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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袁学校召开矿山灾害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领导小组会议袁研究推进矿山灾
害预防控制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和建设工作遥 领导小组组长尧校党委书记罗公利袁副校长
周东华尧姚庆国尧曾庆良出席会议遥 渊韩洪烁/摄影 报道冤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韩洪烁冤 7月 11日袁山东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遥 青
岛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尧青岛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尧局
长刘鹏照袁青岛市科协副主席王崇江袁青岛西海岸新区科
协副主席孟庆智袁校党委书记罗公利袁副校长周东华出席
会议遥

会上袁王崇江宣读了叶关于同意成立山东科技大学科
学技术协会的批复曳遥 罗公利尧刘鹏照为山东科技大学科学
技术协会揭牌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叶山东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协会章程曳袁

公布了当选的我校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尧主席尧副主席尧
秘书长名单袁周东华当选校科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袁卢新
明尧崔洪芝尧蒋金泉当选副主席袁程卫民当选秘书长袁委员
共计 21人遥 科研处处长程卫民代表学校科协筹备组作筹
备工作报告遥

罗公利在会上致辞遥 他说袁近年来袁我校广大科技工作
者锐意进取尧积极作为袁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显著
提升袁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袁为学校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遥 我校科协的成立袁为学校人才培养尧学术进步和科技
繁荣提供了新的组织支撑尧机制保障和活动平台袁我校学

术环境将进一步优化袁学术活动将更加繁荣袁学术思想将
更加活跃袁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将进一步迸
发遥 学校将严格执行党和政府关于高校科协组织的方针和
政策袁为科协更好地发挥作用尧履行职能袁创造便利条件袁
提供全方位支持遥

罗公利强调袁学校科协全体成员要增强主人翁意识袁
以高度的责任感尧使命感投入到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来袁
围绕学校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尧文化传承创新
和国际交流合作五大职能袁认真履行相关职责曰学校科协
要加强自身建设袁把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
的周围袁勤勉工作袁矢志创新袁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遥

周东华作为新当选学校科协主席发表讲话遥 他表示袁
将团结带领学校科协全体成员履职尽责袁合力共为袁努力
做好学校科协各项工作袁一是发挥好学校科协的野纽带冶作
用袁做好学校科协和会员之间的纽带尧学校科协和上级科
协之间的纽带尧学校科协与外界的纽带曰二是发挥好学校
科协的平台作用袁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科技信息平台尧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尧科技创新创业平台等曰三是发挥好学
校科协的服务作用袁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尧为科技创新
驱动服务尧为提高科技工作者科学素质服务尧为学校党委
和行政科学决策服务遥

刘鹏照代表青岛市科协对山东科技大学科协的成立

表示祝贺遥 他指出袁山东科技大学科协的组建为织密青岛
市高校科协网络起到有力推动作用袁也是学校全面落实人
才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件大事袁对进一步团结和组织
广大师生促进科技创新尧 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袁将
发挥积极作用遥

就学校科协下一步工作袁 刘鹏照提出五点希望和要
求遥 一要对标科协工作新定位袁尽快融入科协工作大局曰二
要繁荣学术交流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曰三要面向公众开
展科普工作袁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出积极的贡献曰四要
弘扬创新文化袁引领社会良好风尚袁推进学术研究的健康
发展曰五要加强自身建设袁提高服务会员水平遥

会议由党委学校办公室主任王伟主持遥 学校相关部
门尧单位负责人袁以及来自全校各单位的 200 余名科协会
员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山东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青岛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刘鹏照为山东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揭牌

周东华当选科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卢新明、崔洪芝、蒋金泉当选副主席，程卫民当选秘书长

揖编者按铱
近年来袁 我校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袁在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尧促进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袁产
生了良好效应遥 近日袁山东省教育厅主办
的 2018年第 30期 叶教育工作简报曳袁以
野山东科技大学构建耶五导五全爷创新创
业工作体系冶为题袁刊发专题文章袁向全
省高等院校推荐了这一经验遥

教育部发布 叶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曳以来袁
山东科技大学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袁以野双一
流冶建设为契机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切入点袁不
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袁构建了野五导五全冶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体系袁着力培养野厚基础尧强能力尧
重特色尧高素质冶的应用型创新人才遥

以教育教学改革为指导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全融合

优化课程体系袁夯实野双创冶基础遥 加强理论
课程体系改革袁形成了通识必修课平台尧专业基

础课平台+专业课模块尧通识选修课模块尧专业
拓展课模块尧创新创业课模块野两平台四模块冶
新型课程体系曰构建了基础实践尧综合实践尧创
新实践三个层次和军训尧实验教学尧实习教学尧
工程训练尧毕业设计与课程设计尧科研训练与科
技创新尧 社会实践等七个模块的 野三层次七模
块冶实践课程体系遥 开设 11门线上和 64门线下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遥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袁 提升
野双创冶能力遥 实施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冶袁
开展订单式培养尧校企联合培养遥 修订人才培养
方案袁 构建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遥 发挥学科优
势袁开展创新精英班尧励志班教育遥 深化教学管
理袁注入野双创冶动能遥 放宽修业年限至基本修业

年限的 2倍袁支持学生休学创新创业袁实施在线
课程学分认定尧创新创业成果学分转化制度遥 推
进小班化教学袁实现从野以传授为中心冶到野以学
习为中心冶的转变遥

以科技创新活动为前导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全覆盖

第二课堂成绩单驱动野双创冶遥 设置学术科
技与创新创业等 5类课程袁制定叶第二课堂兑换
学时折算标准曳袁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和取得
创新创业成果均可折算学分遥 学科竞赛带动野双
创冶遥 推行野一院一赛冶野一专一赛冶袁支持学生参
加野挑战杯冶等高水平竞赛袁学生参加科技创新

活动覆盖面达到 86%以上遥 品牌项目拉动 野双
创冶遥 打造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尧校友
创新创业基金扶持项目尧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尧
学生专利研究项目冶等四个品牌项目袁推进野双
创冶开花结果遥 政策激励推动野双创冶遥 将创新创
业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尧教师职称晋升尧
学团工作考核重要内容袁 综合施策激发师生参
与创新创业的积极性遥 近三年袁学生获省级及以
上创新创业竞赛奖励 8705项曰学校在 2017年全
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果 渊本科冤TOP100中排
名第 42名曰在 2017中国大学专利排行榜中袁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居全国第 1名袁 发明专利授
权量居全国第 93名遥

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导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全对接

凸显煤炭特色袁培养行业野双创冶人才遥 依托
煤炭学科专业优势袁 与山东能源集团等行业骨
干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袁联合培养野双创冶人
才曰教师依托科研成果创办高科技公司 103家袁
带动培养野双创冶人才遥 聚焦区域需求袁培养高端
野双创冶人才遥 主动融入区域发展袁助力青岛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袁 新增海洋测绘工程等 5个涉海
本科专业袁 成立海洋工程研究院等高水平海洋
工程研究创新平台袁培养区域对口野双创冶人才遥
瞄准新兴产业袁培养亟需野双创冶人才遥 推动与新
兴产业融合袁 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设大数据
学院袁与腾讯集团合作共建人工智能学院袁培养
新兴产业亟需野双创冶人才遥

以系统过程培育为传导
推进创新创业指导全渗透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袁提升野双创冶指导能力遥
加强专兼职队伍建设袁 拥有各类创新创业老师
500多名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构建“五导五全”创新创业工作体系
阴 刘亮亮 庄兴华

7月 9日袁 校党委书记罗
公利会见了来校访问的国家
发改委原稽察特派员许长旺遥
副校长刘新民尧姚庆国等参加
会见遥 会后袁许长旺为测绘学
院尧经管学院尧交通学院师生
代表作叶发展规划工作的探索
与实践曳专题报告遥 刘新民主
持报告会遥 许长旺在报告中袁
结合自己多年的实际工作经
验袁从规划工作的作用尧国家
规划的主要内容尧规划编制的
步骤和程序几个方面进行了
阐释和解读袁强调了国家五年
规划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
面取得的重大作用袁他还对学
校在发展规划方面将要开展
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
导袁提供了实用范本袁为学校
打造高端智库工作起到方向
指引作用遥

渊许浩/摄影 报道冤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许浩冤 7月 11日袁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
者协会副会长尧 原山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体勤带队来校调研袁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袁学校老教授协会会长尧原副校长陈维健会见
张体勤一行并参加座谈遥

张体勤介绍此次调研袁旨在摸清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基本情况袁 为政府构建完善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提供决策依据袁
以便更好地发挥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遥

罗公利对调研组的到来表示欢迎袁 表示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是
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袁尤其在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袁如何
建立健全有关体制和机制袁发挥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作用袁对社会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学校一定配合调研组做好有关工作遥

我省老科协调研组张体勤一行来校调研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韩洪烁冤 7月 9日袁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尧副
校长曾庆良会见了来我校访问的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郑立波

一行遥
罗公利对郑立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袁对大众报业集团多年

来给予学校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袁希望双方加强全面尧深入的
战略合作袁促进共赢遥郑立波介绍了大众报业集团的有关情况遥双
方就相关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遥

齐鲁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尧叶半岛都市报曳社长贠瑞虎袁国际智
力运动联盟宣传策划部部长尧叶齐鲁晚报曳棋院院长刘玮袁美国新
途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刘金波袁 我校党委学校办公室主任王伟尧
宣传部部长李克周参加了活动遥

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郑立波一行来访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许浩冤 7月 10日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处
长赵立辉尧 副处长夏贞鹏来校专题调研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情况遥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尧副校长刘新民会见赵立辉一行遥

罗公利对赵立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袁对省教育厅长期以来
给予学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袁他介绍了学校有关情况袁表示
学校将积极配合做好此次调研工作遥

赵立辉对我校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

肯定袁希望学校继续发挥优良办学传统和办学优势袁不断提升学
校办学质量和治校水平袁为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遥

座谈会上袁刘新民就学校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尧不断
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工作情况做了介绍遥

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来校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青岛讯 渊记者 韩洪烁冤 7 月 10 日袁
野新工科建设助力新时代发展冶第八届全国高
等学校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展开展仪

式暨野学思践悟袁学有所获袁学以致用袁提高能
力素养冶主题党日活动在 S1实验楼举行遥

据悉袁 本次作品展集中展示了来自全国
51所高校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提交的 553件实
践作品袁作品包括物理模型 338件尧数字模型

146件尧动画模型 69件袁为同学们提供了很好
的学习交流机会遥

仪式结束后袁 与会领导参观了第八届全
国高等学校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展尧
矿业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山东省

骨干学科力学实验教学中心遥

全国高校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展开幕

本报青岛讯渊艺术学院冤 7 月 2 日袁韩国
朝鲜大学师生 12 人来到我校袁参加野2018 中
韩国际工业设计工作坊冶活动遥 本次联合工作
坊为期两天袁参与学生共 37 人袁其中韩方学
生 7人遥
期间袁朝鲜大学李真烈教授作了野韩国设

计教育趋势冶主题宣讲袁受到师生一致好评遥
中韩两国学生围绕 野啤酒相关的文化创意产

品设计冶主题袁积极交流袁深入讨论袁利用自己
所学知识袁提出了各自的设计方案袁两国学生
也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遥

7月 4日袁野2018中韩国际工业设计工作
坊冶成果汇报会在艺术学院举办袁中韩两国教
授对学生们的设计成果进行了深度点评遥 相
关领导出席成果汇报会袁并为获奖人员颁奖遥
设计工作坊活动圆满落幕遥

韩国朝鲜大学师生 12人来校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