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李鑫纳）近日，
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方巍老师为主持人的科
研团队，
在继我校 2014 年冯乃秋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
再次成功获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该国家级项目的成功获批是我校科研工作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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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丛斌院士莅临我校科普巡讲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葛会波、秦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等省市领导出席讲座会
本报讯 （记 者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 2 项、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

孙艳敏）6 月 8 日 ，

丛斌院士作学术报告

丛斌副主席从远古时期动物物种曾经经历过的五次大灭绝以及引起

九三学社中央院士

大灭绝的原因讲起，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通过一系列翔实的数

专家科普巡讲走进

据资料，使与会人员对自然界的生物物种为什么会灭绝、自然界生物物种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之间的关系、人类在生物物种间所处的位置、物物种灭绝怎样影响人类生

站。全国人大常委、

存安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知识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和理解。

会副主任、
九三学社

讲座中，
丛斌就现阶段动物灭绝与人类生存安全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生

中央副主席、
中国工

物多样性的消失与人类生存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的各种生物之间

程院院士丛斌教授

均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生物物种的快速消亡就意味着人类的消亡。当今世

莅临我校，以“动物

界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边缘，
人类应尽全力维持生态平衡，
保护物种

灭绝影响人类生存安全”
为题，
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科普讲座。

—
多样性，规范自身行为，积极修复生态，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文明——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河北省委主委、河北省科学院院长葛

生态文明。

会波，九三学社河北省委秘书长王建民，秦皇岛市委书记孟祥伟，秦皇岛

与会人员在了解到全球生态毁灭性巨变近在眼前的同时，引发了人们

市人大副主任、九三学社秦皇岛市委主委刘志新，秦皇岛市委秘书长李

对动物物种灭绝对微生物界产生的影响，微生物界的变化对人类生存安全

国勇，秦皇岛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白焕新，秦皇岛市有关部门的领导

造成的威胁等一系列问题的深深思考，
充分认识到在工业化进程加快，
物种

和九三学社部分社员出席了讲座会。我校领导辛彦怀、王同坤、宋绍富、

灭绝也在加快的背景下，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丛斌副主席的讲座图文并茂、
生动形象，
赢得了现场师生长时间热烈的

杨越冬、孙雪莲、杨洪青及 400 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科普讲座会由我校

掌声。

校长王同坤主持。
丛斌院士一直从事病理学、
法医学及分子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害

王同坤校长在主持讲座中，
高度评价了丛斌副主席的科普讲座，
呼吁全

虫生物防治特别是在天敌昆虫赤眼蜂的应用与基础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

校师生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生态平衡与人类自由生存发展的关系，从自身

果，
先后主持和承担 20 余项国家、部、
省级重大科研课题，
以第一完成人获

做起，
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省政协副主席葛会波、市人大副主任刘志新、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白焕新、
校党委副书记宋绍富、
副校长杨越冬聆听讲座（从左到右）

市委书记孟祥伟、
校党委书记辛彦怀、市委秘书长李
国勇、
校纪委书记孙雪莲聆听讲座（从右到左）

王同坤校长考察秦皇岛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王同坤校长考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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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学锋 孙艳敏）按照秦皇岛市集
中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的要求，
5
月 20 日我校在秦皇岛校区召开集中整治
“双违”专
项行动会议，
对我校集中整治
“双违”
专项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对开展集中整治
“双违”
专项行动进行了
动员。
本次
“双违”
集中整治工作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
重视，
将
“双违”
集中整治工作与我校的
“两学一做”
、
“一问责八清理”
等工作紧密联系起来，
要求党员领
导干部要切实做合格党员、做合格干部，
将双违”
视
为最大损害师生利益的行为，
必须坚决清理。为保障
我校集中整治
“双违”
专项行动落实到位，
校领导辛
彦怀、
王同坤、
宋绍富、
郭国维、
李佩国、
张福喜多次主
持召开调度会议，
认真听取各责任单位
“拆违”
工作
的阶段性新进展情况的汇报，对下一步工作的开展
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安排部署。
在专项行动中学校及各单位、各部门认真组
织，并与秦皇岛市、海港区政府以及白塔岭街道办
事处等加强配合，合力推进；相关单位从讲政治、
顾大局的高度出发，自行排查、认真整改；党员干
部在行动中切实起到了带头作用，
使得此项工作做
到了宣传到位、发动到位、摸排到位、整治到位，集
中整治
“双违”
专项工作有序有力推进。截至 6 月 6
日，我校已有 66 处违建经营户和违建棚亭完成拆
除。期间海港区副区长印洪在白塔岭街道办事处
工委书记王宏、办事处主任张磊等人的陪同下，到
我校指导集中整治“双违”专项行动，对我校“双
违”
专项行动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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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郝永建）6 月 2 日上午，
王同坤
校长到秦皇岛校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调研走访，
考察指导各入驻项目的运行情况。招生就业处、
学
生处等职能部门领导，数信学院相关领导和专业教
师陪同走访。
王同坤校长考察了秦皇岛梯队科技有限公司、
秦皇岛商达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菜鸟驿站）、
绿科农
产品体验店等创业项目，详细询问了各创业项目的
运行情况，与创业项目负责人和指导老师进行了交
流。王同坤在调研中指出，
近年来，
党和政府对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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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6 月 9 日，我校由体育系 17 名同学组成的龙舟
代表队在北京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的全国龙
舟邀请赛及京津冀龙舟挑战赛中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
绩，并分别获得了京津冀男女混合小龙 250m 直道竞速
和 500m 直道竞速三等奖的优异成绩，这也是河北省各
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这是我校首次被
邀请参加的全国龙舟邀请赛。（通讯员王海军）
★近日，第二届“中国外语微课大赛”复赛结果揭
晓，
我校外国语学院于竞老师的五人团队荣获河北赛区
本科英语组一等奖，获得参加全国决赛的资格；蔡宁老
师的五人团队荣获本科英语组二等奖。
（通讯员崔海英）
★6 月 3 日至 5 日，
2016 年河北省高校外语教学大
赛暨第七届
“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河北赛
区比赛在保定学院举行。外国语学院教师孙秋月获英语
专业组特等奖；
张娥获大学英语综合组二等奖；吴贺平
获大学英语视听组三等奖。（通讯员崔海英）
★日前，
我校学生陈雨佳、
程子鹏、
王雪莹组成的代
表队，在中共河北省教育工委、河北省教育厅举办的
2016 年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大学生
知识竞赛中荣获省三等奖；
我校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通
讯员 史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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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
学校也结合应用型大学建设，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
工作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
提供了创业孵化场地，
并
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今后各职能部门、
各院（系）要
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扶持创业项目孵化的工
作力度，
密切配合，勇于探索，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提供软件和硬件的帮扶；大学生创业者要
有效利用多方资源，
不断提高创业技能；
要把创业项
目的孵化与校企合作相结合，在孵化过程中促进教
师的科研成果转化，
不断提高社会效益。

长期以来，
工商管理学院秉承
“没有高水平的应用研究，
就办不出高水平的应用型
大学”的办学理念，出台引领性科研政策，精心凝练科研方向，积极组建应用研究
团队，
多措并举努力挖掘与拓展社会资源，
积极推进学院科研建设，
创设了良好的
科研环境。

我校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6 月 3 日，
我校在秦皇岛校区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学习
会，
传达学习近期中央、
省委和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文件与会议精神。学校
党办、
校办，
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学生处，团委，思政部的相关负责同志及党委宣传
部、
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学习会由校党委副书记宋绍富主持。
会上，宋绍富要求与会各部门要对相关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一是
要将文件中的重点问题、重要情况做好相应的专题准备，下一步将按照学校党委的
统一部署，有计划的以专题报告、
党课、形势政策报告会的形式抓好落实；二是要加
强网络舆情工作，切实将网情舆情处置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处理
机制，重视网情舆情的受理、
转办、
督办、
反馈工作，
明确工作程序，
落实工作责任制；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的沟通联系，在平时工作中重视制度建设，逐渐形成意识
形态研判机制，树立自觉沟通的习惯；
四是要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与目前正在开展
的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四讲一守”主题教育活动等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各部门人
员素质，
通过各部门的分工协作，
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李建鹏 王爱英 孟颖 李月荣 彭妍）我校“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推进会议召开以来各单位积极响应，相继召开“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推进会，
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和落实本单
位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同时不断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把
我校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逐步引向深入。
生命科技学院、
园艺科技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
体育系、
财经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等单位通过专题讨论、
集中学习、
讲党课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开展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省委
中心组学习会上、在全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以及 2016 年第 8 期《求是》杂志署名文章《夯实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的基础》，
以全面加深对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的主体内
容、
目标要求、
针对性和方式方法等的理解认识和把握。
研究生部等单位结合学习全国优秀党员，扶贫农业专家李
保国教授的先进事迹，围绕《怎样做合格党员》等重点内容组织
理论中心组学习。使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一步认识到：讲
政治，有信念，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最根本的就是有坚定的信念，
打牢精神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练就金刚不败之身；要干实事，求
实绩，以优秀党员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为学校应用型大学建设
做贡献。
财经学院党委中心组以“坚定信仰信念，保持党员本色”为主
题，
举行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中心组成员一致表示，
要
通过学习党章党规、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增强党性修
养，
规范自己的言行，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
全面推动学院工作。
图书馆党总支组织中心组成员集中学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查找出了
图书馆馆藏资源结构配比中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现象严重、哲学社
会科学图书占比较小等不足，
提出了增加中文经济类、
历史类以及
政治、
党建类专业数据库等改进措施。号召中心组成员带头加强科
研精力投入，壮大图书馆的科研队伍，大力营造风清正气、积极向
上的学术氛围，为实现学校的
“十三五”规划和应用型大学建设付
出更大努力，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在党办校办党支部组织本部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研讨学
习，
原副校长、
省管专家孟令臣结合工作实践，
从党员理想信念、
党
员权利义务等方面，
谈了自己的体会，
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
党课。
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预备党员在校
园内开展清理橱窗志愿服务活动，同学们的心灵在志愿服务的同
时也得到了进一步净化和升华。同学们纷纷表示，
今后要更多的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
为建设和谐校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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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教育厅对
2015 年度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先进
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联合表彰。我校连续第六次被评为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先进单
位”
。继续教育学院高玉峰、宋鑫、白慧杰三位同志被评
为先进个人。（通讯员 宋鑫）

★5 月 28 日，
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全
国地方（财经）高校金融教育联盟教学竞赛中，
财经学院
闫文博士在课堂教学设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在课堂教
学竞赛中获得二等奖；
王箐博士在课堂教学竞赛中获得
三等奖。（通讯员 孟颖）

★6 月 2 日，秦皇岛陆军预备役炮兵旅召开昌黎县
“4.9”山火扑救表彰大会，我校及我校预备役一营二连
获得昌黎县“4.9”山火扑救先进单位称号，有 15 名师
生获得昌黎县“4.9”山火扑救先进个人称号。（通讯员
吴子国）

★在工信部和教育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蓝桥杯”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人才大赛总决赛中，
由我校工商管
理学院黄立明、
柴朝华老师指导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学生刘培峰、张云霄在本科组全国总决赛中分获
二、
三等奖。（通讯员黄立明）

★近日，在河北省 2016
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评选活动中，化学工程学
院《
“时光课堂?我是老师”一
团一品特色团支部建设》成
果，被评为河北省 2016 年高
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
等奖。（记者孙艳敏）
★我校孙多青、李玉香、
陈立东、李爽、李丽杰五名教
师获得“秦皇岛市优秀教师”
称号，刘志飞获得“秦皇岛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通
讯员郑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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