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一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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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讯渊刘冰冤 近日袁教育部公布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
名单袁山东科技大学申报的叶面向行业袁强
化创新要要
要安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曳教学成果获二等奖袁成果
完成人院程卫民尧刘伟韬尧辛嵩尧刘音尧周
刚尧黄冬梅尧刘震尧聂文尧倪冠华尧曹庆贵尧
陈连军尧王刚尧王海亮尧吴立荣尧赵文彬尧陈
静遥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按照叶教学成果
奖励条例曳设立尧特等奖由国务院批准的
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最高奖袁每四年

评审一次遥 1989 年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优
秀教学成果评奖袁2018 年是第 8 次开展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遥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接受各级
各类学校尧 学术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尧教
师及其他个人申报袁分基础教育尧职业教
育尧高等教育 3 个大类袁并首次接受香港尧
澳门地区申报遥 经专家评审尧高等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委员会审议袁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审共
遴选出授奖成果 452 项袁 其中特等奖 2
项尧一等奖 50 项尧二等奖 400 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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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公利带领第三届两委成员瞻仰焦裕禄纪念馆
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带头讲政治，带头讲担当，带头讲宗旨，带头讲干净，以崇高的境界、勤勉敬业的精神、改革创新的魄力和
能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不负重托，务实奋进，
全面完成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再创新辉煌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任波冤 学校第三次党代会闭幕不久袁校党委书
记罗公利带领第三届两委成员及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开展
了 2019 年第一次集中学习活动遥 1 月 3 日袁全体成员专赴淄博焦裕禄
纪念馆瞻仰学习袁重温入党誓词袁宣示新一届校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
信念遥罗公利在讲话中强调袁要学习弘扬野亲民爱民尧艰苦奋斗尧科学求
实尧迎难而上尧无私奉献冶的焦裕禄精神袁倍加珍惜时代提供的机遇和
舞台袁倍加珍惜全校党员尧师生的信赖和期待袁锐意进取袁埋头苦干袁向
全校师生交上一份满意答卷遥
在焦裕禄纪念馆前袁全体同志向焦裕禄同志石像敬献花篮袁向石
像鞠躬致敬袁并重温入党誓词遥在焦裕禄纪念馆内袁大家仔细听取了讲
解员对焦裕禄同志生平事迹的介绍袁认真瞻仰了焦裕禄感人事迹的一
张张图片尧一件件实物袁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参加革命尧带领群众与风沙
盐碱作斗争尧带病坚持工作等事迹的讲解遥
现场的一幅幅动人照片袁令学习人员深感震撼尧备受教育袁有的同
志在听取讲解时几度落泪遥 焦裕禄同志身上体现出的为民情怀尧求实
作风尧奋斗精神尧道德情操让参观人员深切沉思袁在野十条工作经验总
结冶野干部十不准冶等展板前袁大家认真观看袁不时驻足交流遥
罗公利强调指出袁第三届两委成员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
第一次集体学习袁进行此次主题教育的主要目的袁就是大力弘扬焦裕
禄精神袁不忘初心袁继续前进袁不负重托袁务实奋进袁全面完成学校第三
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袁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再创新辉煌遥
在观看焦裕禄先进事迹专题片后袁罗公利对全体成员提出四点要
求院一要带头讲政治袁做到心中有党不动摇遥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
产党员袁牢记铮铮入党誓词袁时时刻刻以学校发展和师生根本利益为
重袁努力做到一切工作着眼大局尧一切工作服从大局尧一切工作服务大
局袁在大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尧明确自己的责任袁切实把精力用在立德
树人上尧用在推动学校发展上尧用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曰二要带头
讲担当袁做到心中有责不懈怠遥 要有崇高的境界尧勤勉敬业的精神尧改
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袁善于搞好团结袁坚持大事讲原则尧小事讲风格袁
既要各司其职袁各负其责袁又要加强沟通袁团结协作袁对议定的事项要
坚决贯彻落实袁确保政令畅通袁在全校汇聚形成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曰
三要带头讲宗旨袁做到心中有民不忘本遥要始终关注师生利益袁把实现
好尧维护好尧发展好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袁把改善校园民生作为第一要事袁多干打基础尧利长远尧惠民生的
实事袁着力解决与广大师生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曰四要
带头讲干净袁做到心中有戒不妄为遥要做加强党性修养的表率袁牢固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尧事业观尧利益观袁把好野总开关冶袁干干净净做事袁堂堂
正正做人遥要做落实野两个责任冶的表率袁严格履行野一岗双责冶袁带领全
校广大党员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遥
全体成员还参观了原山艰苦创业纪念馆袁全面了解了原山林场建
场 60 多年来艰苦奋斗的拼搏历程遥淄博市博山区委副书记崔克辉袁区
委常委尧区委宣传部部长高健陪同参加上述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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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院
今天袁我们来到焦裕禄纪念馆袁进行第三届两委成
员第一次集体学习袁 目的就是要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
神遥 焦裕禄精神集中体现在亲民爱民尧艰苦奋斗尧科学
求实尧迎难而上尧无私奉献五个方面袁即牢记宗旨尧心系
群众的公仆精神曰勤俭节约尧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曰实
事求是尧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曰不怕困难尧不惧风险的
大无畏精神曰廉洁奉公尧勤政为民的奉献精神遥 这五种
精神体现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每个党员领导干
部的具体要求遥 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尧奋斗精神尧求
实作风尧无畏气概尧道德操守袁是人民群众心中一座永
不磨灭的丰碑袁永不过时尧永葆活力遥
党员领导干部就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袁 讲党性修
养尧树良好作风袁就要像焦裕禄同志一样袁讲实话尧办实
事袁真正把求真务实融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遥对打
基础尧利长远尧惠民生的事袁要以野功成不必在我尧建功
必须有我冶的胸怀主动作为袁一以贯之抓好落实遥
新一届两委受命于学校建设工科主导尧 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实现第一步跨入第二步袁由
优化布局尧 完善条件到固本拓新尧 提升内涵的关键时
期袁使命光荣袁责任重大遥
省委对我们寄予厚望袁全校师生对我们充满期待遥
我们要倍加珍惜时代提供的机遇和舞台袁 倍加珍惜组
织的重托和厚爱袁倍加珍惜全校党员尧师生的信赖和期
待袁锐意进取袁埋头苦干袁向党和人民袁向全校师生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党委是全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袁 团结带领
全校师生为实现学校宏伟蓝图而奋斗袁 关键在于加强
党委班子的自身建设遥我们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袁视
信任为责任袁视责任为使命袁视使命为生命袁不忘初心袁
继续前进袁不负重托袁务实奋进袁全面完成学校第三次
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袁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再创新辉
煌遥 在此袁提出四点要求遥
一要带头讲政治袁做到心中有党不动摇遥讲政治是
党员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尧力量之源尧为政之魂遥 任何
时候袁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尧政治立场不移尧政治方
向不偏袁 始终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遥 要牢固
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袁在思想上明辨
方向尧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尧在行动上令行禁止袁坚定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袁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袁 不折不扣地把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遥要始终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尧生活方
式和精神追求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深

罗公利带领第三届两委成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任波/摄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自
觉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
工作遥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袁牢记铮铮入党
誓词袁牢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袁将心中有党尧对党忠诚
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袁时时刻刻以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
为重袁时时刻刻以学校发展和师生根本利益为重袁时时
刻刻用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袁 努力做到
一切工作着眼大局尧一切工作服从大局尧一切工作服务
大局袁在大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尧明确自己的责任袁切
实把精力用在立德树人上尧用在推动学校发展上尧用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遥
二要带头讲担当袁做到心中有责不懈怠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全面推进袁
人民接受优质教育的需要日益强烈遥 主动适应新时代
新要求袁深化内部综合改革袁加快野双一流冶建设袁推动
特色发展袁 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袁 写好教育 野奋进之
笔冶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袁也是我们应有的担当遥 讲担
当袁要有崇高的境界遥 建设工科主导尧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应用研究型大学袁是一项长期工程尧系统工程袁打好
基础才能利长远遥 要牢固树立野功成不必在我尧建功必
须有我冶的意识袁接过接力棒袁跑好接力赛袁一茬接着一
茬干袁一张蓝图绘到底袁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需要而不懈奋斗遥 讲担当袁要有勤勉敬业的精神遥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袁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袁绝不是轻轻松松尧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遥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尧更
为艰苦的努力冶遥当前袁学校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袁宏伟蓝
图已经绘就袁只有更加勤勉地工作尧更加艰苦地付出袁
才能把愿景变成实景尧把前景变成美景遥要一心扑在事
业上袁爱校如家尧爱生如子袁把学校的事尧师生的事当作
天大的事袁带头抓谋划尧带头抓发展尧带头抓落实袁做到
野踏石留印尧抓铁有痕冶遥 讲担当袁要有改革创新的魄力
和能力遥野惟改革者进袁惟创新者强袁惟改革创新者胜遥冶
我们要瞄准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袁抓住主要矛盾尧
抓住关键环节尧抓住重点领域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袁
向改革要动力尧向创新要活力袁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把人
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尧文化传承与创新尧国际交
流与合作等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袁 确保走在全
省高校前列遥讲担当袁要善于搞好团结遥团结就是力量袁
团结就是同心同德尧同心同向尧同心同行遥 要成为一个
能够担当尧敢于担当的领导集体袁我们每位同志都必须
要有容人容事的雅量尧闻过则喜的胸襟尧相互补台的气
度袁真正做到政治上志同道合尧思想上肝胆相照尧工作
上密切配合尧生活上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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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遥 渊下转第 3 版冤

学校“2018 年度十大新闻”评选揭晓
本报青岛讯 渊记者 高晓华冤 近日袁
野山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新闻冶评
选揭晓袁野中国共产党山东科技大学第三
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冶等 10 条新闻入选
野山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新闻冶遥
新故相推袁日生不滞遥 2018 年袁山
东科技大学各项事业取得可喜的成绩遥
为充分梳理和反映 2018 年学校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新闻事件袁全面回顾总结学
校工作袁野山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
新闻冶 评选活动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正式启动遥 评选范围涵盖 2018 年全年
内有关学校的新闻尧对学校发展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或开创意义的事件以及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获得大量好评的新闻
事件等遥 活动期间袁全校上下广泛参与袁
党委宣传部尧新闻中心从各部门尧各单
位报送的新闻中袁 结合 2018 年全年的

校园新闻袁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袁按照新闻针对性尧积极性和
影响力等原则袁 遴选推荐出 20 条新闻
作为 野山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新
闻冶候选新闻袁送各部门尧各单位遴选袁
同时袁 学校官方微信组织网上投票活
动遥 评选过程中袁各部门尧各单位将野山
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新闻冶 评选
活动作为广大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尧关心
学校建设发展的有效载体袁 精心组织曰
广大师生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袁认真
评选遥 最终袁 评选出 野山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新闻冶遥 参加活动的师生
们表示袁每年年末岁初的野十大新闻冶评
选活动袁以回顾往昔的方式引领广大师
生以崭新而自信的姿态走进新的一年袁
鼓舞大家齐心协力尧开拓创新袁为学校
发展而努力奋斗遥

山东科技大学 2018 年度十大新闻
中国共产党山东科技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我校一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大精神科大传统教风学风正式发布
我校获野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冶称号
叶山东科技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曳入选中文核心期刊
吕亚男获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煤矿充填开采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我校
野煤矿工作面采煤机虚拟仿真实验冶项目获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蒋宇静当选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
我校新增学位授权工作获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