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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王燕玲一行到我校调研

本报讯 5 月 15 日，辽宁省政
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王燕玲一行来
到我校进行工作调研。辽宁省高
校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海杰、办公
室主任孙浩洋随同调研。我校校
长韩增林、副校长李雪铭、岳崇
兴、党政办公室主任曹锡顶、社会
合作与服务处处长王发毅与王燕
玲主任一行进行交流座谈。

韩增林校长代表学校对王燕
玲主任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对省教育厅多年来对学校发
展建设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
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我校发展
建设的基本情况。

李雪铭副校长就辽宁省教育
事业发展联盟工作情况作汇报。
他指出，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大
环境下，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联
盟的成立，标志着我省教育事业
进入组团发展的崭新阶段，必将
对提升全省教师教育水平和教育
发展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理
事长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将主动
服务、畅通信息，做好沟通交流，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确保联盟工作
健康有序发展，努力将联盟打造
成为我省教师教育改革新品牌。

岳崇兴副校长重点介绍了科

研成果在企业转化及科研成果孵
化等方面工作。他指出，学校高
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积极
转变观念，关注社会需求，不断完
善政策，积极搭建平台。他还就
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并
表示学校将不断拓展思路、创造
条件，进一步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不断促进学校科技成果更好服务
辽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王燕玲主任充分肯定了我校
在辽宁省教育事业发展中做出的
卓越工作。她指出，辽宁师范大
学教师教育特色鲜明，优势突

出，今后要以辽宁省教育事业发
展联盟建设为契机，凸显学校在
全省基础教育研究实践中的核心
与领军地位，继续做好表率，在
输送教育领域人才、提供智力支
持、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为全省师范教育专
业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与会人
员还就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以及学
校发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座谈会前，校党委书记宫
福清会见了王燕玲主任一行，
双方就我校发展建设情况进行
了交流。 (肖虹)

本报讯 5 月 15 日下午，我校
在主楼 301会议室召开推进学校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学校党务部
门负责同志及各二级单位党组织
书记、副书记参加会议。会议由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主持。

校党委组织部部长丛茂国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
重要指示和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同
志、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同志的

批示。
党委书记宫福清作重要讲

话，代表学校党委对我校过去一
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进
行全面总结。宫书记就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委和省委高校工委
部署要求，对推进我校“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讲了
4 点意见。他强调，学校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一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增强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责任感

使命感；二要在“学”“做”“改”上
下功夫，推进我校“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三要充分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以

“三会一课”作为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的基本制
度；四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工作督导，压紧压实各级党
组织的责任。

党委副书记李培山要求全校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刻理解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意义，认真学习领会宫书记的
讲话精神，及时传达校党委的工
作部署，切实加强领导，狠抓落
实，务求实效。紧紧围绕“一心
一意抓党建，聚精会神谋发展”
的工作理念，全力推进我校“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使我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顺利完
成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全面
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崔宝华)

本报讯 6月2日，米兰国立大
学孔子学院2017年度理事会在我
校主楼 301会议室召开。米兰国
立大学副校长莫尼卡·迪卢卡、孔
子学院意方院长兰珊德、孔子学
院理事会理事柯拉拉、孔子学院
执行院长玛万琳、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金志刚，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校长韩增林、副校长李雪铭、国际
交流处处长关春影、国际教育学
院院长关伟出席理事会。副校长

李雪铭主持会议。
韩增林校长在致辞中对米兰

国立大学副校长莫尼卡·迪卢卡一
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对意大利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建立以来
与辽宁师范大学的密切合作及其
在推广汉语教学和中意文化交流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

莫尼卡·迪卢卡副校长在致
辞中对辽宁师范大学给予米兰国
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支持和配合表

示感谢，对国际教育学院给予意
大利留学生在学习上的悉心指教
和生活上的热情关怀表示感谢。

金志刚院长、兰珊德院长结
合视频短片的播放对孔子学院
2016年下半年及2017年上半年的
工作做了回顾和总结，并就 2017
年下半年及2018年孔子学院的工
作计划做了说明。

在完成理事会的各项议程之
后，双方就《辽宁师范大学与米兰

国立大学留学生学分互认协议》
的实施细则、互派访问学者、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等议题进行讨论
并达成共识。

宫福清书记希望孔子学院今
后的工作在常规项目上注重质
量、创新项目方面追求高度，并不
断拓展两校的合作领域，我校将
视孔子学院为国际化办学的重中
之重，推动孔子学院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冯俊杰)

本报讯 6月 1日至 2日，中国教育交
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专家组一
行6人来到我校，对国际商学院进行为期
两天的现场考察。校党委书记宫福清会
见专家组一行，校长韩增林参加认证协
调会并讲话。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是目前我国
中外合作办学唯一国家级别的质量认
证，我校国际商学院是国内第二家参加
认证的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中美两校高度重视此次中外合作办学质
量认证工作，全程参与指导质量认证工
作的开展。此次现场考察,认证专家组从
办学宗旨和目标、职业操守、教职人员、
设施设备、财务资产、课程与教学、学习
与创造性活动、招生与学生服务、组织与
管理、内部质量保障、同行合作、公共关
系和社会诚信等方面全面考察学院的办
学质量，对合作办学的所有利益相关方
代表进行访谈，实地考察办学情况。

6月 1日上午，认证现场考察协调会
在国际商学院召开。校长韩增林、副校
长李雪铭、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国
际商学院全体教职工参会。认证组组
长、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赵彦志代表认
证组讲话，介绍了质量认证工作的意
义、特点和程序，明确了本次现场考察
的目的及要求。我校校长韩增林致欢
迎辞，介绍我校及国际商学院的概况，
期盼专家在评估考察过程中多加指导，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为国际商学院建
设发展增添新动能，推动我校教育国际
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国际商学院院长
刘雅梅从学院基本情况、优势与特色、
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等方面介绍了学
院的自评工作情况。

在两天的现场考察过程中，专家组
访谈了李雪铭副校长、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国际商学院中外方管理人员、
中外方教师代表、在校生代表、毕业生代
表、合作企业及用人单位代表等51人次，
听课11节，召开内部会议4次，查看了各
项指标的支撑材料。

现场考察结束后，认证专家组举行
了现场认证反馈会。专家们对照认证指
标体系一一点评，从优质教育资源引进、
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生满意度等
方面充分肯定了我校中外合作办学成
果，为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
建议。李雪铭副校长代表学校感谢专家
们提出中肯意见，表示要将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作为以后的工作指南，逐项落实，
建立长效机制，融合创新，从而促进我校
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认证
结果将于两个月后公布。 (李芳菲)

本报讯 6月 9日至 11日，由中国
化学会主办、我校承办的第十三届全
国量子化学会议在大连世界博览广
场举行。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黎乐
民教授，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
方维海教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研究员杨学明教授，长江学
者、清华大学帅志刚教授，美国杜克
大学杨伟涛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Donald G. Truhlar
教授等 17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
会议。我校校长韩增林、副校长岳崇
兴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我校化学
化工学院院长王长生主持。

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大会学术
委员会委员、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杨忠
志教授代表大会组委会对参会的专
家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量子化学

研究不断加深，我们要继承老一辈科
学研究的精神，一方面要热爱科学，
追求真理，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
失败，不怕打击；另一方面要勤奋创
新，敢于创新，实事求是，去伪存真，
厚积薄发。他希望从事量子化学研
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为相关学科提供
坚实的理论基础。

校长韩增林致欢迎辞。他代表
学校对第十三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
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的
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
心的感谢。他介绍了我校师资结构、
学生情况、学科发展、国际化办学等，
并重点介绍了化学化工学院的发展
情况。他表示，第十三届全国量子化

学会议由我校承办，是对我校量子化
学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我校将认真
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努力承载起这份深切的信任，并预祝
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顾问委员会委员、黎乐民院
士代表会议委员会讲话，他指出，四十
年来我国量子化学不断发展，主要表现
在3个方面：一是计算工具进步，运算
速度不断提升，用计算的方法不断研究
发现问题；二是化学观念转变，化学理
论的计算研究有了很大进展，量子化学
能够解决更多问题，对推动化学学科的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三是理论化学进入
产业生产，对产业界发挥重要作用，得
到了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他希望青年

学者能够加倍努力，施展才能，为量子
化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会授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 Donald G. Truhlar 教
授、美国杜克大学杨伟涛教授中国化
学会荣誉会士称号。中国科技大学
江俊、吉林大学李辉获中国化学会唐
敖庆理论化学青年奖。北京大学李
振东、复旦大学苏乃强、北京师范大
学岳岭获中国化学会理论化学优秀
博士论文奖。

6月 8日晚，校党委书记宫福清、
校长韩增林、副校长岳崇兴在我校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贵宾厅会见了参会
的部分专家学者并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 (肖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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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会议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在我校召开

我校承办第十三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

“20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暨国学大讲堂”启动
（详见C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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