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2016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刘晓巍

本报地址：大连市黄河路850号 邮编：116029 电话：0411-84258213 邮箱：xiaobao@lnnu.edu.cn 大连报业集团印务公司承印

本报讯 4月 13日上午，副校长
李雪铭主持召开了全面提升教育国
际化工作会议。国际交流处、教务
处、学生处、人事处、研究生院、国际
商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相关领导参
加会议。

李雪铭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
按照我校“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
我们在现有国际交流的基础上，要
着力提升国际教育办学层次和学校
声誉。在提高本科、研究生和博士
生培养上做好课程国际化对接和进
行合作办学新探索；开拓思路，建设
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提高科研和
学术水平，增加国际知名度；各相关
职能部门要有国际化办学新理念，
组织有效、办法得当，挖掘潜力，服
务师生。

相关部门领导就来华留学生管
理、留学生专业建设、学籍管理；派
出学生学籍管理、学分转换、外语水
平培养、部门协调；国家留学基金和
辽宁省地方基金使用、导师培养和
整合全校国际化资源，人才引进及

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方面做了相应
的汇报并对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讨论。

李雪铭副校长责成相关部门对
各自的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形成
总体意见，并制定具体方案，严抓落
实。李雪铭副校长强调，国际化办
学的提升要力争做到“政策明确，操
作清晰，学院积极，不同肤色学生趋
同，国外、校内资源共享”。

又讯 4月22日上午，副校长李雪
铭主持召开了全校教学科研单位“教
育国际化工作”座谈会，26个二级学
院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参加座谈会。

各单位结合自身情况分别介绍
了教育国际化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
困难。座谈会集中围绕信息渠道拓
展，教师和学生派出，来华留学生管
理，留学生专业建设，联合培养硕士
和博士生的学籍和经费管理，中长
期国外知名专家引进，各类国际化
资源整合和全校国际交流大平台建
设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孙永君蒋开萍）

本报讯 3月 26日，我校 2016届
毕业生春季洽谈会在黄河路校区北
山食府成功举行。本次招聘会共吸
引了来自省内 8个地市及北京、天
津、山东、广东等 6省市共 160家用
人单位，提供岗位3000个。

为了给我校 2016 届毕业生搭
建层次高、质量优的就业交流平台，
本次招聘会严格控制规模和展位数
量，提高参会单位的层次，增强供需
的协调性。一些用人单位借助互联
网优势，虽未亲临现场，但以展出二
维码的方式让学生通过扫描了解其
单位情况，并可投入电子简历，此举
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此次招聘会受到了广泛关注，
校内外 3000 余名毕业生来到招聘
现场，投递简历，展示才干。现场气
氛良好，秩序井然。参会单位普遍
认为，我校毕业生整体素质较高、准
备充分、积极主动，在简历制作、与
人沟通和自我展示等方面优势比较

突出。一些用人单位当
天下午即对部分应聘毕
业生进行了笔试或无领
导小组讨论等形式的进
一步选拔。

如今的就业形式依
旧严峻，采访过程中许
多用人单位表示当前他
们更看重应聘者对这份
工作的想法以及工作意
愿，另外工作经验和个

人能力依旧是他们招贤纳士不变的
重心。前来应聘的大学生更多关注
的是企业单位提供的薪资，多数毕
业生希望在用人单位得到锻炼，以
便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招聘会期间，我校党委副书记
李培山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
生处等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双选
会现场，看望招聘单位代表、了解单
位用人需求，并与应聘毕业生亲切
交谈，询问就业情况，为毕业生加油
鼓劲。

就业是每一个大学生都要走的
路，而求职就是这条路的入口。本
次招聘会的人群中也不乏一些低年
级学生的身影，他们来此参观学习，
提前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以便于
确定今后的努力方向。可见，招聘
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应届毕业生解
决就业问题，而且有助于在校生发
展自我，走向社会。

(万军 吴凌云金艺萌)

（上接A版）宫福清书记强调，规
划绝不能停留在文本层面，不能停留
在认知和认同的层面，必须落脚在操
作和践行上。针对规划如何落地、如
何创造性地抓好落实，宫书记提出 5
点要求。一是要抢抓机遇抓落实。
落实规划，一定要有机遇意识。面对
发展的新常态，要把国家战略、区域
发展与规划紧密结合。干事创业要
有洞察力，要看得到机遇，抓得住机
遇，进而利用好机遇，形成合力，在开
放发展、服务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
的提升和发展。二是要认真较真抓
落实。落实规划，一定要秉持认真、
甚至于较真的态度。切忌人浮于事、
表面文章、形象工程，要深入，要突出
质量，知其“然”和“所以然”，对症下
药。在具体工作中，要发扬“钉钉子”
的精神，特别是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的
指标体系，更要认真、较真、务实，做

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三是要攻坚
克难抓落实。落实规划，一定要有滚
石上山，爬坡过坎的斗志和精神。要
敢于碰硬，敢于挑战，攻坚克难，以发
展破解矛盾，以事业凝聚人心。四是
要拼搏进取抓落实。落实规划，一定
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有了
责任心，才能有执行力，才能有激情
在状态，才能敢担当不抱怨，才能把
工作当成事业来干，把工作问题当成
科学问题来研究。不能单纯地为了
做而做，为了落实而落实，必须有拼
搏进取之心，这样工作才能有效果、
有质量。五是要时不我待抓落实。
规划落实，一定要有紧迫感，注重时
效性。尽管我们做的是五年规划，但
工作要做在当下。

宫福清书记指出，学校能否发展，
发展到什么水平，关键在人，核心在人
的素质。他强调，首先我们要有坚定的

理想信念。也就是要有正念，要有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要把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作为我们的精
神支柱、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做到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它们作为前行
的旗帜，行动的引领。其次我们要有强
烈的求发展的愿望。也就是要敢想，要
有一种发展意识，要清醒认识、高度重
视发展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要有高超
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要善
为，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要有清晰的
工作思路，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要跟
得上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

宫书记鼓励大家秉持朴实、务
实、求实的校风和求善求美的人文精
神、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求新求进
的创业精神，上下同心，正念、敢想、
善为，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人生，实
现共同事业的蒸蒸日上。

（伊霖）

本报讯 4月21日下午，我校统一
战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在主楼218
会议室召开。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到
会并讲话，宣传统战部副部长王洪英
主持会议。

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无
党派代表人士以纪念“五一口号”68
周年为契机，通过回顾历史进一步深
化思想认识，增进政治共识，并围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培山
副书记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
极参与学习实践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政治上
向党看齐，能够一如既往地自觉接受
党的领导，结合学校“十三五”开局和
内涵发展的具体实际，立足本职建功
立业，围绕中心建言献策。他要求统

战部门把好政治关，强化服务意识，
做好联系交友工作，并向党外人士通
报了学校机构设置、干部调整和“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要求各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好民主监督
作用，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会上，统战部还就落实学习机
制，推进“三学三促进”做了具体要求
和部署，并下发了相关学习材料。

（司齐）

本报讯 4 月 7 日上午，我校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总结
暨先进表彰会在主楼 301 会议室
召开。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出席会
议。

会上，白文龙对我校 2015 年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全面回
顾，肯定了 2015 年就业创业工作
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就业创业工作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 2016 年
就业创业工作作了部署。

白文龙宣读了《关于表彰辽宁
师范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李
培山副书记、白文龙主任、于开文

处长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李培山副书记代表学校向获奖

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他充分肯定
了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各学院及
就业创业工作相关人员过去一年里
卓有成效的工作，强调了就业创业
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是一项
重要的民生工程，意义重大，使命
光荣，并希望各二级学院再接再
厉，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做好2016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会上，各学院向学校递交了
2016年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书。

（万军）

本报讯 4月 7日上午，我校 2015
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年会
在主楼301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学生
处副处长崔宝华主持。

会上，研究会副会长、学生处处
长于开文总结了研究会2015年工作，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目前部
分研究会成员问题意识不强、理论研
究水平需要提高等问题。

于少乾、肖虹、于治龙作了题为
《日常事务管理与危机事件应对》的
研究成果交流。

研究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于永成布置了 2016年研究会
的主要研究方向。

学生处副处长刘世利宣布了辅
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综合奖、优秀博文
单项奖、精品活动单项奖获奖名单。
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为获得辅导员
职业技能大赛综合奖的辅导员颁发
了获奖证书。

研究会会长、校党委副书记李培
山做了重要讲话。他对研究会以往
的研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目前

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他表示要通
过制度建设激励研究会成员开展研
究，为研究会成员的工作和发展提供
平台。他指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人
才培养，要求研究会成员不仅要有

“看齐”意识，更要有创新精神；在“互
联网+”时代，不仅要将技术手段与学
生工作相结合，更要探索深层次的新
媒体应用平台，结合我校大学精神建
设，让学生真正理解学校精神，切实
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 （迟真）

本报讯 4月13日下午，我校在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多功能厅召开 2015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结暨
2016年度签状大会。校综合治理委
员会副主任、副校长朱成利、校工会
主席张学军、校综治委办公室主任全
双厚以及29个签状单位的责任人、综
治工作人员参加大会。会议由校综

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宏兵主持。
会上，全双厚做了2015年度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结；各签状单位
现场签订了 2016年度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目标管理责任状。朱成利副校
长传达了4月8日全国学校安全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对综合治理总
体工作提出4项要求：一是各单位、各

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提高认
识；二是要加强队伍建设，强化责任
担当；三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
度的执行效力。四是要加强宣传教
育，畅通信息渠道。各单位、各部门
要加强督促检查，结合学校“两学一
做”实施方案，为建设和谐平安校园
而努力奋斗。 （刘宏兵）

本报讯 近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
管理办公室公布了 2016年度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我校出版社《清前
史》出版项目成功入选。国家出版基
金是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之后，第三个以国家名义设
立的专项基金，我校出版社首次获此
殊荣。此外，在“十三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申报中，出版
社两套图书入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社科普及读物》系列图书入选大连
市社科联（社科院）年度重点课题项
目。累计获得96万资金支持。（孙琳）

本报讯近日，大连市委统战部印
发了《关于批准2015年大连市统战理
论研究立项课题结项结果的通知》，
2015年我校共申报统战课题14项，获

批省统战课题4项，省高校统战课题2
项，市统战课题 8项。其中获全省统
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项、三
等奖 1项；获市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
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 （司齐）

本报讯 3 月 29 日至 30 日，由中
共辽宁省委高校工委、辽宁省教育厅
主办的第五届辽宁省高校辅导员职
业能力大赛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来
自全省 80所高校的 240名辅导员参
加比赛。数学学院徐颖、政治与行政
学院肖虹、法学院杜朝阳等 3名辅导
员代表我校参赛并荣获团体三等奖，

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崔宝华）

本报讯 4月 13日、15日，我校
在文科 2号楼 301教室举办第三届暨
2014级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
赛。比赛由研究生院副院长关尔群
主持。本次大赛由研究生院组织，
全校 12个专业领域的 21名全日制教
育硕士研究生参赛。文学院学科教
学（语文）专业的陈思璇和教育学
院学前教育专业的齐钰获得文科组
一等奖；数学学院学科教学 （数
学）专业的刘雯和物理与电子技术
学院学科教学（物理）专业的徐洋
获得理科组一等奖；教育学院、文
学院、数学学院、物理与电子技术
学院获得组织奖。

（赵岩）

校园短波

我校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我校召开2015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年会

2015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总结暨
2016年度签状大会召开

2016届毕业生
春季洽谈会成功举办

我校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召开

2015届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总结曁先进表彰会召开

学校召开全面提升
教育国际化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