总支 美教绘画史论支部 20 7月4日8:30/美术学院109
我的初心使命——教学为本做一

名合格的党员教师
宋巍

美术学院党总支 行政教工党支部 10 7月4日10:00/美术学院109
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校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
宋宇文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动画、理论教工支部 11 6月27日12:30/四教416室 支部党员集中座谈 陈劲松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行政教工党支部 10 7月4日13:30/四教416 不忘初心，重温入党誓词 翁晓玲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广编教工党支部 12
6月27日13:00/15号楼一楼会议

室
重温入党誓词；结合校第七次党

代会谈“岗位创建行动”
王翔宇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表演、播音主持教工党支部 13 6月27日12:00/四教会议室 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岗位践行 高祥荣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联合学生党支部 21 6月27日15:30/四教421 交流：我的初心和使命 王姬文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研究生党支部 20 6月27日18:00/文苑楼602室

《忆初心•担使命•共奋进》“庆
七一”主题活动

(观看党建视频、合唱、朗诵等
形式）

何娟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 退休教工党支部 3 6月27日13:30/教苑楼D103
专题组织生活：不忘初心，发挥

余热
张慧芳

体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一党支部 17 7月4日13:30/徐汇体化楼312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翁黎俊

体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二党支部 14 7月4日13:30/徐汇体化楼105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朱从庆

体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三党支部 7 7月4日13:30/徐汇体化楼106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王自清

体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四党支部 15 7月4日13:30/徐汇体化楼108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明磊

体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五党支部 13 7月4日13:30/徐汇体化楼30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汤寿桂

体育学院党总支 学生第二党支部 15 7月3日18:00/奉贤体育馆204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党旭

体育学院党总支 学生第四党支部 14 7月3日18:00/奉贤体育馆210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刘凤月

体育学院党总支 学生第五党支部 7 7月3日18:00/奉贤体育馆21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武钰婕

体育学院党总支 学生第八党支部 14 7月3日18:00/奉贤体育馆222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陆佳俊

数理学院党委 数学系第一教工党支部 24
7月4日13：30/三号楼301会议

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

取，砥砺前行”学习交流会
郑小琪



数理学院党委 数学系第二教工党支部 23
6月27日13：30/徐汇校区3号楼

301室

全体党员集中观摩学习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教育

片，观摩后交流感想分享学习心
得

胡慧英

数理学院党委 物理系教工党支部 25 7月4日13：30/数理学院327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刘锋

数理学院党委 行政教工支部 9 7月4日13：30/数理学院222
学习交流会——立足本职，不忘

初心，再创佳绩
刘明锋

数理学院党委 博士党支部 10 7月4日18：00/3号楼223
观看电教片《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永远奋斗》
金冶书

数理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第二党支部 11 6月27日13:30/一教410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学习交流 李乐梅

数理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第一、三党支部 21 7月4日13：00/龙华烈士陵园
参观龙华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

词
瞿霞

数理学院党委
本科生15、16、17级学生联合党

支部
31 6月27日12:30/奉贤校区4D105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交流学习
、心得分享

王展

数理学院党委 17级研究生第四党支部 12 7月4号下午/一教411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演讲 张泓

数理学院党委 17级第一、二党支部 20 7月4号下午/一教109 “我的初心与使命”座谈会 任洁、王迅

数理学院党委 17级第三党支部 10 7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 参观一大会址，铭记你我初心   杜秋香

数理学院党委 17级第五、六党支部 13 6月27日14：00/中共一大会址 “回顾历史，铭记初心”交流会 庄燕

数理学院党委 退休第一党支部 28 7月4日/微信群发言 庆祝党的生日，谈我的初心使命 喻志德



数理学院党委 退休第二党支部 25 7月4日/微信群发言 庆祝党的生日，谈我的初心使命 庄思聪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16学生党支部 13 7月4日15:00/学院217 小组讨论、志愿服务 鲍振皓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15学生党支部 44 6月27日/生环学院217室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会 仲晓烨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分析化学（研）党支部 10 7月4日13:00/14号楼1楼
与化学教工第二党支部交流座谈

“我的初心使命”
刘莹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工业催化（研）党支部 9 7月4日14:00/8号楼314 “我的初心使命”交流会 蓝梓桀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环境科学（研）党支部 10
6月28日9:30/旅游学院1楼及6

楼
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
陆沁园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生化分子动物（研） 23 6月27日12:00/14号楼901 “我的初心使命”座谈会 曾秋烨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微生物遗传（研）党支部 15 7月4日13:30/一教215 “我的初心使命”座谈会 刘  杨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无机生化党支部 14 7月4日下午/化学楼二楼会议室 重温入党誓词 李钦儒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物理化学（研）党支部 29 7月2日11:00/一教210 “我的初心使命”座谈会 熊  鑫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细胞生态（研）党支部 13 6月27日12:00/一教215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和贯彻十九

大和校七大精神
车丽萍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学科课程论（研）党支部 14 6月28日18:00/一教308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交流学习 季  虹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应化化工研究生党支部 36 7月1日10:00/中共四大会址 参观瞻仰 宋玉琪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有机高分子（研）党支部 16 7月4日12：00/8号楼210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党

员定责
翁雨佳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植物水生（研）党支部 21 7月4日12：00/一教328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讨论，自

我述职
陈泽恺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环境教工党支部 11 6月27日13:30/一教214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研讨 李贵生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化学教工第三支部 15 6月27日13:30/8号楼310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研讨 褚联峰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化学教工第二支部 13 7月4日13:30/14号楼1楼
不忘初心，引领成长——与分析

化学研究生支部结对交流
陆  斌
张斯勇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生物系教工第二支部 19 6月27日13:30/徐汇1号楼308
“不忘初心为学校高水平发展建

言献策”座谈会
陈  军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生物教工第一党支部 23 6月27日13:30/一教328 集中学习交流、重温入党誓词 彭连伟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生物教工第三支部 14 7月4日13:30/奉贤种质中心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研讨 娄玉霞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化学教工第一党支部 16 7月4日13:30/
上海凯宝药业有限公司参观学

习，共商区域党建与产学研合作
贾能勤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 行政教工党支部 11 7月4日13:30/体化楼219
观看视频“数学世界带路人”及
“改革开放四十年 同心共筑中
国梦”，学思践悟开展红色教育

相菊华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机械系党支部 19
6月27日12:30/奉贤信机楼一楼

会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李一染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电气信息系党支部 15 7月4日12:30/奉贤信机楼101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交流 李传江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计算中心党支部 12
7月4日9:00/徐汇计算中心3楼

会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袁圣汉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通信工程系党支部 9
6月27日11:30/奉贤信机一楼会

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座谈会 张静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行政党支部 12
6月27日12:00/奉贤信机二楼小

会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夏明亮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计算机系党支部 17
7月4日14:00/徐汇计算机系会

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座谈会 王旭卿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实验中心党支部 14
7月4日12:00/奉贤综合实验楼

412
“我的初心使命”座谈会 唐爱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计算机1班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计算机2班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计算机专硕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通信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6级通信专硕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7级计算机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研究生17级通信党支部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本科生15级党支部 41 6月25日12:00 “我的初心使命”社会寻访活动 张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本科生16、17级党支部 3 6月27 9:30/奉贤信机楼103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沙龙活动 杨蕾

29 6月26日17:00/奉贤迎宾楼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与讨论 张雨婷

33 6月27日19:00/奉贤信机楼10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 冯沈峰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 土木工程教工党支部 16 6月22日/13:30徐汇一教408 回顾入党历程，重温入党誓词 陈春霞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 工程管理教工党支部 5 6月28日/12:10建工会议室1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交流活动 徐之舟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 行政教工党支部 8 6月26日/9:45建工3楼会议室1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 张新华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 工程管理创新创业党支部 5 6月27日/13:30建工楼409
观看专题片《红船精神——梦想

的启航》并讨论
孔静静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 土木工程学生党支部 41 6月22日/16:30建工楼310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交流活动 余音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 工程管理学生党支部 29 6月27日18:30/建工楼312
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座谈

会
程汀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一支部 8 6月27日13:30/1号楼301会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王明顺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 教工第二支部 9
6月27日13:30/1号楼党建工作

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会 尤佳

机关党委 退休支部 120
6月28日上午/香樟苑4楼多功能

厅
庆祝党的生日-专题组织生活会 傅慧娟

机关党委 学校办公室党支部 28 7月4日14:30/文科实验楼203室 杨德广校长讲述师大的发展历史 朱政

机关党委 纪监审党支部 10 7月4日下午/中共一大会址 重温誓言 红色教育 杨维琴

机关党委 组织部（党校）党支部 11 7月4日16:00/行政楼908室
“我的初心使命”微党课及交流

讨论
曹诚



机关党委 统战、老干部处党支部 8 6月26日9:00/老干部会议室 和离休支部老同志共同学习交流 唐娟芳

机关党委 宣传部支部 15 7月4日下午/中共四大会址 参观、交流学习 张文潮

机关党委  学工部党支部 33 7月6日下午/香樟苑401室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讨论 朱惠军

机关党委 研究生院党支部 17 7月4日15:00/行政楼504
支部党员与优秀毕业研究生面对

面交流
杨龙波

机关党委 保卫处党支部 18
7月4日上午/奉贤校区保卫处会

议室
“重温入党誓词”研讨如何提高

服务水平
宋燕明

机关党委 保卫处党支部 10
7月4日下午/徐汇校区保卫处会

议室
“重温入党誓词”研讨如何提高

服务水平
宋燕明

机关党委 工青妇党支部 17
6月27日10：00/香樟苑三楼工

会会议室
集体观看政论片《中国辉煌》及

发表观后感
杨易

机关党委 教务处党支部 24 7月11日下午/中共四大会址 “重温入党誓词”四大会址参观 张益

机关党委 人事处党支部 22 6月27日下午/中共四大会址 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 陈昌来

机关党委 发规处、高教所支部 14 7月4日下午/高教所会议室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学习讨论 樊军

机关党委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党支部 28 7月4日14：00/陈云故居 专题学习会：参观陈云纪念馆 池春荣

机关党委 社科处、科技处支部 13 7月4日下午/行政楼704 “我的初心使命”集中学习交流 杨仕平



机关党委 国际交流处党支部 11
7月4日13:00/上海交通大学钱学

森图书馆

弘扬钱学森爱国、创新、奉献的
精神，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武成

机关党委 财务处党支部 16 7月4日下午/行政楼304
“不忘初心使命，提高服务水平
”——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专题

研讨会
顾桂焦

机关党委 基建处党支部 7 7月4号13:30/行政楼604 重温入党誓言、红色教育学习 黄成

机关党委 档案馆党支部 14 7月4日下午/中共一大会址 重温誓言 红色教育 华红华

机关党委 信息办党支部 9 6月27日下午/淞沪抗战纪念馆 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 顾益明

机关党委 基教中心支部 6 7月4日上午/嘉兴南湖 参观学习南湖革命纪念馆 施斌

机关党委 期刊社党支部 16 7月6日下午/万裕国际影城 电影党课观摩《勇敢往事》 苏建军

图书馆党总支 第三党支部 14
7月4日12:30/奉贤校区一楼日

文阅览室
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
陈  丽

图书馆党总支 第二党支部 17
7月4日14:00/参观四行仓库纪

念馆
参观考察 赵  龙

图书馆党总支 第一党支部 18
7月4日14:00/参观四行仓库纪

念馆
参观考察 穆卫国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
总支

第一支部 13
7月4日/资产经营公司二楼会议

室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交流会 赵利民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
总支

第二支部 18
7月4日/资产经营公司一楼会议

室
“我的初心使命”主题交流会 丁国弟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第一支部 11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第二支部 16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第三支部 11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第四支部 13 7月4日/金桂苑3楼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会 樊宇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 第五支部 10 6月27日/金桂苑3楼 党课 范效杰

接待服务中心党总支 在职支部 13 7月4日/会议中心2号报告厅 “我的初心使命”学习交流会 朱榕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

高一年级党支部 19 6月27日8：00/3号楼2楼会议室 集中培训 王仁章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

高二年级党支部 16 6月27日8：00/3号楼2楼会议室 集中培训 沈冬芳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

高三年级党支部 12 6月27日8：00/3号楼2楼会议室 集中培训 杨雨生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

职工党支部 8
6月26日12：30/1号楼302会议

室
“我的初心使命”组织生活会 夏汉萍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

闵行分校党支部 32 6月27日8：00/学校会议室 集中培训 唐时雨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

上师初中党支部 22
6月27日8：00/行政楼2楼会议

室
集中培训 白立根

7月4日/后勤115
“学匠人忆初心 争创先锋示范

岗”交流座谈会
唐哲玲



上海市实验学校党委 国际部党支部 18
6月26日15:00/田林13村1号二

楼会议室
岗位创建主题讨论分享会 陈慧

上海市实验学校党委 小学部党支部 23
6月25日15:00/南码头路1316弄

1号三楼会议室
岗位创建主题讨论分享会 范莉

上海市实验学校党委 初中部党支部 37
6月25日15:00/东明路300号6号

楼208会议室
结合预备党员评议，开展“我的

初心使命”主题讨论分享会
王海生

上海市实验学校党委 高中部党支部 37
6月25日15:00/东明路300号6号

楼310会议室
结合团建导师制开展“我的初心

使命”主题讨论分享会
李萍

上海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
学党总支

第一党支部 16 6月29日15：00/第一会议室
重温入党誓词，开展红色教育--

“红船精神”知识竞赛
崔锦绣

上海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
学党总支

第二党支部 15 6月29日15：00/第二会议室
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入职初心，

牢记教育使命--思想交流会
徐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