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OZHUANG

XUEYUAN

BAO

E-mail:ｚｚｘｙｘｂ３@１２６.com

2019 年 6 月 30 日

3

综合新闻

责任编辑：吴旻

助理编辑：张钰珊

郭梦晗

李东出席枣庄市市直机关庆祝建党98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音乐会
本报讯 6月21日， 由中共枣
庄市委宣传部、 中共枣庄市委市直
机关工委、 枣庄市总工会主办， 枣
庄广播电视台、 枣庄学院音乐与舞
蹈学院承办的枣庄市市直机关庆祝
建党九十八周年暨中国人民共和国
建国70周年音乐会在枣庄实验中学
报告厅举行。 市委常委、 宣传部

长、 政法委书记李爱杰， 枣庄学院
党委副书记、 校长李东，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志才、 市政协副主席
艾百灵、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李
宗伟等出席音乐会。
下午两点， 伴随 《我 和 我 的
祖国》 的美丽歌声， 本次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 在建党九十八周年

之 际 《唱 支 山 歌 给 党 听》 ， 时 刻
牢记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 《跟 着 共 产 党 走》 创 造 更
多辉煌历史， 由市直机关合唱团
带来的三首歌让人回味无穷。 枣
庄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带来的 《欢
腾的节日》 《步步高》 《莫扎特
弦 乐 小 夜 曲》 ， 点 燃 了 音 乐 会 愉

快的气氛。 枣庄学院二胡与乐队
带 来 的 《战 马 奔 腾》 ， 展 示 守 卫
在祖国边疆草原的骑兵战士为了
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苦练杀敌本
领的情景， 表现了他们英勇顽
强、 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枣庄
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带来的 《拉德
斯 基 进 行 曲》 ， 以 脍 炙 人 口 的 旋

李东调研毕业生安全工作
本报讯 6月17日下午，校长李
东、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调研毕业
生安全工作， 并在大学生指导与服
务中心召开座谈会。办公室、学生工
作处、教务处、招生就业处、保卫处、
后勤服务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上， 学生工作处、 保卫
处、招生就业处、教务处、后勤服务
处负责人分别就毕业生教育、 学生
安全、就业、学士学位授予、学校用
水用电以及饮食安全等方面工作开

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汇
报。
李东充分肯定已开展的毕业生
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强调2019届毕
业生有关工作已到了最后的攻坚收
尾阶段， 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
作： 一是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工作，
要在“
用心、 尽力、 做好” 六个字
上下功夫， 用更高的标准抓落实、
做到位。 二是要全心全意做好毕业
生工作， 要强调首问负责制、 强调

归口管理、 强调主动服务， 要有感
情投入， 切实提高毕业生离校工作
的服务质量， 让学生怀着对母校的
美好情感高兴地离校。 三是进一步
加强对毕业生管理， 教育毕业生在
离校前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 毕业离校后更要遵守国家的
法律法规。 要建立毕业生特情信息
库， 针对毕业生的具体问题提供个
性化的服务， 重点关心关注毕业生
中的贫困生、 未就业学生、 感情危

机学生等群体， 努力让每一位毕业
生深深地感受到母校亲切的人文关
怀。 四是进一步做好夜间值班、 值
守和应急处理工作。 严格执行学生
安全稳定工作值班制度， 坚持思想
到位、 工作到位、 宣传到位、 制度
到位， 做好值班记录； 实行毕业生
安全工作零报告制度； 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 制定应急预案， 形成联动
机制， 确保毕业生文明、 安全、 有
序离校。

“放歌青春·礼赞芳华”2019毕业歌会举行

本报讯 6月19日晚，枣庄学院
“放歌青春·礼赞芳华” 欢送2019届
毕业生歌会在五四青年广场举行，
同学们用歌声感恩母校，致敬青春。
校领导曾宪明、 韩素玲、 李丽清与
2000余名师生代表共同观看了演
出。
忆如歌岁月，素时锦年。晚会在
根号七乐队的《海阔天空》中拉开帷
幕，共分为四个篇章：“恰少年”篇，
《我们都是追梦人》《怀念青春》等节

目激昂澎湃， 表达了对青春年华的
追逐与热爱；“曾记否” 篇，《万里长
城永不倒》《父亲写的散文诗》 等节
目展现了青年学生心怀感恩， 励志
前行的坚定决心； “风华茂” 篇，
《当我们一起走过》 《像梦一样自
由》 等节目抒发了毕业生对母校、
对恩师、 对成长历程最深切的眷
恋； “畅未来” 篇， 《赞赞新时
代》 《最好的舞台》 等节目绘就了
我校学子“
不负韶华不负心， 不负

青春不负梦” 的家国情怀。 晚会中
间还进行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访谈，
他们用朴实的言语真情表达对母校
的感恩与惜别。
本届歌会作为第十二届科技文
化艺术节的收官之战， 也作为母校
送给毕业生的毕业礼物， 给予毕业
生深切祝福， 追忆校园往昔风景，
感念学习生活收获， 成为展示校园
文化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 歌会结
束后， 同学们在自己的朋友圈纷纷

晒图， 表达对母校和毕业季的感
怀：“
怀揣梦想，秉承枣院精神，走向
四面八方。”“祝福母校越来越好！”
“时光荏苒，希望学弟学妹把握枣院
时光。”“
坚守家国情怀， 感恩母校，
不忘初心”。
歌会虽已结束，青春永不散场。
毕业生们即将告别母校，背起行囊，
奔向远方， 以实际行动书写自己的
坚守与奋斗，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前
程似锦。

我校举办泰山科技论坛—2019现代煤化工新技术、新材料高端论坛
暨山东化学化工学会煤化工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本报讯 6月14日至16日，
“
泰山
科技论坛—2019现代煤化工新技术、
新材料高端论坛暨山东化学化工学
会煤化工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我
校成功举行， 副校长李丽清出席会
议，山东大学、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新疆大学、中科院
大连物理研究所、兖矿集团、水煤浆
气化煤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中

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
安全生
产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以危
险化学品安全为重点，以“防风险、
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开展全国
“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
活动。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
精神，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贯
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大决策部署， 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有效遏制生产安
全事故为目标， 增强全民安全生产
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推动基层
和企业严格安全管理， 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 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问题整
改、 典型宣传、 隐患曝光和网络宣
传、知识普及、有奖举报等内容，开

国石油和化工规划院等40余所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的100余名专家、学
者、董事长和工程师参会。
李丽清代表学校致辞，欢迎各位
专家学者莅临指导，并对我校的办学
规模、办学定位、发展路径、办学特色
等基本情况做了介绍。山东省化学化
“
关于成
工学会刘宝胜秘书长宣读了
立山东化学化工学会-煤化工专业委

员会的申请报告”的批复。会议选举
山东大学杨延昭为煤化工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褚宏春、刘雪静、岳国为
副主任委员，王辅臣、解亚平等20位
专家为委员，丛兴顺为秘书长。杨延
昭表示，要以煤化工专业委员会成立
为契机，带领大家积极为我国煤化工
事业做出贡献。
李志坚、马行美、岳国、王辅臣、

魏贤勇等15位煤化工专家作了主题
报告，内容涉及煤化工产业的布局与
创新发展、煤制烯烃、水煤浆气化、煤
的定向转化与高值化利用、化学链燃
烧、煤质谱技术、煤化工污染物（废
气、废液和固废）的治理以及煤化工
安全与评估等。参会代表围绕会议主
题和专家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
入交流。

2019年全国“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安全生产月
展既有声势又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
动， 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安
全生产环境。

输、储存和使用等重点企业、化工园
区负责人和管理团队亲自主讲，深
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要论述精神， 开展安全生产教
育。

二 、全 国 “安 全 生 产 月 ”活 动 主
要内容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国务
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安全生产
领域的院士、 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
化工企业负责人参加， 交流化工过
程安全管理、 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的经验做法， 探讨提升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的思路举
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
合自身实际，聚焦重点行业，强化问
题导向，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
的论坛、讲坛、研讨会等交流活动，
汇智聚力助推安全发展。

2019年全国“
安全生产月”活动
将于6月1日至3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开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采取多种形式启动“
安全生产月”
活动。
（一）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大讲堂”，各地安
委会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
要面向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运

（二）举办安全发展论坛。

（三）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线
下线上活动。

6月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
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组
织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全
生产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职工家属、
学生、周边群众等，走进生产厂区和
化工园区， 参观生产过程、 工艺流
程、装置设备等，介绍安全生产工作
举措， 搭建企业与社会公众沟通的
桥梁。要采取设置咨询展台、举办展
览展示、 发放宣传品、 开展有奖竞
猜、安全场馆体验等多种形式，组织
现场宣传、咨询服务、体验交流等线
下活动。
（四）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科普
宣传活动。

律、 铿锵有力的节奏、 独特的音
乐感染力和强烈的剧场效果， 为
音乐会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
这是枣庄市直机关首次通过举
行主题音乐会的形式， 为党和祖国
送上深情祝福和崇高献礼。 市直机
关的党员干部群众800余人参加了
音乐会。

我校与山东银光福源
健康养老中心举行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拓宽我校养老服务与
管理 （智慧养老方向） 专业建设渠
道， 培养出符合行业需要的应用型
人才，在山亭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6月20日上午，我校与山东银光福源
健康养老中心在汉诺庄园会议室隆
重举行校企合作签约暨教学实践基
地揭牌仪式，枣庄市人大副主任、枣
庄学院发展研究院院长徐玲， 枣庄
学院光电工程学院院长韦德泉、妇
委会主任巴岩， 山亭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家云、副区长廖华，山东银光
集团副总裁、 枣庄事业部总经理殷
继和，枣庄学院相关专业教师、银光
福源健康养老中心员工代表等参加
活动，仪式由廖华副区长主持。
会上， 我校与山东银光福源健
康养老中心进行了深入交流。 殷继
和对银光集团和养老中心开办历程
及未来规划做了具体介绍， 对与枣
庄学院开展合作表示期待。 韦德泉
就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养老）专业
建设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双方就养
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
果转化、 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达成
共识并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徐玲和
王家云为校企合作实践基地揭牌。
王家云对实践基地的揭牌表示
祝贺， 对枣庄学院支持山亭区养老
事业发展表示感谢。徐玲表示，产教
融合、 校企合作是我校专业建设与
发展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实践基地，
实现师生与企业深度合作， 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教师的
科研服务能力， 有助于为枣庄市养
老服务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
备， 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实践基地这
一平台，齐心协力，加强合作，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
这次校企合作基地是我校智慧
养老专业在地方的首次落地， 为我
校服务地方、 对接养老服务需求开
辟了新路径。

以危险化学品事故案例剖析和
安全科普为重点， 征集遴选一批安
全警示教育片、公益广告、动漫等作
品， 在中国应急信息网组织一次网
上安全警示教育展播活动， 在全国
“安全生产月”官网举办一次危险化
学品安全知识网络有奖答题， 发起
一次“
抖除隐患”抖音话题。
（五）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根据重点行业领域和潜在的各类风
险隐患， 以危险化学品安全为重点，
组织开展专项、综合应急预案演练以
及跨地区、多部门、多层级参与的联
合应急演练，进一步修订完善应急预
案。各类企业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相关
企业，要认真排查梳理自身重大安全
风险，广泛开展现场处置方案和重点
岗位应急处置演练活动，特别是车间
班组一线员工操作式、实战化的初期
应急处置演练， 强化标准规范意识，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