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史恒）今年暑期，按照团中央要求，校

团委面向全校大学生开展了“我的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社区疫情防

控，同时号召同学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精神

和《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系列文章，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读懂中国·云调研”“创新引领未来·云分享”科技创新实践

活动以及向祖国报到———“挑战杯”社会实践云接力活动。

截至目前，有 4770 名学生参与“我的返家乡”实践活

动，共撰写“我的返家乡实践故事”3083篇，有 75名同学的

社会实践受到当地表彰。暑假期间，校团委开通了“我的返

家乡实践故事”专栏，对征集的优秀故事作品择优发布，共

发布优秀社会实践故事 40余篇，总阅读量达 3万余次。在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科师学子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

青年的责任担当和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的精神

风貌。

“此次实践活动，让我进一步领会了习总书记对青年的

寄语精神，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在一个岗位上不退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是

我们新时代青年应有的品格！”“绿化美丽乡村是我社会实

践的一小步，确是实现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一大步。实践才

能出真知，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更应该脚踏实地，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越是在优渥的条件下，越是要主动去艰苦的地方磨炼自

己，在挑战中摔打自己，在困难中砥砺自己，像习总书记一

样敢吃苦、肯吃苦，抓住一切可以吃苦的机会，在艰苦奋斗

中，洗练芳华，用青春之我，书写华彩篇章。”“经历过汗水的

洗礼，才更明白努力的意义。在实践活动中，学到了在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汗水一次次流过双颊，这是对我的一次次

考验，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敢于吃苦，艰苦奋斗的精神，

更是对社会认知的刷新……”一段段真挚的话语正是吴晓

苗、王春雨、王佩琳、王佳毓几位同学的实践感悟，他们是众

多参与当地返家

乡社会实践学生

中的代表。

在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中，我

校的同学们用实

际行动充分展现

了新时代农科学

子主动拥抱土

地、到基层去、到

祖国发展最需要

的地方去，进一

步坚定了投身

“三农”的理想信

念，将美好的青

春融入祖国壮丽的山河中。

★8 月 2 日，由中国化工

学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主

办，山东理工大学承办的“齐

鲁石化杯”第十四届全国大

学生化工设计大赛华北赛区区赛圆满结束，我校化学

工程学院选送的由谢铁柱、曹竞、闫佳静、徐雅盟、由

师帅组成的“疫止烃兰队”荣获华北赛区一等奖。本次

大赛共有来自华北地区 59 所高校 265 支队伍报名参

赛。（项璞玉）

★日前，2020“精创教育杯”河北省大学生人力资源

管理技能挑战赛成功举办，我校 2018级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的两支参赛队伍双双荣获一等奖。大赛共有来自河北

省 16所高校的 28支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比赛竞赛采

用网络赛的形式，模拟企业竞争决策行为，以全程云端在

线的形式进行。（李凡）

★8 月 6 日，由秦皇岛市总工会、市教育局主办，

燕山大学承办的秦皇岛首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

赛在燕山大学胜利闭幕，我校教育学院教师王晶以总

分 95.99分荣获文科组一等奖，数信学院教师崔瑜荣

获理科组二等奖，城建学院教师辛全英荣获工科组二

等奖，思政部选手温雪荣获思政组二等奖。王晶将代表

秦皇岛市参加全省总决赛。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

7 所高校的 26名选手参加，我校获得本次赛事优秀组

织奖。（董丽涛赵敏华）

★8月 23日，由河北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四届河北省

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在河北农业大学渤海校区落下帷

幕。本次竞赛共有全省 23个院校的 348支伍参加比赛，

化学工程学院 2017化工专业谢铁柱、曹竞、闫佳静、徐雅

盟、由师帅组成的“疫止烃兰队”荣获一等奖。（吉国佳）

★近日，九三学社秦皇岛市委员会向学校党委统战

部发来致谢函，对九三学社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支社取得

的荣誉表示赞扬，对学校党委和党委统战部长期以来对

九三学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表示愿与河北科技

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携手合作，加强对社员的教育和管

理，在助力学校工作提升和助推全市经济发展中，发挥九

三学社应有的作用。（彭妍）

★近日，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北京钟南山创新公

益基金会主办、中国散文学会等单位协办的第十五届全

国青少年冰心文学活动圆满结束，我校文法学院林夕文

学社参评的多件作品获奖。其中和墨真的《心之所向》等

10件作品获得一等奖；屈可欣的《初次》等 17件作品获

得二等奖；李雪梅的《春之伤》等 23件作品获得三等奖。

袁宏宾、王丹、刘素文三位教师获得优秀辅导教师奖。林

夕文学社获得“全国百佳文学社”荣誉称号。（王丹）

★日前，河北省教育厅发文公布了 2020年河北省高

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评选结果，我校城市建设学院辅

导员安娜主持的“构建班级科技团队，培育应用创新人

才”获得三等奖。（霍静波）

★近日，以“调研河北·青春建功”为主题的 2019年

河北省大学生“调研河北”社会调查活动发布获奖通报，

我校师生共有 11支团队获奖，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6项。（史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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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我融入大我 青春献给祖国
———我校学子积极开展“我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艳敏）近日，我校隆重召开第七届教

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本次大会采取视频会

议形式。来自学校不同工作岗位的 124名教职工代表分别

在主会场和 3个分会场参加会议。大会主会场设在秦皇岛

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任民、郭鸿湧、兰耀东、李佩国、杨越冬、

张福喜、孙雪莲、冯瑞银、蒋爱林等校领导和其他主席团成

员在主会场参会。

上午 8:00，大会举行预备会议，124名正式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议听取了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公布了代表团设置情况、名称及代表人数；表决通过了

大会代表

团团长、副

团长建议

名单，大会

主席团建

议名单，大

会秘书长、

副秘书长

建议名单，

大会议程，

第七届教

代会专门

工作委员

会组成方

案（草案），

第七届工

会委员会、

工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以及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

监票人建议名单。会议由校工会主席李荣同志主持。

8:50，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受秦皇岛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孙宝旗同志委托，会上宣读了

市总工会领导的致辞。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工会、河北民族师

范学院工会向大会的召开发来贺信。开幕式由校党委副书

记兰耀东主持。

9：00，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正式会议。校长郭鸿湧向大

会作了题为《凝心聚力谋发展乘势而上谱新篇努力开创特

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从

党的领导得到新加强、学科建设跨上新台阶、人才培养迈出

新步伐、科学研究取得新突破、社会服务呈现新亮点、师资

队伍建设展现新面貌、学团工作取得新成绩、校园文化营造

新氛围、国际交流和继续教育取得新业绩、内部治理收获新

成效、办学条件得到新改善、民生福祉得到新提升等 12个

方面，全面回顾和总结了上届教代会以来学校各项事业取

得的显著成绩和喜人变化。

报告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

在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道路上，仍存在着诸多短板和不足，要

勇于面对、积极思考、主动作为，下大力气早日解决。

报告明确了我校今后一段时期主要工作思路：一是持

续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二是强力推进学科

专业建设；三是稳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是全面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五是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六是持

续改善办学条件；七是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交流与继续教育

工作；八是全面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九是扎实推进和谐校园建设。

报告系统梳理了 2020年的重点工作，集中体现在以下

十二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全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三是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四是突

出加强学科内涵建设；五是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六是大

力提升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七是打造高素质教师队

伍；八是加强学生教育管理服务；九是抓好招生就业工作；

十是继续做好国际交流和继续教育工作；十一是加强保障

体系建设；十二是加强安全稳定工作保障。

报告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建一流的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是我校积极适应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做出的战略

抉择，是加快卓越人才培养提升服务社会能力的内在要求，

是实现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全体师生奋

发拼搏的共同期盼。全校上下要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团结奋进，共克时艰，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不

畏艰难、拼搏进取、扎实前行，为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在代表团分组讨论阶段，124位代表与 56位列席代表

划分为 9个代表团进行讨论，对《校长工作报告》《学校财务

工作报告》《六届六次教代会代表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进

行了审议，对党政职能部门、教辅单位工作进行满意度测

评，审核了本代表团教代会代表提案。代表们畅所欲言，共

谋发展，针对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11：00，兰耀东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

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分组审议《校长工作报告》（草案）《学

校财务工作报告》（草案）《六届六次教代会代表提案办理情

况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审议了《关于校长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关于学校财务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11：30，全体代表召开会议，听取了第七届教代会三

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建议名单。与会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

过了《关于校长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学校财务工作报

告的决议》。

14：00，来自学校不同工作岗位的 89名工会会员代表

和 94名列席代表在主会场和 3个分会场参加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正式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李佩国主持。

任民在闭幕式上讲话。他全面回顾总结了上届“双代

会”以来特别是第三次党代会以来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新

进展，对各位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为学校改革发展建言

献策所做出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对新当选的各位委员表

示祝贺，对各位代表和广大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任民强调，2020年是决战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之

年，也是

“十三五”

规划收官

之年。希望

学校各级

教代会、工

会和广大

教职工以

更高的站

位、更宽的

视野、更大

的格局和

更强的使

命担当，团

结一心、奋

发进取，努

力在夺取

疫情防控

和学校改革发展“双胜利”的生动实践中建功立业。

任民结合学校实际，从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

动学校内涵式发展、加紧完善学校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师生

的获得感、大力推进学校民主管理等方面，就推动学校

2020年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任民强调，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切实加强党

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步伐；坚持以制

度建设为主线，加快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不断提升广大师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治校，为学校事业发展

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任民激励广大师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创新竞进、质量精进、担当奋进和团

结共进，凝心聚力，群策群力，团结一心，共谋发展，加快推

进应用型大学建设步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新的

工作业绩向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献礼！

李佩国在主持会议时强调，与会代表、全校教职工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和高度的责任感关注学校发

展，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并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学校各项工

作中，以实际行动推进实施三三二三发展战略，为学校事业

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希望与会代表把本次会议精神

迅速传达给广大师生员工，在校内形成团结协作、求真务实

的工作氛围。号召全校上下凝心聚力谋发展，乘势而上谱新

篇，为把我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

力奋斗。

受第六届工会委员会委托，校工会主席李荣作了题为

《不忘初心使命团结奋进创新为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做贡献》的工作报告。报告从健全和完善教代会制

度，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以师德师风建设为载体，深入开

展建功立业活动；实行普惠化服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开

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教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发挥女职工

委员会的作用，做好女职工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工会自身

建设，提高整体工作水平等方面，对六年来工会重点工作进

行了总体回顾。同时，报告确定了今后五年学校工会工作的

主要任务：一是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工代会制度，深入推进

学校民主管理；二是继续深入开展师德建设和建功立业活

动，建设高素质教职工队伍；三是尽职尽责维护教职工合

法权益，全心全意做好服务工作；四是开拓创新女职工和

计划生育工作；五是自身建设常抓不懈，干部队伍素质全

面提升。

在代表团分组讨论阶段，与会代表认真审议了《第六届

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并

以代表团为单位预选了第七届工会委员会委员。

15：00，李佩国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听取

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分组审议《第六届工会委员会工作报

告》《第六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通

过了《关于第六届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

于第六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全体与会代表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七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第七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表决通过了第七届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建议名单，《关于第六届工会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关于第六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大会倡议书。最后，大会宣布了第七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第七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我校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我校召开迎接转型发展
试点验收评估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刘思延许莉）9月 14日，我校迎接转

型发展试点验收评估工作推进会在秦皇岛校区学术交流中

心三楼报告厅召开。校领导郭鸿湧、李佩国出席会议。校内

各自评专家组成员、各二级学院（系、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

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佩国主持。

会议听取了各二级学院（系、部）就五年来转型发展工

作开展情况所作的汇报，各单位围绕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

标和评估要素，着重展示了本单位转型发展工作落实过程

中的改革经验、举措成效及特色亮点。

开发区、秦皇岛、昌黎校区的自评专家组组长崔万秋教

授、武士勋教授、赵宝柱教授分别就校内自评情况进行了意

见反馈。三位组长均表示，二级教学单位高度重视转型发展

试点验收评估工作，认真落实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多项要求，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

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为学校顺利通过转型发展终期验收评估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也指出各二级教学单位在此次校内自评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建议。

郭鸿湧在讲话中提出三点意见：一是统一思想、坚定信

心、调整状态，全力以赴做好转型验收工作；二是聚焦问题、

补齐短板，对标对表做好自评工作；三是倒排工期、压实责

任、关键在于抓好落实。

李佩国强调，要进一步围绕“应用型、地方性、特色性”

要求，深入凝练转型成效，查找总结问题，积极组织整改。要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落实好各项工作，为我校建设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夯实基础。

会后，各二级教学单位对转型发展相关材料进行了展

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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