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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胜强在数字丝路产教融合
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
本报讯 （
通讯员 安涛） 3月
27-28日， 数字丝路产教融合研讨会
在北京联想总部召开， 校党委书记
曹胜强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 并
作了题为“
数字化背景下新型产教
融合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的主旨报
告。 报告从“
不忘初心， 校企共筑
产教融合育人平台” “时代引领，
深化
产教融合赋能数字化转型” “
创新， 数字化时代产教融合新机制”
三个方面， 分享了在数字化背景下
我校构建产教融合创新机制的实践
与探索。
曹胜强在报告中指出， 当前全
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
叠加， 数字化、 智能化、 共享化成
为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特征、 新
趋势。 在数字化背景下， 传统的封
闭自足的教育模式无论是从空间维
度还是时间维度都是有限的， 已经
无法满足学生学习形式自主化、 内
容个性化、 时间碎片化的需求， 高
等教育赋能适应时代需求的数字化
人才培养需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教育
模式， 这个模式是开放的、 共享的，
无论在空间维度上还是时间维度上，
都是无边界的。 因此， 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
重要， 地位越来越突出。 但在数字
化时代，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要
适应数字化转型、 服务数字化目标、
支撑数字化强国的教育要求， 实现
产教资源要素的互相转化。 学校的
教育要素、 科研要素、 创新要素要
转化为行业产业的生产力、 竞争力
和创新力， 行业企业的生产过程、
最新成果要变为学校的教育场景、
教学资源， 在产教要素的双向转化
中， 形成以教育赋能产业、 以产业
赋能教育、 以产教融合赋能高质量
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新型产
教融合机制， 就是要坚持开放、 共
享的原则， 以智能化、 数字化为基
础， 主要通过互联网、 云平台、 人
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
建立虚实相融的集成化大平台。 打
破项目壁垒、 院部藩篱、 专业隔阂，
打破原有的发展边界和维度， 冲破
传统教育封闭自足的供应体系， 实
现赋能维度、 能力和能量的跃升。
曹胜强介绍了我校在创新数字
化时代产教融合新机制方面进行的
一些探索和实践， 包括： 创新校企
关系， 营造可持续的产教融合生态

体系； 坚持开放共享理念， 搭建向
“
大平台+” 演进的管理体系； 精准
调整改造， 形成适应数字化时代的
专业体系； 深化“
八个共同”， 重构
立体式全方位全过程育人体系； 激
发企业主体意识， 构建五位一体的
质量保障体系。 报告高屋建瓴， 目
标明确， 措施得力， 受到与会嘉宾
的一致好评。
此次研讨会由教育部学校规划
建设发展中心、 发展中国家工程技
术科学院共同主办， 联想集团、 曙
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曙光瑞
翼教育承办。 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对人才培养的挑战， 大数据、 人
工智能的产教融合经验分享及2.0
展望， “大平台+” 模式下的产教
融合国际化探讨， 行业应用协同
科研创新体及落地项目实施方案
研讨， “一带一路” 国家大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国际通用工程能力
体系的构建等五个议题展开讨论，
共同探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和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产教深度融
合模式升级之道。 来自全国70多
家企业和高校的近200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曹胜强到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座谈交流
本 报 讯 （通讯员 安 涛）
3
月28日下午，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到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交流
并看望我校挂职教师。 国家民委民
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海青，
科研管理处处长张世保， 科研管理
处调研员、 副处长孙启军接待了曹
胜强一行， 我校挂职教师田玉龙参
加了座谈会。
曹胜强首先介绍了我校各项事
业发展情况， 重点介绍了我校援疆
国语支教工作。 去年以来， 枣庄学
院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落实中
央治疆方略， 为缓解喀什地区师资
短缺、 促进民族交流、 增强民族团
结， 先后两次派出511名师生前往

喀什援疆支教， 形成了援疆支教枣
庄学院模式，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援疆工作指
挥部对我校的援疆支教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曹胜强还介绍了我校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大运河人
类学研究、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
世界语博物馆、 世界语教学科研
以及今年申报国家民委科研课题
等情况。
王海青对我校近年来取得的
办学成绩和形成的特色表示由衷
敬佩。 特别是在援疆支教工作上，
他赞扬枣庄学院党委政治站位高、
担当意识强， 支教工作措施得当、

管理方式先进， 师生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 支教工作取得的成
绩和经验弥足珍贵； 援疆支教工
作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治
疆方略的具体落实， 对维护民族
团结和促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意
义重大。 同时， 王海青对我校长
期以来对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
研究室的支持表示感谢， 对我校挂
职教师田玉龙博士的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
曹胜强在民族文化宫党委委
员、 副主任马志敏的陪同下， 参观
了“
各族人民心向党——
—建国初期
全国少数民族敬献中央人民政府礼
品展”。

曹胜强、李东调研餐厅并与学生共用午餐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4
月1日中午，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校长李东走进枫园餐厅调研食堂
饭菜供应情况， 并与学生共用午
餐。 办公室、 宣传部等部门同志
参加。
曹胜强、 李东在枫园餐厅查
看了餐厅的供应情况， 向后勤处
同志和餐厅工作人员详细了解餐
厅的饭菜供应量、 供应品种、 供
应时间、 价格等问题； 与多名就
餐的学生进行现场交流， 询问学
生对餐厅饭菜的口味、 价格、 服

务等方面的意见。 曹胜强强调，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
望， 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是
对孩子们负责， 更是对社会和国
家民族负责。 近日， 教育部、 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卫健委联
合发布规定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管理规定》， 一定要严格执
行， 对食品的采购、 生产、 加工、
分配等环节了然于胸， 全程严格把
控。 下一步可探索运用互联网等信
息化手段和方式公开食品加工过
程， 让学生们吃着更放心， 让家长

更安心。 李东表示， 学校在食品采
购、 食堂管理、 供餐单位选择等重
大事项上， 将以适当方式听取学生
代表大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
见， 鼓励师生们对餐厅服务多提意
见。
调研结束后， 曹胜强、 李东还
在枫园餐厅与学生们一起共用午
餐。 “校领导这么关心我们的吃饭
问题， 感觉好温暖好开心啊”， 正
在吃饭的学生感叹道。 两位校领导
表示， 今后会定期不定期对食堂进
行督查， 确保学生饮食安全卫生。

武警枣庄支队来访我校
本报讯（记者 邵清清） 4月2
日上午，武警枣庄支队政委高健一行
2人来访我校，校党委书记曹胜强、校
长李东在综合楼八楼会议室接待来
访，双方就“双拥共建”问题展开交
流。
曹胜强代表我校对高健一行表
示欢迎，并对我校的地理区位、办学
规模、办学质量、社会影响等基本情
况做简要介绍。曹胜强表示，枣庄学
院当前正在着力推进国内知名的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很多领域和环
节需要武警枣庄支队的支持。希望双
方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
军民深度融合
发展”的要求，进一步盘活共建共育
资源， 更好地提升办学育人实际成

效，使“
双拥共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李东表示， 双方在军训实践育人、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
间，希望双方在此次交流基础上加强
合作，建立更深度的合作关系。
高健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
谢， 并简要介绍了武警枣庄支队的
有关情况。 高健表示， 枣庄学院办
学历史深远、 人文底蕴深厚， 在政
治建设、 教学科研、 革命传统教育
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希望双方本着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原则， 积极合作， 开展
形式多样的“
双拥共建” 活动， 加
强联系和交流， 共同谱写军民共建
华美篇章。

2019高层人才枣庄行·新材料
专场活动专家来校考察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京龙） 3
月30日下午， 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书记宋淑启等领导陪同下，
参与2019高层人才枣庄行新材料专
场活动暨市中区高新产业项目对接
会的专家——
—全球知名药 物 科 学
家、 葛兰素史克高级副总裁利民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李佳研究
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
院上海药物所神经药理学研究国际
科学家工作站执行主任高召兵研究

员等一行来到我校考察交流， 双方
就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合作在综合楼
三楼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交流。 李东
校长出席座谈会并致辞， 副校长明
清河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 李东代表学校对各
位领导、 专家莅临指导工作表示衷
心感谢和热烈欢迎， 对我校实验室
设备、新校区建设、师资队伍、人才
引进、科研工作、学科专业建设及服
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情况进行了
( 下转第 2 版 )
简要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