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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沈阳体育学院、大连海洋大学签署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

党委书记宫福清一行访问美国合作院校

本报讯 10月9日下午，我校与沈
阳体育学院、大连海洋大学联合培养

博士研究生签约仪式在主楼301会议
室举行。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花蕾，沈阳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姚守
齐，沈阳体育学院院长刘征，大连海
洋大学校长姚杰，大连海洋大学副校
长胡玉才，我校党委书记宫福清，副
校长岳崇兴出席仪式。校党政办、研
究生院、社会合作服务处、体育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仪
式。签约仪式由我校校长李雪铭主
持。

我校党委书记宫福清首先简要
介绍了学校情况及与两校的合作背
景，他表示，辽师大与沈阳体育学院、
大连海洋大学分别签署联合培养博
士研究生协议，不仅要建构一个学术
交流、合作培养、资源共享的高端人
才培养框架，更是要探索和尝试建设
更高层次的，共通、共融、协同、可持
续的人才培养共同体和高等教育共

同体。希望通过三校间的深度合作，
进一步推动我省高等教育大开放、人
文大交流、区域大融合、经济大发展。

签约仪式上，沈阳体育学院党委
书记姚守齐和大连海洋大学校长姚
杰分别作了发言，在回顾和肯定与我
校的合作历程同时，均表示非常期待
通过本次同我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协议的签订，进一步扩大学术交
流，深化校间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
互利共赢，为辽宁省培养高层次生物
技术人才和体育学人才提供坚强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花
蕾在签约仪式上讲话，她首先代表
教育厅向三所高校的战略合作表示
热烈的祝贺。花厅长指出，我省开
展高校优势学科之间的博士研究生

联合培养工作，是省教育厅统筹推
进“双一流”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目的就在于促进全省学科建设
综合水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的
全面提升，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她衷心希望三所高校
能够通过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布
好“改革子”激活“教育棋”，积极探
索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
路径，促进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
有效推动辽宁省双一流学科建设与
学位点单位建设；希望三所高校精
诚团结，成果共享，形成发展合力，
实现合作共赢。

随后，沈阳体育学院、大连海洋
大学校方代表分别与我校签署了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

（孙凯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全国、全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全国、
全省两个“31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我校

“形势与政策”课建设，提升课程质量，更
好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9月 19
日下午，学校在主楼301会议室召开“形势
与政策”课专题会议暨第一次集体备课。
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校长李雪铭，副组长、党委副书记李培山、
副校长刘向军出席会议。校“形势与政
策”课程建设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及19个二
级教学单位党总支书记、院长、副书记参
加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卜红
双主持。

会上，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卜红双传达
了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校教务处副处长
肖立莉就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
作做了具体安排。

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校长李雪铭就做好全校2018秋季学
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提出三点意
见。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领导
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
要意义。李校长指出，要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充分认识领导干部上讲台讲授思想政
治理论课或“形势与政策”课，不仅是一项
教学任务，更是一项政治要求，是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育新人”使命任务的
重要举措，是完成省委巡视整改工作的重
要内容，要切实增强讲好“形势与政策”课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
要精心组织实施，切实推进“形势与政策”
课落实落地见成效。李校长要求，全校各
有关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积极配合
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认真抓好“形势
与政策”课教学工作的具体实施，要严格
按照学校要求，开足课时，开够学分。各
有关单位党总支书记，要强化责任担当，
细化任务分工，落实好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精心组织实施，切实担当起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切实保障“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效果，确保高质量完成本学期的教学工
作；三是要精心备课，全面促进我校“形势
与政策”课教学提质增效。李校长强调，
集体备课是做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
作重要且非常有效的形式。全校“形势与
政策”课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要通过集
体备课，进一步细化教学流程，补充教学
素材，提升整体教学水平，确保教学成
效。要将集体备课变为常态，形成长效机
制，全面促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
质增效。

随后，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主
任于永成老师进行了现场教学辅导。

（孙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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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7日-20日，学
校党委书记宫福清率代表团赴
美,访问我校合作办学合作方密
苏里州立大学和我校孔子学院
合作方迈阿密大学。在密苏里
州立大学，密苏里州立大学校长
克 里 夫 - 斯 马 特 (Mr. Clif
Smart)、教务长弗兰克-安赫里克
博士 (Dr. Frank Einhellig)、主管
国际事务副校长吉姆-贝克博士
(Dr. James Baker)、助理副校长布
莱 德 - 博 登 豪 森 (Mr. Brad
Bodenhausen) 等校领导热情接
待了我校代表团。

斯马特校长表示，自2000年
密苏里州立大学与辽宁师范大
学合作举办国际商学院以来，密
苏里州立大学与辽宁师范大学
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和互信，培养了大量
拥有跨文化学习背景的优秀人
才。从辽宁师范大学来密苏里
州立大学就读的学生不仅为密
苏里州立大学带来了文化多样
性，还以他们优异的学业和丰富
的实践活动在校园和当地社区

赢得好评。
宫福清书记表示，来到密苏

里州立大学首先感到非常的亲
切，密苏里州立大学不仅有许多
来自我校国际商学院的学生在
这里继续学业，更有多位来自辽
宁师范大学的校友在这里就
职。多年来，辽宁师范大学与密
苏里州立大学合作办学成果显
著，希望未来双方能够在更深、
更广的层面上加强合作，为双方
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多合作和交
流的机会。

中美双方就双方教师在科
研、教学等合作交流项目与学生
暑假游学教育培训项目进行了
深入讨论，并签署了辽宁师范大
学与密苏里州立大学科研、教学
人才交流项目备忘录和学生暑
假游学教育培训项目备忘录。

代表团一行在密苏里州立
大学贝克副校长，中国项目办公
室刘丹丹老师的陪同下参观了
校园，并见到了多位来自国际商
学院的同学和留校任教的校
友 。 斯 马 特 校 长 发 布 推 特

（Twitter）祝贺两校达成新的合
作意向并认为这将令两校的友
谊更加深厚。

在迈阿密大学，宫福清书记
率代表团参加了迈阿密大学孔
子学院理事会。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蒋重清向理事会汇报了近
一年来的工作。理事会对孔子
学院在汉语和太极教学、以及中
国文化活动推介等方面的工作
贡献给与高度评价，并就如何进
一步加强孔子学院的桥梁纽带
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迈阿密

大学校长Gregory P. Crawford博
士对辽宁师范大学给予迈阿密
大孔子学院的支持和配合表示
感谢，同时希望迈阿密大学能和
辽宁师范大学能有更全面深入
的合作。

代表团一行还来到迈阿密
大学孔子学院与员工座谈，详细
询问了孔子学院员工的生活与
工作情况，肯定了孔子学院员工
的努力与奉献精神，鼓励孔子学
院进一步探索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化办学之路。 （李芳菲）

本报讯 9月26日，中国共产
党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西山湖校区影视艺
术学院礼堂隆重召开。党委副
书记、校长李雪铭同志，校党委
组织部部长丛茂国同志，文学院
院长、无党派人士张庆利同志出
席大会。校党委组织部成员，部
分二级学院的基层党组织负责
人，文学院教工、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和部分学生代表列席大
会。大会由秦宏大同志主持。

下午2时，大会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开幕。

校党委组织部部长丛茂国
同志宣读了《关于同意中共辽
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总支部委员
会改建为中共辽宁师范大学文
学院委员会的批复》文件。许
德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辽宁
师范大学文学院第十二届总支
部委员会作了题为《务实创新

抓党建 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工
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总结
了两年来文学院第十二届党总
支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系统
分析了学院事业发展的新形
势，提出了今后学院工作的基
本思路。他强调文学院一定要
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两个维护”，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学
院党的建设，不断推动学院各
项事业的发展。

文学院组织员莫再英同志
向大会作了《关于文学院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下午 2时 30分，进行大会选
举。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
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通过
了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

人名单，通过了委员候选人预备
人选名单。大会选举王虎、王庭
发、许德胜、洪飏、秦宏大、莫再
英、黄玲 7名同志组成中国共产
党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第一届
委员会。

党委副书记、校长李雪铭同
志代表学校党委对大会的胜利
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李校长
指出，文学院党总支改建党委
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
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有
关规定组织实施的，是在全校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
推进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落
实、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背景
下，学校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加强学校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
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校长充分肯定了文学院近几
年在各个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
和巨大进步，同时对文学院第
一届党委提出了三点希望。一
是学院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加强政治建设，确保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二是学院
党委要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
各项要求，不断提高基层党建
的质量和水平；三是学院党委
要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推进
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他希望
文学院在第一届党委的领导
下，能够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
中圆满落幕。

会后，中国共产党辽宁师范
大学文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文学院党
委书记，副书记。 （崔宝华）

中国共产党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委员会成立大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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