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递 高 教 资 讯·建 设 校 园 文 化

2018年4月15日

◆第4期◆
总第519期
联系电话：0632-3786718
电子信箱：xcb@uzz.edu.cn
网
址：www.uzz.edu.cn

■中共枣庄学院委员会主办

■枣庄学院报编辑部出版

■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 CN37 - 0838 / G

■周日出版

欢 迎 提 供 新 闻 线 索

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静来校调研统战工作
本报讯 （
记者 邵清清） 3月
31日上午， 山东省委统战部张静一
行7人来我校调研统战工作。 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 党委副书记曾宪明、
统战部、 民盟枣庄学院支部、 九三
学社枣庄学院支社、 枣庄学院党外
知识分子联谊会负责人等参加了座
谈。
座谈会上， 曹胜强对张静一行
来我校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 从
强化政治引领、 健全体制机制、 加
强指导培训、 开展服务活动等方面
汇报了我校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和取
得的成绩， 并结合具体实际谈了新
时代我校统战工作的打算和举措。
张静对我校统战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她指出，枣庄学院的统战工作
做得很到位，令人鼓舞。学校党委高
度重视统战工作， 建立了大统战工
作格局； 统战工作体制机制比较健
全，联谊交友制度的建立与落实，加
深了和党外人士的沟通； 统战部的
单独设置是深入开展统战工作的重

要举措；学校统战部主动作为，凝聚
共识， 引导党外知识分子积极承担
起社会责任，做出了应有贡献。
对今后我校统战工作， 张静提
出： 一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
总书记3月4日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
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凝聚党
外知识分子共识， 充分发挥高校知
识分子集群优势和作用。 二是要以
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山东代表团的讲
话为指引，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 乡
村振兴等重大战略， 立足本地， 对
接企业社会需求， 发挥教授专家的
智力科技优势， 为地方发展作出贡
献。 三是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立足
本职工作， 在学校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建设中建功立业。
座谈会结束后， 张静一行参观
了我校世界语博物馆， 并对博物馆
在联谊交友、 沟通合作等方面的作
用予以充分肯定。

我校承办2018年全省高校安保协会年会
本报 讯 3月28-31日， 我校承
办的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保卫协会
一届二次会员大会暨2018年年会在
枣庄大酒店召开。 省委教育工委二
级巡视员刘欣堂， 山东大学党委副
书记仝兴华，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副校长李目海， 省委教育工委学校
安全管理处处长魏治法， 山东省公
安厅国保局三处处长郭忠贤， 山东
省国家安全厅四总队十二支队副支
队长徐鲁东， 协会理事长、 山东大
学公安处处长桑晓旻出席开幕式。
来自全省140余高校及5家安防企业
的230余名会员参加了会议。
曹胜强首先对会议的顺利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 向莅临会议的各位
领导和同仁表示诚挚的欢迎， 对领
导们一直以来对枣庄学院的关心与
支持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曹胜强简要介绍了枣庄市的基
本情况和我校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
就。 曹胜强表示， 成绩的取得， 得
益于我校安全工作的扎实开展， 得

益于平安和谐校园的有力保障。 学
校始终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和第一责任， 时刻把广大师
生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曹胜强认为， 本次会议由枣庄
学院承办， 是对枣庄学院的厚爱，
是学校莫大的荣幸， 为我们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必将对我校
的安全工作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他希望各位领导、 同仁不吝赐教，
多走走看看， 多留下宝贵意见和建
议， 加强交流与沟通， 进一步推进
我校安全保卫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
化和科学化建设， 确保为广大青年
学生提供最安全的校园环境。
会上， 桑晓旻报告了协会2018
年工作； 刘欣堂、 仝兴华、 郭忠
贤、 徐鲁东、 魏治法等省委教育工
委、 公安厅、 国家安全厅的领导和
协会领导分别讲话， 总结和部署了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和协会工作； 安
保协会秘书长邱青报告了秘书处工
作及2017年度协会财务收支情况。

会议审议补选2名副理事长，
审议通过会费调整方案、 《山东省
高等学校安全保卫协会会费管理制
度 （修改稿）》、 《山东省高等学校
安全保卫协会会员管理制度 （修改
稿）》。
会议邀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地方政府管理
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方雷教授作
了题为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解读”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全国
“
两会”精神辅导报告。
在全体会员大会召开之前，协
会召开了一届四次常务理事（扩大）
会议， 审议提交大会表决的相关事
项， 审核批准办事机构人员调整名
单，审核批准新会员；听取了济南大
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邱
玉敏关于《山东省高等学校深化“平
安校园”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征求意
见稿）》 的说明并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将按相关程序修改后在全省高
校实施。

省委教育工委副巡视员刘欣堂来校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华莹） 为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全国
“两会”精神，3月29日下午，省委教
育工委副巡视员刘欣堂应邀来我校
作了题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 全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和水平》 的报告。 校领导曹胜
强、 李东、 曾宪明、 明清河、 李目
海、 韩素玲、 李丽清、 刘书银出席
报告会，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 辅
导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政治与发

展学院全体教师以及学生干部代表
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由党委书记曹
胜强主持。
刘欣堂的报告共分三大部分。
报告的第一部分从九个方面为我校
师生全面解读了十九大报告精神。
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谈
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报告的最后， 刘欣堂对高校党
员干部提出了要强化八个意识， 提
高工作本领， 加强学习研究， 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等要求和希望。
曹胜强对刘欣堂的报告给予了
高度评价。 曹胜强指出， 这场报告
内容丰富， 主题鲜明， 立意高远，
旁征博引， 既是一堂非常生动的形
势与政策报告， 也是一场非常好的
党课， 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
神及全国“两会” 精神和全国全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增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都将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滕州市副市长王希一行来校调研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3
月26日下午， 滕州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王希带领市教育局局长刘金
山， 市“
双创” 中心主任陈凡国，
市科技局副局长刘儒存， 市经信
局党组成员、 市电力办主任王正
奇等一行6人来我校就产教融合创
新基地进行考察调研， 我校党委
书记曹胜强、 校长李东、 副校长
明清河在综合楼八楼会议室接待
了王希一行， 枣庄发展研究院、
办公室、 宣传部、 教务处、 科技
处、 发展规划处、 发展合作处等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曹胜强对王希一行表示热烈
欢迎， 就滕州市委市政府与我校

共建“滕州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
园区” “枣庄学院产教融合创新
示范基地” 框架协议作了说明。
李东就我校的教育教学、学科
科研、 人才队伍等情况作了介绍，
就合作方式、合作内容、双方的责
任与义务表达了我校的意向。
王希同意枣庄学院提出的框
架协议， 对双方合作前景表示期
待， 要求随行部门负责同志聚焦
双方共识， 抓紧行动， 主动对接，
扎实有效推进校市合作。
座谈会结束后， 王希一行参
观了我校中兴通讯学院、 化学化
工实验教学中心、 姚建铨院士工
作站、 食品药品实验实训中心。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来校考察交流
本 报 讯 （记者 华 莹）3月28
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校长侯德东
一行来我校考察交流产教融合工
作，校党委书记曹胜强、校长李东
参加了接待。
座谈会上，李东首先向侯德东
一行莅临我校指导工作表示热烈
欢迎，并详细介绍了我校建设发展
情况。李校长说，近几年来，学校紧
紧抓住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机遇，积极
推进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以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引领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是学校坚持不懈的战略选择，学
校发展的特色在应用、 出路在应
用，核心竞争力也在应用。 而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正是建设应用型大

学最重要的路径。 下一步，学校将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企业行业发展需求以及
学校的传统和实际不断调整、改
革；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保障
机制，开展绩效考核，推动内涵提
升，努力打造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2.0版本。
侯德东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
示诚挚谢意。 他表示，我校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在全国同类院校中有
很大的影响力。此次考察活动对自
己学校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借
鉴意义。
会后，侯德东一行先后参观了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基地—中兴通
讯学院、大数据中心、世界语博物
馆和校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