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彦怀率团访问德国
意大利取得多项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孙学文）10 月 15 日至 22 日，以学校党委书记辛彦怀为团长、财经
学院院长于红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孙学文为团员的三人代表团，
赴德国、意大
利有关高校进行访问。访问期间，
辛彦怀书记代表学校与德国德累斯顿应用技术大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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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教育质量监督与评价

河北省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工作推进会在廊

机制。两个提高，
试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

坊市召开。教育厅党组副书记、
教育厅副厅长韩

服务能力显著提高，试点高校学生就业质量显

俊兰同志出席并讲话。我校校长王同坤、
党委常

著提高。指出：
实现上述目标，
必须把握方向，
抓

委李佩国、转型办马爱林同志会同省 10 所转型

住关键，精准发力，要强化三个意识，即强化整

发展试点高校校长、主管副校长及相关领导，其

体意识、开放意识、群众意识。重点抓好五个方

他 11 所省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单位主管校长、教

面工作。着力抓关键，
努力实现错位竞争最佳路

务处长参加了会议。

径选择，实现差异化发展；着力筑平台，在深化

会议全面总结省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工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上下功夫。着力调专

作开展以来的情况、交流了转型发展工作经验，

业，建立起与地方、行业、企业同频共振的专业

研究部署了进一步加快推进全省本科高校转型

体系。着力抓师资，多措并举，建设双师双能型

发展试点工作。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师资队伍。着力抓育人，
突出工匠精神和综合素

主任（原规划司司长）陈锋就
“高校转型发展”做

质能力的培养。

了题为“关于‘十三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
干问题”
的专题报告。

韩俊兰最后强调，各转型单位要提高执行
力，深入抓落实，紧紧围绕“真”转型，确保我省

教育厅党组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韩俊兰
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河北省高校下一阶段

转型发展试点工作取得预期目标。
会上，河北省财政厅教科文处调研员宋华、

转型工作要把握新常态，
适应新形势。要进一步

河北省发改委社会处主任科员王秋曼分别就有

提高思想认识，把转型工作作为“十三五”期间

关工作进行了通报，就推进 2017 年转型试点相

的“重中之重”
，切实增强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

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感。高校转型发展要做到
“四个看”
，即向上看、

王同坤校长代表我校做了
“立足应用，突出

向外看、向内看、向下看，以此来充分认识转型

特色，
着力推进转型发展”
的主题发言。从
“转变

发展的重要意义。

思想为先导，办学定位更加明确”
，
“‘三对接三

署了合作协议；
与柏林欧亚语言学院达成德语培训合作意向；
与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会谈，探讨在意大利建立孔子学院事宜；与摩德纳大学语言中心商讨学生交换事
宜，
并达成有关财经、
工商等专业本科、
硕博合作培养计划。 代表团还参观了德国歌德
学院、
莱比锡大学、
洪堡大学和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本次出访紧张而充实，
扩大了我校
国际交流的空间，
拓展了教师和学生交流的途径。

我校 2017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成果喜人
现场签约 150 余人 达成就业意向人数 1100 余人
本报讯（记者 郝永建）10 月 29、30 日，我校 2017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分别在昌黎校区、秦皇岛校区举
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省市及省内共计
700 余家用人单位来校选聘毕业生。校党委书记辛彦
怀，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同坤，党委副书记宋绍富，党
委常委李佩国，副校长张福喜等校领导以及各院（系）
领导和相关负责同志到招聘会现场检查指导，并与用
人单位进行深入交流。
本次招聘会将用人单位集中到秦皇岛校区与毕
业生进行双向选择，为用人单位招聘和毕业生求职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今年的用人单位数量和质量均有一
定程度的提升，河北建设集团、开滦建设集团、青岛啤
酒、长城汽车、中国人寿、58 同城、学大教育等各级各
类企业为我校毕业生带来了 5000 多个需求岗位，现
场签约 15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人数 1100 余人，既彰
显了我校办学的社会声誉，也促进了我校今后的毕业
生就业市场维护和开拓工作。

市委书记孟祥伟就我校教师建议做出重要批示

加强’
，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进一步深化”
，
“发

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近日，我校文法学院教

难题，补齐短板，坚决打赢转型发展这场硬仗。

挥学科优势，促进产教融合，服务地方、服务三

授、
秦皇岛市博士专家联谊会哲学与社会科学分会

韩俊兰指出，我省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工作

农、服务职教的特色进一步彰显”三个方面，系

副会长秦学武博士，
以“统筹‘西港区’建设，打造城

的总目标概括起来是“一个建成、两个建立、两

统介绍了我校开展转型试点以来的基本做法、

市文化旅游新名片”为题，针对秦皇岛市经济与社

个提高”
。一个建成，
就是建成 10 所左右全省转

进展情况和基本经验。我校转型发展工作进展

会发展实际献计献策，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肯定。秦

型发展示范校。两个建立，
建立起与应用型人才

情况和做法得到了教育厅领导的肯定。

她要求，要瞄准总目标，聚焦着力点，破解

按照建设应用型大学的总体目标要求，我校积极
推进就业市场开拓，做好校园大型招聘会及日常专场
招聘会服务工作。学校将每年 4 月和 10 月确定为毕业
生就业市场开拓月，要求各二级院系积极到用人单位
走访、座谈，了解企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求，促进教育
教学改革；
学校划拨专项市场开拓经费给予支持，鼓励
二级院系根据学科特色和产业集群特点，互相协作开
拓和维护毕业生就业市场；
推进校企合作，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和企业应用型人才需求，促进我校办学和就业
市场开拓工作的良性循环。2016 年截至目前已经有 30
余个走访小分队，
走访重点用人单位 240 余家。
招聘会期间，校领导到各校区对招聘现场的布
置、场所的安全等进行督导检查，在招聘会现场与用
人单位进行深入交流，对不同专业毕业生的求职进行
细致耐心的指导。在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下，
招聘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各院（系）的组织工作热
情、周到，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针对秦学武老师提出的建议
做出重要批示。孟祥伟书记希望市有关领导给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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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帮助秦学武博士等专家继续进行深入研

闻

究，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期待秦皇岛市更多的专
家、学者发挥潜能，为秦皇岛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进

10 月 27 日 、
11 月 7

步积极献计献策。

日，校工会组织的庆祝建
校七十五周年教职工趣味
运动会分别在秦皇岛校区
塑胶运动场和昌黎校区塑

跳绳比赛

校领导参加足式保龄球比赛

胶运动场举办。本次趣味
运动会设置个人项目 8
项，
集体项目 1 项。报名报
名参赛人数达 1200 人次。
校领导辛彦怀、宋绍富、郭
国维、李佩国等和秦皇岛
校区、开发区校区全体教
职工一起参加了比赛。

米往返跑比赛

（毕丹霞 朱洪亮）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举行 2016 年第八次集中学习

本报讯（记者 赵辉）11 月 3 日下午，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16 年第八次集中学习。校中心组成员及党
办、
宣传部、
学工部负责同志参加了学习会。学习会由校党委书记辛彦怀主持。
会上，
辛彦怀书记带领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全文，领学了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通知”
。
辛彦怀强调，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意义重大。全校上下要高度重视，
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深入理解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这一核心，
精准学习把握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后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将其作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一个阶段的重点学深抓实。
辛彦怀从
“长征的伟大历程回顾”
、
四个
“伟大远征”
、
长征精神五方面内涵、
走好今天长征路的六方面要求等四
跳大绳比赛
个部分带领与会人员进行了全面学习，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深入
解读。辛彦怀指出，
习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
回顾了 80 年前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
回顾了红军长
征光辉历程，
用四个
“伟大远征”
概括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
深刻精神内涵，提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本报评论员
的六项要求。讲话立意深远，
催人奋进。对我们推动学校改革发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确保全校各级党
用型大学建设，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
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校党员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
深入学
目标、
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河
组织真正成为团结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干
习贯彻讲话精神，
将讲话精神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
事创业、奋发进取的坚强领导核心，以更
北科技师范学院新篇章而顽强奋斗。
起来，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全力做好各项工
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以往的系列讲话结合起来，深入学习领会长征精神实质，大力
作，
奋力开创学校改革发展新局面。
精神热潮，要紧密结合学校和本单位实
弘扬长征精神，
走好我们今天的长征路。凝心聚力在建设特色
际，在推动工作中深化对全会精神的认
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征程中迎接新挑战，
书写新篇章。
精神热潮，要做到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
识、
理解和贯彻。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
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增强
“四个意识”
特别是核心意识、
看齐意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校党员干部理
论武装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切实做到突出
识。
重点、
分层学习、
梯次推进、
务求实效。要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
将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与“两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维护党中央权威、 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结合起来，
与做好当前
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
对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机遇、 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战胜挑战，
对全党团结一心、
不忘初心、
继
当前我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入
续前进，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
新的阶段，
学校
“十三五”
规划正在开局起
步阶段，
应用型大学建设正在努力推进之
久安，
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学校年度工作也近岁末年尾，开始拼
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
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全会精神上来，
进
搏冲刺阶段。全校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员
工，一定要将各项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
看
来，
将力量凝聚到完成
“十三五”
规划目标
齐意识，
把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和全年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夙兴夜寐、
作为首要的政治纪律和党性原则，
做到思
○王同坤在应用型大学建设专项调研
想上认同、
工作上落实、
行动上看齐，
要更
激情工作，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时强调，学科专业的转型发展一定要站在适
貌，勇于担当负责，在学校“十三五”规划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应社会经济发展、突出和培育学科专业特色
开局起步、应用型大学建设、学校更名等
党中央周围，
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
任务的落实中主动作为，干事创业、开拓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更加自觉地在
和优势的高度来考虑。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进取，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更大贡献，在建
○我校应用型大学建设捷报频传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征程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更加扎实地
中迎接新挑战，
书写新篇章。
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继
○访谈：
抵制网络传销，
拒绝不良网贷
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推进学校应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清风扬正气，
奋进正当时。刚刚闭幕
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聚焦全面从严治
党重大主题, 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两个重要文件,是我们开
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推进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成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
务。近日，
校党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认
真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通知》，
要求各单位、
各部门要切实组织好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
迅
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在校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举行 2016 年第八次集中学习会
上，校党委书记辛彦怀进一步强调，全校
上下要高度重视，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
神，深入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这一核心，精准学习把握审议通过
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将其作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一个阶
段的重点学深抓实。
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热潮，
首先要注意把握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准则》、
《条例》 的基
本精神和基本要求。
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
题，
表明了中共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政治决心,开创了党的建设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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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新境界,也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
加系统地提升到了新高度，
对于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
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有效应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
、克服
“四种危险”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准则》和《条例》紧紧围绕全
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经验新成
果，
并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
举措，
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更好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视野开阔、总揽全
局、求真务实，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要求，
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建设规
律的认识，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党的建设
新局面的行动纲领。
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
义，
全面准确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
引导全校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群众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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