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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胜强调研“第一书记”工作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根据我
校“
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安
排，4月19日下午， 校党委书记曹胜
强在学校组织部、 办公室负责人的
陪同下，深入到我校“第一书记”帮
包的山亭区徐庄镇峨子山村、 水城
子村、 涝岭村开展基层党建和精准
扶贫工作调研。 山亭区区委副书记
李晓等有关领导及镇主要负责人陪
同调研。
曹书记实地查看了各村的村支
部委员会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光伏
发电站等项目，与“第一书记”和其
所在村“两委”委员、村民代表亲切
交谈，认真听取“第一书记”的工作
情况汇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仔细
询问村“两委”和村民代表们对“第
一书记”的工作评价，详细记录驻村
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典型做法和宝贵
经验，并结合各“第一书记”的具体
工作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下一步
工作要求。
通过与峨子山村“两委”委员和
村民代表们座谈了解到，在“
第一书
记”郭传鑫的帮扶下，峨子山村“两
委”班子健全了，议事程序正规了，
而且形成了“
4+2”工作机制。曹书
记对“
第一书记”在基层党建工作中
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抓好

党建就是最大的政绩， 要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 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质量和水平。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 坚持把抓党建工作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务实、
简便易行的制度规范， 以党建促发
展、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
增强村“两委”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

李东调研新旧动能转换与产教融合工作
本 报 讯 （通讯员

刘书玉）

为深入落实“大学习、大调研、大改
进”工作方案，根据学校党委统一安
排，4月17日下午，党委副书记、校长
李东就
“
推进落实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深化产教融合”工作到部分工
科院部和技术研究中心进行调研。
李东对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产教
融合所做的思考、规划、尝试以及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充分肯定。李
东指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深化产
教融合，工科院部大有作为，意识上
要不等不靠、从跟跑变领跑，实践上
要走在前列。 职能部门要紧密结合

工科院部新旧动能转换、 深化产教
融合工作的建设规划和进展情况，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和规
定。
李东强调， 推进落实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深化产教融合，要科
学谋划，精心部署，扎实推进。一是
要走出去引进来， 二要既顶天更立
地，三要有想法快行动，四要以作为
求地位。 要紧紧抓住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这一重大发展契机， 在主
动作为中提升社会声誉， 提高经济
价值，靠作为求地位，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 产教融合工作又好
又快发展。

第四届
“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4月
25日上午， 枣庄学院第四届“互联
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
式在校小广场举行。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李东，副校长李丽清，创新创业
学院、 校团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活动。本届大赛由创新创业学院、
教务处、科技处、招生就业处联合主
办，文学院承办，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量同学围
观， 各参赛项目组精心准备了展
台、展板，热情洋溢地向前来参加
活动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介绍各
自的创新项目，形象生动地解释项
目的设计思路、创新点、实用性等

问题，并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现场
交流。
李东在部分项目展台前驻足参
观，认真倾听同学们的“讲解”，并就
部分细节问题与同学们交流探讨。
李东强调，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对于
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创建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创业学院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创新创业学院将对接教务处和
各二级学院， 吸收更多高水平专业
教师参与创新创业活动， 系统推进
创新创业工作， 助推我校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建设。

姚建铨院士来校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4月22日，我校外聘院
士、 名誉校长姚建铨在我校主持召
开智慧电网和太赫兹生物医学研讨
会。
研讨会上， 姚建铨院士就智慧
电网建设做了主题报告， 会后初步
达成校企合作意向。 我校联合培养
博士张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
士王磊、 生命科学学院博士陈青汇
报了各自在生物医学方面取得的最
新研究成果，并做深入研讨，会上找
到了科研共同点和提高的方向。
姚院士肯定了学校与企业进行
面对面交流取得的成果。 姚院士指

出，做科研要注重校企结合，年轻教
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科研优势，尽
快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企业效益。
姚院士对三个学院在生物医学
方面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指出， 科学研究工作要充分利用
学校现有资源，加强资源整合、推进
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不断创新思
维，有计划经常性做这样的研讨，就
会实现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新突破。
此次研讨会分享了经验， 促成
了合作意向， 为校企合作、 科研交
叉融合搭建了良好平台， 开拓了新
模式。

在涝岭村“
第一书记”宋建修创
建的涝岭村扶贫车间里， 工人们正
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曹书记深入
扶贫车间查看车间的生产状况，详
细询问工人们工资收益情况， 听到
“工人” 回答：“
就在家门口干活，挣
钱不少哩”，曹书记很是欣慰，他说，
“
第一书记”一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
关于农村工作和扶贫工作的部署要

求，结合村子的实际情况，扎实推进
精准扶贫工作， 明确发展方向和发
展目标，有的放矢，找准着力点，突
破关键点，做出更多特色鲜明、百姓
获益多的民生项目。
水城子村是典型的空壳村，贫
困程度深、发展基础薄弱，曹书记一
行在村子里走访、与老乡们交流，感
受“
第一书记” 李中军帮包以来村

子的变化， 并且实地查看了李中军
书记的吊袋木耳大棚种植和浅池种
藕项目， 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和收益
情况。曹书记表示，很高兴看到“第
一书记”帮包以来村子发生的变化，
尤其是精神面貌的变化， 作为驻村
帮包的“第一书记”，要多与村“两
委”委员交流、搞好配合，做到分工
不分家，夯实党建工作基础，把村党
支部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建成“
一
支带不走的工作队”。同时，要做到
围绕脱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
要与 “两委”委员团结协作，充分
发挥集体的作用， 在精准扶贫项目
上多讨论多论证， 让扶贫项目惠及
更多群众。
在调研过程中， 曹书记强调，
“
第一书记”要牢记使命，敢于担当，
紧紧围绕抓党建、促脱贫工作任务，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强化“四个意识”，不断学习和把
握基层工作规律， 增强组织协调和
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发挥好先锋
模范作用。三位“第一书记”纷纷表
示，一定再接再厉，按照省委的部署
要求，倒排工期，有计划的推进基层
党建和精准扶贫工作， 圆满完成上
级党委和学校党委交给的任务。

2018届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举行
本 报 讯 4月21日， 由山东省
教育厅主办、 枣庄学院承办的山东
省2018年师范类高校毕业生网络视
频及校园招聘会枣庄学院专场在我
校体育馆、 训练馆和篮球场举行。
山东省教育厅学生处副处长任永红
莅临我校现场检查指导， 并与部分
招聘单位负责人、 学生进行深入交
流， 详细了解招聘单位的用人需求
和学生的就业意向。 副校长明清河
以及招生就业处、办公室、宣传部、
学生工作处、团委、后勤服务处、保
卫处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本次招聘会积极响应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
略， 在学校党委、 行政的正确领导
下， 在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 各学

院协调配合下， 充分结合区域经济
发展和学校定位， 突出师范特色，
积极探索拓宽师范类毕业生就业渠
道， 努力促进我校学生更充分更高
质量的就业。 据统计， 此次招聘会
有来自省内外的520余家用人单位
参加， 其中师范类单位149家， 注
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单位72家， 规
模在1000人以上的单位153家， 共
提供就业岗位22800多个， 吸引了
枣庄及周边地区8000余名高校毕业
生前来求职。 招聘会当天下午， 学
校还集中为用人单位安排了宣讲、
笔试和面试场所， 经初步统计共有
8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本次招聘会按照省教育厅关于
“优化精准就业服务” 要求， 充分

利用“互联网+就业” 新模式， 在
线下校园招聘会基础上增设网络视
频招聘分会场， 依托“
网络视频招
聘平台”， 使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通
过线上平台完成“
面对面” 视频面
试， 有效提高招聘工作效率和就业
信息化水平， 实现了不同区域的毕
业生共享优质企业资源。
我校高度重视此次招聘工作，
为此专门制定了 《山东省2018年师
范类高校毕业生网络视频及校园招
聘会枣庄学院专场实施方案》， 多
次召开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协调
会， 层层落实分工， 对用人单位邀
请、 接待安排、 会场布置、 安全保
障等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和
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