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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等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8月6
日下午，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在综合
楼八楼会议室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集中学习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
进自我革命》讲话精神、习近平在中
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和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主持学习并讲
话，校领导李东、曾宪明、明清河、李
目海、韩素玲、李丽清参加会议，办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委
监察处负责人参加了学习。
曹胜强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
《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的
重要讲话。他指出，总书记重要讲话
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
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高度， 强调在
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重
要遵循。 讲话回答了我们党如何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
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

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性问题，
强调了我们党必须始终把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
党的全部奋斗之中， 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
神，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要有正视问
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曹胜强强调，学习《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三
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过程中，要
注意四点： 一是准确把握当前经济
形势； 二是深刻认识下半年经济工
作重点任务；三是充分理解修订《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主要目的；四
是正确认识中央巡视工作。
李东、曾宪明、明清河、李目海、
韩素玲、李丽清结合各自分管工作，
围绕“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
命”、 当前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形
势、 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等问题作
了发言，谈了个人的认识和体会。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8月
21日下午，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在综
合楼八楼会议室召开集体学习会
议， 集中学习研讨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第六个专题“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主持学习
并讲话， 校领导李东、 曾宪明、 明
清河、 李目海、 韩素玲、 李丽清参
加会议， 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

部、 统战部、 纪委监察处负责人参
加了学习。
曹胜强领学并系统讲解了 《纲
要》 中的主要内容， 他强调， 党的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
征， 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
认识的深化， 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内
在关联， 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承担使命的自觉意识与全面从严治
党的坚定决心。 历史和实践已经并

将继续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真理性。
曹胜强要求， 作为高等教育工
作者，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牢牢
把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 深入
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要
进一步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 遵
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遵循教书育
人规律， 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断
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

曹胜强调研指导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修订
本 报 讯 8月7日上午， 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在人事处、教务处等部门
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化学化工与材
料科学学院实地调研指导2019级人
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修订工作。
曹胜强对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修订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新一轮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是推动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
是落实“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重
要举措， 也是建设一流本科专业的
基础性工作。 教学大纲修订工作是
对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落实，
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
也是扎实开展课程建设的基础性工

作。同时，他指出专业定位一定要与
学校的办学定位相符合， 专业中所
有课程的定位要与专业定位一致，
修订教学大纲时， 必须首先明确本
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
用和任务，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
教学内容和课程实践环节。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曹胜强会见俄罗斯科技合作团
本报讯 7月17日，俄罗斯科技
合作团一行6人来我校访问交流，探
讨与我校的人才引进、 科技合作交
流等事宜。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副校
长明清河在综合楼八楼会议室会见
来宾，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人事处、
科技处、教务处、机电工程学院、光
电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
参与会见并座谈。
曹胜强对科技合作团一行表示
欢迎，并对我校的办学历史、办学规
模、学校定位等情况做了介绍。曹胜
强指出， 枣庄学院的办学目标及特

色专业与合作团专家研究领域相吻
合，希望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引进
及联合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深入洽
谈，实现合作。曹胜强表示，普通高
等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功能，枣庄学院把加强对外
交流与合作摆在战略发展的重要位
置，已先后与国外50多所高校建立了
合作关系。学校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
一路”倡议，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
战略，致力于开展留学生教育。在对
俄交流方面， 学校已与俄罗斯莫斯
科国立师范大学、 伏尔加格勒国立

大学等俄罗斯高校达成了合作意
向，合作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
关的深层次合作正在积极对接。
中俄人文合作发展中心科技合
作部部长、 前俄罗斯高校联合会副
主席米哈廖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
大诺维奇先生代表科技合作团表达
了期待双方要加强交流， 尽快取得
科技合作成果的态度， 希望在成果
转化、科员人员互访、成果展览规划
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
座谈会后，曹胜强为科技合作团
专家颁发枣庄学院客座教授聘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曹胜强访问波兰瑞典四所高校
本报讯 2019年7月23至28日，
应波兰、瑞典高校邀请，党委书记曹
胜强率团访问了波兰、 瑞典四所高
校。
在波兰， 曹胜强一行访问了密
茨凯维奇大学和波莫瑞国立师范大
学， 并分别与两校签署了合作框架
协议。 曹胜强向两校分别赠送了张
切易先生的中国书法作品。

在瑞典， 曹胜强一行访问了
KTH皇家理工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
学。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学院
Zrajm教授和KTH皇家理工学院特
聘专家Felix的陪同下， 曹胜强一行
实地考察了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办
公室、教室等场所，并观看了斯德哥
尔摩大学语言学院新媒体网络教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资源库。

曹胜强看望新疆校友并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大 鹏 ) 7
月4日， 我校在喀什宾馆会议室举行
新疆校友座谈会，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学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援疆实习支
教团带队教师、校友会新疆分会校友
代表参加座谈。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
部党委副书记、喀什地委组织部副部
长邓泽宇，山东省援疆指挥部干部人
才组副组长、喀什地区教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崔升平参加了座谈会。
曹胜强从以下方面介绍了近期
学校事业发展情况。 一是以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为主要途径的应用人才
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二是科研工作
取得新突破； 三是服务地方工作取
得新实效； 四是国际合作在数量和
质量上都有极大提升； 五是文化建
设有了新内涵。

我校召开校史馆改建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葛晓霞) 7月18
日上午，我校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召
开校史馆改建工作推进会议。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主持，全校相关
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曹胜强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对
各部门的前期准备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对校史馆改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和指导性建议。
对下一步工作， 曹胜强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二是内容
上精益求精。三是布局上明晰脉络。
曾宪明对校史馆部分板块设计
要求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强调
了工作中的责任意识和时间观念。

我校获批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本报讯 8月16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发布 《关于公布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
审结果的通告》， 我校共获批6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获得资助经
费230万元，年度立项数量和经费总
额均创历史新高， 位列全省硕士学
位授予立项建设高校前列。

近年来， 我校高度重视人才引
进和学科建设工作，大力引进、培养
学术带头人和高层次人才，高端人才
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学校高度重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先后多次
组织专家辅导报告会和申报工作动
员会， 引导广大教师积极申报国家
（科技处）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