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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中心组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0月21日下午，我校与旅顺口区人民政
府在主楼 301会议室签署教育合作框架协议。旅顺
口区委书记衣庆焘，旅顺口区人民政府代区长李军、
副区长郭晓迪，我校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韩增林，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副校长刘向军、李雪铭出席签约
仪式。宫福清书记、衣庆焘书记分别讲话；韩增林校
长、李军代区长代表双方签订《教育合作意向书》。

宫福清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辽宁师范大学建
校65周年之际，与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开展教育合作，
构建起高校与地方政府、基础教育学校三位一体的
合作模式，意义重大。辽宁师范大学是辽宁省规模
最大的、起示范带头作用的教师教育中心，始终以培
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为核心，将科研成果转
化与服务社会深度融合，用高水平的文化成果引领
文化传承与创新，与省内外多个地市开展了多领域、
深层次的合作，充分发挥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宫书
记希望双方在开展教育合作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将
合作延伸到方方面面，为旅顺口区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更好地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衣庆焘书记充分肯定了我校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等方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并介绍了旅顺口区自然状况，希望依托我校基础教
育人才培养、教师培训等核心优势，以中小学教师培
养、幼儿园建设为重点，积极吸引我校优秀毕业生到
旅顺口区工作，同时开拓发展思路，拓宽合作领域，
丰富合作内容，保持双方合作动态上的更新，实现共
同发展。

郭晓迪副区长表示，双方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
将在毕业生就业、实训基地建设、教师培训等方面开
展具体的合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双方共赢。

旅顺口区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规划局、
教育局相关领导，我校党政办公室、社会合作与服务
处、教务处、本科招生与就业处、研究生院、基础教育
教材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后勤服务产业集团等部
处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伊霖）

本报讯11月2日下午，学校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在主楼 301会议室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就贯
彻落实全会精神作出部署。党委书记宫
福清主持会议。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导师史艺军教授应邀作专题辅导。

史艺军教授以《全面从严治党：执政
党建设的新境界》为题，聚焦党的建设，从
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重要举措、目
的要求等 4 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公报进行了深入解读。史艺军教授认
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新
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内容，全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是制度治党的重要规矩。强化党
内监督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时期党的建设要做到“四个着力”：着
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
原则性、战斗性；要着力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要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着力
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

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
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
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委书记宫福清认为史艺军教授对
公报内容解读深刻，将“四个意识”上升到
思想建党层面是一种理论创新，此次专题
辅导对广大干部把握全会精神具有指导
意义。宫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
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通知》和省委书记李希在省级党
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要求，结合学校工作
实际，就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会精
神提出3点要求。

第一，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
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一定要认真学习报告和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精神。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正
式提法的重大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政
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建党 95
周年、执政 67年、有 8800万党员的大党，
必须要有核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
一系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的成就，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的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

誉，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这是全党的高度共识,是众望所归，当之
无愧，名副其实。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的丰富内涵。一定要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核
心要求。

第二，要深入贯彻全会精神，把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要坚定不移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
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各项规定、决定；要坚
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
责任，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
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的政绩，一心一意抓党建，聚精
会神谋发展；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准则》
《条例》的落实。

第三，一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来抓。要结合省委要求、学校实际
做出专题部署；要分层次组织学习；要分
阶段组织学习；学习形式要多样化；一定
要做好“两个结合”，把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的学习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
起来，与学校党委换届、党总支换届结合
起来。 （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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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0月24日下午，我校与密
苏里州立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双学
位联合培养备忘录签约仪式在国际
文化交流中心多功能厅举行。我校
党委书记宫福清、校长韩增林、副校
长 李 雪 铭 ，密 苏 里 州 立 大 学 校 长
Clifton Smart、董 事 会 主 席 Joe
Carmichael、董事会成员（美国密苏里
州州府杰裴逊城市长）Carrie Tergin、
副校长 Jim Backer、助理副校长 Steve
Robinette 以及我校研究生院、国际交
流处、国际商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
院、政治与行政学院负责人出席签约
仪式。此次两校合作的研究生项目，
不仅是国际商学院从单一本科教育

提升为研究生教育的新起点，也是我
校研究生双学位联合培养的国际合
作项目新突破。

签 约 仪 式 上 ，宫 福 清 书 记 对
Clifton Smart 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
迎，对校长Clifton Smart和董事会一直
以来对两校合作项目——国际商学院
的鼎力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宫书记
指出，两校合作办学16年来，国际商学
院引进融合优质教育资源，以优质的
办学质量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社会认
可度，在培养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管理方式、学生学业评价机制等方
面积累了可供学校其它传统专业借鉴
的国际化的先进经验。

今 年 6 月 ，两 校 就 Master of
Professional Studies（双硕士研究生联合
培养）达成共识，并就该项目联合培养
的模式、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录取要
求、师资配置等一系列相关事宜进行
了详细研讨。宫书记表示，此次研究
生项目合作，将两校合作从本科层面
扩展到研究生层面，将进一步推进两
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
学者互访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校将
统筹全校资源，不遗余力支持这一项
目的成长和发展。

Clifton Smart 校长表示两校合作
机构的成功和发展离不开两校领导的
大力支持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国际商学院作为密苏里州立大学
在海外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合作项
目，以其特色的办学模式享誉中外。
此次研究生项目合作，必将为双方的
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学习与交流的平
台，发挥积极作用。

韩增林校长和 Clifton Smart 校长
分别代表辽宁师范大学和密苏里州立
大学签署专业硕士研究生双学位联合
培养备忘录。

签约仪式后，韩校长为密苏里州
立大学主管科研与国际交流工作的副
校长 Jim Baker和密苏里州立大学助理
副校长、中国项目主管 Steve Robinette
颁发了荣誉奖牌。感谢他们十多年来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并亲自参与到
两校合作项目中来。这也是我校首次
为在国际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
专家颁发荣誉奖牌。

（郭欣田）

本报讯 10月 19日上午，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主楼 301会议
室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
习上关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基础性评价体系。党委书记宫福清主持会议。政治与行政学院任
春雷副教授、学校总会计师宋述龙作专题讲座。

任春雷副教授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进行梳理并作了深度解
读。任春雷副教授指出，领导干部学网、懂网、用网，首先要明白学什
么、懂什么、用来干什么。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

“最大变量”，学网、懂网、用网最核心的是学习、领会、运用互联网的政
治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战略规划和统
筹。要正确处理好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这3个关系，不
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
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

宫福清书记对任春雷副教授的讲座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各位领导
干部深刻理解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充分认识信息化的政治价值，
自觉树立信息化思维，进一步提升履职能力，增强对信息化发展的驾
驭能力。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宫书记结合学校工作
实际提出 3 点要求。一是一定要加快推进学校网络建设，加快建成

“数字校园”，最终建成“智慧校园”。二是要加强校园网络的管理。
党委宣传部总体负责，要对各类新闻稿件严格把关，要不断强化网络
阵地管理、新媒体的管理，加强网上舆情监控，要把各基层单位负责
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的队伍管好用好。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要配合宣
传部做好网络的技术支持和硬件支持。三是一定要用好互联网。领
导干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要真懂真用，要加强
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宋述龙总会计师就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进行了
要点解读。总会计师从内部控制的概念、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关
键岗位（内容）、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原则及工作要求、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指标等5个方面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
性评价体系进行了详细说明，并通报了我校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的进展情况，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宫福清书记强调，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是
对学校经济工作、财务工作一种流程和内涵的规范，各职能部门及二级
单位要抓紧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坚决执行内部控制体系，为党风廉政建
设增加一道防火墙。 （伊霖）

党委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

我校与密苏里州立大学
签署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备忘录

摄影 马明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