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责任编辑：吴旻

助理编辑：邹秋阳

杨冰心

综合新闻

我校全职引进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ZAOZHUANG

E-mail:xyshnews@163.com

XUEYUAN

BAO

2018 年 4 月 15 日

曹胜强调研教师党支部书记
“
双带头人”培育工作
本报讯 4月9日上午， 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就“加强基层党的建
设， 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
人’ 培育工程” 进行深入调研， 并
与部分学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 教
师党支部书记代表进行了座谈交
流。 组织部、 人事处相关负责同志
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 部分学院党总支书
记、 院长结合各自实际总结了基层
党建工作的经验做法， 分析了教师
党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完全赞
成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
人” 培育工程， 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 教师党支部书记代表结合岗位
实际谈了工作体会， 提出工作建
议。
曹胜强对各学院基层党组织建

设以及教师党支部书记在基层党建
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
定， 认为同志们的发言实事求是的
总结了成绩， 意见建议思路清晰。
曹胜强指出， 本次调研是深入
开展“大学习、 大调研、 大改进”
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次调研的主题
既是2017年度党委书记抓党建突破
项目的深化， 也是2018年度党委书
记抓党建突破项目的重点， 希望各
党总支高度重视、 统一思想、 凝聚
共识。 组织部、 人事处要对本次调
研内容认真梳理总结， 形成调研报
告提交学校党委参考， 尽快研究出
台教师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 培
育工程实施方案， 切实推动基层党
支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切实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姚建铨院士来校指导联合培养的博士生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3月
27日上午，我校举行全职引进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签约仪式，聘
任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高炬
博士为我校全职教授。党委书记曹
胜强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党委副
书记、 校长李东代表学校与国家
“千人计划” 专家高炬教授签订了
全职聘任合同，签约仪式由副校长
李丽清主持。学校各部门、各院部
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曹胜强对国家“千人计划”特
聘专家高炬教授全职加盟我校表
示热烈欢迎。曹胜强说，目前，学校
正处于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深
入推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建设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
项建设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各类
高层次人才为学校发展发挥支撑
及引领作用。高炬教授的到来必将
使我校事业发展全方位提速，对学
校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提升将

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签约仪式后，高炬教授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 高炬教授说，他
非常高兴和荣幸加入枣庄学院大
家庭，非常感谢学校领导的诚意邀
请和热情接待。学校有浓厚的重视
人才氛围和优厚的支撑人才干事
创业的政策条件，自己一定会竭尽
全力，完成相关任务，为枣庄学院
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创新做出最大
的贡献。

校领导调研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科研工作
本报讯 （
记者 邵清 清）
4
月11日下午，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校长李东、 副校长李丽清在综合
楼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枣庄学院
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科研工作调
研会议， 李丽清主持调研活动。
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要负
责人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情况、 目
标定位和发展方向， 他表示， 文
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全体成员一定
要不负众望， 统一思想、 认清形
势、 转变作风， 努力将中心的工
作做好。 中心成员代表以自身专
业为基础， 对中心的未来发展也
积极建言献策。

曹胜强认为中心同志的发言
定位准确、 思路清晰， 本次会议
既是学校“大学习、 大调研、 大
改进” 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是文
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全体成员的工
作会议。 曹书记指出， 中心的发
展一要举旗定向， 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二要科学谋划， 高站位高起点高
标准做好中心的各项工作。 三要
融合共享， 广集众源， 打造特色
明、 优势强、 格局大、 前途好的
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四要强化
管理， 成立学术委员会， 统筹中
心的学术事务决策等相关职权。

李东指出， 文化研究与传播
中心的设立对于做好传统文化的
研究与发展和我校的科研进步都
具有重要意义， 校党委对中心的
成立和发展高度重视， 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 对中
心的未来寄予厚望， 希望中心全
体成员凝心聚力、 多出成果， 为
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
李丽清指出， 文化研究与传
播中心凝聚着学校党委和中心全
体成员的共同心血， 希望大家以
时不待我的精神扎扎实实搞科研、
认认真真做学问， 为中心的壮大
和学校的发展共同奋进。

本报讯 4月3日， 枣庄学院聘
任院士、名誉校长、著名激光与非线
性光学专家、 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
姚建铨教授来校指导联合培养的博
士研究生。
2017年我校与天津大学激光与
光电子研究所联合开展培养博士研
究生工作， 由我校光电工程学院梁
兰菊老师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依
托山东省“十三五”重点实验室“光
电信息处理与显示”、山东省重点学
科“光学工程”、山东省“枣庄学院微
纳技术院士专家工作站”、 枣庄市
“
太赫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合

培养的博士生三年期间的学习、生
活全部在我校进行。目前，在我校联
合培养的博士生已达3人，其中博士
研究生张璋在太赫兹器件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好成绩， 相关成果发表在
国际期刊 《Carbon》（SCI一区，top期
刊 ， 影 响 因 子 6.337） 和《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SCI二区，影响
因子2.591）上。
此次来校， 姚院士对联合培养
的博士生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指导，
询问了他们在枣庄学院的学习、生
活情况。同时，姚院士表示，他对我
校的联合培养工作非常满意。

我校新增三个本科专业
本报讯 （
通讯员 陈 明） 近
日， 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公布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的通知》 （教高函 [2018]
4号）， 我校申请增设的世界语 （专
业代码： 050241）、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专业代码： 080910T）、 数
字媒体艺术 （
专业代码： 130508） 3
个本科专业通过教育部审批备案，
并从2018年开始招生。
至此， 我校本科专业数达到57
个， 涵盖经济学 （2个）、 法学 （1
个）、 教育学 （5个）、 文学 （6个）、

历史学 （
1个）、 理学 （
10个）、 工学
（17个）、 管理学 （5个）、 艺术学
（10个） 等9大学科门类， 其中理工
类专业占专业总数47.4%， 经管类专
业占专业总数12.3%， 艺术类专业占
专业总数17.5%。
学校下一步将拨付专项经费，
用于加强新增专业建设， 切实保证
新增专业建设质量。 同时， 进一步
整合全校教学资源， 集中优势力量，
夯实专业内涵， 做细做实专业评估
和专业认证工作， 助推我校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