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东到光电工程学院

检查指导新学期教学工作

本报讯

为保障疫情防控常态

化形势下教学工作的平稳运行，9月3

日上午， 校长李东带领学生工作处、

教务处、发展规划处等职能部门同志

深入到光电工程学院进行教学检查，

全方位了解学院教学情况。光电工程

学院党总支书记马伟、党总支副书记

王福亮、副院长梁兰菊陪同检查。

李东实地查看了课堂教学情况，

并详细询问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

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状况。 李东对学院开学准备工

作及开学后的教学运行情况给予充

分肯定， 同时强调毕业年级学生即

将返校，新生还未报到，二级学院一

定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扎实

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克服一切困难，

确保我校2020年秋季全面开学工作

万无一失。

（文

/

光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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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走访慰问学校高层次人才代表

本报讯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

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7日、

8日，校党委书记曹胜强、校长李东

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校高层次人才

教师代表， 向他们送去亲切的问候

和节日的祝福。

校领导在走访过程中与高层次

人才代表促膝畅谈、亲切交流，详细

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充分

肯定了他们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团队建设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就， 认真听取他们对学校事业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校领导表示，高

层次人才加盟我校大大提升了我校

的办学实力和水平， 对推动我校高

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希望各

位人才专家进一步发挥高层次人才

的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

行业领军作用， 不断探索钻研新技

术、 新领域， 以持续不断的创新实

力，再创佳绩。

办公室、 人事处等部门负责人

和相关二级学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陪同走访慰问。

（文

/

人事处）

中国建设银行枣庄分行来校慰问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 值第

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日下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崔震一行5人代表

建行枣庄分行， 来校对全体教职员

工进行节日慰问并赠送慰问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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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和

感谢。曹胜强指出，建行枣庄分行多

年来对我校各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

持，双方由此建立了深厚友谊，双方

可以通过职工联谊活动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沟通、增进友谊，推动双方深

层次合作。曹胜强希望，建行枣庄分

行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建设发

展， 在新校区智慧校园建设等方面

积极建言献策， 主动拓展合作方式

和渠道，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崔震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

合作，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我校与峄城区人民政府签署全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 9月4

日上午，峄城区人民政府与枣庄学院

全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

峄城区峄州大酒店举行。校党委书记

曹胜强，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副校

长李丽清，枣庄市委副书记、峄城区

委书记于玉， 峄城区委副书记刘晓

璐，区委常委袁伟，区委常委、区委办

公室主任李义，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吕济禹出席签约仪式。仪式由峄城

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熙滨主持。

曹胜强对全面科技合作框架协

议的签约表示祝贺， 对一直以来关

心、 支持我校发展的峄城区各部门、

社会各界表达感谢和敬意。 他表示，

此次全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既是枣庄学院与峄城区过往合作的

总结，也是全新合作的开端。希望双

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发挥各

自优势，全面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全

面开启战略合作新征程，携手打造校

地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共赢发展的

样板标杆，共同推动双方的高质量发

展， 共同为幸福新枣庄、“小而雅，优

而特”的山水之城、文化之城、生态之

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于玉在致辞中对曹胜强一行表

达了欢迎和感谢。她希望，以此次签

约为契机，双方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

作， 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推动峄城以及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科技支撑。

张熙滨表示，相信通过全面科技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峄城区人民政府

与枣庄学院在人才联合培养、科学技

术创新等工作中将取得更加丰硕的

成果，为推动峄城区技术进步、带动

区域行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繁荣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曾宪明代表我校与峄城区人民

政府签署全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

光电工程学院与古邵镇、生命科

学学院与榴园镇、食品科学与制药工

程学院与阴平镇分别签署框架合作

协议。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与峄

城区化工产业综合服务中心签署了

峄城化工产业园技术信息服务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仪式还进行了具体项

目的签约。

校办公室、科技处、合作发展处、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人

工智能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

表参加了本次签约仪式。峄城区区直

部门、相关镇街、相关企业及省市区

媒体记者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

校领导看望慰问我校2020年即将入伍新兵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 副书记曾宪明赴枣庄

市市中区役前训练基地看望慰问我

校完成役前集训即将奔赴军营的

2020年新兵，学校办公室、武装部负

责同志陪同看望。

在训练基地，曹胜强仔细询问同

学们的近期训练生活情况，为同学们

颁发了国防奖学金，同时代表学校向

应征入伍的同学表示祝贺， 勉励大

家在军营： 一要忠于祖国、 志存高

远、勇担使命，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总体

要求， 以优良的作风和良好的精神

风貌，担负起一名军人的神圣职责。

二要以国为家、 忠于职守、 敢于超

越，早日成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和“有灵魂、有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

命军人。三要牢记“兼爱尚贤 博物

戴行”之校训，勤学善思，苦练本领，

努力提高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在

学习中奉献，在奉献中成长，努力成

为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优

秀军人，让枣院精神在军营闪光，为

母校争光添彩。

（文

/

学工处

)

我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培养大学生勤俭节约的良好美

德， 9月2日下午， 学校在五四青

年广场举行了“厉行节约、 反对

浪费”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

式，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党委副

书记曾宪明出席启动仪式， 学校

相关部分负责人及1000余名师生

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仪式上， 校团委书记袁俊现传

达了学校团委、 学生工作处、 后勤

服务处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在

全校团员青年中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

知》。 仪式上， 党委书记曹胜强带

头在“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的签

名墙上签名， 用行动庄严承诺： 拒

绝浪费， 从我做起！ 与会的领导老

师和学生也纷纷签名。

（文

/

校团委）

曹胜强到二级学院调研

指导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

本报讯

9月8日上午， 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副校长明清河，在办公

室、教务处等部门负责人陪同下，先

后到文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调研指

导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文学院、生

命科学学院党政领导及专业负责人

参加此次活动。

曹胜强实地察看了文学院的新

媒体实验室、 书法实训室、 录播教

室， 详细了解了实验室的建设和使

用情况， 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和

学习环境， 为师生提供优良的学习

场景，更好助力师范类人才培养。文

学院副院长杨全顺、 生命科学学院

院长王洪凯分别就师范类认证中自

评报告的撰写、佐证材料的准备、专

家信息的反馈、 进校考察等事宜作

了详细汇报。

曹胜强强调， 我们一定要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办好学生满意

的专业， 通过专业认证将对招生工

作和学校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第

一， 专业认证要持续推进， 全面推

进，投入更大精力和更多时间，要抓

好专家提出问题的整改， 态度决定

成败， 要有改进、 有成效。 第二，

推进中要把工作做细做实， 进一步

梳理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专业负责

人要以更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更高要

求把专业认证的各项工作做实做

细。 要有针对性， 强弱项、 补短

板， 服务专业建设与学院长远发

展。 第三， 要进一步优化专业认证

的工作体制机制， 做好老师的激励

工作， 激发教师爱学校、 爱专业、

爱学院、 爱学生的教育情怀和精神

力量，提高教师们的工作主动性、创

新性和积极性。

明清河要求， 对专家反馈的意

见要逐条整理、研究、回复并加以改

进，持续投入，持续加强制度建设，

补充完善材料并精准归档， 为专家

进校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文

/

教务处）

曹胜强到二级学院调研指导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 9月7

日下午，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在办公

室、教务处、实验室管理处等部门负

责人陪同下， 先后到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调研指导新

学期工作，了解5G体验区、智能制

造体验区建设情况。 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政领导、部

分教师代表参与此次活动。

曹胜强先后与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政领导，部分

教师代表举行座谈交流， 并听取了

两个学院新学期开学情况的相关汇

报。曹胜强对学院在疫情防控、学生

管理、 日常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学院特色发展、

学科与专业建设等问题对学院工作

提出意见建议。

曹胜强强调， 要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工作，坚持一手抓安全防疫，一

手抓教育教学， 科学有效精准防控

疫情，确保教育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要进一步明确学院发展方向和目

标，集中发力点，在打造学院特色和

亮点上下功夫， 在凝练学科特点和

专业特色上下功夫， 努力打造一流

学院、一流学科、一流专业。要进一

步提高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 通过

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技能提升等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要进一步

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不断调动教师

参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积极性、 主动

性，千方百计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座谈交流后， 曹胜强先后考察

了5G体验区、智能制造体验区的建

设情况，并参加了部分项目体验。

李东到人工智能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

9月4日上午， 校长李

东、副校长明清河带领教务处、实验

室管理处负责人到人工智能学院调

研指导工作， 与人工智能学院领导

班子成员进行座谈， 研究解决学院

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李东对人工智能学院成立以来

的工作开展给予肯定， 他提出四点

要求： 一要做到攻坚克难、 统筹协

调， 确保学院良性运转； 二要高起

点谋划， 高标准建设， 积极探索人

工智能学院发展新模式， 深化产教

融合、 校企协同， 把人工智能学院

建设成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

社会需求的新型学院； 三要汇聚优

势， 突出特色， 做好人工智能学院

的学科和专业布局， 把学科规划

好， 在学科指导下进行专业建设，

凝练学科和专业特色， 提升学院影

响力； 四要开拓视野、创新思路，全

面加强人才和师资队伍建设。 在人

才和师资队伍建设上突破常规、优

化政策， 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优化师

资结构，汇聚各类人才，尽快提升人

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力量， 建好科研

团队。

明清河强调， 一要注重服务地

方，做好地方企业服务，做好当地基

础教育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服务，

做好社会服务；二要做好资源共享，

科学、动态管理教学科研资源，保障

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三要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提

升兼职、特聘教师比例，打造高水平

师资团队。

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韦德泉作了

《人工智能学院发展规划》汇报，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李中军着重汇报了人

工智能学院党建和学生管理工作。

（文

/

人工智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