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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1日上午，学校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在主楼301会议室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邀
请政治与行政学院孙立樵教授作专题辅导。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主持会议并讲话。
校领导李培山、刘向军、朱成利、岳崇兴、肖继
光、苑晓杰、宋述龙出席会议。

孙立樵教授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
神解读与体会》为题，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意义、指导思想、目标原则、重点任务、实
施要求等 8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作了
深入解读，并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敢于自我革命、强化国家治理、注
重职能优化、突出整体统筹6个方面和参会同
志分享了个人学习体会。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作了总结讲话，
就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做好巡视整改工作，贯彻学校第九次党代会
工作部署提出四点意见。

李雪铭指出，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精
髓要义，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各

基层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学
原文、学讲话，切实做到“五个结合”。要充分
发挥二级单位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作
用，围绕重大主题认真开展研讨交流；各级领
导干部要以“三走进”为要求，深入学生课堂、
宿舍、党团支部，积极开展理论宣讲活动，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李雪铭强调，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九
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全校各级领导干部要把
学习贯彻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同落实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
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把党的
建设贯穿学校各项工作始终，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牢牢掌握党对高
校的绝对领导，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贯彻好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努力推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学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李雪铭强调，要认真做好巡视整改工作，

努力推动全校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全校各
级领导干部要以这次巡视为契机，切实提高
对巡视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要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巡视工作，自觉把思
想、行动统一到省委巡视组的工作要求上
来。要认真学习、全面领会谢振远组长在巡
视动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六个围绕、一个加
强”，要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问题意识，
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全校各级领导干部要扛
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层层压实，领导
班子成员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认真抓好
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认真落
实巡视整改任务，真正把巡视过程变成查找
差距、锻炼队伍、推动发展的过程，以巡视促
工作，以巡视促整改，以巡视促发展，努力推
动全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业绩。

李雪铭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党委的
工作部署，确保学校第九次党代会各项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一是要做好任务分解，各项工作
任务要细化到部门、到人员，规定时间表、路线
图。二是各单位各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要体现
担当精神，深入思考研究，认真找短板，制定具
体措施，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
共同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 （孙凯丽）

本报讯 4月2日上午，学校召开党委
会，传达了辽宁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究 2018年我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
精神，做好2018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4月 4日下午，学校召开了由校党委组织
部、党政办公室、学生处、团委、本科招生
与就业处、研究生院、社会合作与服务
处、科研处、人事处等部门参加的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校党委副
书记李培山出席会议。

会上，本科招生与就业处处长白文
龙介绍了2018年就业创业工作面临的形
势任务，传达了 2018年全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了各部门
的任务分工。

李培山副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就业
是最大的民生，学校要高度重视就业创
业工作，就业工作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事关毕业生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针对如何做好
2018年的就业创业工作，他指出，一要认
清全国整体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提高政
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进一步增强做好就业工作的决心和信
心；二要开拓创新，精准发力，提高工作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各部门要按照学校
的总体部署，结合本部门的就业创业工
作任务制定的2018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方案，制定落实就业创业工作的具体
时间表，针对“慢就业”等一系列矛盾和
问题，主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大工作
力度、增强工作力量、找好工作着力点，
精细化、精准化、精心化开展就业创业工
作，形成党政部门齐抓共管全员抓就业
的工作格局，加大就业困难群体帮扶力
度，责任到人，确保一个不能少、一个不
掉队。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文件精神，勇于
负责，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职责，利用一切可利用的
资源，调动一切可调动的积极因素，深刻领会、贯
彻落实，确保我校完成省委、省政府布置的2018届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任务。 （王鹤霖）

本报讯 为更好地服务辽宁振兴发
展、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搭建用人单
位和毕业生双向选择的平台，3月 31日
上午，辽宁师范大学2018年毕业生春季
洽谈会在黄河路校区成功举办。本次
洽谈会由本科招生与就业处、研究生院
主办，政治与行政学院和数学学院共同
承办。据悉，本次双选会共 135 个用人
单位参会，为毕业生提供岗位将近2500
个。其中不乏大连市枫叶职业技术学
院、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学院、恒
力石化、大和事务处理中心、埃森哲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单
位前来招聘，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了重要
平台和广泛空间。

校党委副书记李培山到现场看望
了招聘单位人员及应聘毕业生，并认真
听取了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意
见和建议，鼓励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
观，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本次洽谈会上，还有十余家校友
企业回母校招贤纳士，可谓招聘会一大
亮点。校友们怀着感恩的心回到母校
招聘学弟学妹，也凸显了对母校人才培
养的信赖。

我校毕业学子在招聘会中展现了
卓越的竞争力，受到用人单位好评，同
时也有大三大二甚至大一的学生前来
感受招聘会的氛围并与用人单位进行
交流，提前了解就业资讯。

本次招聘会后将迎来我校精品招
聘月，包括抚顺市教育局在内的多家优
质单位将前来招聘，请有意向的同学持
续关注。 （王鹤霖）

本报讯 3月 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6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
书。我校国际教育学院 2007级校友、匈牙利
新任驻华大使白思谛与其他 5国新任驻华大

使依次向习近平主席呈递国书，同习近平主
席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希望使
节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增进中国同各

国友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今年 1月 9日，白思谛便已担任匈

牙利驻华大使，并向我国外交部礼宾司递交
了国书副本。1月 19日，白思谛同我国外交
部副部长王超进行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1月 26日，白思谛
来到我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围绕进一步发
挥 16+1 合作机制作用，拓展匈牙利与我国
在生命科学、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等领
域投资合作以及促进匈牙利中心企业创新、
专利成果转换等方面加强合作等事宜进行
了商谈。

白思谛（Pesti Máté），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8月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我校国际教
育学院学习汉语。 （冯俊杰）

本报讯 3月28日上午9点，校长李雪铭在
主楼 218会议室会见了辽宁省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秘书长孙德兰、辽宁省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欧洲工作部部长庞琳娜、大连市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副处长陈宏一行 3人。我校国际交
流处、宣传部、学生处、团委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与会见。

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领导此次莅临我校，
主要对将于5月8日在辽宁举办的“2018中国
（辽宁）·匈牙利友好周”的相关事宜进行调研。
本次友好周将由7项文化活动和6项商务活动
组成。其中“匈牙利电影节”活动将由大连市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我校联合主办。

孙德兰秘书长指出，匈牙利新任驻华大
使白思谛曾就读于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对我
校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省对外友好协会对
我校能够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学生表示充分的
肯定。此次“2018中国（辽宁）·匈牙利友好
周”将是白大使赴任后首次离京举办的大型
文化商务活动。希望我校能够通过承办“匈
牙利电影节”这一子活动，提升社会影响力，
促进各项事务的发展。

李雪铭校长表示，感谢省对外友好协会
领导对我校教学工作的肯定，非常荣幸能够
承办“2018中国（辽宁）·匈牙利友好周”中的

“匈牙利电影节”活动。我校各相关部门一定

全力支持和配合此次电影节的各项活动，将
于近日制定出电影节开幕式的策划方案报至
省对外友好协会审阅。

会见后，李雪铭校长陪同孙德兰秘书长
视察了白思谛大使曾就读的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领导向孙德兰秘书长介绍了近
年来我校接收国际留学生情况和对外汉语教
学情况，并回忆了白思谛大使在我校就读期
间的学习生活细节。孙德兰秘书长肯定了我
校在国际教育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本
次文化周活动进一步加深对我校国际交流事
务的了解，为未来在我校开展更多更好的国
际交流项目创造机遇，提供平台。 （蒋开萍）

本报讯 2018年 3月 26日-30日，我校党
委在校学术报告厅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处级领导干部轮训班。

此次轮训班是我校党委按照《中共辽宁
省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做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干部培训工作的通知》（辽组通字
【2017】71号）有关要求，以及“省委高校工委
负责安排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中层领导人员
和所属专科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的集中轮训”
的指示精神，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精心组织
实施的处级领导干部轮训工作。我校有93名
中层领导干部和二级单位领导人员，以及来
自东北财经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大连海洋大
学等辽南地区的 13所高校共 348名处级领导
干部参加了轮训。

此次轮训班先后邀请到了大连市政协研究
室主任、市委宣讲团成员戚扬教授，大连理工大
学党委委员、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周福战教授，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峰搏教授，大连海洋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太海教授，以及我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史艺军教授、院长李玉
珂教授、党总支书记李伟民副教授，政治与行政
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任春雷教授，围绕党的十
九大报告和新党章等内容作7个专题报告。除
了专题报告，还安排了分组研讨、个人自学和观
看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对学员进行培训。

此外，我校其他中层领导干部和二级单
位领导人员，将分期分批参加东北财经大学、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举办的干部轮
训班学习。 （司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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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我校国际教育学院校友白思谛履新匈牙利驻华大使

辽宁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领导来我校调研

我校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处级领导干部轮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