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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2019年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4月
10日下午， 我校在综合楼三楼会议
室召开2019年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
项建设重点工作推进会。 校党委书
记曹胜强讲话，校长李东主持会议，
校领导曾宪明、明清河、李目海、韩
素玲、李丽清出席会议，各职能部门
负责人和各二级学院院长、 副院长
及院长助理参加会议。
曹胜强在讲话中指出，2019年
是我校的“工作落实年”，是硕士学
位立项建设最为关键的一年。 为完
成立项建设任务， 我们要打一场攻
坚战， 各单位必须对标硕士授权立
项建设工作具体目标，按照“高、精、
严、细、实”的要求，争当狠抓落实的
“
排头兵”， 加快推进落实硕士授权
立项建设各项工作，补齐短板，缩小
差距， 确保今年年底我校全面达到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审核基
本条件。
曹胜强强调， 推进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关键在落实。
一要强化责任抓落实。 要明确责任
主体，全校上下心往一处想、智往一
处谋、 劲往一处使， 每一个部门单
位、每一个人都要为学校出力，都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 要创新“责任管
理”机制，树立“抓住没落实的事+
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的理念，做
到“
一切工作具体化、具体工作项目
化、项目管理责任化、责任落实高效

化”。二要突出重点抓落实。要提升
学科内涵发展，凝练学科方向，瞄准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需要， 根据学校学科发
展特点，找准定位，凝练研究方向，
逐渐强化核心竞争力。 要落实纵横
向科研项目经费指标任务， 进一步
突出团队力量，发挥团队创新能力，
进一步提高科研服务质量。 要落实
国家自然基金指标任务， 抓好新引

进博士的国家自然基金申报工作，
充分发挥新引进博士的积极性，提
升项目申报率，达到申报指标任务。
三要完善机制、改进作风抓落实。要
健全内部沟通协调机制、 跨部门统
筹协调机制、“
硕士学位授予权建设
指挥部”统筹工作机制，合理确定发
展步骤、政策措施；创新“
效率管理”
机制和“精准督查”机制，仔细筛查
各项重点工作中的“梗阻”，紧扣工

中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人员聘任仪式举行
本 报 讯 4月19日上午， 枣庄
学院中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人员聘任仪式在综合楼8楼接待室
举行。 聘任仪式由副校长明清河
主持，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向中俄
人文合作发展中心主任尹斌博士
颁发了聘书。
尹斌此次来校主要就前一阶段
学校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合作交流工作进展情
况进行汇报。就中外合作办学、汉语

国际化推广、海外留学生招生、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事宜提出了
工作建议。 曹胜强对尹斌两个月以
来的工作表示认可， 指出“一带一
路”倡议是国家规划，枣庄学院将一
如既往、 坚定不移地为国家战略贡
献枣院力量， 努力推进与包括俄罗
斯在内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
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曹胜强强调，
下一阶段要依托中俄人文合作发展
中心在俄罗斯及“一带一路”沿线相

关国家的良好资源继续推进枣庄学
院与相关各国高校及教育、 科研机
构合作，打造过硬的合作交流项目，
让枣庄学院走出去， 把海外精华引
进来，达到服务地方、造福枣院师生
及相关各国民众的目的。
枣庄市科技局副局长、 市外
国专家局局长朱广地受邀出席仪
式。 学校人事处、 教务处、 科技
处负责人及国际处工作人员参加
上述活动。

枣庄市双百联合技术攻关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4月9
日下午， 枣庄市“
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双百联合技术攻关”专项行动启
动仪式在我校综合楼报告厅隆重举
行。校党委书记曹胜强、校长李东、
副校长李丽清， 枣庄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刘吉忠、 山东省科技厅资源配
置与管理处处长祝恩元、 山东省科
技厅科技服务推进中心副主任王晓
东、 常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党委书
记吴荷平、 山东省科学院高新技术
产业（中试）基地党总支书记孙长高
出席启动仪式。 仪式由枣庄市科技
局局长邵磊主持。
曹胜强在启动仪式上致欢迎
辞，对启动仪式的举办表示祝贺，对
各位来宾的莅临表示欢迎。 曹胜强
指出，枣庄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全面
推进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
设，研究制定了《枣庄学院服务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行动方案》，
完成了与枣庄市辖6个区市及枣矿
集团的全面对接，签订4项战略合作
协议； 与地方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
机构102个。今后学校将进一步落实
推进措施， 为学校和枣庄市联合开
展的“专家教师深入企业担任企业
科技创新特派员计划”提供资金、政
策和人才支持，培养一批崇尚实践、
乐于服务、 勇于创新的优秀专家和
教师队伍； 更加精准地推进校城融
合发展，聚焦聚力新旧动能转换，以
学科链对接产业链， 在科研项目立
项、新型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产学研
合作示范基地建设、 人才共引共用
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协作， 更好
地发挥人才库、动力源、助推器的作
用，实现枣庄学院与地方优势互补、
共赢发展。
刘吉忠在致辞中指出，“双百联

合技术攻关专项行动” 对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 加快创新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
做好各项配套服务及保障工作，为
科技特派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 要继续发挥好产学研协同创
新联合基地的作用。 要积极构建以
院所和高校为依托、 以科技特派员
为纽带、以企业为基础、适应市场经
济要求的服务新体系， 加速先进成
果向基层生产一线转移。
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科技
创新特派员代表与企业代表签约
仪式， 并颁发企业科技创新特派
员聘书。
邵磊在总结发言中要求， 全市
各级部门和各企业要以此次专项行
动为契机， 持续深化与各科研院所
及专家的合作， 不断推动全市相关
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作任务指标，加强督察；完善自查机
制、督查机制，同时虚心向战略合作
单位学习，向做得好的单位学习，向
取得硕士点的单位学习。
李东要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汇集力量， 坚决打好硕士授权立项
建设攻坚战。 把思想统一到学校党
委决策部署和本次会议精神上来，
凝心聚力，迎难而上，把“一切为了
硕士点建设， 一切服务于硕士点建

设，为硕士点建设提供一切支持”落
实落地。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责
任， 充分认识硕士授权立项建设面
临的严峻形势， 每位干部都要当好
施工队长， 每位同志都要当好施工
队员。 要进一步强化目标， 细化任
务， 牢牢把握硕士授权立项建设主
动权，积极作为，苦干实干，加强监
督，严格考核，大幅度提升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 学科专业建设及人才培
养质量和水平， 确保学校实现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目标任务。
李丽清在会上做了2018年度硕
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总结
报告，宣读了《枣庄学院进一步强化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机
制》《关于下达枣庄学院2019年度科
研项目经费目标任务的通知》和《关
于表彰2018年度学科建设工作突出
贡献单位、 科研创新工作先进单位
的通知》。光电工程学院、化学化工
与材料科学学院获得2018年度学科
建设工作突出贡献单位荣誉称号；
文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
制药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获得2018年度科研创新工作先进
单位荣誉称号。
曹胜强为2018年度学科建设工
作突出贡献单位、 科研创新工作先
进单位颁奖，并与“
3+3”学科依托
学院负责人签订2019年度目标责任
书。

省派山亭区北庄镇乡村振兴服务队
来校考察交流
本 报 讯 (通讯员 王 岳 平 ) 4
月11日下午， 省派山亭区北庄镇乡
村振兴服务队孙德强厅长一行10人
来我校考察交流。 校党委书记曹胜
强、校长李东，副书记曾宪明在综合
楼三楼会议室与孙德强一行举行座
谈，双方就高校助力乡村振兴、服务
地方等方面工作展开交流。 李东主
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 曹胜强代表我校对
服务队一行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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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校正重点推进产
教融合、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人
才引进与师资队伍建设、 科研创新
能力提升等工作。曹胜强指出，依托
地方发展、服务地方发展、助推区域
新旧动能转换既是学校的战略性定
位，也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方向，
建议依托服务队、 山亭区政府和北

庄镇政府共建“乡村振兴学院”，希
望相关各方要尽快对接和洽谈合作
事宜。
孙德强简要介绍了乡村振兴服
务队的人员构成和任务使命。 孙德
强表示， 服务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的方针政策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
部署， 助力山亭区北庄镇及所属五
个村脱贫攻坚，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贡献力量。 枣庄学院作为地方
高等学府， 人才济济， 科技优势突
出， 希望给予服务队人才和技术等
方面的支持。
北庄镇党委书记王宜建简要介
绍了北庄镇基本发展情况， 并期待
开启乡村振兴服务队、 北庄镇和我
校之间全面合作的新局面， 建立互
惠共赢、共同进步的合作关系。
座谈会后， 服务队一行参观了
我校世界语博物馆。

我校第九届音乐节开幕
本 报 讯 4月17日下午2点，随
着声乐教学汇报音乐会在音乐厅隆
重举行， 枣庄学院第九届青年音乐
节正式开幕。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
副校长李目海、 纪委书记韩素玲、
副校长李丽清在办公室、 党委宣传
部、 教务处等负责同志陪同下， 与
音乐与舞蹈学院师生一起观看了音
乐会。
本 届 音 乐 节 贯 穿 2019 全 年 ，

共 包 括 40 余 场 演 出 ，16 场 学 术 报
告，8场比赛选拔音乐会。 参演师
生将达到千余位， 受众将多达几
万人。
音乐节旨在培养一专多能的高
素质应用型音乐舞蹈艺术人才。系
列活动按照团队统筹规划、 个人分
工负责的模式进行， 要求大一至大
四所有学生参与演出， 使每个学生
都有锻炼和出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