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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0日上午，我院召开
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总结
近期全院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研究
分析当前学院意识形态工作形势。院领
导林明旭、俞建群，学院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各系党总支书记、副书
记、直属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会议由
党委工作部部长陈碰仔主持。

林明旭就抓好做实学院意识形态工

作要求，各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用好管好舆论宣传
阵地；要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突显
校园文化育人功能；要发扬师德师风引
领作用，巩固发展健康网络环境；要抵
御防范校园宗教渗透，维护校园安全稳
定。他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对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落
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刻认识意
识形态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以强烈的
担当精神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学院的改革创
新、发展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舆

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各系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

分别就近期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和本
单位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情况、问
题与思考进行了汇报。

会上，各基层党总支、直属党
支部负责同志签订了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承诺书。

（党工部 郑将来）

集美大学校长李清彪莅临我院指导工作
本报讯 5月 11日下午，集美大学

校长李清彪带领集美大学党委副书记洪
文建，集美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原集美大
学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原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党委书记潘世平，集美大学诚毅学
院党委副书记连志崧，集美大学学校办
公室副主任张挺莅临我院指导工作。学
院副董事长戴宽南，院领导林明旭、周勇
军、吴勇热情接待来访嘉宾。

在交流会上，戴宽南副董事长代表
学院董事会对李清彪校长一行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院党委常委副书记林明旭
围绕学院发展历程、办学成果、办学特色
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

李清彪校长对我院人才培养、基础
设施建设、校园环境等方面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指出，我院应积极发挥旅菲华侨
资源和地处闽南侨乡区域优势，拓展办
学思路，推进国际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结合大泉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需
求，深化校政企合作，强化学科专业群建
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产业发展
能力。他表示，集美大学愿为在师资队
伍、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李清彪校长一行还参观了学院校
史馆、应用成果展厅等。

（新闻宣传中心）

5月9日晚，学院千余名师
生相聚在康美校区学生活动中
心，共同欣赏来自福建人民艺
术剧院的表演艺术家们带来的
话剧 《花事如期》。院领导林
明旭、俞建群和1000余名师生
参看了演出。

（文 梁钦源/图 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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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荣获2018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公布

了2018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授奖名单，我院《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工
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荣获本届
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这
是我院连续三年获此殊荣，在全省独立
学院中实属不易。

《智能制造背景下的工科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教学成果是学院教师
经过多年辛勤努力、不断探索取得的优

秀成果，代表了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先
进水平，体现了学院近年来教育教学改
革工作的特色与成效。该成果凝聚了学
院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产教融合等方面取得的良好经
验。

近年来，学院不断深化“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
极探索“校政企产学研”合作，立足大
泉州新兴及支柱产业资源，主动适应产

业转型升级及发展趋势要求，通过“行
业龙头带动+政府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
持”等联合办学创新模式，大胆探索

“双主体”办学机制、工科人才培养模
式、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验室共建等
教育教学改革。智能制造、基因检测等
校企合作项目相继成功落户我院，通过

“产学研用”相结合，为发展智能制造
的人才需求、技术支持等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实现了学校、企业、地方经济三

方共赢。
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

省级教学成果奖的示范引领作用，
围绕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
加大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力度，切
实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为学院转设后的教育教学奠定
坚实的基础，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应
用型大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务部）

院领导为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
本报讯 近日，学院党校2018年春

季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圆满结束。
226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培训。

培训期间，院党委常务副书记林明
旭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及早期的革命斗
争”为题，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
任务、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定民主革命
纲领，开展工农运动等方面，用大量实例
和数据，生动地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到辉煌的历

程。他要求广大入党积极分子要端正入
党动机，以勤奋的学习，踏实的作风，诚
实的奉献，正直的为人，提高党性修养，
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中国
共产党。

副院长张杰（主持工作）以“走进新
时代，做合格大学生党员”为题，从新时
代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依据、新时代的具体内涵和怎样做
一名新时代合格的共产党员等方面进行
解读，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

成就。他强调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行动指南，锐意进取、奋力拼搏，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
业中。

党委副书记俞建群以“树立共产主
义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题，
紧密联系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深刻诠释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精
神实质。他希望广大入党积极分子要不断

加强学习、提高素养，不断夯实专业基
础、提升实践能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
工作中，努力成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范。

据悉，培训班共开设12讲，涉及
党的基本知识、党员入党条件、入党
程序等常规内容，融入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
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
梦等教育内容。采取专题辅导、理论
考核等方式进行。（党工部 郑将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洪芹
调研我院福铁山庄创业项目

本报讯 5月8日，福建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妇联主席吴洪芹，省人大常
委会侨台工委副主任叶勇鹏，省民族宗
教厅副厅长兰秀珍等人到福铁村调研福
铁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随
后，吴洪芹一行实地调研了我院与福铁
村合作的福铁山庄创业项目建设情况，
实地考察了项目运行情况，详细询问了
福铁山庄的运行机制、项目功能及合作
双方的工作分工。省机关管理局总会计
师游四招、省委文明办综合处处长袁俊
华、省民族宗教厅经济处处长兰铁军、华
侨大学校长助理张云波、省水利厅水保
处副处长张松、华侨大学泉州科发院副
院长候祥朝、华侨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洪
祥明、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调研处主任
科员吴晓静，南安市委书记王春金，南安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永俊，南
安市副市长洪永佳，市委办、政府办、水
利局、康美镇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吴洪芹副主任高度评价了福铁村与
我院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开拓精神，并对
村校双方的合作机制表示赞赏，对福铁
村和我院两地“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
室”精诚合作，务求实效，讲好人大故事，
传播正能量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福铁
山庄项目有机结合了福铁村的自然、文
化资源和闽南科技学院的智力资源，并

充分挖掘了福铁溪小流域水土流失治
理成果，使之产生了更加广阔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她希望创业团队在乡村
振兴工作中有所作为，福铁村要积极助
力女大学生实现创业梦想。

调研期间，福铁村党总支书记林凤
翔介绍了与我院大学生创业团队签订
福铁山庄开发和运营项目情况，村校双
方优势互补，共同开发福铁山庄。南安
市人大代表、福铁山庄项目负责人、我
院生命科学与化学系教师谢艳招副教
授对山庄的项目内容、一期规划和项目
优势作了介绍。

院党委常务副书记林明旭对福铁
山庄项目校村合作机制给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我院将紧扣国家乡村振兴主
题，大力推动村校共建，努力探索村校
合作新模式，促进校地协同发展，进一
步提升我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学院副院长张杰（主持工作）表示，
我院将大力推动学院三创工作与美丽
乡村计划、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探索有效整合地方资源和我院
智力资源的合作新机制。同时，张杰副
院长高度评价了福铁山庄创业团队的
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他说：融入乡村
振兴战略，我院师生已经在路上。

（学院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莅临我院交流指导
本报讯 5月4日上午，福建农林大

学东方学院院长景林带领党委专职副书
记黄斌、副院长林立群、原院长胡方平以
及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网络宣传中心、
财务处、评建办、教务处、设备管理处、学
生处、图书馆、艺术设计系负责同志，就
转设评估工作进行交流指导。院领导张
杰、林明旭、周勇军、吴勇出席交流会。
交流会由张杰副院长（主持工作）主持。

张杰副院长代表学院对福建农林
大学东方学院莅临交流指导表示热情
欢迎，并对转设评估工作提出诸多建
议。吴勇副院长从对照指标、材料建

设、考察路线、应急预案等方面作了补
充介绍。

东方学院院长景林对我院办学 17
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指
出，闽南科技学院办学体制机制与东方
学院相似，对于东方学院转设工作具有
很强的参考借鉴意义。他希望通过此次
交流，进一步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和实践，促进双方共同进步。

随后，两校就转设各相关工作事宜
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东方学院一行还
参观了校史馆、应用成果展厅等。

（新闻宣传中心）

我院与澳大利亚时代教育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5月15日上午，澳大利亚

时代教育集团董事长 Charles Shiao、
国际关系部部长 Graham Steples、董
事Leon Li、中国大区总执行杨龙涛一
行来院访问交流，院领导张杰、林明
旭、周勇军、吴勇热情接待了来宾，双
方就开展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达成共识，
并签订合作协议。

座谈会上，学院副院长 （主持工
作）张杰教授介绍了学院概况，以及在
国际化合作办学的优势和思路。他强
调，学院以“侨”为特色，以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为着力点，推进人才培养
供给侧改革，奏响“产出导向+能力导
向+学习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三重
奏。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按照合作协

议，积极推进合作项目开展，进一步
拓宽我院开放办学领域，提升国际合
作办学水平，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Charles Shiao 董事长详细介绍了
澳大利亚时代教育集团的合作方案，
表示希望与我院精诚协作，在教育国
际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共同努力，为
学生成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Graham
Steples部长介绍了澳大利亚时代教育
集团的发展历程及办学成果。

随后，张杰副院长和Graham Ste-
ples部长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并互赠纪念品。

会后，澳大利亚时代教育集团一
行在院领导陪同下参观了校史馆和应
用成果展厅。 （招生就业部 孙琦）

高雅艺术进校园——福建人民艺术剧院专场演出走进闽科

校关工委领导莅临我院调研指导
本报讯 5月 16日，福建师范大学

关工委顾问陈锋、主任许歌平、执行主任
陈汤禄、副主任郭警修、副主任程立国、
数学与信息学院关工委刘静主任一行六
人莅临我院调研指导工作。院领导林明
旭、张杰、周勇军、戴景星、吴勇、俞建群
热情招待了来访领导，并召开调研座谈
会。院关工委主任杨文琴、部分关工委委
员参加座谈会，会议由校关工委执行主
任陈汤禄主持。

院党委常务副书记林明旭代表学院
董事会、学院党政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对校关工委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他简要介绍近年来学院发展情况及
关工委建设情况，衷心感谢校关工委关
心帮助和指导，学院关工委工作组织不
断健全，活动内容日益丰富，工作成效更
加明显。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虚心学习，
积极借鉴师大关工委工作中的好经验、
好做法，取长补短，进一步推动我院关工
委工作再上新台阶。

院关工委主任杨文琴教授从我院关
工委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工作平台、工
作特色、工作成效等方面做了简要汇报，
与会人员也结合自身工作经验进行了交
流讨论。

校关工委顾问陈锋充分肯定了学院
关工委在关心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服务

学校事业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他表示，学院关工委应立足本院实际，发
挥优势，抓住亮点，做出特色，特别是要
发挥闽科院教师在岗在校的优势，深入
推进“青蓝工程”品牌建设，更好的服务
青年教师成长成才。

校关工委主任许歌平对学院发展的
速度、规模、质量给予高度评价，对学院
关工委力量强、品牌亮、有创新的工作特
点大力赞赏，充分肯定了学院关工委在
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她强调，学院关工委
工作是学校关工委工作的基础，抓好学
院关工委建设十分重要，要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一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重要指示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引
导青年师生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并
对学院未来更好的发展表达了良好祝
愿。

当天下午，为进一步提高辅导员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和校园危机事件应
对能力，校关工委副主任程立国还为我
院辅导员做了“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担当
心理育人使命”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专题培训会。 （关工委 陈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