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 年媒体看电院选摘
刊发日期
2015-1-6

媒体名称

新闻标题

《中国电力报》 上海电力学院获批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2015-1-9

新民网

非遗进校园 千年古琴艺术高校觅知音

2015-1-12

东方网

古琴演奏家高校觅知音 90 后大学生大饱耳福

2015-1-13

中电新闻网

华电集团辛保安会见上海电力学院校长李和兴

2015-1-26

东方网

2015-1-30

《中国电力报》

2015-01-30

上海电视台

2015-1-31

《新民晚报》

年近七旬老人公交站晕倒

2015-2-3

《新民晚报》

大学生被誉“满满正能量”杨浦区文明办送上感谢信

2015-2-6

中央电视台

2015-2-16

《光明日报》

2015-03-05

中国文明网

2015-03-06

《科技日报》

2015-03-11

再见!GDP!
打造电力安全科研高地
——访上海电力学院校长李和兴教授
《上视新闻》老人公交站晕倒 热心小伙寒风中扶抱一小
时
大学生扶抱 1 小时等救援

新闻现场·上海：老人突然晕倒 小伙扶跑一小时
上海电力学院：立德树人抓党建
中国好人榜：毛智晟 90 后小伙寒风中救助倒地老人 送
医后悄然离开
聚焦能源 聚焦环保 聚焦安全 聚焦未来——上海电力
学院打造“能源电力安全”优势学科群纪实

《东方教育时报》 大学生救晕倒老人被誉“正能量”

2015-03-26

上海教育新闻网 《平凡的世界》激发思政课教学新热潮

2015-3-31

中国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以《平凡的世界》激活思政课教学

2015-4-17
2015-4-15

东方网

发展

《上海科技报》 上海电力学院推动“以铝代铜”电缆

2015-04-29

中国科技网

2015-05-15

中国网

2015-5-18

从"迟来的爱"变"早起的鸟"——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浦东

上海电力学院推动稀土高铁铝合金电力电缆技术升级
上海电力学院首获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端外国专家项
目”

《东方体育日报》 上海电力学院培养学生终身爱体育

2015-5-29

新华网

2015-5-31

《文汇报》

2015-6-1

新华网

毕业季
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昨举行 向海外介绍“中国智造
第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
地区活动正式启动

2015-6-1
2015-6-1
2015-6-2

东方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上海地区启动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各项活动
上海教育电视台 第十六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在沪召开

2015-6-11

《解放日报》

2015-6-11

新华社

2015-6-17

《解放日报》

2015-7-13

促进科技翻译发展 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成功举办

中考政策微调 中本贯通扩容
呼伦贝尔供电公司：谋划“大学生”实践活动 为公司“吸
引”专业人才
电力学院有个学理论的“时习社”

《中国电力报》 上海新能源人才技术交流中心成立

2015-9-13

《光明日报》

上海电力学院：入学第一课讲“责任”

2015-9-14

《解放日报》

30 年，才悟出点师道 ——记上海电力学院教授杨平

2015-9-14

《光明日报》

成旦红：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贴身贴心

2015-9-16

《青年报》

2015-9-19

人民网

2015-9-21

沪高校开“绿色通道”助困难新生顺利入学
上海电力学院千名师生开展特殊“军训”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对话抗战老英雄

2015-9-23

《青年报》

2015-9-23

新华社

专家热议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 能源企业快马加鞭

2015-09-23

新华网

首届"协鑫杯"全国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大赛收官

2015-9-25

《浦东时报》

2015-9-29

《 中国青年报 》

2015-11-12

对话抗战英雄 勿忘“九一八”
上海电力学院学生获“协鑫杯” 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大
赛最高奖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不要错过！“非遗”活动将走进沪上七所大学

2015-11-13

东方网

2015-12

中国文明网

2015-12-11

文汇报

2015-12-26

特殊“军训”对话抗战英雄

上海电力学院成功参展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校 沪上青年传承传统文化
沪上掀起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热潮

上海教育电视台 电力学院学子喜获“浦江电力”奖助学金

2015 年新闻媒体共刊发上海电力学院相关新闻 325 项，其中重点报道 10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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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日期

媒体名称

2016-1-5

《文汇报》

2016-1-5

《人民网》

新闻标题
沪上掀起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热潮
2015 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产生 明日起接受社
会投票

2016-1-11
2016-1-13

《杨浦电视台》

杨浦区举行第五届区校理论研讨会

《东方教育时报》 德才并行育研究生菁英人才

2016-01-15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启动“文科科研+”

2016-01-18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发布 2015 年度本科生就业质量报告

2016-02-03

《上海科技报》

上海电力学院启动“文科科研+”

2016-02-05

《浦东时报》

2016-02-03

浦东高校 2015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出炉

《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5 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揭晓

2016-02-02

《解放日报》

2016-02-02

《东方网》

2016-02-29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学习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

2016-03-04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的“毛智晟们”是怎样涌出来的

2016-03-04

上海教育新闻网

沪上电力系统女职工齐聚电院共论“新能源 新女性”

2016-03-07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志愿者助力社会公益行动

2016-03-07

《中国妇女报》

上海电力学院首届女性论坛召开

2016-03-09

燃烧自己，教育因你而温暖
教育因你而温暖 2015 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揭晓

《东方教育时报》 2016，会再现“史上最难”就业年吗

2016-03-10

《中国电力报》

沪上电力系统开展庆三八主题活动

201-03-21

《中国教育报》

上海电力学院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016-4-11

《解放日报》

2016-04-11

上海教育新闻网

全球能源互联网“落地”上海电力学院

2016-04-12

《上海科技报》

上海电力学院对接全球能源互联网

2016-4-27

“智能电网”之后，将是“全球能源互联网”

《东方教育时报》 电力专业人才就业竞争有优势

2016-05-04

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6-05-13

新华社

上海电力学院退休老教授心灵对话“90 后”大学生
实践出真“师” 上海电力学院积极打造“双师型”人才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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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7

《文汇报》

上海电力学院启用“五维一体”教学评价系统

2015-05-27

《华东电力报》

华东电网与电力学院交流离退休工作调研课题

2016-06-22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毕业生最后一课：责任与自信

2016-06-24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八旬老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庆党的生日

2016-08-25

《 解放日报》

把时间和思想都留给了学生 ——记上海电力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潘华
2016-09-09

《浦东时报》

树洞萌家书暖 浦东高校迎新亮点多

2016-09-20

《青年报》

2016-09-23

《华东电力报》

“上电联盟”在沪各单位选手同贺教师节

2016-10-18

浦东时报

上海电力学院临港新校区 2018 年 9 月启用

2018-10-17

青年报

2016-10-14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增光添彩

2016-10-14

上海教育新闻网

上海电力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光明力量

2016-10-19

上海科技报

2016-10-20

解放日报

2016-10-23

《文汇报》

为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光明力量”

2016-10-24

浦东时报

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光明力量

2016-10-25

解放日报

期待四年后读读爸妈给我的信

上海电力学院纪念办学 65 周年

上海电力学院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增光添彩
用脚步和歌声丈量长征

十万烈士之乡赣南多名老红军：最希望当代学子传承“红
色基因”
“一带一路”国家纸币印上了中国新建电站，交钥匙也
2016-10-31

解放日报
要交人才
上海电力学院打造“三中心一智库”助力上海科创中心

2016-10-14

上海教育电视台
建设

2016-11-02

东方教育时报

上海电力学院暑期重走长征路做红色精神的继承人

2016-11-02

《光明日报》

上海电力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光明使者

2016-11-02

人民网

上海电力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光明使者

2016-11-04

新华社

上海电力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输送光明使者

截至 11 月 4 日，2016 年新闻媒体共刊发上海电力学院相关新闻 562 项，其中重点报道 15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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