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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

漓院政办〔2021〕7号

关于做好《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年鉴（2021）》

编纂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年鉴是全面记载学校发展历程和历史资料的重要载体。为高

标准、高质量地做好《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年鉴（2021）》（以

下简称《漓院年鉴 2021》）编纂工作，确保编纂质量，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

学校 2020 年度工作综述情况和新发展新成就，为各级各部门及

社会各界了解学校工作提供准确、详实资料。

二、基本原则

（一）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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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院年鉴 2021》由各单位提供文稿或材料；学校成立《漓

院年鉴 2021》编纂委员会和编辑部（挂靠校档案馆）（见附件 1），

负责年鉴的总纂和编辑工作。

（二）专人负责

各二级学院的《漓院年鉴 2021》组稿人由各二级学院书记担

任，各职能教辅部门应明确 1名负责人为本单位的组稿人。各单

位的组稿人负责本单位年鉴材料的组编、总把关和报送工作。各

单位明确 1名工作联络员，并根据编纂工作需要，明确若干责任

心强、文字功底好的人员作为年鉴条目（二级或三级标题）执笔

人，执笔人和组稿人同为该条目的撰稿人。

（三）实事求是

《漓院年鉴 2021》应客观地反映学校的工作和成绩，重点记

述 2020 年的新发展、新变化，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事、要事、

新事和特事。只记述，不评论。

（四）保证质量

《漓院年鉴 2021》的编纂严格遵循组稿要求，严把质量关，

确保年鉴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使年鉴真正可读、可信、

可用、可存。

三、组稿要求

（一）记述起始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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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院年鉴 2021》记述 2020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期间

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年鉴文稿的内容、涉及的事件、工作以

及统计数据均不超出此时限。

（二）结构体例和编写方式

1．结构体例

《漓院年鉴 2021》按类编排，分为“学校总况”等 16个版块

（另文印发）。各撰稿单位按照版块内容编写相关材料，部分单

位会涉及到多个版块内容，应注意查看并提交完整内容。

2．编写方式与内容

《漓院年鉴 2021》主体的编纂主要采用概况、年度工作综述、

单一性条目和附件或附表相结合的形式。（具体要求见附件 2，

可分别参考附件 4、5）。

3．文字规范与格式要求

（具体要求见附件 3，可分别参考附件 4、5）

四、材料报送时间及相关要求

（一）请各单位认真做好单一性条目设置论证工作，于 4月

30日前完成“《漓院年鉴 2021》单一性条目设置审核表”（见附件

6）填报工作（报送至档案馆 111办公室“年鉴编辑部”）。单一性

条目设置需经编辑部审核、编纂委员会审定后方可进入撰稿环节。

（二）请各单位于 2021年 6月 20日前，将本单位年鉴材料

纸质版和电子版，连同“《漓院年鉴 2021》材料送稿笺”（见附件

7）报送“年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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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漓院年鉴 2021》编纂委员会及编辑部

成员名单

一、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杨树喆 唐文红

副 主 任：邓志平 刘文革 杨庆庆 祝芸芸

委 员（排名不分次序）：

蒋 毅 蒋远宏 何秀梅 秦丽芸 杨杰夫

李久华 廖 莎 王 忠 代国勇 张常永

王朝元 何 玲 彭 超 曾子杰 彭润华

林庆南 李善华 林 驰

二、编辑部成员名单

主 编：杨树喆

副 主 编：祝芸芸

编务主任：王 忠

编务副主任：马玲玲

组 稿 人（排名不分次序）：

孙 俊 江 仿 周 杰 张 丽 陈俊杰

谢国榕 刘 波 甘华成 各部门负责人 1名

撰 稿 人（排名不分次序）：

（待补，各条目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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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漓院年鉴 2021》编写方式与内容

一、概况。内容主要为各二级学院的基本情况介绍，具体应

包括专业设置与建设情况、内设机构设置情况、教职工和学生结

构等方面。篇幅以不超过 500字为宜。

二、年度工作综述。内容为各职能教辅部门当年某方面的工

作情况、或各二级学院当年总体工作情况，篇幅以不超过 2000

字为宜。其中，各二级学院的年度工作综述内容应当按照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国内外合作交流、社会服务、党建思

想政治工作、特色工作等顺序编排。请勿直接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三、单一性条目。内容主要为各单位的大事、要事和特色工

作，按照“大事突出，要事不漏，首事不放，小事不收”的原则，

以“一事一条目”的形式进行归纳，篇幅以不超过 300字为宜。可

附照片或附表。

（一）各职能教辅部门围绕当年某方面的工作设置 10 条左

右的单一性条目为宜，原则上不超过 15 条；各二级学院围绕当

年总体工作设置 10条左右的单一性条目为宜，原则上不超过 20

条。

（二）条目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时间、地点、事件、人物、

原因、结果等 6要素，要求使用记叙文体，内容真实、准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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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完整，文字简洁、精炼、重点突出，同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

篇幅以不超过 300字为宜。

（三）条目标题一般不超过 15 个字，标题应准确、简明、

重点突出，一般不出现人名。

（四）年鉴应该以学生培养、教学科研的内容为主，条目中

应尽量不包含一般化参会信息。

四、附件。附件仅作为各单位“年度工作综述”或“单一性条目”

的选择项，内容包括各单位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数据、基本报表、

工作照片等，各单位可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供数据列表、图片，

每个单位提供不少于 2张照片。

五、组织机构。各职能教辅部门应当在年鉴第一页列出本单

位当年牵头成立及撤销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名称及成员名单；下

设办公室的，还应当写明办公室设在哪个单位。

六、表彰与奖励。应当在条目后单独列出获奖情况。奖项名

称务必使用标准全称。校外获奖情况，由组织申报单位或获奖人

所在单位提供获奖人员名单；校内获奖情况，由主办单位提供获

奖人员名单。按照先进集体（教师、学生）、先进个人（教师、

学生）的类别，以及国家级、省部级、区级的顺序排列。校级奖

仅在条目后单独详细列出获奖情况，不汇总入获奖情况一览表。

七、大事记。大事记是整部年鉴的“纲”，按时间顺序简要介

绍该年发生的大事、要事和特色工作，在年鉴中起到提示性和便

览性的作用。大事记的要素主要包括时间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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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照片。年鉴彩图可以生动地反映学校年度工作综述内容，

鲜活的图片比文字描述更直观、真实，信息含量大。请各单位积

极提供本单位 2020 年工作照片。照片内容要求突出工作场景、

信息要素全、主题明确、具有存史价值。照片必须为原始版，分

辨率在 300DPI以上，像素不低于 1800×1200，格式为 JPEG。标

明照片拍摄日期和事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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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漓院年鉴 2021》文字规范与格式要求

一、文字规范

（一）书面用语。年鉴编写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字

表述应当简洁准确。年鉴为当年工作内容，因此其中各项内容无

需强调“2020年”等的表述，尤其是在各单位“年度工作综述”部分。

（二）称谓。称谓一律使用第三人称。不用“我校”“我院”

等称谓，应用“学校”或某某学院的名称。学校年鉴中的各项内

容原则上无需再使用学校名称；职能教辅部门内容应从学校的角

度编写，不体现部门名称；各二级学院内容中除首次使用单位全

称外，之后用“该学院”代替。

人物一般直称其姓名，后面不加“同志”“先生”等称谓，必要

时可在姓名前加职务；外国人名必须使用《人民日报》或新华网

使用的标准姓名。

（三）全称与简称。较长的单位名称可用简称，但必须是约

定俗成、社会认可的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简称

为“中共中央”,“广西壮族自治区”可视情况简称为“自治区”

或“广西”，但不能简称为“区”。国家法律法规一律用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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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名称首次出现时要用全称，如文稿中需要多次使用，可

在首次出现全称时加注简称，并在后文使用简称；英文名称应当

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其后必须用括号加注中文翻译。

（四）日期。日期应当准确标注月、日，避免使用“今年”“当

前”“最近”“近年”“本学期”等模糊不清的时间代词，没有明确时

间点的可以使用“XX月”或者“年内”来表述，“本学期”应改为“某

学年第几学期”。

年代起止用波浪线“~”表示，如“2019~2020年”。跨年、

月的用汉字“至”，如“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3月”，同年同

月的起讫时间可省略一个“月”字，如“5 月 1日至 7 日”，不

同月的不能省略，如“5月 1日至 6月 7日”。

（五）行文要简练，内容写实。

开门见山，少铺垫。不用“在.......的亲切关怀下”“在.......

的正确领导下”“为了.....”“根据......精神”等句式。

客观叙述事实，不作主观评价，不使用渲染、宣传、广告性、

表决心和评价性语言。不用“收获很大”“意义重大”“高度赞

扬”“一致好评”“再上新台阶”等空泛的表述。慎用“最多”

“最高”“广西首创”“广西第一”等表述。

所有“检查”“评估”“比赛”“评议”活动必须有结果。

会议条目要有具体研讨问题和结论。

文字统一。用学生，不用同学，称教师，不用老师。

（六）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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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号与逗号的使用。顿号表示句子内部并列词语或词组之间

的停顿。但如果并列词语内部又有并列词的，则该词语的前后词

语应使用逗号。

文件、讲话、报告的题目应加书名号，不用引号，各种会议

名称一般不用加标点符号，连续的书名号、双引号之间不加顿号。

正文层次较多的，可分层序书写:第一层为一、二、三.....;

第二层为(一)(二)(三) ......;第三层为 1.2.3.(序号与下脚点

各占一个半角) .....;第四层为(1)(2)(3) ......。

二、内容格式及报送要求

（一）年鉴内容采用 word 格式，使用 3 号仿宋字体，正文

样式，每自然段首行空两字，段距为 0，行距为 25。请不要使用

自动排序功能，各类报告、总结、方案、制度、重要讲话等单独

提供的文件请按格式要求排版后再报送。

（二）人员名单采用 word 文档编排。两个姓名之间空 3 个

英文字符，姓名为两个汉字的中间空 2个英文字符。字体及间距

同上。

（三）电子版材料，每个二级标题单独作一个 word 文档，

文档名称以二级标题名称命名，如二级标题包含多份文件的，则

每份文件单独作一个文档，文档名称以文件标题名称命名，附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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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漓院年鉴 2021》材料编写参考示例一

（二级学院适用）

一级标题：二级教学单位

二级标题：商贸与法律学院

【概况】商贸与法律学院设有 6个博士专业、6 个硕士专业

和 1个本科专业，下设 3个委员会，9个教学机构，38个学术研

究中心，6个行政机构。法学系以理论法学和公法学为主体，包

含法律史学、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人权法学、法与经济

学、军事法学 6个学科，其中法律史学和行政法学在国内具有极

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和领先的教学水平。现有教职工 113人，其中

专任教师 98人、教授 29人、副教授 45人、博士生导师 50人（其

中校外兼职 8人）、硕士生导师 110人（其中校外兼职 8人）、

实践教学兼职教师 50人。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共 2036名（本科

生 1100 人，双学士 292 人，研究生 644 人），其中四年制普通

本科生 848人、六年制法学实验班 252人、双学士二学位学生 203

人、体制改革班 89人，硕士研究生 450人，博士研究生 173人，

博士后研究人员 21 人。研究生课程班进修 793 人。（执笔人和

组稿人同时署名，以下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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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综述】（各二级学院年度工作综述应按照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国内外合作交流、社会服务、党建思

想政治工作、特色工作等顺序编排内容。）（××× ×××）

（以下为单一性条目编写参考示例）

【两篇论文入选 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1月 11日，

学校教师的两篇论文入选《光明日报》“2010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

热点”。入选论文包括社会法研究所喜佳的《二元结构下“农民工”

劳动权之一元法律保护：从身份到契约》和赵红梅的《从“富士康

事件”看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 ×××）

【自强社荣获“全国优秀高校自强社”荣誉称号】5月 6日，

学校自强社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评为 2010年度“全国优秀高校自强

社”。此次全国共评选表彰了 14个优秀自强社，此为学校自强社

自 2003年成立以来第 4次被评为“全国优秀高校自强社”。（×××

×××）

【成立法律与精神医学研究中心】7月 2日，“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与精神医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中心为学校非在编科研机构，

旨在依托学校法学学科优势，以交叉学科研究为视角和路径，搭

建法学界与精神病学界对话交流与合作平台，中心主任为教授胡

纪念。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副校长兼研究院院长

张保生为研究中心揭牌，石景山区卫生局局长葛强、张保生为研

究中心临床基地揭牌，学校还与北京市回龙观医院、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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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分会司法精神病学学组以及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医院

共 3家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

【举办首届法律、翻译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8 月 28 至

30日，在昌平校区举办了首届法律、翻译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探讨和比较了中外法律语言问题、法律翻译问题及法律文化

问题。来自英国阿斯顿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美国西雅图大学、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国内外十几所高校的

百余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会议论文集将于 2012 年由美国学者

出版社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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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漓院年鉴 2021》材料编写参考示例二

（职能教辅部门适用）

一级标题：招生就业与学生工作

二级标题：学生工作

【年度工作综述】2011年，学生工作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

则，不断优化学生教育管理服务体系。

推进多元立体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服务大学生

健康成长成才。举办大学生成长沙龙 6期，邀请学校知名教师就

老北京文化、人际关系、校风学风与同学们进行零距离交流；“全

人发展行动计划”辅修课程设置了办公室 EQ讲堂、书法、京剧以

及化妆技巧等 11门课程，700余名学生报名，300余名学生获得

结业证书；《学术法大》出版 4期并制定了新的编辑手册；评选

优秀毕业生，筹办 2011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完

成迎新协调工作，开展“新生节”活动，成功举办 2011级新生入学

教育和开学典礼；完成学校奖学金评优表彰工作，举办“榜样法大”

表彰大会，共评选出校级各类奖学金获得者 2400余人次，“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获得者 600 余人次，先进班集体 37

个，发放奖学金总金额 285万余元。完成东方毅奖学金、年利达

奖学金、宝钢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选工作和德育工作创新奖的评

选工作，共 45人获得东方毅奖学金，奖学金总金额为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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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获得宝钢优秀学生奖学金，其中 1人获宝钢优秀学生奖学金

特等奖，奖学金总金额为 4万元。组织 8个学生党支部开展红色

1+1活动对口支援活动。

积极推动以辅导员、班主任为主体的学生工作队伍建设，提

升辅导员的科研理论水平。举办第二届学生工作理论研讨会，出

版论文集《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科学管理研究》。

组织“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工作创新研究项目”的申报和评选工作，

举办多场辅导员座谈会和辅导员沙龙系列活动，并进行教师节优

秀辅导员的评比表彰和迎新年联欢活动。

不断健全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体系，塑造大学生健

康人格。全年接待心理咨询学生 480人次；完成了对 2011级 2000

名本科生和 1900 名研究生的心理普查工作；编辑出版《心理健

康报》6期；举办“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活动，组织“梦”的心

理暗示、“提升心理能力、拥抱精彩人生”2期主题讲座；针对班

级心理委员举办主题为“生命教育”、“自我认识”的团体心理辅导，

并对研究生心理委员进行以“爱我”、“五心”为主题的培训，评选

出 50 名优秀心理委员；先后邀请 6 名专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进

行现场心理咨询，80多名学生参与并接受了心理测试。

不断加大资助工作力度和覆盖面，保证贫困学生正常学习生

活。国家、社会各界以及学校共设立奖助学金 31 项，资助金额

达 641万，资助学生约 2419人次；共有 89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

金，247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1520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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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总金额达 578．7万元；674人次获得宪梓英才奖学金、大成

律师事务所助学金、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助学金等 28 项社会资

助项目的资助，资助总金额近 130万。发放各类补助 48．7万元，

资助学生约 1679 人次；为 372 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学校

出资 8．5万元为 448名 2011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投保了在校期

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全校共有 2452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设立勤工助学岗位 1330 个，共发放勤工助学工资 310 余万元。

学校出资 19．8 万元为 495 名 2011 届普通本科及第二学士学位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不含推免生、国防生）分 3批发放就业补

助；选拔 3名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香港进行交流学习。

成功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第六届“自强之星”暨“感动法大人物”评选

表彰活动。

开展研究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调研修订工作，通过对研究生奖

助学金体制改革的走访调研，对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进行再

次修订，颁布了新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奖学金管理办法》、《中国政法大

学专业学位奖学金管理办法》、《中国政法大学助学金管理办法》。

在 2010 级全体研究生中开展首次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工作，共有

1900多人参评，1109人获得奖学金，共发放奖学金 1218．76万

元。为学院路校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 400

余人次；为近 80 名同学发放困难补助。为研究生毕业生邮寄档

案 1500余份，接收 2011级新生档案 15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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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就业率基本稳定的工作目标。

2011 年共有毕业生 4020 人，其中本科生 2202 人，研究生 1818

人。截止到 8 月底，本科生就业率为 93．6%，研究生就业率为

95．4%，研究生签约率高于北京地区高校平均水平，毕业生到西

部基层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基本完成学校就业工作目标和任务。

召开 2011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会和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研讨会，

及时研究解决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年累计向毕业生

免费赠阅《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 24期 1600余册；编发《法大

就业导报》10期，计 20000份；校院两级组织的就业形势及政策

宣讲报告会达 30 余场，基本覆盖全体毕业生；校园网推出系列

报道《求职经验谈》12 篇。通过就业信息网发布招聘信息 4000

余条，提供就业需求岗位 15000余个，发布就业短信 94524条。

举办校园招聘会和专场招聘会 90余场，协助组织 20余个省份选

拔优秀应届毕业生工作，毕业生逾万人次参加了双选招聘活动。

先后举办第二届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第九届大学生模拟招聘大

赛、第四届研究生职场面试挑战赛等品牌活动，累计 5千余人次

参与活动。（执笔人和组稿人同时署名，以下用“×××” “×××”

表示）

（以下为单一性条目编写参考示例）

【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1月 12日，召开 2011年毕业

生就业工作会。会议总结学校 2010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表彰 2010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部署 2011 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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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工作。校党委书记石亚军，校长黄进，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冯世勇出席会议，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各学院党政主要领导、全体

辅导员参加会议。（××× ×××）

【举行寒假留校学生新年团拜会】1月 30日，寒假留校学生

新年团拜会在昌平校区举行。在京校领导与 300余名寒假留校学

生参加了活动，师生们表演了文艺节目，学校还为每位留校学生

发放新年红包并送上祝福。（××× ×××）

【举行庆祝藏历铁兔新年师生座谈会】3 月 4日，举行庆祝

藏历铁兔新年师生座谈会。藏族学生代表就学习、军训、实习、

考研、就业、锅庄舞协会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校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冯世勇，校党委副书记高浣月出席座谈会并为

藏族学生发放节日补助。（××× ×××）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第二学士学位班开学】3

月 11日，举行 2010级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第二学士

学位班开学典礼。校党委书记石亚军，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世

勇，校长助理兼教务处处长李树忠等出席开学典礼，该班 92 名

新生参加了开学典礼。（××× ×××）

【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研讨会】3 月 17 日，召开 2011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如何有效做好 2011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探寻做好 2011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新思路

和新方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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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杨纲应邀参加会议，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世勇发表讲话。

（××× ×××）

【举办首届勤工助学文化活动月活动】3 月 25 日至 4 月 25

日，举办首届勤工助学文化活动月活动。活动组织“勤工助学先进

个人”、“勤工助学标兵”评选表彰，“励志青春、自强人生”征文比

赛，弘毅讲坛等系列活动，约 1000名本科生参加。（××× ×××）

【接待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总结宣传工作专家组调研】4

月 11 日，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总结宣传工作调研专家组对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专家组一行 4人，由天津市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于立军任组长。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世勇以

“适应依法治国需要 培育卓越政法人才”为题汇报了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专家组分别召开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座谈会，对教务

处、人事处、财务处、民商经济法学系、人文学院、学生就业创

业指导服务中心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肯定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成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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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漓院年鉴 2021》单一性条目设置审核表

单位名称

二级标题名

称

单
一
性
条
目
名
称
（
含
附
件
或
附
表
名
称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拟定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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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编辑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编纂委员会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 23 -

附件 7

《漓院年鉴 2021》材料送稿笺

组稿单位： 组稿人：

一级标

题

二级标

题

三级标题编写内容标题 拟稿人

学校总况

（一级标题）

重要工作

（二级标题）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 年招生章程（附件：

广西师范大学漓 江学院 2020 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

划）

……

……

招生就业与

学生工作

招生录取与

新生入学

（含“专升

本”招生、

新生报到

率）

【年度工作综述】

【×××】（单一性条目之一）

【×××】（单一性条目之二）

【×××】（单一性条目之三）

表彰与奖励 学生个人受

表彰奖励

学生个人 2020 年受校级以上表彰奖励一览表

（表格不够可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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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审核意见 组稿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1年 4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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