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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学院召开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动员大会
本报讯 （记者 华莹） 6月4日
下午， 我校在综合楼学术报告厅召
开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动员
大会， 全面启动“
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立项建设年” 活动。 校党委书记
曹胜强作动员讲话， 校长李东主持
会议， 副校长李丽清作工作报告，
校领导李目海、 韩素玲、 刘书银及
学校副科级以上干部和部分学科带
头人出席会议。
曹胜强在讲话中指出，要充分认
识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
对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能否
实现目标，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啃硬骨
头的韧劲， 有没有打硬仗的本领，有
没有钉钉子的精神，有没有追求梦想
的执着。曹胜强要求，我们要用硕士
点建设引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今后三年要全力聚焦立项建设的核
心和关键指标，下硬功夫，下狠功夫，
下苦功夫，下真功夫。一要抓好立项
建设路线图和工作台账的落地落实。
二要在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上下功
夫。调整和优化
“
三高促进计划”,大力
开展有效研究，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
关系。三要在人才聚集与团队协作上

下功夫。打造人才聚集高地，协同创
新平台。四要在补短板强弱项促特色
上下功夫。 五要在联合培养与重点
保障上下功夫。 加强与省内外高校

紧密合作， 加强校内统筹， 保障重
点。 曹胜强强调， 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立项建设， 没有退路， 唯有一搏。
全校上下都要共同思考一个问题：

聊城大学来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 5月30日下午，聊城大
学窦建民一行5人来我校考察交流
教学改革、 专业调整与校企合作等
工作，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副校长明
清河接待了窦建民一行。
曹胜强对窦建民一行远道而来
表示热烈欢迎，对我校的办学历史、
师生规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
才引进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
绍。曹胜强说，我校积极推进应用型
大学建设，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引
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先后
与中兴、惠普、曙光等国内外知名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办学； 教育部主推

的六个产教融合促进计划项目全部
落户我校。目前，学校积极贯彻落实
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的战略部署， 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立项建设、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为重
要抓手，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使学校
在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道路上
快速发展。
明清河重点介绍了我校专业调
整的做法和进展。近年来，枣庄学院
紧抓国家产业转型升级、 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重要机遇，遵循“
服务
地方、特色发展”办学理念，坚持“校
政行企联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思

路和“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办学
路径，牢固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不断优化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
改造传统专业，整合相近专业，扶持
新兴专业，培育特色专业，专业建设
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窦建民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
诚挚感谢， 对我校取得的成绩表示
由衷赞赏和钦佩， 认为枣庄学院的
经验对聊城大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
值。
座谈交流后， 窦建民一行参观
考察了我校世界语博物馆、 校史
馆。

王佳宁来校考察运河文化带智库建设
本报讯 5月29日下午， 重庆
智库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佳宁研
究员来校考察， 就运河文化带智库
建设进行交流。 党委书记曹胜强、
校长李东会见王佳宁。 副校长李丽
清陪同调研。
李丽清副校长对王佳宁研究员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就枣庄的
历史、 枣庄学院发展及学校运河文
化研究情况作简要介绍。 李丽清指
出， 枣庄学院以“地方性、 应用
型、 有特色、 国际化” 为指引， 积
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全面实
施综合改革， 强化内涵发展， 在学

科建设、 学术研究、 人才队伍建
设、 服务地方、 对外交流等方面均
取得了可喜成绩， 形成了独特的办
学特色和优势。 学校在运河文化研
究方面出版专著20余部， 申报省部
级课题10余项， 具有较好的研究基
础， 未来能够也希望继续在这方面
有所作为。
王佳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
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大运河
文化的讲话，以及打造大运河“
文化
带“
生态带”“旅游带” 国家发展战
略， 介绍了重庆智库创建与运行情
况，就新型智库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谈了一些观点与
看法。 王佳宁建议枣庄学院要抢抓
机遇，积极谋划，突出特色发展，积
极对接国家运河文化带发展战略，
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王佳宁认为，枣
庄学院要在强化“
资源动员”“凝练
团队”“运营机制体制”“成果演化”
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升资政能力，
努力拓宽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路径。
座谈中， 王佳宁盛情邀请我校
加入即将成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智库联盟， 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贡献力量。

我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做
什么？ 要拉出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
制定具体的推进计划。 要加强对立
项建设工作的督导检查， 加强对学

科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的绩效考核。
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推动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实现新突破。
李东代表学校与立项建设学科
所属院部负责人签订目标任务书，并
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各单位要认真学
习和领会会议精神，“干” 字当头，
“快”字为要，“实”字托底。二是进一
步坚定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
的信心和决心。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
设承载着学校新的未来和新的希望，
必须坚定不移向前推进。三是各部门
和学院要切实强化立项建设工作推
进与落实。
李丽清在报告中指出，获批硕士
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是我校学科
建设的里程碑。今后三年，必须集中
全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紧紧围
绕“一个目标”，突出“两个提升”，实
现“三大突破”，推进“四种转型”，完
善
“
五大体系”，切实推进我校硕士学
位立项建设工作。
会上，相关部门、学院负责人分
别就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
作做了表态发言， 提出了工作目标、
思路与举措。

市公安局来校检查指导
本报讯 5月29日上午， 市公安
局副局长满忠润等一行10人来校检
查指导工作。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校
长李东、副校长李目海陪同检查并出
席座谈会。
曹胜强代表学校感谢公安、消防
部门对学校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曹
胜强指出，近年来，学校始终把维护
安全稳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
责任，时刻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 连续多年保持整体安全稳
定。下一步学校将把整改当成头等大
事，把责任压实，把问题解决到位。

李东指出，我们将以本次检查为
契机，全面梳理各类安全隐患，确保
整改到位。 对于近期的安全稳定工
作，李东表示，要全力保持校园安全
稳定，为青岛
“
上合峰会”的顺利召开
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目海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隐
患整改情况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满忠润代表市公安局对我校安
全工作表示肯定，认为我校工作力度
大，成效显著。满忠润要求公安、消防
相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服务观念，为枣
庄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

李东考察调研
“
第一书记”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5月31
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李东到
山亭区徐庄镇考察调研我校第三轮
省派“第一书记”工作情况。山亭区
区委副书记李晓等有关领导陪同调
研。
在调研座谈中， 李东认真听取
三位“第一书记”的工作情况汇报和
下一步工作计划， 仔细倾听李晓关
于基层党建工作进展及镇党委和村
“
两委”对“
第一书记”的工作评价和
工作反馈， 详细记录大家反映的各
自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实际需要，
并予以积极回应。 李东代表学校对
徐庄镇党委和各村“
两委”在工作和
生活上给予“第一书记”的帮助和照

顾表达感谢，对三位“第一书记”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李东表示， 学校党委将一如既
往地全力支持“第一书记”工作，做
好“第一书记”的坚强后盾。李东要
求，三位“第一书记”在工作中要坚
持初心、发挥优势、聚焦问题、讲求
实效。李东希望，站在新的时间节点
上，三位“第一书记”能深刻把握习
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总思想， 深刻
把握习总书记对山东乡村发展的指
导思想，圆满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
三位“第一书记”表示，一定不
辜负组织的期望和学校党委的重
托，全力完成好各项帮包工作，向组
织和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