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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信永华冤 潮平岸阔
催人进袁风起扬帆正当时遥6月 28日袁山东
科技大学隆重举行 2018届毕业生毕业典
礼袁 青岛校区 8000余名毕业生齐聚体育
场袁 带着收获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袁聆
听最后一课袁即将开启人生新的征程遥

校领导罗公利尧李道刚尧刘新民尧周东
华尧姚庆国尧夏侯雪娇尧曾庆良尧高建广及
相关部门尧 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席台就
座遥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发表题为野愿你与
幸福同行冶的讲话袁毕业典礼由党委学校
办公室主任王伟主持遥

上午八时袁随着慷慨激昂的国歌在体
育场响起袁毕业典礼拉开帷幕遥 副校长刘
新民宣读省级和校级优秀毕业生尧西部计
划优秀志愿者尧野我最难忘的恩师冶名单遥校
领导为其颁奖袁并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
证书袁送上母校对毕业生的祝福与期待遥

2018年袁刘衣锦等 545名学生获省级
优秀毕业生称号袁徐福通等 795名学生获
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袁 穆太力普窑米吉提
等 7名学生获校野青年志愿者标兵冶称号袁
赵增辉等 29名教师获野我最难忘的恩师冶
称号遥

毕业生代表土建学院佟岩在发言中

向悉心教导尧精心栽培自己的母校尧老师
道谢袁表达了继续努力尧续写辉煌的决心
和信心曰在校生代表机电学院刘任霖在发
言中表示袁一定传承科大精神袁接好师兄
师姐们的接力棒袁努力学习袁为母校添彩袁
为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遥

教师代表王崇革发言袁向全体毕业生
表示热烈祝贺袁希望广大毕业生以责任与
担当袁在竞争与挑战尧求新与践行尧励志与
发展尧博爱与感恩中成长成熟袁实现梦想遥

全体毕业生面对鲜红的国旗袁庄严宣

誓袁表达了野不忘初心袁砥砺前行袁为母校
的进步和发展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奋斗终生冶的人生誓言遥

罗公利在讲话中代表学校向全体毕

业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袁向为培育毕业生
成长的师长尧亲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遥 罗
公利通过叙说学生在校生活的点滴细节袁
与大家一起回顾大学生活难忘的经历袁分
享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快乐与荣光袁祝福全
体毕业生与幸福同行遥

罗公利指出院野与幸福同行袁动力是拥
有梦想冶袁希望毕业生把握时代脉搏袁回应
时代呼唤袁适应时代要求袁与时代同频共
振袁找到并坚守属于自己的梦想尧担当和
使命曰野与幸福同行袁核心是掌舵未来冶袁希
望毕业生主动将个人的奋斗深度融入为

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之中袁在奋斗中释放青
春激情袁 追逐青春梦想曰野与幸福同行袁关
键是坚守情怀冶袁希望毕业生不忘初心袁都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标签袁内化为心
灵的阔大背景袁 用生命去创造尧 去坚守曰
野与幸福同行袁基础是德善品格冶袁希望毕
业生心中有爱袁心存感恩袁敬畏知耻袁把握
底线袁德厚仁善袁激浊扬清袁在对道德人格
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袁不断完善自我遥

罗公利强调院幸福是创造的而不是赋
予的袁为者常成袁行者常至袁希望广大毕业
生成为自己幸福生活的设计师和建造师袁
描绘不一样的梦想袁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
人生遥

全体毕业生用一次次热烈的掌声表

达他们对母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遥 在
叶一路顺风曳悠扬的音乐声中袁毕业生挥手
作别母校袁扬起风帆袁向着未来出发遥

据悉袁6月 2苑日尧29日袁泰安校区尧泰
山科技学院袁 济南校区分别举行了 2018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遥

我校隆重举行 2018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发表讲话。三校区 10000余名毕业生完成学业，开启新的人生征程

本报青岛讯 渊记者 信永华冤 6月 25日至 26
日袁以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段培永为组长袁济宁医
学院教务处处长陈廷尧 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处长
肖海荣为成员的专家组一行 4人来校袁 对我校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遥

在 25日举行的汇报会上袁段培永介绍了专家
组进校的主要任务尧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遥段培永
表示袁专家组受山东省教育厅委托袁按照教育部及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审核评估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专

项检查的要求袁 来校进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
落实情况专项检查袁 检查将以听取汇报尧 实地走
访尧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袁考察学校审核评估整改落
实情况遥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对专家组来校检查指导工

作表示欢迎袁向专家组对学校的支持表示感谢袁从
学校概况尧审核评估意见和建议尧审核评估整改工
作尧 整改落实情况及效果等 4个方面详细介绍了
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落实情况遥

校领导李道刚尧尹华尧周东华尧姚庆国尧曾庆良
及有关部门尧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活动遥副校长
曾庆良主持了汇报会尧反馈会遥

期间袁专家组一行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袁实地
走访了 11个部门和 3个学院袁 详细调研了解具体
情况袁并先后召开了高层次人才座谈会尧学生座谈
会尧教学管理人员座谈会袁集体进行了认真地讨论遥

在 26日举行反馈会上袁专家组成员一一向学
校反馈了考察意见遥

专家组高度肯定了我校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取

得的成绩袁认为袁学校对审核评估整改工作高度重
视袁整改报告完善袁内容翔实袁数据真实袁措施得
力袁针对存在的问题件件有落实袁全校上下尧广大
师生全员参与袁形成高度共识遥 同时袁专家组就进
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尧 加快校园教学设施建设
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罗公利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专家组的辛勤工

作遥他说袁专家组对学校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进行检
查袁是为了帮助学校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袁帮助学
校再发现问题袁再进行整改袁学校一定虚心接受专
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袁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落实袁
并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袁系统梳理尧总结审核评
估以来的本科教学工作袁查找不足袁补齐短板袁持
之以恒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遥

罗公利表示袁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及
省教育厅有关指示精神袁坚持野以本为本冶袁回归常
识袁引导学生认认真真读书袁培养良好学风曰回归
本分袁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袁培养良好教风曰回
归初心袁坚持立德树人袁把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曰回归梦想袁依靠大家的
共同努力袁在实现教育报国尧教育强国的梦想中做
出科大人应有的贡献遥 我们将牢记教育部党组书
记尧 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袁校领导注意力首先在本科聚焦袁教师精力首
先在本科集中袁学校资源首先在本科配置袁教学条件首先在本科使用袁
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首先在本科创新袁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首先在
本科显现袁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首先在本科实践袁核心价值体系首先
在本科确立遥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袁在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帮助
支持下袁山东科技大学有信心尧有能力办好山东省的一流本科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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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讯 渊王华冤 6月 22日至 24
日袁野2018语言尧 翻译与认知国际高端论
坛冶在我校举行遥 本届论坛邀请到国内外
心理语言学尧认知语言学尧认知神经科学尧
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学等领域的权威专

家就语言尧翻译与认知的前沿问题做主旨
发言遥校党委副书记李道刚出席会议并致
辞遥大会开幕式由外国语学院院长唐建敏
教授主持遥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袁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文斌教授尧南华大学何元建教授尧美国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李少锋教授尧华南师范
大学王瑞明教授尧国防科技大学李德俊教
授尧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等学者分别就
野英汉文字及其语言表征的时空性差异冶
野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s Bilingual
Processing: Its Neural Basis and Neurocog鄄
nitive Functionality冶 野Cognitive Aptitude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Syn鄄
thetic and Critical Review冶野二语学习中转
换消耗的认知与神经机制冶野语料库视野
下的短语学研究院方法与挑战冶野英语中名
词前多个形容词顺序的加工与习得院来自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脑电证

据冶等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大会主旨
发言遥 会议还围绕野翻译研究冶野语料库研
究冶野二语习得研究冶和野认知研究冶四个方

面展开主题研讨遥
本次论坛由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

主办袁山东科技大学承办袁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协办遥来
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尧北京外国语大
学尧南京师范大学尧华南师范大学尧国防科
技大学尧南华大学尧山东大学尧中央民族大
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一百余名专家尧学者和
研究生参加了论坛遥

2018语言、翻译与认知国际高端论坛举办

6月 24日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罗公利主持召开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袁审核
2018年 6月博士尧硕士尧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和新增导师聘任工作遥

会议听取了研究生院和教务处有关负责人关于 2018年 6月学位申请情况介绍袁审核了相关
材料袁通过表决袁决定授予 2018届 42名研究生博士学位袁1843名研究生硕士学位袁对于符合学士
学位授予条件的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7524人尧来华留学本科毕业生 33人袁符合双学士学位授
予条件的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435人袁授予学士学位遥

会议审议了新增导师聘任相关材料袁 表决通过新增聘任 17人博士生导师和 88人硕士生导
师袁并通过资格认定博士生导师 4人尧硕士生导师 2人遥

图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罗公利为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遥 渊韩洪烁 石南/报道 许浩/摄影冤

本报青岛讯渊傅游冤 6月 21日袁美国就业网站 Glassdoor公布 2018
年美国最佳人气 CEO袁山东科技大学应用数学 1987级校友尧视频会
议软件提供商 Zoom的创始人兼 CEO袁征名列第一名袁 其公司荣登
最佳工作地点渊中小企业冤排行榜第 5位遥

Glassdoor的评选活动采用匿名方式搜集员工意见袁选出最受欢迎
的 100位 CEO袁袁征以 99%的支持率高居榜首遥目前袁他的公司每年为
超过 200亿分钟的视频会议提供服务袁其客户包括美国财富 500强公
司的 1/3和美国前 200所大学的 90%遥

在这份百强榜单中袁科技业 CEO占 26名遥其中袁Facebook创始人
马克窑扎克伯格位居第 8袁 在百强榜单上的总排名为第 16名遥 而苹果
CEO库克则是科技业第 25名袁总排名 96名遥

Glassdoor不是第一个给袁征高评价的平台遥不久前袁专业服务公司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为袁征颁发了北加州 2018年度野非凡创新冶企业家奖遥

袁征的公司 Zoom创办于 2012年袁是一家视频会议服务商袁从创
建伊始的零客户袁 到去年获得 1亿美元的 D轮融资袁 估值超 10亿美
元袁成功跻身独角兽俱乐部遥 袁征曾在WebEx担任工程副总裁袁We鄄
bEx在 2007年被思科渊Cisco冤以 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遥

袁征在获奖后发布推特称院野这个奖项不是我自己的袁这代表着我
们团队创造的公司文化袁Zoom的核心价值是快乐和爱心遥 冶

校友袁征荣登
2018年美国最佳人气 CEO榜首

本报青岛讯渊陆南嘉冤 6月 25日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尧著名大地测量
专家宁津生教授来校袁为测绘学院师生作了题为野从测绘学向地理空间
信息学的转型升级发展冶专题报告遥

宁津生从 野测绘科学与人类息息相关冶野测绘科学发展进程冶野测绘
学科新技术与数字化测绘冶野地理空间信息的概念冶野测绘与地理信息的
升级冶等方面作了精彩的讲解袁报告了当前测绘与地理信息行业的战略
地位尧转型升级及主要趋势等情况袁希望广大师生积极学习高新技术袁
推动转型升级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遥 报告受到师生热烈欢迎遥

宁津生院士为师生作报告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信永华冤 野服务西部袁逐梦青春冶袁6月 25日袁学校
举办欢送会袁 欢送王锦涛等 7名学生到西藏自治区尧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尧重庆和青海等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遥 会上袁有关
领导宣读了授予 7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野青年志愿者标兵冶称号的决定袁
为志愿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袁一对一配备了由学院党委副书记尧团
委书记和辅导员为主的创业导师遥 座谈中袁副校长刘新民向广大志愿者
表示祝贺袁提出了殷切希望和要求遥

学校欢送 7名西部志愿者

6月 21日袁 在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赛
事渊北方赛区暨总决赛冤中袁我校 Robocon大学生机器人创新团
队在连续 9场投中野金球冶取得完胜获得山东赛区冠军后袁又在北
方赛区 6场外围赛中全部取得完胜袁入围全国总决赛袁最终获得
全国一等奖遥 崔保春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袁于帮国被评为优
秀队长遥 全国共有 74所知名高校尧近 3000人参加比赛遥 渊许琳冤

Robocon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季俊立/摄

6月 27日袁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尧副校长姚庆国会见了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副校长 Monica
Kennedy一行遥 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赵向东等参加会见遥 渊王毓静 牛云凤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