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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暨表彰大会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
6月
27日下午， 我校在综合楼报告厅举
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暨表
彰大会。 校领导曹胜强、 李东、 曾
宪明、 明清河、 李目海、 韩素玲、
李丽清出席会议， 全校科级以上党
员干部， 师生党员代表、 入党积极
分子代表， 本学期新发展的党员参
加会议。 大会由校长李东主持。
大会在全体起立、 奏唱 《
国歌》
中开始。 在党委组织员轩庆明领誓
下， 新党员宣誓， 其他党员同志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代表学校党
委讲话， 向全校共产党员致以节日
的祝贺， 向奋战在各个岗位上的同
志们表示亲切慰问， 并向全体党员
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重温历史， 坚定伟大理想
信念。 98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 我国政治、 经济、 文化等事
业飞速发展，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
与日俱增，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 历史雄辩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 光荣、 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愧为中国
工人阶级、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 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驶入新航程， 重大风
险、 重大挑战、 重大阻力、 重大矛
盾摆在面前。 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
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 引
领时代， 更加坚定伟大的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 每一位党员、 干部都要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结合“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 把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深学透，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二要学习先进， 凝聚干事创业
正能量。 两年来， 在上级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 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
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 以党建为统领， 以党建促发
展， 不断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取得新
的成绩， 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先
进集体和先进分子。 这些同志是全
校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要学
习他们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

品质，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 始终坚
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保持政治
定力， 争做政治过硬、 与党同心的
好干部； 要学习他们勇于担当、 敢
于负责的顽强斗志， 主动直面困难
和问题， 争做埋头苦干、 攻坚克难
的好干部； 要学习他们积极进取、
奋发有为的敬业精神， 争做服务师
生、 亲民为民的好干部； 要学习他
们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
风， 坚持深入基层、 深入师生群
众， 争做脚踏实地、 勤政务实的好
干部； 要学习他们清正廉洁、 大公

我校举行2019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6月27
日上午， 我校在综合楼报告厅举行
2019届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
式。校领导曹胜强、李东、曾宪明、明
清河、李目海、韩素玲、李丽清出席
典礼并在主席台就座， 各学院党政
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
毕业生代表及在校生代表共同参
加。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主持典礼。
副校长明清河宣读了 《枣庄学
院2019届学士学位授予决定》。今
年，我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5250人，
其中本科毕业生3550人， 专科毕业
生1700人， 共有3482人获得学士学
位。
校长李东与毕业生代表一一亲
切握手， 将学位帽上的流苏从右侧
拨到左侧， 颁发学位证书并合影留
念。同学们手中的证书，是过去取得
成绩的证明， 更是踏上充满机遇与
挑战的人生新旅途的信心与支持。
曾宪明宣读了 《共青团枣庄学
院委员会关于表彰“
枣庄学院2019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秀青
年志愿者”的决定》。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为2019年
“
服务西部”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颁
奖。母校寄语声声入耳、字字珠玑，
带给了志愿者们前行的力量， 引起
志愿者们强烈的共鸣， 赢得在场师
生热烈的掌声。
李东做了题为 《担当时代使命
绽放青春梦想 做堪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的毕业典礼致辞，代
表学校对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开
启人生新的篇章表示祝贺， 向一直
以来辛勤付出、无私奉献、哺育学生
成长成才的师长表达感谢和敬意。
李东回顾了过去四年中， 学校在教
育教学质量提升、 学科建设和科研
能力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新
校区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列举
了2019届毕业生中值得大家学习的
榜样， 激励毕业生将家国情怀铭记
于心，做一个坚定自信、追求卓越的
人；将责任担当铭记于心，做一个胸

怀理想、不懈奋斗的人；将志强智达
铭记于心，做一个终身学习、勇于创
新的人；将兼爱尚贤铭记于心，做一
个厚德养正、达观明理的人。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安洪涛老
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勉励同学们
把拼搏当作习惯，把理性当作常态；
把学习当作习惯，把勤勉当作常态；
把合作当作习惯，把诚信当作常态，
希望同学们带着在母校汲取的精神
和能量，“仗剑”走向四海八荒，奏出
人生的欢乐颂，谱写壮丽的中国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邵伟
同学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分享了
他们的大学故事， 表达了对大学时
光的无限眷恋、对同窗的难舍情谊、
对师长的感激之情以及对未来的无
限憧憬。 优秀毕业生代表向一线恩
师敬献鲜花， 用拥抱和泪水表达了
对老师们无私教诲的感恩之情。在
校生代表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级巩
浩同学表达了对师兄师姐们的祝贺
和祝福。

无私的高尚情操， 严守党的纪律，
传承党的优良作风， 争做廉洁自律
的好干部。
三要从严治党， 加强和改进党
的建设。 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 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 关键在党建， 有一支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的优秀党员干部队
伍， 争做“
四个表率”。 一是争做解
放思想、 改革创新的表率， 把枣庄
学院的发展， 把本部门本学院的工
作放到全省同类院校乃至全国同类
高校的视野中来谋划和推进， 争创

一流工作业绩。 二是争做推动发展、
加快发展的表率， 树立强烈的发展
意识， 增强加快发展的使命感、 紧
迫感和责任感， 视发展为己任， 齐
心协力， 真抓实干， 在推动发展上
多想办法、 多出真招、 多求实效。
三是争做敢于担当、 真抓实干的表
率， 继续带头转变作风， 带头真抓
实干， 做到在加快学校高质量发展
上敢担当、 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上
敢担当、 在破解学校发 展 难 题 上
敢担当， 主动把责任放在心上、
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 落实到行
动上。 四是争做廉洁自律、 遵纪
守法的表率，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
纪律、 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 群
众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依法依规行使权力， 自觉接受群
众监督、 舆论监督。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宣读了
《
中共枣庄学院委员会关于表彰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
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关于表彰
2019年枣庄学院思想政治工作先
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决定》。 数学
与统计学院党总支等先进党组织、
黄成亮等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
杨全顺等优秀党员代表， 人事处
等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袁心
等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代表上台
领奖。
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广云、 优
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传媒学院教工第
一党支部书记张宪席、 优秀党员代
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红莉做
了典型发言。
大会结束后， 与会领导和师生
代表观赏了由音乐与舞蹈学院带来
的庆祝建党98周年精彩文艺表演。

校领导参加二级学院2019届毕业
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6月
24日至26日， 我校各二级学院陆
续举行2019届毕业生学士学位授
予仪式， 校领导曹胜强、 李东、
曾宪明、 明清河、 李目海、 韩素
玲、 李丽清先后参加了18个二级
学院的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
仪式。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先后参加了
旅游与资源管理学院、 政治与社会
发展学院的毕业典礼， 为毕业生拨
穗正冠并颁发学位证书。 曹胜强鼓
励同学们勇敢追逐梦想， 涵养宏大
格局， 树立家国情怀， 结合国家发
展、 社会进步来思考和谋划未来人
生。
校长李东在参加光电工程学院
毕业典礼时表示， 同学们见证了光
电工程学院的快速发展， 枣庄学院
将继续砥砺前行， 成为同学们的坚
强后盾与精神家园， 希望同学们秉

持枣庄学院“兼爱尚贤 博物戴
行” 的校训精神继续努力奋斗。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先后参加
了生命科学学院、 传媒学院、 外国
语学院的毕业典礼， 亲切地与毕业
生们一一握手、 道贺， 祝福毕业生
们能够在社会这所人生的大学中奋
力前行。
校领导明清河、 李目海、 韩素
玲、 李丽清分别参加了化学化工与
材料科学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心理教育与科学
学院等学院的毕业典礼， 将毕业生
学士帽上的流苏从右侧拨到左侧，
为他们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并合影
留念， 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常回母
校看看， 枣庄学院永远都是大家温
暖的家。
现场， 同学用热烈的掌声表达
心中的喜悦与激动， 共同见证人生
这一重要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