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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胜强在第五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
国际论坛作主题报告并主持“国际视野”分论坛

本报讯 （通讯员 安涛） 5月
17日至18日， 第五届产教融合发展
战略国际论坛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举
行，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党委委员、
副校长明清河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
本届论坛。
曹胜强应邀在论坛上作了题为
《产教融合视阈下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国际化的价值定位与路径探
索》的主题报告。报告从产教融合国
际化：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战略选
择；“
1268”模式：枣庄学院产教融合
应用型人才培养创新；双向交流：枣
庄学院产教融合国际化的探索与实
践等三个方面解读了中国地方高校
如何以产教融合的方式推进国际合

作， 分享了我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实践经验， 得到与会嘉宾广泛关
注和赞同。
曹胜强还主持了“国际视野：大
学与区域融合发展”分论坛的创新案
例和对话会。创新案例环节中，来自
国外的部分高校和机构分享了高校
与区域融合发展的国际经验。在对话

曲阜师范大学支持枣庄学院发展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会环节，国内外嘉宾围绕中美地方院
校在服务区域发展“
同与不同”展开
了对话交流，分享了各自的心得。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创
设于2014年， 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品牌性论
坛，成为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
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五届产教

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主题为“扎
—新时代产教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融合新作为”。 设1个主论坛、7个分
论坛和1个圆桌会议。来自13个国家
的20个政府机构、245所高校、120家
知名企业、22家科研院所及24个社
会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校长和代表
等共780余人参会。

特聘教授高志明聘任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5月
24日上午， 我校在综合楼八楼接待
室举行特聘教授聘任仪式， 聘请台
湾国立中山大学高志明教授担任
我校特聘教授。 校党委书记曹胜
强出席聘任仪式并为高志明教授
颁发聘书。
曹胜强对高志明教授的到来
表示欢迎，并对高教授给与我校的
支持表示感谢。曹胜强表示，作为
枣庄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枣庄学
院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悠
久的办学历史，坚持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建设目标定位，不断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办学规模、办学质量
和学校影响力不断提升。高志明教
授的加盟，是我校办学发展进程中
一件大事。期待高教授发挥自身的
学术优势和影响力，为我校土木工
程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注入新
的活力，补充新的元素，不断推动
学科健康发展。
高志明教授对学校给予的肯
定和信任表示感谢，表示今后将进
一步加强与学校的交流与合作，结
合自身研究方向，为推进学校学科
建设与发展、师资培养、国际交流
与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省校园安全督查组莅临我校检查

本报讯 （记者 华莹） 5月15
日下午，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戚
万学、校长张洪海等一行9人来校签
订支持枣庄学院发展框架协议。校
领导曹胜强、李东、曾宪明、明清河、
李目海、韩素玲、刘书银和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 各学院院长参加了签
约仪式。签约仪式由明清河主持。
曹胜强对戚万学一行莅临签约
仪式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曹
胜强指出，两校地处儒墨发源地，有
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传统的历史友
谊。近年来，枣庄学院坚持“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发展路径，在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建设上走在了同类院校

的前列。目前对枣庄学院来说，借船
出海，借梯登高，借脑发展，是突破
学校发展瓶颈的最佳选择。 枣庄学
院希望在学科与硕士学位立项建
设、人才与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合作
与平台建设、 人才培养与挂职交流
等方面得到曲阜师范大学的支持。
曹胜强强调， 曲阜师范大学支
持枣庄学院发展框架协议的签署，
是我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件大
事、盛事，对于全面深化两校交流合
作，提升我校办学质量与水平，推动
我校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必
将产生重大影响。
戚万学对协议的签署表示祝贺，

认为此次协议基于各自优势特色，开
启了两校全面战略合作的新篇章。曲
阜师范大学将发挥学科优势，为枣庄
学院提供支持，分享经验。
张洪海对曲阜师范大学的发展
历史、办学规模、人才引进、学科建
设、 教育教学等情况进行了简单介
绍。李东认为，协议将对枣庄学院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全方位、
多路径、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希望
尽快把协议约定转换为具体项目。
明清河要求， 全体枣院人要牢牢把
握住这次良好机遇， 在曲阜师范大
学的支持帮助下， 加快实现我校弯
道超车跨越发展的目标。

我校全面推进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工作
本 报 讯 （记者

邵清清） 5月

15日上午，枣庄学院服务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建设工作会议在综合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就全面推进我校服
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作
出专项工作部署安排。校党委书记曹
胜强讲话，党委副书记、校长李东主
持会议，校领导曾宪明、明清河、李目
海、韩素玲、刘书银出席会议。
曹胜强指出， 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是高校建设与发展的新一轮重大
历史机遇。我们要以“
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枣庄学院不可缺席”

的姿态， 将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作为
转换学校发展动能， 实现学校跨越
式发展的重大工程。曹胜强强调，落
实学校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工作， 一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二要结合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 三要结合高
端人才引育工作。 四要结合深化产
教融合、 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工作。 五要结合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工作。曹胜强要求，落实学校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工作，要

提高政治站位， 狠抓落实， 精准对
接。要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各学院、研究院要确保工作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李东要求， 全校上下要明确目
标要求，统一思想、积极行动。强化
协同推进，加强组织领导，优化人才
引进和考核机制，完善督查考核，激
发教师参与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积
极性、主动性。
明清河就 《枣庄学院服务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行动方案推
进计划》进行说明。

本 报 讯 5月 21 日上午， 以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六支队副调研
员伏开良、 山东农业大学公安处
副处长李亮亮、 德州市教育局安
全科副科长周涛等为成员的山东
省教育厅“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集中行动” 第六督查组一行三
人来我校检查督导安全工作。 校
党委书记曹胜强会见了督查组一
行， 代表学校向各位领导、 专家
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副校
长李目海， 枣庄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胜黎、 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张
辉等全程陪同检查。
通过检查台账、 现场查看，检
查组对我校的安全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 认为我校责任体系健全，规

章制度完善，设施设备齐全，台账
整理规范，工作措施得力，校园整
体安全。充分反映出校领导对安全
工作认识到位，校党委和行政对安
全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安全稳定
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责
任，确保了学校的安全稳定，为学
校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检查组还
就进一步加强校警联动等提出了
很好的建议。
对此次督查工作，学校高度重
视，曹胜强书记和李东校长亲自部
署， 全面调度。 李目海副校长指
导保卫处拟定工作方案、 台账整
理， 并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前
查看现场， 保证了检查工作顺利、
圆满。

市消防支队来校检查指导工作
本报讯 5月22日下午， 枣庄
市消防支队政委刘卫华、 防火处
处长孙彦松等一行三人来我校检
查消防工作。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副校长李目海陪同检查。
刘卫华一行实地查看了学生
公寓等重点场所。 检查结束后，
曹胜强与刘卫华进行了亲切交流。
他代表学校对支队长期以来在消
防工作方面给予我校的支持和帮
助表示感谢。 曹胜强表示， 学校
党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校园安全
尤其是消防安全工作， 建立完善
的责任体系， 健全规章制度， 注

重“
三防” 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
强化安全管理， 持续保持整体安
全和谐稳定。 希望支队领导常来
枣庄学院， 多检查， 多指导， 多
沟通， 多帮助。
刘卫华对我校的发展表示赞
赏， 对学校领导对消防安全工作的
重视表示感谢， 希望学校高度重视
消防安全， 做好自查与整改工作，
消防支队将尽力提供指导帮助， 通
过双方共同努力， 尽快消除安全隐
患， 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和学生的成
长成才提供安全、 和谐、 稳定的优
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