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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校运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邵 清 清 ) 4月
26日上午， 我校2018年运动会在西
运动场隆重开幕。校领导曾宪明、明
清河、李目海、韩素玲、李丽清、刘书
银出席开幕式。 体育学院院长谢旭
东主持开幕式， 副校长明清河致开
幕词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明清河总结了过去一年我校在
全国、 全省体育赛事中取得的优异
成绩。 他指出， 开展体育运动、 增
强师生体魄是我校落实素质教育、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
容， 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 希望
全校师生以团结拼搏、 永不放弃的
体育精神厚植校园文化， 为我校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
伴着青春激昂的音乐， 国旗护
卫队昂首阔步进入田径场， 运动员
代表队、 裁判员代表队嘹亮的口号
声响彻运动场。19个二级学院入场
方阵精彩纷呈， 充分展示了我校的
办学特色、 学科特点和枣院学子的
多才多艺、创意创新。
丰富多彩的文体表演将开幕式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健身气功动作
轻灵飘逸、浑融凝重，武术表演拳法
高明、刀剑共舞、牧羊鞭长扬，健美

操与舞蹈表演热情奔放、活力四射，
由全校19个学院900名学生表演的
团体舞编排新颖、队形华丽，朝气蓬
勃的青春风貌汇聚成运动场上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两天的运动会时间里，34支代
表队的1810名师生运动员围绕34个
项目展开激烈的角逐。 全体运动员
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
神鼓舞下顽强拼搏， 用汗水书写自

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 讯（通讯员 赵 妤） 4月
18日下午， 我校召开2018年全面从
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党委书记曹胜强讲话，党委副书记、
校长李东主持会议， 党委副书记曾
宪明传达省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
神，纪委书记韩素玲作工作报告。校
领导明清河、李目海、李丽清、刘书
银出席。
曹胜强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一
年来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显著
成效，深刻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存在
的问题， 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永远在路上的
执着，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会上，曹胜强代表学校党委与二
级党总支主要负责人代表签订了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责任
书》， 校纪委与各部门单位行政主要
负责人签订了《办公用房管理使用目
标责任书》， 学校现职正副处级干部
签订了《廉政承诺书》。
纪委书记韩素玲在工作报告中
回顾总结了2017年的党风廉政建设

主要工作， 部署了2018年的重点工
作，对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提出要求。
经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学生工
作处党支部主要负责人分别作了典
型发言。
李东校长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
精神要求各部门单位要认真传达学
习本次会议精神。 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实领导干部
“
一岗双责”。
按照省纪委要求，与会人员集中
收看了警示教育片《失衡的代价》。

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张怒） 4月20
日下午，我校在综合楼学术报告厅召
开2018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出席会议，与单位（部门）
代表签署《2018年度安全稳定工作责
任书》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
宣读《中共枣庄学院委员会关于表彰
奖励2017年度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党委委员、副校长
李目海作工作报告。党委委员、副校
长明清河，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韩素
玲，党委委员、副校长李丽清，副校级
领导刘书银出席会议。 党委副书记、
校长李东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曹胜强在讲话中指出，2017年，
全校师生齐心协力，开拓奋进，相关
职能部门舟楫相配，主动作为，以促
进安全发展为宗旨，以构建和谐校园

为目标， 以师生安全需求为导向，进
一步强化安全管理， 创新安全教育，
培育安全文化，学校继续保持整体安
全稳定，广大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高
校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以及
我校在安全稳定工作存在的薄弱环
节，必须认真对待，加大工作力度，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李东在总结讲话时指出，曹胜强
书记的讲话，客观分析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深刻阐述了学校安全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立意深
远，科学务实，政治性强，对于全面做
好2018年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对于贯彻落实本次会

议精神， 做好2018年安全稳定工作，
李东要求各部门、 各单位思想再统
一，认识再提高。任务再强化，责任再
压实，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
学校平安和谐稳定。
李目海在工作报告中从政治站
位、安全防范水平、服务水平、安全教
育、平安校园建设、消防管理、交通整
治等七方面对2017年的工作进行了
回顾，提出了2018年安全稳定工作的
总体思路、目标任务、保障措施，部署
了2018年度的常规工作和重点工作。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校团委负
责人作交流发言。学生工作处、后勤
服务处、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负责人作为单位代表
签订了《枣庄学院2018年度安全稳定
工作责任书》。

强不息、拼搏向上的历史，充分诠释
体育精神的内涵。全体裁判员、工作
人员恪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和纪律，为运
动会创造了一个公正、安全、有序的

比赛环境。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在闭幕词
中充分肯定了本届运动会所展示的
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放弃的精
神， 并向为本届运动会辛勤付出的
运动员、 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表达谢
意， 对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表示祝贺。曾宪明表示，一年一度的
运动会是我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增强学校凝聚力， 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的一项重要举措， 它不仅检阅了
我校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的水平，也
充分展示了我校师生文明和谐、积
极进取、严谨认真的精神风貌。希望
全体师生将运动精神带到工作和学
习中， 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贡献力量。
本届运动会，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光电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
学院、 文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经
济与管理学院获学生甲组团体总分
前六名。 文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政治与
社会发展学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
院、 传媒学院获精神文明奖。 学生
男子乙组4×100米接力决赛中， 体
育专业2015级与2017级接力队分别
以45″98和46″29的成绩破46″60的原
校记录。

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妤） 4月
24日， 我校举办2018年度纪检监察
干部培训班。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讲
话，纪委书记韩素玲做辅导报告。校
纪委委员、二级党总支纪检委员、纪
委监察处全体人员参加培训。
曹胜强在讲话中指出， 学校党
委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
设， 精选配足了专兼职纪检监察干
部， 为我校纪检监察工作开创新局
面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校纪委
专门举办本年度纪检干部培训班，
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希望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认真履职尽责，为学校全
面从严治党和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结合学校本年度全面从严治党
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 曹胜强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一要突出政治导
向，强化忠诚本色，二要提升履职能
力，锤炼担当本领，三要抓好自身建
设，严格自我监督。
纪委书记韩素玲作了题为 《全
面落实监督责任、 协助党委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 的辅
导报告，依据十九大以来中央、省委
和上级纪委的新部署新要求， 结合
我校实际， 对2018年纪检监察工作
进行了规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会上， 传达了省纪委有关文件
精神，全体纪检监察干部签订了《加
强自身建设承诺书》，集中收看了典
型示范教育片《铁肩担当铸忠诚》。

曹胜强调研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
本报讯 按照学校党委“
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安排，4月16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就“
贯彻
全国全省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高
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体制机制建设”
进行深入调研，并与部分学院党总支
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代表进行了座
谈交流。学工处、人事处相关负责同
志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曹胜强对我校辅导员
班主任队伍建设取得的成就以及辅
导员在学生工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校下一步辅导
员队伍建设工作提了三点要求：

一是要强政治站位， 重立德树
人， 完善辅导员工作生态机制。 二
是要抓重点项目， 出特色品牌， 提
升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水平。 三
是要倡奉献精神， 做思想引领， 锻
造辅导员自身的优良品质、 职业素
养和岗位本领。
最后， 曹胜强要求学生工作处
认真梳理这次调研提出的每一个问
题， 做好分析， 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同时， 尽快召开辅导员会议， 把要
求传达给每一个人， 凝聚共识， 形
成合力， 推动辅导员工作又好又快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