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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普兰店区人民政府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本报讯 12 月 9 日上午，在
普兰店区政府会议中心，我校
与普兰店区人民政府举行教育
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决定在中
小学教师招聘和中小学校长、
教师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
作，共同构建地方政府、高校、
基层教育“三位一体”合作办学
的平台，实现共享、共赢、共同
本报讯 11 月 30 日下午，学校党委中心组在 解、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新经验、 精神上来。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
发展。签约仪式由普兰店区副
主楼 301 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共 新要求；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加强和 坚定，才有行动上的自觉和有力，只有把全会精
区长袁洁主持。
辽宁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精神。党委书记宫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要深刻理解、 神学深悟透，才能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落到实
仪式上，校党委书记宫福
福清主持会议，并就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出部 准确把握强化党内监督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处。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
清介绍了近年来学校事业发展
署。
重要作用；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会关于“突 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提出的五大方面的内容
取得的突出成绩。作为辽宁省
宫福清书记详细传达了省委十一届十四次 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
的论述。 作为学习的重点内容；要充分发挥学校理论宣
最大的、起示范带头作用的教
全会精神。全会就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二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讲团的优势和作用；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广好的
师教育中心，学校以内涵提升
神提出 3 点意见。
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要求，要 经验做法，营造良好氛围。真正意义上抓好思
为根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
一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想上的落实。第二，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
持教师教育特色，优化专业结
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要加强和规范党内 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不折不
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学
上来。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集 政治生活，打牢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要全面落 扣地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
科 建 设 ，大 力 推 动“ 政 产 学 研
中体现在“五个一”上，即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 实党内监督责任，着力构建党内监督新格局；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营
用”协同创新，为辽宁全面振兴
是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 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推进 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决定》要求，结合学校实际，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制定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性规定，成立全面从
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支持，已与省内外多个地市开
央”；一个突出主题就是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三要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严治党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一定要发挥干部的
展 了 多 领 域 、深 层 次 的 合 作 。
重大问题；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关于 精神，推动全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 表率作用，在学习上作榜样，在践行上树标杆，
宫书记表示，学校目前正紧密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人心。关键是要发挥好学习研讨的基础性作 真正意义上抓好组织上的落实。第三，一定要
围绕全省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突出了 用，发挥好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发挥好宣传宣 切实做好督促检查。要建立健全督促检查工作
性改革，致力于推进优质教师
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 讲的指导作用，
发挥好督促检查的促进作用。
责任制，抽调骨干人员组成专门的督查小组，加
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希望地方
数”；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就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中共辽宁省委十一届 强对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情况、
《准
政府、高校和基层学校通过“三
《条例》执行情况的督查，有效传导压力和责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强 十四次全会精神，学校党委提出 3 点要求。第 则》
位一体”合作办学的重要举措，
调，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 任，确保取得扎实成效，真正意义上抓好工作上
加快实现政府、学校、学生乃至
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要深刻理 和行动统一到中共辽宁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 的落实。
(伊霖)
社会共赢。
普兰店区委书记刘维木介
绍了普兰店区的发展情况并在
讲话中表示，辽宁师范大学作
为东北名校，在师资培养上一
本报讯 12 月 8 日下午，学校党委中心组在 深入阐释。他引用国内外媒体相关报道，列举 性、自觉性，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 直以严谨、务实著称，生源质量
学术报告厅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调研过程中的具体事例，聚焦民众普遍关注的 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正式提法的重大意义，认 在教育界有口皆碑。在当前普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 热点问题，充分联系高校工作实际进行生动细 真学习、深刻领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兰店撤市设区、共谋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事
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致的解读。整个辅导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的若干准则》的丰富内涵，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业得到辽宁师范大学的合作支持，是普兰店
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朱继东研究员应邀作辅导报 对我校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全会精神和进一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核心要求，把全 区教育史上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要竭
告。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步加强学校党建工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各单位、各部门要 诚致力，把合作事项做深、做透、做出成效，确
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和部分教师代表参加报告
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学校党委把学习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抓好贯彻落实。学校理论 保把“品质立区”战略目标落到实处，为普兰
会。报告会由学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主持。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 宣讲团成员要积极深入基层单位、深入到各个 店区建设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校长韩增林与普兰店区人民政府区长申
朱继东研究员从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校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按照省委提出的“分 党支部、深入到学生当中，把全会精神宣传好、
地位意义重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就抓住 层次、分阶段、多样化”的学习总体要求，学校党 贯彻好。同时要求全校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统 守勃分别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普兰
了根本，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 委坚持在学习中丰富内容、丰富形式、丰富载 一思想，凝聚力量，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学校 店区人大、区政协领导和我校党政办、研究生
抓住关键问题，全面强化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 体，有针对性地“走出去、请进来”，此次辅导就 改革发展上来，积极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全面完 院、教务处、社会合作与服务处、本科招生与
有例外，意识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关键 是一次高层次的“请进来”。学校党委希望全校 成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 就业处、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共同见证了签约
(杨帅)
等 5 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 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开。
(伊霖) 仪式。

党委中心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
省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精神

中国社科院朱继东研究员来我校作报告

我校与法国里昂国际
商务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2016 年学生工作大会召开

本报讯 11 月 25 日下午，辽宁师范大学
2016 年学生工作大会在校礼堂召开。校党委
本报讯 12 月 5 日上午，辽宁师范大学与法 书记宫福清、校长韩增林、校党委副书记李
国里昂国际商务学院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在主楼 培山、副校长李雪铭、校纪委书记苏健、副
301 会议室举行。我校校长韩增林、副校长李 校长朱成利、岳崇兴、校总会计师宋述龙、
雪铭，法国里昂国际商务学院院长迪亚兹、中 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研究生和本科
国区代表王祎、张春阳以及我校国际交流处、 生辅导员、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大会由校党
教务处、外国语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出席签约仪 委副书记李培山主持。
副校长李雪铭对 2016 年学生工作做全面
式。
仪式上，韩增林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发展历 总结，并对 2017 年工作进行部署。副校长朱
史和学科特色、在教育国际化方面所进行的探 成利宣读了 2016 年学生工作表奖通报，全校
索以及与法国高校的交流现状。韩校长希望借 共有研究生 346 名先进个人、本科生 85 个先
此机会，能够加深双方相互间的了解，进一步 进集体和 5918 人次先进个人受到表奖。与会
扩展双方各方面的实质性合作。迪亚兹院长介 领导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校优良学风标兵班、化学化工学院
绍了里昂国际商务学院的基本情况，同时表示
与我校的合作是其开展的首个中国项目，对合 2013 级 2 班班长张宇，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作愿景充满信心。双方就推动国际办学、科研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刘文
合作、师生交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达 新，大连市大学生标兵、城市与环境学院本
科生戈嘉璐分别代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发
成多项共识。
韩增林校长和迪亚兹院长分别代表辽宁师 言。
校长韩增林代表学校讲话。他高度评价
范大学和里昂国际商务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我校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与里昂国际 我校学生工作在传承学校求善求美的人文精
商务学院将采取“3+1”和“2+1+1”模式开展 神、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求新求进的创业
精神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要求学生工作者要
联合培养本科生及教师互访项目。
（张凤安） 忠诚国家的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三尺讲

摄影 马明菲
堂、善于把握学生的成长规律，做学生思想
道德、追求科学、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希望
广大学生勤学奋进、乐学精业、博学广智，
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业理论
扎实、综合能力突出、知识储备富足、敢于
思变创新的青年人。
李培山副书记总结强调，我校学生工作

一定要秉持“以人为本、质量至上”的办学
理念，坚持“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以学生
的学习效果为中心，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中
心”，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以更加
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更
加优质的倾情服务，全面提升工作水平。
（迟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