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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浙大工〔2017〕35 号 

 
 

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二十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校党委： 

我校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二十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

会自 2014 年 4 月召开以来，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行政的

大力支持下，校教代会、工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

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根据《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

育部 32 号令)和《浙江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党委发

〔2012〕74 号），本届校“双代会”任期将届满，经校第七届

教代会执委会、第二十一届工会委员会常委会议讨论，建议召

开浙江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二十二届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以下简称“双代会”），现将有关事项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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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会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

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群团发展道路，团结凝聚全校教职工忠诚担当、聚焦一流、求

是创新，奋力开创浙江大学“双代会”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建

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 

二、 大会主要议题 

1．听取和审议学校工作报告； 

2．听取和审议学校财务工作报告； 

3．听取和审议教代会、工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审议工会财务报告和工会经费审查报告； 

4．听取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起草情况报告,审

议《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 

5．选举产生浙江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

和第二十二届工会委员会及经费审查委员会； 

6．其他。 

三、 大会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拟定于 2018 年 3 月 23—24 日 

会议地点：紫金港校区剧场 

四、 筹备工作组织领导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成立“双代会”筹备工作委员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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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筹委会），并设立专门工作小组。建议筹委会由下列同

志组成：  

主  任：邹晓东 

副主任：胡旭阳 

委  员：石毅铭、叶桂方、马春波、赵文波、应飚、包迪

鸿、朱晓云、周天华、刘继荣、张光新、王立忠、夏文莉、徐

小洲、胡素英、吴红瑛、李友杭、罗长贤、马银亮、吕国华、

许翾、张永华、楼成礼、程荣霞、林俐、沈黎勇、万春根、楼

含松、杨国富、闻继威、王瑞飞、叶松、赵建明、黄河 

秘书长：楼成礼 

筹委会下设组织、提案、宣传、秘书和会务等工作组，工

作组负责人如下： 

组织组：赵文波、楼成礼 

提案组：叶桂方、林俐 

宣传组：应飚、林俐、李磊 

秘书组：陈浩、程荣霞、江雪梅 

会务组：李友杭、程荣霞、曹磊 

五、 代表的产生、名额分配及代表团组成 

“双代会”代表由各院级单位自下而上，以民主选举的方

式产生。以院（系）为选举单位,由教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当选

代表必须获得选举单位应到人数的半数以上同意。各院级单位

对代表资格进行初审后，汇总上报校工会，由筹委会组织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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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后，向“双代会”筹备委员会

报告审查情况。 

“双代会”代表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规模 690 人左

右（其中正式代表 598 人，列席、特邀代表 100 人左右），代

表名额一般按各院级单位在职教职工、工会会员总数的 1～7%

分配。为更好发挥教代会代表在推进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代表人选既要考虑到学校的各类人员，又要充分体现学校以教

学、科研为主的特点，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代表不低于代

表总数的 60%，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代表应占 70%或以

上；青年教职工、女教职工代表应占有一定比例。 

“双代会”代表团人数一般 30～40 人，按相关学科或单

位性质组团(拟组建 16 个代表团)。各代表团选举产生代表团

团长 1 名，副团长若干名。 

六、 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新一届委员会组成：建议第八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二

十二届工会委员会由 43 名委员组成，拟设主席 1 名、常务副

主席 1 名、副主席 3 名（含兼职 1 名），常委 15 名；工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由 13 名委员组成，拟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 

校第八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根据

《中国工会章程》、《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有关规

定，委员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 10%，其中校第八届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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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代表大会暨第二十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双代

会”）委员候选人总数为 48 名，候选人差额数为 5 名，工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总数为 15 名，候选人差额数为 2

名。委员候选人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提名推荐、酝酿协商和

表决通过的方式进行。 

七、 教代会、工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第八届教代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三育

人”工作委员会、福利工作委员会和教师发展委员会。 

第二十二届工会委员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女教职工委员

会、青年教职工委员会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新一届“双代会”的召开，是学校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必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方针，

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和科学发展，促进质量内涵建设。我们要在

学校党委领导下，团结全校教职工，把本次大会开成凝心聚力、

坚定信念、开拓进取的大会，为学校推进“双一流”建设贡献

力量。 

特此请示，请批复。 

 

 

附件：1．“双代会”代表的条件 

      2．“双代会”代表团正、副团长的条件 

      3．“双代会”代表团划分及代表名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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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第二

十二届工会委员会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浙江大学 

 

 

第七届教代会执委会  

第二十一届工会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15 日  

 

 

 

 

 

 

 

 

 

 

 

 

 

 

 

 

 



7 
 

 

 

附件 1： 

 

“双代会”代表的条件 
 

“双代会”代表应是本校工会会员，在职在编教职工，并

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各项方针、政策，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 

2．爱岗敬业，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担当，受到群

众拥护； 

3．关心学校发展，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主人翁精神和

议政、议事能力，能准确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4．密切联系广大教职工，团结同志，热心为教职工群众

服务； 

5．具有奉献精神，积极参加“双代会”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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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双代会”代表团正、副团长的条件 
     

1．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群众观点； 

2．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或党政

管理工作的能力，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工作； 

3．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关心和团结广大教

职工，热心为教职工服务，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4．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

组织活动能力，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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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双代会”代表团划分及代表名额分配 
序 

号 
代 表 团 名 称 代表人数 

1 
第一代表团（人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

交流学院、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37 

2 
第二代表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 
35 

3 
第三代表团（光华法学院、教育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城市学院、

宁波理工学院、国际联合学院） 

39 

4 
第四代表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系、

化学系、地球科学学院、心理与行为科学

系 ）  

44 

5 
第五代表团（机械工程学院、能源工程学院、航

空航天学院） 
33 

6 
第六代表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工程

与生物工程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31 

7 
第七代表团（电气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和软件学院） 
33 

8 
第八代表团（建筑工程学院、海洋学院、

建筑设计研究院） 
35 

9 
第九代表团（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与电

子工程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39 

10 
第十代表团（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系统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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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十一代表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动物

科学学院、农业试验站） 
34 

12 
第十二代表团（公共卫生系、附属第一医院、

附属儿童医院） 
40 

13 
第十三代表团（药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

属妇产科医院、附属第四医院） 
42 

14 
第十四代表团（基础医学系、附属邵逸夫医

院、附属口腔医院、医学院） 
39 

15 第十五代表团（校部机关代表团） 41 

16 
第十六代表团（图书馆、出版社、校医院、

继续教育学院、圆正控股集团、后勤集团、

创新创业研究院） 

42 

注：学校党政工领导的名额下到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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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二届工会委员会及经费审查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经校党委研究，报省教育工会同意，我校第八届教代会执

行委员会、第二十二届工会委员会由 43 名委员组成，工会经

费审查委员会 13 名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如

下： 

一、校第八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届工会委员会

委员、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委

员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 10%，其中校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

会暨第二十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双代会”）委员候

选人总数为 48 名，候选人差额数为 5 名，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总数为 15 名，候选人差额数为 2 名。 

二、委员候选人条件： 

1．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各项方针、政策，密

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教职工服务。 

2．熟悉教代会、工会有关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的政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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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组织活动能力，积极支持和参与学校的改革和建设，维护

教职工合法权益，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能

力。 

3．热爱教育事业，熟悉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的一般

规律。勤奋工作，廉洁奉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担

当。具有奉献精神，在教职工中有较高的威信。 

5．新当选的委员原则上应能任满一届。 

三、委员会的组成应以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在推荐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时，除考虑委员候选人个人条件外，还应综合

考虑整个委员会班子的总体结构和工作效应。 

四、委员候选人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提名推荐、酝酿协

商和表决通过的方式进行。具体步骤为： 

1．各工会小组组织会员酝酿讨论，提出第一轮委员候选

人推荐名单，推荐的人数不超过应选人数（即 43 名“双代会”

委员和 13 名工会经审委员）。由各院级工会汇总后报校工会。 

2．召开校工会正、副主席、各院级党委书记、院级工会

主席会议，在汇总的第一轮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中协商产生第

二轮 52 名 “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 15 名工会经审委候选人

建议名单。 

3．各代表团组织“双代会”代表对第二轮委员候选人建

议名单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听取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在第二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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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推荐 43 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 13

名工会经审委候选人，并报校“双代会”筹备委员会。 

4．校“双代会”筹备委员会召开校工会正、副主席、各

代表团团长会议，在第二轮上报汇总的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

通过协商表决的方式，确定 48 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 15

名工会经审委候选人预备名单。 

5．校“双代会”筹备委员会将 48 名“双代会”委员候选

人和 15 名工会经审委候选人预备名单及其简历材料报校党委

审定后，报省教育工会审批。审定、批准后的委员候选人名单

经“双代会”主席团通过后，提交大会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