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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深入学院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
本报讯 ( 记者 姜彦新 张笑
雷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第二批主题教育推进会议精
神，学校党委先后组织召开校
内巡回指导组工作汇报会、全
校主题教育推进会和校领导班
子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以上
率下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
工作责任，带头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近日，校党委书记
王永清、校长付宏刚又分别深
入建筑工程学院、文学院，调
研了解学院层面主题教育推进
情况，现场指导推动有关问题
的整改落实，督促学院领导班

子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保持劲
头，持续发力，向问题“叫板”、
让师生“叫好”，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扎实成效。相关校领导
和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1 月 19 日，王永清书记、
董玉庭副校长一行深入建筑工
程学院，实地考察了东北寒区
土木工程校级重点实验室和省
级黑龙江省村镇饮水安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听取了两个部
门负责人的情况汇报。随后，
王永清书记与学院教师代表进
行了座谈，听取了院党总支书
记刘志强、院长刘洪波关于学

黑河市委副书记、市长马里走进我校开展宣讲推介

本报讯（记者 张笑雷 黄思钧 耿
亚伟）为增进在校大学生对我省各地
情况的认识了解，吸引大学毕业生留
在龙江创新创业，推动市校开展人才、
科技等领域合作，按照省委要求，11
月 27 日，黑河市委副书记、市长马里
走进我校开展宣讲推介，诚邀学校师
生到黑河市就业创业，助力黑河全面
振兴。我校校长付宏刚出席宣讲会并
致辞。副校长于文秀主持宣讲会。黑
河市副市长陈晓杰，黑河市各县（市、
区）、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黑河
市企业家代表，我校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及广大师生参加宣讲活动。
黑河市政府专门为此次活动制作
了宣传片，介绍了黑河市的自然资源、
发展目标、产业结构和人才政策。
付宏刚校长在致辞中表示，本次
宣讲活动既是我省政校企合作日益拓
展的一次具体行动，也是学校立足办
学优势、服务龙江作贡献的难得机遇。
我校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坚持
以服务地方发展支撑“双一流”建设
的战略定位，不断推动双方合作走深
走实。他相信在双方的坦诚交流和精
诚合作下，必将在龙江振兴的历史征
程上，携手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美好
明天！
随后，马里市长以《逐梦最北自
贸片区开启人生精彩之路》为题，从
黑河到底好在哪、黑河能提供什么样
的舞台、黑河能为大家的发展提供什
么保障三个方面作主旨宣讲。他说，
黑河是一座开放之城、魅力之城，更
是一座希望之城。开放的城市，最具
活力，最具生命力 , 当前，黑河面临
着重大的发展机遇，求贤若渴地等待
各方人才来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共
同当好黑河转型发展的见证者、开创
者、建设者。
据悉，在宣讲会前，我校与黑河
市在主楼 8 楼会议室举行了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副校长于文秀、黑河市副
市长陈晓杰代表双方签订了市校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院基本情况、师资结构及职称
情况、专业建设情况、科研情
况以及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
期间教师代表结合学院工作实
际和学院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从工程认证、职称评定、
横向课题经费管理等方面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王永清书记对建筑工程学
院领导班子工作给予肯定，并
提出两点希望和要求：一是希
望领导班子借助主题教育的开
展，进一步凝心聚力，提高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发挥学院的
主体作用，加强对青年教师的

锻炼和培养，让老师们都动起
来。二要注重挖掘和发挥校友
资源，强优势、补短板，增强
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
力，把服务社会工作做实做好。
11 月 6 日，付宏刚校长深
入文学院，与学院教师进行了
座谈。座谈会上，他听取了学
院院长陈才训关于学院总体情
况、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人
才队伍建设、教师职称结构和
年龄结构、学院发展存在的突
出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等方面情况的汇报。期间与会
教师结合自己工作和生活实际，

围绕本科教学、课程建设、论
文发表、职称评定、四级薪酬、
教职工住房等方面提出意见和
建议。付宏刚校长对文学院的
整体工作给予了肯定，现场回
复了大家关心关切的问题，并
就部分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进
行认真记录，表示将进一步研
究，争取早日予以解决。付宏
刚校长在会上强调，高校教师
要有责任心，有情怀，在教书
育人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学
生成长成才尽心尽力，努力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日前，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的全省第
二届高校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决赛在东北
林业大学举行。哲学学院党总支教工第二党支
部书记王秋同志代表我校参赛并荣获三等奖。
经过基础知识测试、主题党日活动方案设计
和党务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案例评比，王秋同志
以初赛第二名的成绩，从 63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顺利晋级决赛。通过谈心谈话、微党课的比
拼，荣获三等奖，为我校基层党建工作又添一项
新成果。在本次比赛全过程中，王秋同志始终坚
持立足实际讲支部工作成效，稳扎稳打，严谨求
实，展示了风采，交流了经验，展现出我校“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
能力、较高的党性素养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党委组织部供稿

我校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
第七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开幕
11 月 30 日， 黑 龙 江 大 学 第
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七次
研究生代表大会开幕式在我校音
乐厅举行。
学校领导王永清、付宏刚、
蒋晶洁、丁宏、荣盘祥、严明、
陈文远、于文秀、陈德明应邀出
席开幕式。团省委学校部负责人
刘威、省学联驻会执行主席密晓
楠以及我校相关职能部处主要负
责人，各学院党委（党总支）书
记、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

全体辅导员以及各兄弟高校嘉宾
也应邀出席大会开幕式。开幕式
由校第二十三届学生会委员会第
二任期主席许一博同学主持。
校党委书记王永清在开幕式
上发表了讲话。王书记希望全体
同学要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
教诲和期待，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用青春的奋斗走好在黑大的求学
之路，用信仰的光芒指引前行的
方向，争做传承黑大精神、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王永清书记强调，全校党组
织、各部门、各学院要一如既往
关心、关爱青年学生，对学生会
和研究生会给予悉心的指导和帮
助，共同履行好育才兴邦的神圣
使命。王书记还对全校青年学生
和新一届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
了三点希望：树立远大理想，找
准人生航向；刻苦学习钻研，书
写奋斗青春；牢记服务宗旨、引
领凝聚青年。

校团委供稿

听张家骅教授讲述初心故事

张笑雷 张康瑶
张嘉訸 马骏华

11 月 19 日，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正式公布 2019 年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HighlyCited Researchers 2019）”榜单。中国内地本年
度有 636 人次上榜，黑龙江省共有 17 人次上榜。
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 11 人次，哈尔滨工程大学 4
人次，黑龙江大学 1 人次，东北石油大学 1 人次。
我校付宏刚教授再次入选交叉学科领域的全
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付宏刚教授是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首批“国家万人计划”
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入选 RSC 材料
领域 TOP1% 高被引中国作者榜。近年来付宏刚教
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三百多篇，总
被引 16000 余次，发表高被引和热点论文五十多
篇，H 因子 68。

科学技术处供稿

我校教师在全省高校党支部书记
素质能力大赛中获得佳绩

钟情教育 献身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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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付宏刚教授再次入选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

本报讯（记者 王颖 张梅）按照学校“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安排，11 月 27 日，
我校在音乐厅举办“师德 • 文化大讲堂”第六期——
“教育报国守初心，立德树人担使命”先进人物
事迹报告会。此次报告会的报告人是我校国家级
教学名师奖、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
家骅教授，各学院的教师代表 800 余人出席报告会。
报告会上播放了张家骅教授个人成就视频短

片。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张家骅教授走上讲台。
他以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经历为主线，讲述了自
己从本科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到高考恢复
后成为第一批俄语专业研究生；从研究生毕业留
在黑龙江大学任教，到公派苏联普希金俄语学院
进行学术交流；从创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
研究中心，到现如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的研究的工作历程。
（下转 3 版）

我校教师在全省高校军事理论
教学比武竞赛中获得佳绩
日前，由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省军区战
备建设局举办的“2019 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
军事理论教学比武竞赛”在哈尔滨举行，全省共
有 66 所高校参赛和观摩。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军事教育教学研究部教师卢茁荣获教学比武竞赛
三等奖。
我校教师卢茁的参赛作品题目为《信息化战
争》，在教学比武竞赛展示中，他以扎实的基本功、
良好的教学素养、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娴熟的授课
技巧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荣获三等奖，
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也充分展示了我校军事理论
课教师队伍的风采。

武装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供稿

我校在哈尔滨市
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得佳绩
日前，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的第十
届哈尔滨大学生创业大赛在哈尔滨市人力资源中
心举行。
经过层层选拔，我校“基于大数据的业务运
营支撑系统”和“网安精灵——无线网络安全飞
行检测器”两个项目最终入围总决赛。我校头雁
科技团队的“基于大数据的业务运营支撑系统”
项目取得了本届大赛最高奖——A 类 ( 创业类 )
特等奖的优异成绩；“网安精灵——无线网络安
全飞行检测器”项目获得 B 类 ( 创意类 ) 三等奖。
同时，我校获得了本届大赛的优秀组织奖。我校
获奖团队将分别获得大赛主办投入的项目扶植资
金 3 万元、0.8 万元。

创业教育学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