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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曾宪明检查迎新工作准备情况
本报讯 9月4日下午， 校长李
东、 党委副书记曾宪明深入学校各
个迎新现场检查新生入校准备情
况。办公室、学生工作处、保卫处、后
勤服务处、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陪同。
李东一行在新生宿舍区仔细检
查了新生住宿环境， 对假期期间房
间的粉刷、 整改等情况逐一询问，
对学生工作处把学生的部分公寓用
品摆放在相应床铺位置上的做法给
予肯定。 在军训用品分拣处， 工作
人员向李东介绍了军训物品的分拣
装包的情况。 李东强调， 相关部门
一定要从安全的底线出发， 在方便
新生入住的原则上， 做好宿舍物品
配备、 宿舍安全保障等准备工作。
李东一行还实地查看了商业网
点布设、 校园环境卫生、 校园交通
规划线路、 车辆停放点等。 李东要

求， 各部门要相互协调、 悉心合
作，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把工作进一
步做细、 做实， 本着方便快捷的原

则为新生和家长提供热情周到的服
务， 让每一位新生都感受到学校的
（学生工作处）
关心。

新学期校领导检查开学准备工作
本报讯 （
记者 焦 成 冉） 为
全面了解新学期开学相关工作准备
情况， 确保学校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 9月1日晚7点整， 校领导李东、
曾宪明、 明清河、 李目海、 李丽清
带领办公室、 宣传部、 团委、 学生
处、 教务处、 后勤管理处、 保卫处
等部门负责人分三组深入各学院，
了解学生到校情况， 检查开学准备
工作。

在检查指导中，校长李东强调，
本学期将要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工作， 学生作为教育教学的中心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做好下
一步的审核评估工作， 李东提出三
点要求： 一是要全面了解审核评估
工作，开展“
应知应会”内容的学习，
明确审核评估的政策、范围、内涵及
要求；二是要积极创建优良学风，努
力营造良好校风， 以此次审核评估

为契机，以学风建设为抓手，全面提
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 三是要保持
良好的状态， 积极参与学校的迎评
工作，加强我校的内涵建设。
曾宪明、明清河、李目海、李丽
清要求相关部门、 各学院把工作做
细做实， 认真核查未到校学生的情
况，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帮助学生
解决困难， 使学生的思想和情绪安
定，尽快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

李东李目海检查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
本报讯 9月6日下午， 校长李
东、 副校长李目海深入校园开展校
园安全检查工作，办公室、保卫处、
学生工作处、校园建设与管理处、后
勤服务处、 实验管理处等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参加检查。
检查组以消防安全、 实验室安
全、饮食卫生安全、用电安全、校内
经营管理为重点，分别到实验室、学
生公寓、餐厅、体育场、经营网点等

重点安全防范部位进行检查。 对涉
及实验危化品管理、违规用电、灭火
器材设备、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 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和问题， 检查组责成相关单位立
即提出整改意见，抓紧落实，尽快消
除隐患。
李东要求， 各单位要树立一盘
棋思想，通力合作，统筹协调；要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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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强化责任意识，层层落实
安全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要定期进行安全自查，加大
巡查力度，认真排查安全隐患，防止
各类事故发生。同时，要抓好安全教
育， 进一步提高师生的安全防范意
识，共同维护好学校的安全稳定，努
力营造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的工
作、学习、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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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目海检查审核评估专项维修改造工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冲刺阶段的工作， 9月2
日上午， 副校长李目海在后勤服务
处、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等部门负责
人的陪同下， 查看审核评估专家考
察路线， 对我校正在开展的审核评
估专项维修改造工程进行现场检查
和督导。
李目海等人先后到综合楼、 理
工实验楼、 综合实验楼、 美术楼、
音乐楼、 大学生活动中心、 校史
馆、 东篮球场等场所的道路整修、
室内外粉刷工程地点进行现场检
查， 在每个施工现场， 李目海都仔
细察看， 听取部门负责人对项目实
施和进展情况的专题汇报， 详细了
解工程的施工进度， 询问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 并对工程质量和进度提
出明确要求。
现场检查结束后， 李目海对维
修改造工作表示肯定， 同时对参与
检查人员提出要求： 一是校园维修
工程是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的重要内容， 在审核评估冲刺阶
段， 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要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下好功夫，
以最好的校容校貌迎接审核评估；
二是今年校园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任
务重、 时间紧、 强度大， 各部门要
克服困难， 抓好各项校园维修改造
项目管理； 三是要求发现问题认真
整改、 快速处理， 按照时间节点，
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各项维修改造
工程任务。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

李丽清出席市中区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
培训班开班式
本报讯 9月1日下午， 枣庄学
院承办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
班于正式开班。 我校副校长李丽
清、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张宗海、 食
品药品学院副院长张立华， 市中区
农业农村局长贾鹏章、 副局长袁森
出席开班式。
开班仪式上， 李丽清致欢迎
辞， 简要介绍了枣庄学院的整体情
况， 对全体学员来我校学习研修表

示热烈欢迎， 同时希望学员们认真
把握学习机遇， 切实端正学习态
度， 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贾鹏章对
枣庄学院为学员们提供的学优越习
条件表示感谢， 并对参训学员做了
动员报告。
本次培训将历时12天，共有124
名来自市中区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
人参加封闭式培训。
（继续教育学院）

我校召开2019年9月山东省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工作协调会
本报讯 9月9日下午， 我校在
综合办公楼七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
9月山东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
学位英语考试工作协调会， 副校长
李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继
续教育学院院长张宗海主持。
李丽清强调， 即将举办的山东
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英语
考试， 为首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
士学位英语考试。 本次考试考生规
模大，社会关注度高，各部门一定要

高度重视，规范程序，明确职责，确
保各环节工作和流程有条不紊进
行。 有关学院要做好考试环境的保
障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力配合，
做好工作预案和考试安保服务等工
作，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工作圆
满完成。
据悉， 本次考试有近3000人次
报考，考试将在9月14日至15日全天
流水完成。
（继续教育学院）

（保卫处）

疏勒县领导慰问我校援疆实习支教师生

明清河出席生物科学专业理事会成立大会
本报讯 生物科学专业理事会
成立大会暨生命科学学院2019年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论证会于9月5日上
午在综合楼七楼会议室召开。 副校
长明清河出席会议， 山东省高等学
校生物科学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曲
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杨月
伟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代美学教授以及枣庄市教育局生
物教研员、 滕州一中、 枣庄十五中

等学校的专家领导受邀参加会议。
会议由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洪凯主
持。
明清河在成立大会上对各位专
家莅临指导表示热烈欢迎， 并简要
介绍了学校办学情况， 希望各位专
家对我校的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提
出宝贵建议。 生命科学学院党总支
书记郭传鑫宣读了成立专业理事会
的决定。 王洪凯为各位专家颁发聘

书， 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生物
科学专业师范认证、 生物科学专业
人才培养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为
优化和完善2019级生物科学专业人
才培养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生物科学教研室主任对2019级
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初稿制
定情况进行了介绍， 各位专家就该
培养方案进行了研讨。

本报讯 9月8日， 在中秋节和
第35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 东营
市对口支援疏勒县工作指挥部指
挥、 疏勒县委副书记曹永湖， 东营
市援疆工作指挥部副指挥、 疏勒县
委常委、 副县长杨凯， 东营市援疆
指挥部财务民生组副组长、 疏勒县
教育局副局长李志福等一行6人来
到翰林世家公寓对我校205名实习
支教师生进行节日慰问。

曹永湖表示， 枣庄学院的师生
们不远万里来到喀什实习支教， 充
分体现了枣庄学院学子爱国、 奉
献、 担当、 作为的家国情怀， 希望
大家不忘援疆初心， 牢记教育使
命，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 在中秋节和教师节即将来
临， 向援疆实习支教师生致以节日
的问候。
（枣庄学院援疆实习支教团）

（生命科学学院）

我校举行升旗暨2019年新教师入职宣誓仪式

我校召开教学督导工作会议
本 报 讯 9月6日上午， 我校
2019－2020学年度第一学期教学督
导工作会议在综合楼七楼会议室召
开，副校长明清河出席并讲话，全体
校级教学督导员及发展规划处相关
人员参加了会议。
明清河对教学督导员长期以来
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所做的积
极贡献表示感谢，他强调，教学督导
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对促进学校教学与管理工

作、 形成良好教风学风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教学督导队伍是学校教
学质量监控的重要力量， 是不断提
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要加
强对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 新要求
的学习和研究， 加强对学校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学习和研究，努
力提升专业水平； 要加强对督导信
息的反馈和应用， 持续跟踪整改情
况，及时评价问题改进的效果；要继
续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奉献的精神，

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 强化对学
校教学工作的监督、检查、评价、指
导， 进一步提升教学督导工作的质
量和成效， 持续助力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
会上， 发展规划处相关人员介
绍了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
况， 汇报了上学期教学督导工作并
对新学期教学督导工作作了具体安
排。
（发展规划处）

本报讯 （记者 葛晓霞） 9月
10日早上， 在第 35 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 我校在综合楼前广场举行
升旗暨 2019 年新教师入职宣誓仪
式。 宣传部部长张昌林、 2019 年
新入职教师和学生代表共 700 余人
参加了仪式。 仪式由宣传部副部长
王丽主持。
王丽代表教师工作部向全体
新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热烈欢迎。
7：20分，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
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 铿锵有力地
走向国旗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全
体师生庄严肃立，齐唱国歌，注目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

随后， 国家与湖南省重点学科
学术带头人游世辉教授领誓， 全体
新入职教师面对国旗，举起右手，庄
严宣誓， 志愿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学生代表崔煦箐在国旗下满含
深情的演讲， 表达了对全校教师的
诚挚感激和真诚祝福。 伴随着音乐
《感恩老师》，学生代表们纷纷将鲜花
献给老师，送上对老师的节日祝福。
宣誓仪式结束后， 全体新入职
教师在综合楼前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