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信永华

2019年7月19日

第 期
(总第 1079 期)

国内统一刊号悦晕猿苑要园愿园远 辕渊郧冤

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主办 山东科大报社编辑出版

杂匀粤晕阅韵晕郧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韵云 杂悦陨耘晕悦耘 粤晕阅 栽耘悦匀晕韵蕴韵郧再 WEEKLY

周五出版

澡贼贼责://泽凿噪凿遭援cuepa援糟灶 电子信箱院sdkdb岳泽凿怎泽贼援藻凿怎援糟灶微
信

微
博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信永华冤 近日袁一所致力于培
养应急安全管理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新学院落户我校遥
该学院由我校尧青岛市应急管理局尧青岛海丽雅集团
有限公司三方共建遥

三方坚持开放性尧自主性尧互动性原则袁立足加快
应急管理与安全科学人才培养尧技术开发尧科技成果转
化的进程袁通过高校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尧应急安全产
业三方的开放合作袁 实现政校企三方资源的整合与共
享袁为青岛市尧山东省乃至全国输送政府尧产业亟需的
高质量人才袁建设国内一流的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遥

7月 15日袁三方在我校举行了共建协议签约暨揭
牌仪式遥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马宝成尧青岛市政
府副秘书长万建忠尧 青岛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建刚尧
青岛海丽雅集团董事长张旭明袁 校党委书记罗公利尧
副校长刘孟德及党委学校办公室尧科研处尧矿业学院
与青岛市应急管理局及下辖各区市应急管理负责人

出席了仪式遥 仪式由校合作发展处处长王晓东主持遥
罗公利在致辞中代表我校对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袁 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
的领导尧同仁表示衷心感谢遥他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
和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的成绩袁 介绍了学校安全工程
学科雄厚的基础与专业优势袁表示袁安全与应急管理学

院的成立必将在应急人才培养尧应急信息共享尧应急资
源整合尧应急方案设计尧应急产业引领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袁 学校将全力支持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的建设与
发展袁并将此作为学校认识青岛尧融入青岛尧服务青岛
的重大契机袁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遥

万建忠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尧市政府向学院的成立
和参与共建的各方表示祝贺遥 他指出袁三方携手尧强强
联合共建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袁顺应大势袁正逢其时袁
开启了青岛市应急管理事业的新篇章袁这是应急管理
人才培养领域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袁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遥 希望三方精诚团结袁倾力合作袁做大做强袁
实现互惠互利尧共建共赢的合作愿景袁打造产学研结合
的应急管理一流人才培养新高地遥

仪式上袁张建刚尧张旭明和刘孟德分别代表各方签

署协议袁万建忠和罗公利为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揭牌遥
期间袁罗公利会见了马宝成尧万建忠尧张建刚尧张旭

明一行袁并向马宝成颁发了兼职教授聘书袁三方围绕建
设一流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进行了洽谈遥 刘孟德及人
事处尧合作发展处尧矿业学院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遥

揭牌仪式后袁马宝成作了题为野坚持国家总体安全
观 全面推进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冶报告袁受到热
烈欢迎遥

政校企三方共建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本报青岛讯 渊记者 信永华冤 100多名专家
学者尧青年才俊袁两天时间 6 场主报告尧40 多场
分会场报告噎噎7月 13日至 14日袁由中国地质

学会主办袁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尧山东
科技大学等承办的青年地质论坛袁在青岛掀起了
一场前沿地质科技头脑风暴遥

这次论坛聚焦 野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冶袁
围绕煤田地质领域科学问题展开深度研讨袁助推
青年地质工作者服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袁勇
挑时代重任袁担当历史使命袁努力解决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资源尧环境问题袁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宏伟事业中建功立业遥

副校长孙鹤汀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遥孙鹤汀表
示袁我国具有富煤尧贫油尧少气的资源特征袁煤炭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将是长期的尧稳固
的遥 而国家能源向深部进军尧向地质复杂地段进

军袁 给煤炭地质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袁最
需要青年煤地质工作者齐心协力袁形成强大的凝

聚力尧向心力袁推动煤地质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
深度融合遥 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借助论坛平台袁共
同探讨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研究工作的最新

进展袁拓展新的研究发展方向袁取得新的研究成
果袁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袁为推进煤地质学科发
展和行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作为承办方之一袁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纪占胜在致辞中表示袁举办这次论
坛是全面落实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尧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尧人才强国战略以及自然资源部对地
质科技创新战略要求的重要举措袁煤炭地质领域
群贤毕至袁少长咸集袁这必将是一场煤炭地质科
学知识的饕餮盛宴袁为青年地质工作者带来一场
空前的前沿地质科技头脑风暴遥
会议邀请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尧中国矿业大

学渊北京冤代世峰教授袁中国矿业大学渊北京冤曹代

勇教授袁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张守仁教授袁
太原理工大学曾凡桂教授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宁

树正教授袁山东科技大学李增学教授作大会特邀
报告遥期间袁与会青年专家围绕煤田沉积地质尧煤
田构造地质尧煤田水文地质尧煤系气地质及成因

机理尧 煤系矿产资源成因机理与赋存规律等 10
个研讨专题进行了近 40个分会场报告遥

地科学院院长魏久传主持了开幕式遥这次论
坛承办单位阵容强大袁除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
委员会和山东科技大学外袁还有中国地质学会洁
净煤地质专业委员会等四家单位袁并有青岛地质
工程勘察院尧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协办遥

据悉袁为集中展示广大青年学者的最新工作
成果袁大会将评选的优秀论文推荐至相关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袁 同时把有关成果汇编成会议论文
集袁方便交流遥

会议期间袁 与会代表参观了我校地球科学
馆袁赴金沙滩尧银沙滩尧连三岛滨岸带实地考察遥

地学盛宴：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举办
本报青岛讯渊记者 徐展冤 7月 13

至 14日袁2019年全国数学建模研讨会
在我校举行遥 副校长刘孟德尧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主任陈叔平尧
北京数学会副理事长刘来福及我校相

关学院负责人和全国 100余所高校的

150余名数学建模专家代表参加会议遥
刘孟德致欢迎辞袁 对本次会议的

举办表示祝贺袁 对出席研讨会的各位
专家代表表示欢迎袁 向长期以来对学
校发展给予关心支持的专家学者表示

感谢遥 他分别从学校历史尧办学规模尧
学科建设尧科学研究尧人才培养等方面
介绍了山东科技大学的情况袁 着重介
绍了数学学院的发展情况遥

陈叔平在致辞中回顾了全国数学

建模相关会议的发展历史袁 介绍了举

办全国数学建模研讨会的初衷与愿

景袁 希望与会代表积极交流和展示高
校数学建模教学与应用研究的水平和

成果袁以全国数学建模研讨会为依托袁
推动数学建模教学与应用研究发展遥

会议期间袁陈叔平尧刘来福尧复旦

大学教授蔡志杰尧 天津大学教授边馥
萍尧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教授黄森忠分
别作了 野教学要有心得袁 心得要写出
来冶野北京高中数学知识应用竞赛与数

学应用探究论文冶野偏微分方程模型与
计算冶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命题
和解题冶野关于疾控成本最优策略问题
的建模及求解冶的报告袁对今后数学建
模教学与应用研究提出了指导性建

议遥 来自浙江大学尧西北工业大学尧海
南大学等十一所高校以及青岛二中的

12名教师分别针对数学建模教学研究
与应用研究作了报告袁 并与全体与会
代表进行了讨论和交流遥

全国数学建模研讨会会议由山东

科技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尧叶数学
建模及其应用曳 编辑部主办袁 到 2019
年已经举办了四届遥 本次会议注重于
数学建模方法和理论方面的学术性研

讨袁 针对目前数学建模学术竞赛中的
热点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袁 同时结合高
中新课标的实施袁 积极开展中学数学
建模与研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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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公利致辞并为学院揭牌 政校企三方签署共建协议

本报青岛讯 渊记者 秦晓钟冤 7月 8日至 12日和 7月 15
日至 19日袁我校分别在清华大学尧复旦大学全国干部教育培
训基地举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遥 校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全校近 160名处级干部参加了学习遥 经
过为期 5天的深度研修学习袁两个培训班圆满完成培训计划尧
顺利结业遥

校党委副书记尹华尧 王少鹏分别在两个培训班开班仪式
上讲话袁他们就举办研修班的意义作了阐述袁并对学员在学习
期间提出了要求袁他们希望通过清华大学尧复旦大学的优秀培
训平台袁提高干部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袁推动学校发展遥

两个培训班分别举办了 8~9场专题报告袁组织了 2次现
场教学袁开展了 2~3次小组讨论遥 清华大学培训班的 9场专
题报告是院 清华大学教授孟庆国的 野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

设冶尧中央纪委驻全国政协机关纪检组副组长修晓波的野全面
从严治党的强大思想武器冶尧清华大学教授李虹的野阳光心
态与心理调适冶尧中央党校教授阮青的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
命冶尧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杨燕滨的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的政策与策略冶尧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野中国创新驱动
发展冶尧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的野高校双一流建设与改革发

展新思考冶尧清华大学退休教授林泰的野学习习近平在学校
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的几点体会冶尧清华大学教授刘书
林的野加强学校党建与干部综合能力建设冶曰现场教学是院参
观清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尧icenter创客空间遥 复旦大学培
训班的 8场专题报告是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的野对标
世界名校打造一流大学之路的探索冶尧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
处长吴静怡的野大学学科发展机制尧教学改革创新与人才培

养探索及本科教育工作经验分享冶尧复旦大学教授姚凯的野高
校管理干部的工作方法和管理艺术冶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
委副书记周晔的野危机管理与媒介应对冶尧上海交通大学研
究员杨颉的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冶尧上海市委党校
教授肖昌进的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与
十九大精神学习冶尧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研究员李鹏的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冶尧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熊丙奇的

野高校教育中的学科建设和教育管理冶曰现场教学是院参观嘉
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和中共一大会址遥

在结业典礼上袁尹华和王少鹏分别对培训作了简要总结袁
对运用好学习成果提出了要求袁同时袁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有关领导出

席了开班式和结业典礼袁并寄语学员袁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遥
学员们普遍反映袁 综合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在课程安排

方面涵盖面广袁针对性强袁既有理论武装尧理想信念方面的解
读袁也有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引导袁既有野双一流冶建设的现实
指导袁 也有领导干部实践方面的实战需要曰 主讲教师学养深
厚袁严谨认真袁准备充分袁信息量大袁教学效果好遥 学员们纷纷

表示袁通过学习培训袁开阔了视野袁增强了危机感尧使命感袁在
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袁学以致用袁以实际行动
落实好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遥

据悉袁校党委十分重视此次培训袁专门对培训工作进行了
研究袁有关部门拟定了详细工作方案遥 培训期间袁学员们按照
要求袁自觉遵守纪律袁专心听课袁认真笔记袁表现出高度的学习
自觉遥

我校处级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结业

本报青岛讯 渊通讯员 田静 记者 任波冤 7
月19日袁美国叶科学曳渊Science冤杂志以野新的侏罗
纪哺乳型动物揭示了哺乳动物舌骨的早期演

化冶为题袁发表了我校地科学院教授周长付为首

的国际合作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遥 该成果是基
于在我国内蒙古宁城五化地区距今约 1.64亿年
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哺乳型动物化

石要要要野微小柱齿兽冶渊Microdocodon冤袁 由周长
付与国际著名古哺乳动物学家芝加哥大学罗哲

西教授尧波恩大学托马斯窑马丁教授和耶鲁大学
安詹窑布拉尔博士等共同合作完成遥

中生代哺乳型动物化石渊Mammaliaforms冤是
现代哺乳动物的近亲类群袁 其新化石发现可以
为追溯哺乳动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最直接

证据遥 所以袁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是古生
物学和生命演化研究的热点遥 野微小柱齿兽冶属
于原始哺乳型动物中 的柱齿兽 类支系

渊Docodonta冤遥 它的精美化石保存了与现代哺乳

动物同样的舌骨构造遥 这一舌骨构造由甲状舌
骨尧基舌骨尧角舌骨和上舌骨组成袁其特征非常
独特院骨节之间有活动关节袁结构呈鞍状袁区别
于更原始的犬齿兽和现代爬行动物的简单棒状

结构遥 现代哺乳动物的鞍状的舌骨构造是咽咙
的框架袁对食物传输和吞咽中有关键作用遥 微小
柱齿兽的新发现表明院 现代哺乳动物的舌骨构
造起源并传承于更为原始的哺乳型动物袁 出现
于哺乳型动物获得咀嚼能力的最早期阶段遥

渊下转第 3版冤

我国发现侏罗纪化石
揭示哺乳动物舌骨的早期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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