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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2019年秋季开学干部会议召开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9
月1日上午， 我校在综合楼报告厅
召开2019年秋季开学干部会议， 校
领导曹胜强、 李东、 曾宪明、 明清
河、 李目海、 韩素玲、 李丽清出席
会议，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
议。 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主
持。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在会上做了
题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在推
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砥砺前
行》 的讲话， 从四个方面对我校下
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
了重要安排部署。
一是保持定力， 持续推进国内
知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紧密
对接国家的需求、 山东的需求、 枣
庄的需求、 学生的需求， 打造“需
求导向” 的学科专业结构； 在基于
产教融合的“
枣庄学院模式” 基础
上， 再深化、 再协同、 再创新， 把
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体系构建、 人才培养过程、 质
量保障体系等各环节， 推进全过
程、 一体化建设， 打造“产教融

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 精心组织、
科学谋划， 打造“更优更强” 的科
技创新高地； 在新的形势下， 积极
应对层次演化与角色演绎巨大挑
战， 培育匠心精神和匠心文化， 助
力教师实现自我突破， 打造“
匠心

卓越” 的优秀师资团队； 充分利用
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 加快国际
合作步伐， 重点依靠世界语和产教
融合两大品牌， 打造“开放共享”
的国际合作平台。
二是狠抓落实， 持续深化综合

曹胜强赴疏勒出席我校援疆实习支教欢迎会
本报讯 9月4日上午， 枣庄学
院大学生赴疏勒支教欢迎会在新疆
喀什疏勒县东营市第二希望小学举
行。枣庄学院党委书记曹胜强，喀什
地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山东
省援疆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崔
升平，疏勒县教育局局长穆太力普·
合力力， 各受援学校领导和援疆实
习支教团全体师生参加欢迎会。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在欢迎会上
对山东省援疆指挥部、 东营援疆指
挥部、喀什地区教育局、疏勒县教育
局给予我校援疆实习支教工作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对援疆实
习支教师生提出三点希望： 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 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援
疆支教的光荣使命。 二要牢记使命
担当， 在传承中创新枣庄学院援疆

支教模式。三要强化家国情怀，在实
践中坚定理想信念，成长成才。
9月4日上午， 曹胜强一行赴翰
林世家公寓考察为援疆实习支教师
生配备的党员活动室、 图书阅览
室、 心理疏导室、 健身房等配套设
施建设情况， 走访实习支教师生宿
舍， 详细询问师生们的饮食起居等
（办公室）
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枣庄分行来校进行教师节慰问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9月6
日上午，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 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行
长崔震一行4人代表建行枣庄分行，
来我校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节日慰
问并赠送慰问金2万元。 校党委书记

曹胜强、 校长李东在综合楼八楼接
待室会见了崔震一行。
曹胜强对崔震一行表示热烈欢
迎， 对建行枣庄分行多年来给予我
校各项工作的鼎力支持表示诚挚感
谢， 并简要介绍了我校办学情况、

新校区规划及建设等情况。 曹胜强
希望， 建行枣庄分行能一如既往地
支持我校的建设发展， 针对学校特
点和需要提供特色服务， 主动拓展
合作渠道， 积极参与新校区智慧校
园建设。

校领导巡查新学期期初教学工作
本报讯 9月2日一早， 校领导
曹胜强、 李东、 曾宪明、 明清河、
李目海、 李丽清分别带队深入各教
学单位开展期初教学运行情况联合
巡查并深入课堂听评课。 曹胜强在
教务处等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深入马
克思主义学院听评课并与师生亲切
交流。 他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 思政课教师要在提高思政课思
想性、 理论性、 针对性和亲和力上
下真功夫， 真下功夫。 要进一步推

进思政课改革创新， 注重教书和育
人相结合， 通过课堂主渠道， 给学
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引导学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9月3日上午， 校长李东在发展
规划处等部门负责人陪同下先后来
到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初等教育
学院、 传媒学院和文学院进行巡
查， 深入文学院课堂听课， 并就多
媒体楼智慧教室的运行情况现场调
研。 他强调， 良好的教学准备工作
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更好地促进
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和保障， 也是

学校加强内涵建设的需要。 各学院
要进一步加强教风学风建设， 调动
全院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
接即将到来的审核评估工作。
校领导曾宪明、 明清河、 李目
海、 李丽清分别带队深入到全校21
个教学院部重点围绕教学秩序、排
课管理、学生出勤、教风学风、教学
环境、 教学设备等多方面随机巡查
并听评课。
根据学校安排， 本次巡查采取
不定期随机方式进行， 将持续到9
（教务处）
月13日。

校领导检查指导迎新工作
本报讯 （
记者 王丽）
9月7
日， 我校2019级新同学陆续来校报
到，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校长李
东、 党委副书记曾宪明、 副校长李
目海带领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亲临迎
新站点、 接站现场、 学生餐厅等
地， 检查指导迎新各项工作。
校领导在各学院迎新点一一驻

足， 与相关工作人员、 迎新志愿
者、 新生及家长沟通交流， 详细了
解各学院的新生报到人数、 住宿安
排、 学院的迎新特色和服务举措，
对迎新师生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
谢。 校领导不时地与新生家长亲切
交谈， 仔细询问新生的籍贯、 专
业、 报到手续等情况。

临近中午， 校领导一行还走进
了学生餐厅， 仔细查看每个窗口的
饭菜准备情况、 卫生情况， 并与新
生和家长亲切交谈， 询问饭菜是否
可口， 听取学生、 家长建议。 他们
来到餐厅后厨， 现场检查卫生状
况， 并向辛勤工作的餐厅工作人员
问好。

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围绕综合改革
方案抓落实。
三是提高站位， 持续巩固意识
形态主导地位。 持续加强理论武
装，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在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聚魂； 强化政治责任， 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让意识形态工
作为学校发展稳定明确思想引领、
汇聚强大力量、 凝聚广泛共识； 创
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 提升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引领力。
四是不忘初心， 持续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 强化党性教育，
开展好“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 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
格； 继续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补
短板、 强弱项、 重创新,着力使每
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
垒；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校长李东对上半年学校工作进
行了梳理和总结。 并为好下半年各

项工作， 提出了五点要求。 一是顺
应时势抓落实， 着力提高枣庄学院
对枣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更
好体现自身价值。 二是对标一流抓
落实， 放眼全省乃至全国高校， 牢
牢把握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这个目标定位。 三是突出重点抓
落实， 坚定不移地落实学校的顶层
设计和审核评估各项指标要求。 四
是强化服务抓落实， 为广大教师开
展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和个人事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
环境和条件。 五是改革创新抓落
实， 着力深化学分制改革， 着力推
进课程体系改革和评价制度改革，
着力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在改革创新中提高工作效能， 抓好
工作落实。
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在总结发言
中强调， 全校党员干部要强化认
识， 统一思想， 认真传达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 要强化措施， 狠抓落
实，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实施；
要强化担当， 夯实责任， 推动学校
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我校举行庆祝第35个教师节暨
欢迎新教师座谈会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9月9
日上午， 我校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隆重举行庆祝第35个教师节暨欢迎
新教师座谈会，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校领导李东、明
清河、李目海、韩素玲、李丽清，高层
次人才代表髙炬、 陈洪凯出席座谈
会。学校有关部门和各学院负责人、
优秀教师代表、2019年全体新进教
师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由党委副书
记、校长李东主持。
曹胜强代表学校党委向过去一
年来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为学校赢得荣誉的老师们表示热烈
祝贺， 向全体新教师以及默默耕耘
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一线
的全校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崇高的敬意。
曹胜强要求， 全校教师要以师
德修养为先， 做行为世范的模范，
坚持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 以德施
教， 明大德、 严公德、 守私德， 以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为学生
的健康成长树立人生标杆， 引导学
生把握好人生方向， 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要以教学科研为要， 做授
业解惑的模范， 树立终身学习理

念， 把崇尚学术作为人生的情怀和
追求， 沉心静气， 不浮不躁， 站在
知识发展前沿， 刻苦钻研、 严谨笃
学， 不断加强学术修养， 提升教学
和科研的能力和水平； 要以立德树
人为本， 做铸魂育人的模范， 像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用爱培育
爱、 激发爱、 传播爱， 通过真情、
真心、 真诚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滋
润学生的心田， 使自己成为学生的
好朋友和贴心人”， 真正做到一切
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一切， 关心关
爱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 努力成
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做学生敬仰爱
戴的“
德高” 之师、 品行之师。
李东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全体新
进教师坚持立德树人， 勇担时代责
任，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锲
而不舍的精神加强学习、做好规划，
将个人成长和学校事业发展紧密结
合起来， 努力成为一位政治素养过
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
新时代“四有”好老师，为学校的事
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体新教师逐一作了自我介绍
并作代表发言。

校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在第
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校领导曹胜
强、李东、曾宪明、明清河近日先后
分组带队走访慰问我校高层次人
才、新进博士、部分离退休一线教师
和援疆支教带队教师家属， 向他们
送去节日的祝福和问候。办公室、人
事处、教务处、校园建设与管理处、
后勤服务处、离退休工作处、工会等
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二级学院党政负
责人陪同走访。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 校领导们
详细询问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 认真听取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 对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默
默地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
表达敬意和感谢， 勉励他们再接再
厉，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为学

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作
出新的贡献。
党委书记曹胜强在走访慰问中
表示，长期以来，全校教师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 秉持枣院精神， 教书育
人，默默奉献，为学校的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 特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特别是近年来，我校科研能力、
教学水平快速提升，产教融合、援疆
支教等工作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和充分认可， 学校社会影响力和美
誉度进一步增强， 这些成绩的取得
与所有枣院教职工和职工家属的努
力和奉献都是分不开的。 希望广大
教师铭记新时代教育使命， 争做新
时代的“四有”好老师，团结一心，同
心同德， 共同为学校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建设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