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责任编辑：焦成冉 助理编辑：于晓 孔德颖 庄育锦 付傲伟

综合新闻

ZAOZHUANG

E-mail:zzxywxb@163.com

XUEYUAN

BAO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曹胜强获批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
近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正式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名
单，全国共立项151项，其中山东省
立项7项。我校曹胜强教授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信仰教育

研究》（项目编号：20VSZ030） 获批
立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层次最高、 权威
性最强、竞争最为激烈的项目，包含
重大招标、年度项目（含教育学、艺

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高校
思政课研究专项、后期资助、中华学
术外译等项目。近年来，在校党委行
政的正确领导下， 我校哲学社会科
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针
对202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

2020年山东省青年学者泰山国际论坛
枣庄学院分论坛成功举办
10月25日， 由山东省教育厅主
办、 枣庄学院承办的2020年青年学
者泰山国际论坛枣庄学院分论坛成
功举办。 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
123位青年学者和相关部门及学院
负责人、 教研室主任等参加论坛，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为论坛开幕式致
辞， 校党委委员、 组织部部长孙正
在主会场参会。
曹胜强在致辞中介绍了学校
的基本情况、 发展愿景及人才工
作成绩， 并向各位青年学者发出
了诚挚邀请。 他表示， 枣庄学院
正在以更加开放的胸怀、 更加积
极的姿态、 更加优厚的条件向优
秀青年学者敞开怀抱。 枣庄学院
真诚欢迎各位青年才俊把事业安
在枣庄学院、 把家庭建在枣庄学

院、 把青春与才华献给祖国的高
等教育事业， 与枣庄学院一道携

手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
（文/ 人事处）

焦成冉） 10月

23日下午， 第二届“爱我国防” 枣
庄市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在我校
综合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比赛由
枣庄市国防教育办公室、 枣庄市
委宣传部、 枣庄市教育局、 枣庄
日报社、 枣庄广播电视台、 枣庄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办， 枣庄学
院承办。
枣庄军分区司令王普照， 校党
委副书记曾宪明， 校党委委员、 宣
传部部长张昌林， 校党委委员、 统
战部部长林勇出席活动， 学工处及
主办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 部分学

生代表参加活动。 大赛最终共决出
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等奖3
名。 其中， 我校化学化工与材料科
学学院的陈志英获得第一名， 枣庄
职业学院的韩娜娜、 许鑫分获第
二、 三名。 同时， 在此次活动中，
我校获优秀组织单位奖。

2020年枣庄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闭幕式在我校举行
10月21日下午， 我校举办2020
年枣庄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闭幕式暨枣庄学院“启慧众创空
间” 新注册创业项目路演。 副校长
明清河、 李丽清， 枣庄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陈魁、 工业和基础
设施发展科科长张斌、 副科长李翘
楚出席活动， 创新创业学院、 团
委、 学工处、 教务处、 科技处、 招
生就业处等部门负责人， 以及30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明清河首先介绍了学校的创新
创业工作， 指出创新创业教育是学
生综合能力培养提升计划的重要一
环， 学校始终坚持把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作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根据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形势要求和“服务地方、 特色
发展，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
才、 智力、 科技支撑” 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确保人才培养
目标与学校办学定位、 专业发展目

标相一致， 形成校、 院、 专业逐级
细化、 逐级支撑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 通过课程体系平台和实践教学
平台的不断革新， 融入到应用型人
才培养中。
陈魁在讲话中表示， 市发改委
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以“先把枣庄经济搞上去”为目标，
为我市广大创业者营造一流环境、
搭建广阔舞台。
（文/ 创新创业学院）

我校召开2020年高等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会议
10月20日下午， 我校在综合
楼三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高等教
育事业统计工作会议。 副校长明
清河出席会议并讲话， 相关部门
负责人和数据填报工作人员参加
会议。
针对今年统计工作， 明清河
强调， 各相关部门一要进一步提
高重视程度， 不断完善统计工作
流程和方法， 健全统计工作台账

和相关档案， 形成良好的统计工
作机制。 二要进一步增强法制意
识， 筑牢思想防线， 防范统计造
假， 切实做到依法统计。 三要进
一步做好数据挖掘、 统计、 分析
工作， 深刻领会填报指标内涵，
深入研究相关政策和未来的发展
趋势， 做好数据分析和反馈工作，
切实提高数据统计工作质量。 四
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 落实责

任分工， 增强责任意识， 做好沟
通协调， 严守时间节点， 切实将
数据统计工作做好、 做实、 做细，
高质量完成统计工作。
会上， 发展规划处相关负责人
传达了2020年全省高等教育事业统
计工作会议精神， 对我校统计工作
进行了具体安排， 对数据填报要求
等进行了详细解读。
（文/ 发展规划处）

明清河到外国语学院指导党总支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活动
10月21日下午， 外国语学院开
展党总支理论中心组 （扩大） 理论
学习研讨活动， 集体学习中共中
央、 国务院印发的 《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文件精神，
学校党委委员、 副校长明清河到会
指导并讲话。 会议由外国语学院党
总支书记刘玉宝主持， 学院科级以
上干部、 党总支委员、 各党支部书
记参加了学习研讨活动。

明清河带头参加学习研讨， 并
针对下一步党总支理论中心组的集
体学习和研讨工作， 明清河提出四
点要求： 一是思想认识上再深化，
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开展好该项工
作， 把集体学习作为提高班子理论
素养、 增强驾驭全局能力的重要抓
手； 二是落实措施上再具体， 要周
密制定年度学习计划并严格执行，
建立常态化机制， 确保每月至少开

展一次集体学习研讨活动； 三是学
习形式上再创新， 要研究探索理论
学习的有效形式， 创新方式方法，
不断增强理论中心组的吸引力、 感
召力； 四是学习效果上再凸显， 要
重在效果， 突出理论学习有收获，
重在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
动工作。 明清河还就学院党建和其
他业务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文/ 外国语学院）

申报动员培训与学院自行组织论证
会有机结合；组织论证提升，组织经
验丰富的评审专家对申报书进行逐
一审读把关、提出修改建议，从而切
实有效地帮助教师提高项目申报书
质量。
（文/ 社科处）

明清河出席数学与统计学院2021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会
为全面总结2020年数学与统计
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作，
并做好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
报组织工作，10月21日下午，数学与
统计学院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报动员大会在综合楼1510会
议室召开。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明清
河出席会议并做动员讲话， 学院博
士、教授等科研骨干参加会议，会议
由副院长房永磊主持。
房永磊首先传达了校党委书记
曹胜强和校长李东在学校2021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精神， 然后又通过和兄弟高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情况进行对

第二届
“
爱我国防”枣庄市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
记者

作，学校提前谋划、精心组织，提前
启动申报准备工作，精心制定方案，
明确申报组织工作时间节点安排和
具体实施要求；开展培训辅导，多次
邀请国内权威专家来校作申报培训
及辅导报告， 实现学校层面组织的

比，分析了学院基金申报的现状，让
参会教师既看到取得的成绩， 也看
到了和兄弟学院的差距。
会上， 明清河指出， 学校将进
一步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组织
申报力度， 希望学院全体教师能抢
抓机遇， 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报工作， 树立坚定信念， 上
下同心、 形成合力， 迎难而上， 努
力打造一流科研团队， 提高立项数
量， 持续提升申报质量， 为学院的
科研学术水平再上新台阶、 为学校
硕士点申报和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
设贡献力量。
（文/ 数学与统计学院）

明清河出席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10月21日下午， 旅游与资源环
境学院在理工楼2514会议室举行客
座教授聘任仪式。 枣庄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地理教研员、 中学高级教师
刘高峰被聘任为我校客座教授， 校
党委委员、 副校长明清河出席聘任
仪式并为其颁发聘书。 学院党政领
导及部分教师参加聘任仪式， 仪式
由院长王满堂主持。
明清河在讲话中指出， 刘教授
的加盟将推动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在地理科学 (师范) 专业上升一个

新台阶， 搭建起高等教育与中学基
础教育对接的桥梁， 希望学院抓住
机遇， 高起点快推进， 力争早日通
过地理科学专业师范认证工作。 刘
高峰表示， 愿意全力支持旅游与资
源环境学院的各项工作， 希望用自
己所掌握的基础教育信息和科研成
果为学院师生带来更多帮助。
聘任仪式结束后， 刘高峰作了
题为“新时代的高中地理课程与高
考改革” 的学术报告。
（文/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 上接第 1 版 ) 听课看课20门次， 调
阅毕业论文75份、 教育实习报告96
份、 试卷或课程考核材料1389份，
查阅学校和学院的管理文件、 教学
档案、 支撑材料等481份， 访谈在
校师生、 学院领导、 专业负责人和
管理人员100人次， 相关校领导和
职能部门负责人15人次， 访谈用人
单位代表与校友代表53人次， 实地
走访校外教学实践基地3个。
28日上午， 专家意见反馈会在
我校综合楼三楼会议室举行， 专家
组全体成员， 山东省教育厅教师工
作处副处长刘依林， 校领导曹胜
强、 李东、 曾宪明、 明清河， 相关
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 汉语言文
学和生物科学专业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议由俞晓红主持。
会上， 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场考
查专家组组长俞晓红和生物科学专
业认证专家组组长毕华林分别反馈
考查总体情况和专家组整体考查意
见。 专家组一致认为： 我校专业
认证工作成效明显； 专业优势与
特色突出； 注重培养师范生的教
育情怀和教学实践能力， 形成了
系统的教学技能培养体系； 以学生
为中心的办学理念特色鲜明。 专家
组成员围绕认证标准， 对两个师范
类专业的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
程与教学、 合作与实践、 师资队
伍、 质量保障等方面， 逐条反馈查
证发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建议。
刘依林代表省教育厅对教育部
认证专家组给予枣庄学院的精心指
导表示感谢。 刘依林表示， 专家组
进校认证既是对枣庄学院两个师范

类专业办学水平、 教育质量的一次
全面检查， 又是对学校多年来形成
的办学经验和办学特色的一次总结
和验收， 更是对山东师范教育的一
次现场指导， 专家的考查意见也帮
助我们找寻到推进师范类专业建
设、 加强教师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
着力点。 刘依林表示， 山东省教育
厅高度重视教学教育工作， 在和枣
庄学院一起抓好整改工作的同时，
将把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作为下一
步全省师范类专业建设改进推进的
重点。 枣庄学院要认真研究、 深入
领会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拿
出切实有效的整改办法和措施， 不
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精耕深耕师
范专业， 通过认证推动师范专业内
涵发展、 创新发展、 特色发展。
党委副书记、 校长李东代表学
校作表态发言， 对专家组现场考查
期间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悉心指导表
示感谢。 李东表示， 专家们经验丰
富、 工作严谨， 评价客观、 建议中
肯， 提出的改进意见和建议高屋建
瓴，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为两个专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
为我校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
方向。 党委副书记、 校长李东表
示， 学校将全面梳理、 深刻领会专
家的反馈意见， 紧紧围绕意见要
求， 开展全面整改， 分步骤、 分阶
段逐项将专家组的意见建议落实
好， 弥补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短
板与不足， 促进学校师范类专业教
学质量不断提升。
反馈会上， 我校汉语言文学、
生物科学专业负责人分别就专家意
见作了表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