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洱学院关于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研讨班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关
于开展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干部轮训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要求，学校决定于 2018年 4月与普洱市委
组织部共同举办 2期处级、科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讨主题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全面准确理解和把
握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作表率，着力提高政治素养和思想理论水平，更好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职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示
范带动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二、培训对象

全校处级、科级领导干部。
三、培训地点

市委党校。
四、班次设置

（一）第 1 期普洱学院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1.培训对象：普洱学院处级、科级领导干部。
2.名额分配：按应参训人员二分之一的比例报名（参

训名单详见附件 2）。
3.培训时间：学制 3天。4月 12日（星期四）至 4

月 13日（星期五）培训，4月 11日（星期三）14:30—18:00

在市委党校红帆苑大厅报到，报到当天 19:30在市委党校
报告厅参加学习纪律专项教育和视频教学。

（二）第 2 期普洱学院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1.培训对象：普洱学院处级、科级领导干部。
2.名额分配：按应参训人员二分之一的比例报名（参

训名单详见附件 2）。
3.培训时间：学制 3天。4月 19日（星期四）至 4

月 20日（星期五）培训，4月 18日（星期三）14:30—18:00

在市委党校红帆苑大厅报到，报到当天 19:30在市委党校
报告厅参加学习纪律专项教育和视频教学。



五、有关要求

（一）参训学员要紧扣研讨班主题，认真研读党的
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前完成自学研讨
班指定学习材料（详见附件 3）。

（二）各二级学院、各部门确定参训学员，填写《报
名回执》，于 2018年 4月 10日（星期二）17:00前，分
别报组织部（统战部）邮箱（pexyzzb@163.com）。联系
电话：2303240。

（三）参训学员原则不得请假，因特殊情况不能参
加的须书面报经学校组织部（统战部）批准。

（四）参训学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学习培
训有关规定。

附件：1.报名回执
2.参训名单
3.研讨班学习材料目录

中共普洱学院组织部（统战部）
2018年 4月 10日



附件 1

报 名 回 执

二级学院（部门）： 填报时间：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民
族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参训
期次

备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 2

参 训 名 单
一、处级干部 74名
1 李胜平 院长助理，原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2 叶敏 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

3 高龙 党委、院长办公室副主任，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4 毕廷菊 党委委员、组织（统战）部部长

5 薛敬梅 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6 杨萍 宣传部副部长

7 罗中东 纪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巡察办主任

8 李耀萍 纪检监察审计处处长

9 李祖军 人事处处长

10 谭佳吉 人事处副处长

11 王芳 计划财务处处长

12 左永平 教务处处长

13 文婷 教务处副处长

14 唐秀忠 教务处副处长

15 李险峰 学生工作部 （处）长、普洱学院武装部部长

16 周建红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

17 周顺东 招生就业处处长

18 蒋智林 科技处处长，兼学报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19 林永 科技处副处长兼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20 陈勇 对外交流合作处处长

21 王宏昆 安全保卫处处长

22 李永昆 安全保卫处副处长

23 孙正 享受正处级待遇

24 刘贤聪 后勤管理处处长

25 阎勇 资产管理处处长

26 邓柏林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27 马春生 院长助理、工会主席

28 刘晓春 工会副主席

29 段世敏 团委书记

30 杨洪 图书馆馆长

31 王建勋 基建管理处处长

32 李春 信息中心主任

33 邱成相 信息中心副主任

34 叶毅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35 李娅玲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36 罗承松 普洱市东南亚研究院（东盟学院）院长

37 鲍晓华 咖啡工程中心主任（副处级）

38 胡英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39 韩宇梅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40 李卫华 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41 尹爱军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42 赵泽洪 政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43 段砚 政法学院院长

44 史晓红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45 张丽辉 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46 刘燕玲 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47 李春忠 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48 张红 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49 党云辉 体育学院院长

50 刘涧 体育学院副院长

51 汤梅 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52 白健 人文学院院长

53 李莲 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54 李亚宏 人文学院副院长

55 王江华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56 符春焕 外国语学院院长

57 柴树虹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58 段群勇 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59 张晓春 艺术学院院长兼思茅绝版木刻研究所所长和美术馆及地方民族民间艺术博物馆馆长

60 韩兴 艺术学院副院长

61 郑立功 数学与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62 吴波 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63 商宇 数学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64 周剑云 理工学院院长

65 李兵 理工学院副院长

66 李秀 生物与化学学院党总支书记

67 刘兴元 生物与化学学院院长

68 章靖 生物与化学学院副院长兼普洱生物多样性科学教育馆馆长

69 陈黎黎 农林学院党总支书记

70 字应伟 农林学院院长

71 强继业 农林学院副院长兼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72 王林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73 丁春荣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院长

74 毛文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副院长



二、科级干部 91名
1 殷守刚 党委(院长)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2 杨平 党委(院长)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3 刘晓程 党委(院长)办公室督办科科长

4 郭文虹 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5 段元寿 组织（统战）部老干部办公室主任

6 刘元伟 组织（统战）部干部科科长

7 相虹 组织（统战）部保留正科级待遇

8 肖广 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9 李丹一 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

10 孔莹杰 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

11 郭杰 纪检监察审计处综合科科长

12 龙顺华 人事处人事科科长

13 危彦孟雨 人事处劳资科副科长

14 薛健聪 计划财务处综合科科长

15 黄玥 计划财务处预决算管理科科长

16 郭滔 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科长

17 孙卫新 教务处教学指导与运行监测中心主任

18 李其琛 教务处学籍管理科科长

19 吴红娅 教务处考试中心主任

20 杨根成 教务处实验室与教学场地管理中心主任

21 曹红辉 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科科长

22 邓钟楠 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部）综合科副科长

23 方卫飞 招生就业处招生科科长

24 王淼 招生就业处就业指导科副科长

25 赵锋 科技处项目管理科科长

26 何雪涓 科技处科研平台与成果管理科科长

27 周顺文 科技处综合科科长

28 陈礼梅 后勤管理处饮食管理科科长

29 杨林 后勤管理处物业管理科科长

30 吴辉 后勤管理处综合科副科长

31 陈熙 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科科长



32 李祖昆 团委综合科科长

33 张希平 图书馆纸质文献建设与服务科科长

34 何乔平 图书馆电子文献建设与服务科科长

35 刘筱筠 图书馆档案科科长

36 罗治华 基建管理处综合科科长

37 刘城炜 基建管理处基建管理科科长

38 罗阳静 信息中心教育技术管理与服务科科长

39 鄢翔 信息中心网络与信息管理科副科长

40 张灵钰 普洱市东南亚研究院（东盟学院）留学生管理科科长

41 孟选高 普洱市东南亚研究院（东盟学院）留学生管理科副科长

42 师顺 学报编辑部编辑室主任

43 李天顺 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主任

44 杨遥 经济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

45 刘志军 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书记

46 段朋飞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系主任

47 邓芳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

48 范艳华 政法学院办公室主任

49 庄桂花 政法学院团总支书记

50 谭安 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

51 王丽 政法学院法律咨询中心主任

52 高小雅 政法学院法律系副系主任

53 罗丽 教师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

54 李新坚 教师教育学院团总支书记

55 陶涛 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

56 乔磊 教师教育学院初等教育系系主任

57 李金攀 教师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中心主任

58 粟庆 体育学院场馆管理科科长

59 王国仙 体育学院办公室主任

60 刘松 体育学院团总支书记

61 郭振华 人文学院办公室主任

62 李斌 人文学院团总支书记

63 郭顺 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任



64 徐秋雅 人文学院中文系副系主任

65 王佳 人文学院历史系副系主任

66 陈娟淑 外国语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67 晏丽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书记

68 李本福 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部主任

69 娜响 艺术学院办公室主任

70 赵翔 艺术学院团总支书记

71 胡冰华 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

72 莫培仙 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73 后圆圆 数学与统计学院办公室主任

74 王俊杰 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系主任

75 袁守成 数学与统计学院统计学系系主任

76 陆玉发 理工学院办公室主任

77 蒋晓娟 理工学院团总支书记

78 周清松 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主任

79 杨贵荣 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

80 赵利坤 生物与化学学院办公室主任

81 甘晓霖 生物与化学学院团总支书记

82 崔现亮 生物与化学学院生物学系主任

83 郑琰 生物与化学学院化学系副系主任

84 王睿芳 农林学院办公室主任

85 刘鹏 农林学院团总支书记

86 李孙洋 农林学院农学系主任

87 苏志龙 农林学院林学系主任

88 李鹤松 正科级干部

89 陶红梅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

90 刘国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招培科科长

91 袁凌宇 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教务科科长



附件 3

研讨班学习材料目录

1.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
2.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4.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6.《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8.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9.《宪法》（2018年 3月修订）
10.陈豪在云南省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
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