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刘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6月 23日上午，学校党委组织部、离退休人员党总

支和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举办“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

式暨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校党委书记任民、党委副书记兰耀

东出席活动。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离退办、工商管理学

院相关负责同志、老党员代表和学生党员代表参加了活动。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离退

休人员党总支书记于洪奎同志宣读了获得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名单，我校 77名中

共党员被授予“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其

中最高年龄 99 岁，党龄最长者 73年，平均

年龄 82岁。这是对老党员、老同志的节日礼

赞，承载着党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对老党员的

殷切关怀。

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亲手为老党

员代表佩戴纪念章并向他们表示祝贺。学生

代表高佳晖同学表示：“老党员们的滚烫初

心，是引领我们青年党员的“灯塔”，我们青年

一代一定会接过党员前辈们的接力棒，赓续

精神血脉，勇担历史使命，传承时代精神，将

青春融入到党的事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去，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面对庄严的党旗，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尽管岁月在老党员的脸上写进了沧桑，但对党的赤诚之心

依然火热。铿锵的誓词，让老党员们热血沸腾，仿佛重回当

初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大

会在全体师生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中落

下帷幕。

我校举办“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颁发仪式暨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侯惠敏）6月 18日下午，我校举行西

部计划志愿者出征欢送会。校领导兰耀东、冯瑞银出席会

议。学生处、招生就业处、团委相关负责同志、二级学院团委

书记、2021届参加西部计划的 17名毕业生志愿者参加会议。

兰耀东高度赞扬了西部计划志愿者们胸怀家国、无私

奉献的志愿精神，他强调，志愿者们要不负青春、不虚此行，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将个人理想同祖国

建设发展结合

起来，努力在西

部广阔的舞台

上建功立业，不

懈奋斗。同时，

他向全体志愿

者提出几点希

望：一是坚定理

想信念，弘扬家

国情怀，在攻坚

克难中践行初

心使命；二是善

于学习思辨，积

极投身基层，在

躬身实践中践

行青春担当；三

是希望大家练就实干本领，锤炼意志品格，在艰苦奋斗中践

行志愿精神。他最后叮嘱同学们要注意人身安全，保持身心

健康，保持疫情常态化防控不放松，确保安全、顺利、圆满地

完成各项志愿服务工作。

冯瑞银勉励志愿者们要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在服务西

部中真正地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努力让自己有所收获、有

所成长，用实际行动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欢送会上，与会领导为 17名志愿者颁发了“河北科技

师范学院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与纪念品。

志愿者们集体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志愿者代表温路同学

作表态发言，表达了对母校及老师深深的感激和眷恋之情，

表示将在服务

西部基层的过

程中不畏艰难

险阻，勇担时代

使命。

自 2003 年

西部计划实行

以来，我校已累

计向西部输送

了 174 名志愿

者，其中 80%以

上的志愿者选

择延期服务，近

三分之一的志

愿者选择扎根

西部。今年 5

月，我校正式启动西部计划工作，共有 80余名毕业生报名

参加，经过笔试、面试、资格审查、岗位对接、体检等环节，17

名优秀毕业生入选 2021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入选人数创我

校历史新高。即日，17名志愿者们将陆续启程，奔赴新疆、

西藏、广西、陕西等地开展为期 1-3年的农技、扶贫以及基

层管理等志愿服务工作。

我校举行 2021年
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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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郭明军）6月 5日，由中国科协农技协

批准的“卢龙甘薯科技小院”揭牌仪式在卢龙中薯集团隆重

举行。校长郭鸿湧出席揭牌仪式，河北省科协、市科技局、市

科协、卢龙县科技局、卢龙县科协等相关部门领导，农学与

生物科技学院党政负责人及入驻“卢龙甘薯科技小院”的研

究生参加了揭牌仪式。

“卢龙甘薯科技小院”是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为

抓手，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干实事、开新局，把研

究生培养与科研以及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在一

起，致力将服务三农、服务产业、人才培养落到实处。科技

小院聚焦甘薯，覆盖整个产业链，最终实现产、学、研深度

融合。

“卢龙甘薯科技小院”由我校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和河

北中薯农业科技集团股份公司共建，开辟了我校专业硕士

研究生培养的新模式，打造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示范

基地。通过研究生入驻“科技小院”，将专硕培养与产业对

接，在生产实际中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零距

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将论文真

正写在大地上，同时全方位提升专硕研究生的人文情怀、吃

苦精神、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

本报讯（通讯员郝永建）6月 4日，我校在秦皇岛校区

召开了 2021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征兵工作推进会。校党委

书记任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副校长冯瑞银对学校就业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招生就业处、安全工作处、学生处、研究生

部、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系）党委书记、院长（主

任）及主管就业工作和研究生工作的副书记副院长（副主

任）等人员参加了会议。

任民在讲话中对推进当前及下一阶段的就业创业工作

做了重点强调。一是要抢抓离校前的关键时间节点，充分利

用毕业生在校的便利条件，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

二是各学院（系）要抓紧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加强就业工作的

推进力度，落实好包联帮扶制度，提高就业创业工作质量；三

是用足用好各项就业促进政策，引导毕业生积极参加政策性

岗位招录，参加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四是简化就业服务

手续，保持就业手续办理绿色通道畅通；五是紧盯就业困难

毕业生，了深入解实际情况，坚持一人一策，做细做实帮扶工

作；六是压实从校领导到辅导员的各级就业工作责任，集中

力量解决突出问题；七是严格遵守毕业生签约“四不准”要

求，杜绝就业材料弄虚作假，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准确；八是注

意工作方式方法，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做好各项工作；九是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心理疏导，确保师生生命安全。任民还

对征兵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强责任

落实，强化服务保障，确保全面完成征兵工作任务。

冯瑞银对下一阶段就业工作进行了安全部署：一是聚

焦学生侧，有的放矢，精准施策；二是聚焦市场侧，充分挖

潜，开拓岗位；三是聚焦平台侧，畅通渠道，充分对接；四是

聚焦保障侧，压实责任，全面服务；五是聚焦风险侧，排除

隐患，安全就业；六是聚焦培养侧，消除痛点,未雨绸缪。

会上，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传达了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河北省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精神，安全工作处通报了我校毕业生

预征入伍的进展情况，对做好我校毕业生预征入伍报名工

作进行了再部署；校团委对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基层项

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我校召开毕业生就业创业和
征兵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张佳琪）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朋辈教育优势，本学

期,我校开展了“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大学生理论宣讲

活动。

5月起，经过自主报名、资格审查、选拔培训产生的 24

名优秀大学生理论宣讲员在我校 3名思政部博士教师指导

下开展了校园宣讲活动。宣讲员分别以《筑信仰，听党话，跟

党走》《践行“三牛精神”，传承红色使命》《重温百年党史，铸

造人民长城》《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船精神》等为宣讲主

题，走进李大钊青年干校、青春大讲堂、基层团校、学生党支

部、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班级团支部等开展宣讲活动共计

25场，覆盖人数达 4000余人。

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由现场学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宣讲员进行打分评价并提出反馈意见，调查显示宣讲活

动学生接受程度高，宣讲效果好，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

评。同时团委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通过微信公众号推

送优秀宣讲员的宣讲视频，提高理论宣讲的覆盖面，加大宣

讲活动的宣传效果。

我校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校园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马彦格）为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讴歌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伟大贡

献，校工会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教职工歌

咏比赛，唱响永远跟党走、担当新使命、阔步新征程的昂扬

旋律。本次活动采取以分工会为单位录制视频的方式进行。

6月 28日上午，校工会组织评委会对各分工会参赛作品进

行了评奖。

经过评选，城市建设学院分工会荣获特等奖，艺术学院

分工会获得一等奖，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分工会、工商管理

学院分工会和第一机关分工会获得二等奖，财经学院分工

会、教育学院分工会和外国语学院分工会获得三等奖。

我校千余名教职工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致敬建党百年，抒发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气势

磅礴的《团结就是力量》、激情昂扬的《歌唱祖国》，深情悠扬

的《我和我的祖国》，气势恢宏的《保卫黄河》……一首首耳

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让人满怀激情，催人奋进。23支参

赛队伍各展所长、各显风采，在参赛作品中融入舞蹈、朗诵、

说唱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用最美的歌声礼赞建党

100周年,抒发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诚挚情感，为建

党百年献上华丽的赞歌。

本报讯（通讯员史恒）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按照 2021年“青春大讲堂———科师定制·成长引航”

系列讲座的总体安排，6月份，校团委举办了党史学习教育

系列讲座。

活动中，我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曹凤珍、王新刚、温

雪三位博士教师以及校大学生理论宣讲团分别以《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红军长征

的历史叙述与当代价值》、《与时俱进谱写世纪华章》、《学

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等为主题，在三个校区开展了 12场

讲座和理论宣讲活动，共计 4198人次到场聆听。这次活动

对于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深切感受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伟

大成就，深刻铭记党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付出的巨

大牺牲、展现的巨大勇气、彰显的巨大力量，深刻领会坚守

党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至此,我校本学期“青春大讲堂———科师定制·成长

引航”系列活动圆满结束。4 月份以来，校团委分别以

“学习百年党史，汲取红色力量”“普及美育教育，艺术浸

润心灵”“坚定信仰信念，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邀请校

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校大学生理论宣讲团共计开展讲座

18 场，学生到场聆听达 6300 余人次。“青春大讲堂”活

动的开展活跃了我校第二课堂，在营造浓郁的大学文化

氛围的同时，对于提升我校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人

文素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

认可和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谷乐）4月至 6月，我校举办了第六届

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文化节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党委学

工部、学生处主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承办，

3000余名学生参与了系列活动。

本次文化节以“用心守望成长·用爱筑梦青春”为主

题，开展了“荧光夜跑”“女生课堂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

理漫画征集大赛”“户外素质拓展”“三行情书作品大赛”

“拾点读伴”和“心灵园游会”等系列活动。“荧光夜跑”与

“户外素质拓展”让同学们在运动和游戏的氛围里放松心

情，释放压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并以此拉开了心理文化

节序幕；“女生课堂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由我校专业心理咨

询教师就人际沟通、情绪管理等主题讲解相关心理学知

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生活；心理作品征集大赛展示

了学生独具匠心的创作才能，体现了学生的思想与才华，

展现了大学生的激情与风貌；“心灵园游会”集活动性、趣

味性、体验性为一体，通过心理漫画和三行情书优秀作品

展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微笑采集、心愿邮局、蒙眼作画、

旋转魔方等互动游戏，心理咨询、心理沙盘、心理问卷测评

等心理健康服务和体验等活动，让同学们更加形象、具体

地了解心理健康服务，在感悟内心、充分沟通的同时提高

心理健康意识。

本次文化节以丰富灵活的方式普及了心理健康知识，

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引导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

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校举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文化节

我校党员和党组织荣获

省市“两优一先”表彰。日前，

我校接收到河北省委、秦皇

岛市委的表彰决定文件，在公布的名单中，我校党委学

工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赵丽亚同志被授予“河北省

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我校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

学生党支部被授予“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我校机电工程学院机械教工党支部被授予“秦皇岛市先

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孔明月）

我校驻村干部喜获省级表彰。河北省委组织部、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于今年 4月 30日通报表彰了河北省

2020年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和优秀驻村工作队员，我校

驻张庄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赵敏荣获“全省扶贫脱贫优秀

驻村第一书记”荣誉称号，驻陈台子村工作队员孙学文、

驻张庄村工作队员马晓峰荣获“全省扶贫脱贫优秀驻村

队员”荣誉称号。（张旭尧）

我校辅导员获得多项省级荣誉。近日，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发文公布了河北省第六届高校辅导员职业

技能大赛的比赛结果，我校由城市建设学院陈海芹、化

学工程学院项璞玉、文法学院王丹等 3位专职辅导员组

成的代表队，在 54所高校参加的本科组比赛中荣获团

体一等奖。另外，我校学生处邹萍主持的《聚焦“知、情、

意、行、环、预”六大脉络，构建大学生生命教育长效机

制》、财经学院辅导员梁爽主持的《家文化视阈下优化班

团学风建设研究》等 2个项目均获得河北省高校辅导员

工作精品项目三等奖。（王媛媛）

动科学院顺利通过多项科研项目验收。6月 11日，

河北省科技厅、教育厅和秦皇岛市科技局邀请中国科学

院北京微生物所，中国农业大学、燕山大学、锦州医科大

学、唐山市食品药品综合检验检测中心等单位有关专家

组成专家验收组，对我校 4个项目进行了会议验收。专

家验收组认真听取了史秋梅教授承担的《人工养殖特种

毛皮动物传染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应用示范》河北省科

技厅项目、高光平教授承担的《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

新人才支持计划（Ⅲ）》教育厅项目、吴同垒副教授承担

的《肉牛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和张志强副教授

承担的《毛皮动物细菌性肺炎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秦皇

岛市科技局项目的研究工作和成果汇报，通过审阅相关

佐证材料，答辩等环节，形成验收意见，4个项目均顺利

通过验收。（吴同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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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教职工歌咏比赛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mailto:hbkjsfxyxb@126.com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