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校领导走访慰问老党员
本报讯（通讯员 刘惠）
“七一”前夕，校党委书记靳占忠，党委副书记宋绍富，党
委常委李佩国，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孙雪莲在离退办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分别走访慰
问了我校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和部分生活困难党员，
代表校党委向老党员和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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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我校举行
闫五一靳占忠等出席活动并宣誓

难党员送去了党的亲切关怀和节日的问候。
走访慰问中，校领导亲切询问了老党员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感
谢他们对学校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
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老党员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衷心感谢校党委的亲切关怀，
表示一定会继续
发挥余热，
与学校一同助力河北海洋大学建设，一同见证海洋大学的梦想早日成真。

本报讯（通讯员 张京政 常学东）6 月 27 日，
由河北省山区经济
开发办公室组织、我校承办的“2018 板栗高效管理技术（青龙）培训
班”
在青龙县成功举办。河北省山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逯国英，
青龙
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璇，
河北省板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理事长王同坤教授等领导，
我校科研处、
新农村中心、园艺科技学院、
农学与生命科技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有关专家以及青龙县各乡镇板栗
技术骨干、
企业代表、
栗农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会议。我校驻大巫岚镇
陈台子村、
张庄村工作组专程选派代表参加了培训班。
会议由河北省板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常学东教授主持。我校齐永顺、
张京政、齐慧霞、
赵玉华四位专家和
迁西县科技局赵国强、
华北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副院长李富平分别
就板栗新品种、
高效管理、
病虫害防控、贮藏保鲜技术、栗蘑无公害栽
培新技术、环境修复等内容进行了讲授，
并向栗农免费发放了我校编
著制作的技术手册和光盘。培训期间，
还举行了青龙县产业对接会。省
山办逯国英主任、青龙县政府副县长赵璇、
河北省板栗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同坤等领导、
有关专家以及青龙县企业、
合作社代
表近 30 人参加了对接会。会后与会人员考察了我校五指山板栗示范
基地；王同坤理事长向山办领导汇报了基地建设与科技示范情况；
齐
慧霞教授、张京政副教授分别就板栗主要病虫害、
修剪管理技术等进
行了现场指导，
并回答了栗农关心的问题。
赵璇副县长在讲话中对省山办以及我校多年来对青龙的大力支

2018 年秦皇岛市
“6·26”
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暨大学生禁毒志愿者授旗仪式在我校开发区校区隆重举行。秦皇岛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市禁毒
委主任闫五一，
我校党委书记靳占忠与广大禁毒志愿者共同宣誓，
并在签名墙上签字。
本报记者 朱洪亮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洪亮 牛静强）6 月 26 日上午，
由秦皇岛市禁毒办和

室内活动现场，闫五一等市领导同靳占忠等校领导及全体与会人员

开发区禁毒办联合开展的 2018 年秦皇岛市
“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在开发区校区学术报告厅共同观看了 《禁毒永远在路上》 大型禁毒宣传

暨大学生禁毒志愿者授旗仪式在我校开发区校区隆重举行。秦皇岛市委

片。开发区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徐文龙向我校大学生禁毒志愿者小分

常委、
政法委书记、
市禁毒委主任闫五一出席活动并讲话，
副市长、
市公安

队授旗。我校大学生禁毒志愿者同全体与会领导共同宣誓。

局局长、
市禁毒委副主任李春，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市综治办主任王立新，

室外活动现场，开发区校区主楼北侧广场，
与会领导、大学生禁毒志

持表示衷心感谢。联盟理事长单位、
我校科研处处长闫立英表示，
学校
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对青龙县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力度。
逯国英主任在讲话中指出，此次培训班旨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
实施全省山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及项目执行情况工作推
进会工作部署，促进青龙县板栗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
产业扶贫攻坚。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发挥联盟作用，
走进田
间地头，
以多种形式为产业服务。二是青龙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
展。今后山办将组织专家与青龙县多交流、
多对接，
为青龙县产业发展

愿者等共同参观了禁毒知识宣传展览。禁毒民警现场讲解了毒品的分类、

做好技术服务。三是板栗产业要向高端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
联盟要

徐文龙，
我校党委书记靳占忠，
副校长张福喜出席了活动。市委宣传部、
市

危害以及识毒、
防毒、
拒毒知识，
发放了禁毒知识宣传资料、
展示了禁毒工

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
在引领板栗产业发展再做新贡献。

文广新局、
市中院、
市教育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禁毒民警代表，
我校学生

作图片以及不同种类的毒品实物样品等。

人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识毒、
防毒、
拒毒意识以及参与禁

班

山区大县，也是板栗种植大县，
多年来省山办一直关注青龙产业的发

市禁毒办主任、
市公安局副局长佟晟兴，开发区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处、安全工作处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开发区校区部分师生共 8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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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我校的大学生志愿者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使大学生的禁毒意识得到了进

我校教师临危不惧抓小偷

一步增强，
自觉抵御毒品的水平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今后将会更加积

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近日，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教师肖继新教授在公共汽车

与会领导和大学生禁毒志愿者纷纷在签名墙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

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向广大市民呼吁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
，向全社会

极主动地参与到禁毒工作中去，对发现的涉毒现象将会及时向公安机关举

上勇捉小偷，
帮助失主找回手机的新闻在校园内迅速传开，
大家纷纷为肖老师临危不乱、

倡导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的理念。

报，
同时将广泛宣传识毒、
防毒、
拒毒知识，
做好禁毒的宣传员与监督员。

有勇有谋抓小偷的义举点赞。

靳占忠带队送科技助力平山老区脱贫攻坚
本报讯（通讯员 张立彬）6 月 15 日，
正值革命老区平山县决胜脱贫

事发当事人是我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的曹凤珍老师。2018 年 6 月 22 日中午 12 点
左右，
曹凤珍结束在昌黎校区的课程，
在校门口搭乘一辆客车，
准备去北戴河火车站坐火
车回老家看孩子。车行驶到牛头崖附近，
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曹凤珍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
突然发现包拉链开了，
一摸手机没了。这时，
曹凤珍老师发现学校同事肖继新老师正巧也

摘帽倒计时之际，
学校党委书记靳占忠教授带领我校科技团队，
到革命老

在车上，她赶紧让肖老师帮她打个电话。可是电话第一遍没人接，
再打就关机了。正当曹

区平山县西部山区的西盘石村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受到全村乡亲们的

凤珍老师准备回座位上找找看时，坐在后排一位穿绿背心的男子迅速起身和她擦肩而

热烈欢迎。

过。

靳书记一行在平山县和省科工局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西盘石村周

曹凤珍觉得这名男子不对劲儿，
“是不是他拿了我手机？”
就在她下意识喊出这句话

边环境，
并就平山县美丽乡村建设进行了座谈。

时，
男子已经下车穿过马路，
朝路北走去。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个身影迅速从车上冲下

我校付志新、
张立彬教授，
我校优秀毕业生、
省林科院毛向红、
赵京献

去，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那名男子追过去，
这正是我校教师肖继新教授。

研究员，
通过科技讲座和田间指导等形式，
重点讲述了核桃种植、花椒种

见有人追来，
男子跑得飞快。52 岁的肖继新教授紧追不舍，
追了二三十米远后，
终于

植和牛羊养殖等方面的实用技术，
发放了技术资料，
解答了群众关心的问

在一个小胡同把他追上了。肖继新一手牢牢地拽着男子的手臂，
一边要求男子还回手机。

题，
并向西盘石村捐赠了一批农业科技书籍和果树修剪工具。

行窃男子见逃脱不成，
顿时目露凶光，
出言恐吓，并从身上摸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朝

核桃、
花椒，
养牛、
养羊是西盘石村脱贫攻坚的主要产业，
目前正在积

肖继新老师挥动。与此同时，
从前方不远处出现一名行窃男子的同伙，
前来接应。见对方

极建设种养植基地，
打造西盘石生态农业特色品牌。我校送科技下乡，
将

手上有刀，
又有同伙，担心肖继新老师单打独斗被对方弄伤，曹凤珍老师打起了退堂鼓。

助力平山县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参加此次科技下乡活动的还有平山县扶

可肖继新老师却毫不畏惧，仍步步紧逼要对方交出手机。这时，同在车上的另一名乘

贫办、
农业局、
水务局、
林业局、
畜牧局等相关部门和小觉镇领导。

客——
—我校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刘东旭赶了过来，
手里举着个玻璃水杯迎上前去，厉声朝

我校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 孙胜显）6 月 15 日，
我校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产学

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候鸟迁徙重要通道和

小偷喊话，
“不把手机交出来，
小心我手里的瓶子。”小偷一看左右夹击，
就赶紧让同伙把
手机交了出来，
趁着他们拿手机的工夫，
小偷迅速挣脱逃走了。
在肖继新老师上车离开后，
因担心小偷没得逞，
会找曹凤珍老师的麻烦，
刘东旭特意
将曹凤珍老师护送到北戴河火车站后，
才放心的离开。

研合作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副校长杨越冬、

国际四大观鸟胜地之一，
区位优势重要，
湿地类型多样。2018 年初，
校企

北戴河森林湿地公园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淑军为基地揭牌。中

双方就全面合作进行了对接，我校先后为湿地公园规划、建设了精品果

国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孙扎根、
副会长刘亚文，
秦皇岛市副市长杨铁林，
河

园和精品菜园等工程。示范基地的建设，
对于发挥我校学科、人才优势，

北省林业厅湿地保护中心主任范明祥，秦皇岛市林业局长张西敏，东北

支撑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资源保护、科学技术研究、
合理开发利

偷》
《大学教授面对死亡威胁无惧色，客车上勇抓小偷……》为题分别被“河北日报客户

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秦皇岛分校党委书记孙正林、
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管

用及科普宣传教育等方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端”
“秦皇岛晚报微信公众号”
、
报道。

理处主任赵海彤等领导以及我校科研处、
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相关人

揭牌仪式后，
副校长杨越冬教授就我校服务地方、
服务社会等方面

员出席了揭牌仪式。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北戴河宣教培训基地、
东北大学

的问题接受了秦皇岛电视台的采访；
科研处处长闫立英教授针对基地黄

秦皇岛分校湿地生态环境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亦同期举行。

瓜的栽培问题做了现场指导。

当事后追问肖继新老师抓小偷的事情时，
肖老师说
“邪不压正，
怕他干啥？”
刘东旭同
学也表示，
“当时没想那么多，
但是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行动。”
日前，
肖继新教授勇捉小偷的感人事迹以《点赞！河北科技师院教授临危不惧抓小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来我校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邹良华）6 月 20 日，
以全国教育专业研究生指导委

培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随后，
职业教育研究院负责同志就我

员会秘书、
北京师范大学翟东升研究员，
职教专家工作小组组长、
天津职

校的职教发展历史、
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做法和遇到的问题以及进一

业技术师范大学孟庆国教授和河北师范大学刁哲军教授为成员的全国

步的工作计划作了汇报。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组，莅临我校进行教育硕士
（职教领域）培养工作调研。我校副校长杨越冬、
研究生部负责同志、
职业
教育研究院负责同志及其导师、
任课教师、
研究生参加了调研活动。此次

专家组听取汇报后，
召开了研究生导师、
任课教师及研究生座谈会，
就培养方案的设置、
课程教学的实施、
实践教学的开展、学生的就业去向
等问题与导师和学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调研为了全面了解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研究生培养工作情况，
全

专家组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反馈，
充分肯定了我校在职教领域研究生

面梳理院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职教领域）教育工作经验、
存在主要困难

培养中的亮点，认为我校高度重视教育硕士的培养工作，研究生管理制

和今后工作建议，加强对培养院校工作有针对性的指导，
保证该领域教

度健全，
培养工作质量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同时专家还结合我校教育硕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士职教领域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着眼，
就

副校长杨越冬首先代表学校对专家组莅临我校表示欢迎，
并对我校
的办学历史及职教特色进行了简要介绍，
同时对教指委对我校教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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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目标定位、
招生就业、
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今后的工
作思路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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