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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

关于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等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焦成冉

） 7月1

日下午，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在综合

楼八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集中学习

研讨习近平在6月2日专家学者座谈

会上发表的关于构建强大的公共卫

生体系重要讲话、《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 习近平关

于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

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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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丽清、 路绪剑出

席会议。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办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学工

处、教务处、 科技处、 社科处、后勤

服务处、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

学习。

曹胜强领学习近平关于不断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讲话精神

等相关内容后， 对下一步理论学习

的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提出三点意

见： 一是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6月2日专家学者座谈会上

发表的关于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

系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国家整体战略高度， 着眼构建强

大公共卫生体系， 深刻总结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的经验教训， 精辟

阐明卫生健康事业的战略地位和作

用， 系统论述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全面

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 织密筑牢防

护网隔离墙、 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和

疫情防控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 对于全党全社会强化底线思

维， 增强忧患意识， 推动新时代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时刻防范

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 切实维护

人民安全和健康， 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要深切感悟我国的制度优

势， 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 我们

党牢牢坚持人民至上， 确保患者不

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不遗漏一个

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并在实

战中努力探索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

体系。

二要认真学习和宣传《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

书， 是为了记录中国抗击疫情的艰

辛历程， 分享中国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的有效做法， 介绍中国人民历

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 传递团

结合作、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 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奋勇抗

疫， 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 取得武

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

果， 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

成果。 中国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

导、 科学决策， 充分体现了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充分彰显了中国治理

能力和综合国力， 充分展示了中国

人民是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

源泉。

三要切实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 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永葆

活力，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最重要的是要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要深刻认识到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

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 为增强党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重

要保证； 要正确理解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坚

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

统一， 准确把握好贯彻落实的基本

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

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为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要抓好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

广大党员、 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

组织起来， 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

强大力量。

会上，李东、曾宪明、明清河、李

目海、李丽清、路绪剑结合自身工作

岗位实际， 围绕构建学校公共卫生

体系、确保师生生命健康与安全，贯

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

断推进学校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讨， 并交流了学习心得

和体会。

我校召开一流本科建设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进一步推动一流本科建设

重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7月1日上

午，我校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一

流本科建设重点工作推进会。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校长李东、副校长明清

河出席会议，推进会由李东主持。

曹胜强在讲话中指出， 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99周年的时间节点召

开此次会议意义重大， 充分展示了

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全力推进一流本科教育

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就进一步推进

我校一流本科建设重点工作， 曹胜

强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提高站位， 认清新形势新

机遇， 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使命

感, 把一流本科建设作为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压舱石”。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是解决我国

高水平大学发展中突出问题的现实

需要。做好一流本科教育工作，就要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把立德树人贯穿到人才培养全

过程， 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

域、各方面、各环节。没有一流本科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学

校事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全校上

下要认清我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 科学把握学校发展面临的新

机遇新挑战， 切实增强立德树人的

责任感使命感， 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和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让重视本科教

育，共抓本科教育蔚然成风，成为全

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是凝聚共识， 聚焦新目标新

要求， 切实做好一流本科建设重点

工作， 把一流本科建设作为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助推器”。去年我校顺利通过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标

志着我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进入一

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但在建设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的道路上， 我们还面

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教育教学工

作还存在诸多短板和弱项。 我们要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以抓好

审核评估整改工作为契机， 进一步

聚集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 专业认证等一流本科建

设重点工作，砥砺奋进，开拓创新，

切实把一流本科建设作为学校教育

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三是形成合力， 担当新使命新

作为，强化举措抓落实，把一流本科

建设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增长极”。加

快一流本科建设是学校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关系学

校的长远发展。“路虽远，行则必至；

事虽难，做则必成。”全校上下要牢

固树立教学工作“一盘棋”思想，从

全局着眼， 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出

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抢

抓机遇、深化改革，汇全校之智，举

全校之力， 共同把本科教育之本打

得更牢，把内涵发展之路走得更宽，

让一流本科建设成为学校教育教学

高质量发展的“鲜亮底色”。

李东就落实好此次会议精神，

切实做好一流本科建设重点工作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思想认识再提高，

凝心聚力， 把思想统一到一流本科

建设重点工作上来， 着力解决思想

重视不够的问题。 全校上下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一流本科建

设的重大意义， 对根本使命与育人

初心再认识、再提高，把一流本科建

设作为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

中心任务抓牢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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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省派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队枣庄一队来校交流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7月

8日下午， 省派民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服务队枣庄一队（以下简称枣庄

一队） 成员付俊海等一行6人来校

交流，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副书记

曾宪明在校综合楼八楼会议室与

枣庄一队举行座谈，办公室、组织

部、 科技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座

谈。

曹胜强对枣庄一队的到来

表示欢迎， 对枣庄一队勤勉务

实的工作态度和取得的工作成

绩给予高度评价。 曹胜强强调，

枣庄一队坚持高站位、 为民服务，

履职尽责、 真抓实干， 勇于担当、

破解难题， 创新思维、 精准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提质， 成绩骄人，

希望枣庄一队继续团结一心、 创

新工作， 确保圆满完成省委交

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曹胜强表

示， 枣庄学院从师范专科学校

起步， 经过历届领导班子和教

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现已发展

成为具有62个本科专业的综合

性大学， 并在去年山东省分类

考核中取得优秀等次。 学校的

发展改革与服务企业发展之间

有诸多相通之处， 希望枣庄一

队经常来校交流， 共同见证学

校建设和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

员付俊海代表枣庄一队交流发

言， 对学校长期以来给予枣庄一

队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付俊

海介绍了枣庄一队的成员结构和

工作情况。 枣庄一队站稳政治立

场，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宣传民

营企业发展政策， 帮助企业纾难

解困、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

高质量发展， 取得了良好的工作

成绩。 付俊海表示， 工作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学校的关心和支持，

枣庄一队将继续发扬省派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的工作精神，

充分发挥自身才干， 全心全意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向省委和企

业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座谈交流后， 枣庄一队参观

了我校世界语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