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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胜强赴山亭考察乡村振兴学院筹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兴学院选址、合作方式及内容、责任
与义务等进行了详细讨论。
座谈交流中，毕志伟表示，枣庄
学院在山亭建设“
乡村振兴学院”充
分体现了枣庄学院领导对山亭区建
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山亭区将尽
快组建强有力的工作班子， 拉出工
作清单， 配合做好乡村振兴学院的
筹建工作，并以此为引领，努力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关于“
枣庄学院乡村振兴学院

（山亭）” 今后的工作方向， 曹胜强
提出了三点意见： 一是可在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上有效对接。 二是可充
分开展教育资源的共享。 三是要瞄
准重点， 避免项目摊子过大。 乡村
振兴任务繁重， 必须瞄准重点， 因
地施策， 避免“摊子过大”、 “面
子工程” 。
山东服务队、山亭、枣庄学院三
方商定，11月中旬起，枣庄学院乡村
振兴学院（山亭）正式运行。

晚， 我校组织集体观看了爱国主义
教育电影 《中国机长》。 省委第二
巡回指导组组长曲涛、 校领导曹胜
强、 曾宪明、 明清河、 李目海、 韩

素玲、 李丽清出席活动， 巡回指导
组部分成员、 全校副处级以上干部
及部分教师代表近200人一同观看
了电影。

我校召开学生安全工作会议
10月25日上午， 我校
在大学生指导与服务中心召开学生
安全工作会议，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
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各学院党总支
书记、 学生工作处相关人员参加了
会议。
曾宪明在会上强调， 要全面强
化安全教育工作，结合学生特点，通
过主题班会、 辅导员培训班等多种
本报讯

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
动，充分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教育学
生树立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要突
出防范重点，开展针对性教育，防范
人身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实
习安全等重点问题， 引导学生警防
网贷和传销欺诈， 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 特别要做好特殊学生群体的教
育引导工作，提高管控风险能力，确

保校园平安稳定； 要加大安全巡查
力度， 扎实做好学生宿舍安全管理
工作， 做好楼栋的巡查工作和夜间
巡逻工作，对学生的违纪、违规行为
加强查处力度， 确保学生宿舍的安
全稳定。要完善工作机制，做好应急
准备，严格执行值班制度，确保信息
渠道畅通，同时加强信息沟通，做好
（文 / 学生工作处）
舆情管控。

曾宪明就落实
“双包双联”工作到文学院调研指导
本报讯 11月1日上午，校党委
副书记曾宪明到文学院就落实“双
包双联”工作，深入推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落实党
总支抓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进行调研
指导， 学校主题教育第三巡回指导
组组长章上泉陪同调研。
曾宪明对文学院下一步开展好

主题教育和党建工作进行了指导并
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意
义， 深刻把握主题教育的“五个目
标” ,落实“四项重点措施”， 增强
抓好主题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
要坚持问题导向， 对调查研究发现
的问题， 尽快抓好落实， 开好对照

党规党章深刻检视剖析会议和下步
的民主生活会， 落实“三项清单”
责任到人； 三要注重突出特色， 开
展主题教育和基层党建工作要找准
文学院的实际情况和学校重点工作
的结合点， 突出特色、力求实效，扎
实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和总结提
（文 / 文学院）
炼。

明清河应邀参加中外应用技术大学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应德国奥斯纳布吕克
应用科学大学、 瑞士南部应用科学
与艺术大学、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邀请， 副校长明清河于10月20日至
29日跟随教育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组织的“
中外应用技术大学学
术研讨会代表团”，赴德国参加“第
十二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
会”、赴瑞士参加“第四届中瑞应用
型高等教育研讨会”、赴意大利参加
“中意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
“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会”
于21—23日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召

开，明清河应邀在会上做了题为“观
念与路径: 枣庄学院应用型人才培
养实践与探索”的报告。与会的国内
外专家对我校的“
产教融合大平台”
“123456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
卓越匠心引领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和“再深化、再协同、再创新”的人才
培养新布局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认可。明清河还与来自德国教育、科
技界的专家及国内高校代表就应用
型大学师资队伍和国际化办学等议
题进行了研讨会， 商洽中德高校间
交流与合作事宜。

“第四届中瑞应用型高等教育
研讨会” 于24-25日在瑞士卢加诺
召开。 明清河与瑞士南部应用科学
与艺术大 学 副 校 董 Claudio R.
Boer（克劳迪奥.伯乐）进行了交流。
在意大利， 明清河代表枣庄学院出
席了26-27日在米兰理工大学举办
的首届“中意应用型高等教育研讨
会”。明清河与米兰理工大学中国事
务部主任Delia Olivetto女士进行
了交流， 介绍了枣庄学院的专业设
置和教育教学情况。
（文 /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明清河指导外国语学院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 按照《枣庄学院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基层党
建“双包双联”工作方案》的相关要
求，11月6日， 副校长明清河到外国
语学院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学校党
委主题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侯

杨家慧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更好
地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
党性意识和政治纪律观念， 坚决做
到不碰纪律规矩高压线； 二是进一
步检视问题，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
找出自身存在的差距， 找到工作中
的短板和不足； 三是进一步做好结
合文章，通过扎实有效地工作，推动
初等教育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再上
一个新台阶。
（文 / 初等教育学院）

首届“
中小学课后服务教育志愿者”
初级资格证书培训班结业

我校组织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中国机长》
本 报 讯（记者 葛 晓 霞）
为
深入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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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玲到初等教育学院
调研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 11月8日，纪委书记韩
素玲到初等教育学院调研指导主题
教育工作。 学校主题教育第四巡回
指导组组长侯宗华，成员徐海波、田
春雨陪同。 初等教育学院党政负责
人、 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党支部
书记在教师教育楼422室参加汇报
会。会议由侯宗华主持。
对学院主题教育下一步工作，
韩素玲指出：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通过扎实有效地开展“不忘初

焦成冉） 为深

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促进我校服务地方措施落实
落地， 扎实做好“
枣庄学院乡村振
兴学院 （山亭）” 筹建工作， 在前
期沟通协商的基础上， 10月31日，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副书记曾宪明
赴山亭区考察“乡村振兴学院” 筹
建情况， 校党委组织部、 枣庄发展
研究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等院
部负责同志随行考察， 省派山亭区
北庄镇乡村振兴服务队队长孙德
强， 山亭区委副书记张奇及区、 镇
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考察。 山亭区
委书记毕志伟热情接待了曹书记一
行。
考察组一行先后对北庄镇洪门
村葡萄种植区、 洪门村田园综合
体、 隆基石业、 东航伊人食品有限
公司、 葫芦套影视基地、 欧乐食品
有限公司、 山亭区职业中专等八个
乡村振兴示范基地进行了实地考
察。 考察中， 接待人员详细介绍了
基地特色、 发展前景及其在乡村振
兴学院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考察结
束后， 考察组一行在山亭宾馆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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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华，成员徐海波、田春雨陪同。外
国语学院党政负责人、党总支委员、
党支部书记等在文科楼309会议室
参加汇报会，会议由侯宗华主持。
明清河针对外国语学院党总支
在主题教育工作， 结合主题教育工

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要抓好学习
教育，持续推进主题教育工作。二要
打造主题教育工作的特色与亮点，
积极培育和选树先进典型。 三要进
一步落实问题检视整改， 确保主题
教育“
不打烊”。 （文 / 外国语学院）

本 报 讯 10月24日，首届
“
中小
学课后服务教育志愿者初级资格证
书培训班” 结业式在音乐厅举行。我
校副校长李丽清出席结业式并讲话，
枣庄日报社教育版主编邵士营、继续
教育学院院长张宗海参加结业典礼。
李丽清在讲话中指出， 对于本
次培训班，枣庄学院高度重视，坚持
“严要求、重管理、求实效”的原则，

科学安排培训事务， 精心选择培训
内容。 希望广大学员以这次培训为
契机，养成继续学习的良好习惯，不
断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知识，掌
握教学新技术， 成为优秀的中小学
课后服务教育志愿者。
10月23日，枣庄日报整版、枣庄晚
报两个版通栏进行了报道。
( 文 / 继续教育学院 )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来我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 10月30日， 聊城大学
东昌学院王迎秋副院长、 孔令乾副
院长一行四人来我校考察学校信息
化建设工作， 副校长李丽清在七楼
会议室接待了来访客人，网络中心、
教务处、 人事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了交流座谈。
会上， 李丽清介绍了学校信息

化建设基本做法、 取得的成果和经
验，希望两校加强交流，互相借鉴，
共同探索智慧校园建设， 以信息化
手段加快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相关
部门负责人对学校网络规划建设、
教务管理系统和在线课程建设、人
事管理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有效举
（文 / 网络中心）
措进行了交流。

李丽清指导体育学院主题教育工作
本 报 讯 11月5日， 副校长李
丽清到体育学院指导“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 校主题
教育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侯宗华、
成员田春雨陪同。 体育学院党总支
书记宋建修、 院长谢旭东等在体育
楼6201室向李丽清作工作情况汇
报， 宋建修主持。
李丽清对主题教育工作提出四
点要求： 一要严格按照学校“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体部
署， 有计划推进本院主题教育， 把

主题教育工作放在首位， 分清主
次， 落实责任， 坚决杜绝减项漏
项、 不走心的情况发生。 同时要早
谋划， 做好预备动作， 为做好各项
工作蓄力； 二要加强课程思政工
作， 聚焦社会热点问题， 做好思想
引导工作； 三要发挥学院特色， 通
过龙舟训练与比赛、 大学生运动会
等项目， 加强特色育人效果； 四要
做好整改落实， 推进教育教学工作
进一步提升。
（文 / 体育学院）

校机关党总支召开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三次研讨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焦成冉） 按照
《枣庄学院机关党总支开展“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 实 施 方
案》 和 《枣 庄 学 院 机 关 党 总 支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 ” 主 题 教
育 学 习 计 划》 要 求 ， 10 月 31 日 ，
校机关党总支四个小组分别召开

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第三次研讨交流会， 机关部
门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了研
讨交流活动。
本次研讨交流， 大家紧紧围绕
“锤炼党性修养、恪守廉洁自律”2个
专题进行了集中研讨交流。

我校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党支部书记集中培训
本报讯 10月29日， 根据“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计
划， 枣庄学院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支部书记集中
培训班， 73名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培
训。
本次培训由课堂教学和现场教
学两部分组成。 上午， 党委组织员
轩庆明同志为全体党支部书记讲解

了党支部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的工作方式方法， 并
讲授了一场题为“不忘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
党员” 的党课。 组织科负责同志就
党支部基本工作方法、 发展党员及
党员教育管理等做了业务培训。 下
午， 全体党支部书记赴铁道游击队
纪念馆开展了现场教学。

我校参加教育部规划建中心“立幼学·育未来”
未来学校实验公益捐建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并签约
本报讯 11月7日，教育部学校
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立幼学·育未
来” 未来学校实验公益捐建项目首
批捐建正式启动新闻发布会在浙江
省宁波教育学院举办。 首批签约捐
建专项课题研究项目全国仅有七所

高校。 我校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院
长傅金兰参会， 并代表我校作为首
批捐建高校签署委托协议， 指导本
地接受捐建项目的幼儿园开展课题
研究。
（文 /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