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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检查指导我校2019年招生录取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葛晓霞) 7月15

号上午，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副校长
明清河来到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现
场， 检查指导学校2019年招生录取
工作，慰问招生录取工作人员，详细
了解招生录取工作进展情况。 学校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石少华，办
公室主任林勇陪同。
对做好下一步的招生录取 工
作， 曹胜强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
一定要把握好招生录取政策， 规
范各项招生录取工作流程， 全力
以赴做好各批次的招生录取工作，

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 二是招生
录取工作政策性强、 纪律性强、
社会关注度高， 要认真落实好招
生录取工作责任制， 深入实施招
生录取“阳光工程”。 同时， 要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 继续做好后续专
科批次的招生咨询服务工作。 三是
整个招生工作各个批次录取历时时
间长， 暑期天气炎热， 招生录取工
作人员非常辛苦， 一定要把握好节
奏， 做好后勤服务和保障工作， 调
整好身心， 确保圆满完成 2019 年
的招生录取工作。

7月24号上午，校长李东、副校
长明清河来到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现
场， 检查指导我校2019年招生录取
工作，亲切慰问招生录取工作人员。
教务处处长安涛、 学生处处长王勤
晓、办公室副主任丁聪陪同。
为进一步做好招生录取工作，
检查期间， 李东提出三点要求： 一
要加强对录取数据的整理与分析研
究。 二要把握好招生政策和山东省
新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
向。 三要协调相关部门为招生录取
工作顺利实施做好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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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宣传部来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
8月
20日上午， 烟台大学党委宣传部部
长、 新闻中心主任于秀国一行8人来
我校考察交流，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副书记曾宪明在综合楼八楼接待室
会见于秀国一行。曹胜强对于秀国一
行表示欢迎，希望两校宣传工作加强
沟通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 宣传部
长张昌林及我校在烟台大学挂职宣

传部副部长查明与于秀国一行在综
合楼八楼会议室举行座谈。曾宪明回
顾了我校与烟台大学的友好往来，介
绍了我校宣传工作的总体情况。曾宪
明表示，近年来，学校在宣传报道博
士论坛、产教融合、援疆支教、卓越匠
心文化等重点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 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困惑，
希望通过交流，能够向烟台大学学习
先进的经验做法。

我校组织开展专业剖析、课程分析专项检查
本报讯 8月9日， 按照学校评
建工作安排， 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和评建办工作人员组成的五个专
项检查组， 分别到20个院部就专业
剖析与课程分析开展情况进行专项
调研检查。 明清河副校长带队参加
了本次专项检查。
为充分做好专业剖析与课程分
析工作，明清河提出了以下要求：一

是各学院一定要将2019级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二是
各课程负责人要组织课程组老师认
真研讨教学大纲， 按时完成教学大
纲的修订工作； 三是专业剖析与课
程分析方面， 各学院及相关教师要
深入挖掘相关数据、特色亮点，要做
到有的放矢， 充分展现专业及课程
（评建办）
的建设成绩。

我校获批一个山东省工程实验室
和两个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月5日下午，校长李东、副校长李目海在办公室、学生工作处、后勤服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校园建设与
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对我校正在开展的校园维修进行现场检查督导。
履记者 邵清清 摄

波兰世界语者Stanislaw Rynduch先生向世界语博物馆捐赠藏品
本 报 讯 2019年7月27日，波兰
世界语者Stanislaw Rynduch先生在
波兰波兹南市向我校世界语博物馆
捐赠藏品。党委书记曹胜强亲切接见
了Stanislaw Rynduch先生，签署藏品
捐赠协议， 并接受了Stanislaw Ryn－
duch先生现场捐赠的部分藏品。

Stanislaw Rynduch 先 生 表 示 ，
枣庄学院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与传
播令人称赞， 希望枣庄学院能够培
养出更多的世界语青年人才， 以解
决世界语人才匮乏的问题。 他希望
捐赠的藏品， 能够为推动世界语运
动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曹 胜 强 指 出 ，Sta nislaw Ryn－
duch先生将收藏的世界语资料捐赠
给枣庄学院世界语博物馆，是对枣庄
学院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对推动世界
语运动作出的重要贡献。学校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世界语活动的开展。
（国际合作交流处）

曹胜强专项调研指导课程分析工作
本报讯 8月7日上午， 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在教务处、 人事处等部
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就专业剖析与课程分析开展
情况进行专项调研。
曹胜强对本次课程分析汇报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是要认清课程分析汇报的对象，
充分考虑课程受众的专业背景；二

是要注意专家关注的是汇报老师对
课程的整体把握， 章节内容介绍不
要过于冗余； 三是汇报中老师一定
要脱稿讲解，多与专家互动，要有眼
神交流，引起专家关注；四是对课程
性质部分、 学时学分设置要介绍清
楚， 课程设置要体现出行业需求的
必要性； 五是对于跨专业的同门课
程，都要有对应的课程分析，要体现

针对专业毕业要求的差别； 六是要
有具体数据说明本门课程对毕业设
计的贡献度。
听取课程汇报后， 曹胜强还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和专业
课老师们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对
恶劣天气下老师们依然坚守工作岗
位，为迎接审核评估辛勤付出表示慰
问和感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领导调研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落实学校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8月7日上
午， 校长李东、 副校长明清河到评
建办调研， 评建办全体人员参加调
研活动。
调研中， 李东指出， 审核评估
工作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期
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 为更好的开展好下一步
的审核评估工作， 他提出四点要
求： 一是要进一步强化计划与落
实。 二是要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
三是要进一步强化督查督导。 四是
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标准。
明清河要求评建办深入落实好
本次调研会议精神， 明确下一步工

作重点和目标要求， 做好统筹协
调， 把控好时间节点， 落实评建工
作责任，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 更加扎实的
工作作风， 切实做好迎评促建各项
工作， 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水平
不断提升。
（评建办）

我校援疆支教团师生顺利返校
本 报 讯 7月 12-13 日， 我校
2019 年上半年援疆支教团的师生
圆满完成实习支教任务后， 分两批
乘车顺利返回母校。 校长李东、 副
校长明清河代表学校党委， 与相关
职能部门、 支教学院的负责人到枣
庄西站迎接载誉归来的实习支教团

师生。
李东、 明清河与带队教师热情
拥抱、握手，与同学们亲切交流。李
东祝贺援疆支教活动取得了圆满成
功， 赞赏支教团师生通过自己的身
体力行， 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践行了“兼爱 尚贤 博物 戴行”

的校训， 践行了人民教师的园丁精
神， 展示了枣庄学院的政治责任感
和社会担当精神， 展现了枣庄学院
教师和学子的风采， 为学校赢得了
广泛赞誉， 同时也收获了自己成长
中难忘而美好的青春记忆。
（教务处）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公布2019年认定
山东省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名
单的通知》
（鲁发改高技〔2019〕360号）
文件，依托我校建设的
“
石榴资源综合
开发工程实验室”获批为山东省工程
实验室。山东省科技厅下发《关于公布
2018年度山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设名单的通知》
（鲁科字〔2018〕135
号）文件，依托我校建设的
“
低维量子
传感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石榴精

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为山
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校高度重视各级各类科研平
台建设， 近一年来我校共新增获批3
个省级科研平台和20个市级科研平
台。下一步学校将不断完善科研平台
研发设施和条件，优化科研平台运行
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开
放服务能力，发挥好科研平台对新旧
动能转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
（科技处）
用。

我校在省
“
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取得历史性突破
本报讯 “
建行杯”第五届山东
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7月26日在青岛大学落下帷幕。我校
参赛项目获金奖1项、铜奖2项，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 经济与管理学院17
级学生刘明哲同学的项目 《数据庄
园AI数据采集标注中心》获得金奖，
并以高教主赛道第十名的成绩进军
国赛； 生命科学学院16级同学的项
目 《一种趋避果树金龟子的小麦秸
秆粗提物》 和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17级同学的项目 《化工智能积

木》获得铜奖。
本届大赛由山东省教育厅联合
山东省委网信办等12个省直部门共
同主办。 大赛包括高教主赛道、“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和职教赛道3
个版块。全省共有136所高校，74000
余个作品参赛，27万余名大学生报
名参赛。经校赛、省赛初评、网评层
层选拔，72所学校的299支项目团队
入围决赛。 高教主赛道评选出50项
金奖，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评出
（创新创业学院）
20项金奖。

我校
“
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院
项目接受教育部规建中心质量巡检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规建中心
在湖南长沙组织召开
“
产业智能发展
趋势下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研讨
会暨第十三届达内集团校企合作高
峰论坛”，启动
“
AI+智慧学习”共建人
工智能学院项目质量巡检工作。在项
目会议上，我校光电工程学院院长韦
德泉汇报了我校项目的进展情况，并
接受专家的考核提问。
巡检专家对我校的项目建设高

度认可，认为我校的项目落地最早、建
设最快、标准高。同时专家组也对我校
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一是
要做好所有项目的集成化；二是要加
强人工智能师资队伍建设；三是将人
工智能的应用研究与枣庄市智慧城
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更好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四是加强人工智能通识课
的设计与教材建设，编写适合本校的
优质人工智能教材。（光电工程学院）

我校世界语专业学生参加第104届
国际世界语大会并接受《世界语》专访
本报讯 7月21日， 第104届国
际世界语大会在芬兰拉赫蒂开幕。
应国际世界语协会邀请， 我校党委
书记、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曹胜强率团出席了本届大会， 外国
语学院2018级学生李相龙和张悦作
为世界语专业优秀学生代表随团参
会。大会以“活力自然，多彩文化”
（Vivanta naturo, floranta kulturo）为
主题，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
名世界语者围绕生态环境与文化多

样性进行交流。
本次大会， 我校首次选派两名世
界语专业优秀学生随团参会。 我校
高度重视教育教学国际化， 鼓励广
大师生积极参加国际会议。 两名学
生参会向世界充分展现了我校世界
语专业教学水平， 展现了中国大学
生风采，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培养学
生跨文化意识与国际视野， 増强学
生国际交流能力， 切实提高人才培
（外国语学院）
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