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孙艳敏）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12月 10日上午，省

委宣讲团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范照兵来我校宣讲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曹汝涛，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辰彦等同志参加宣讲活动。

我校秦皇岛校区学术交流中心，220余名师生代表聚集一堂。范照兵

来到师生中间，作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讲报告，分享学习体

会，与大家共勉。他强

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决议》提出，必须抓

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

大计，培养造就大批堪

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这是深刻总结我们党

百年奋斗经验得出的

规律性认识，是对我们

党立德树人育才提出

的新要求。广大师生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第十次

党代会部署要求，始终

保持对党忠诚，坚定制度自信，坚持育才树人，做到志向高远，努力把六中

全会精神转化为育才树人的新实践。

校党委书记任民主持宣讲报告会，就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坚持政治站位，强化思想武装，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全校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师生员工要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热潮。要深刻理解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

义，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和实践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要精心组织安排，深入宣传宣讲，扎实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走深走实。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宣讲方案，坚持校领导带

头，层层压实责任，深入抓好集中宣讲、学习培训和宣传引导，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式地进行宣传解读，推动全会精神进校园、进班级、进课堂、进论

坛、进基层、进头脑，让全会精神真正扎根校园、深入人心。

三要坚持学以致

用，做到知行合一，全

力推动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在学校落

地见效。要以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为强大

动力，坚持把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教育工作和河北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结合起

来，与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宣传教育结合

起来，与学习贯彻省委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结

合起来，与学校教育教

学改革发展结合起来，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全面推进学校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听完宣讲报告，我校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学生崔越超表示：“通过这次宣

讲，我明白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党这一路走过来很艰辛，现在的成就来之不

易。如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手上。我们这些新时代新征

程中的青年学子们，正身处于时代的伟大洪流之中，怀揣着梦想，手握着奋

斗，更要脚踏实地，学好知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全体在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辅科研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各二级

学院（系、部）党政主要负责人，部分教职员工、民主党派和学生代表聆听

报告。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EW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悦晕员猿原园愿员园 辕 渊郧冤
中共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委员会主办

2021年 12月 30日
第 6期 总第 198期

总编 李佩国
敏学修身乐业创新

责任编辑 孙艳敏 电子邮箱：hbkjsfxyxb@126.com

本报讯（记者孙艳敏）12月 13日下午，我校举办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校党委宣

讲团团长、校党委书记任民作专题宣讲报告。

任民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

议》），紧密联系工作实际，从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

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历史性意义，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

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六个方

面，进行了宣讲和解读。

任民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对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进行了全面总结，概括

为“四个伟大成就”和“四个伟大飞跃”，历史雄辩地证明，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

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任民强调，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

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

跃。我们要深

入领会“两个

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和实践

要求，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

护”。

任 民 强

调，《决议》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新时代党面临的形势、面对的风

险挑战，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 13个方面，全面

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重点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

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

民创造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

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任 民 强

调，要深刻认

识党百年奋斗

的“五大历史

意义”，即：党

的百年奋斗从

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人民的前

途命运，开辟

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

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

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决议》用

“十个坚持”，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党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让全党同志进一步看清楚

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能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我们要

准确把握“四个伟大成就”、“五大历史意义”和“十条历史经

验”，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动

力。

任民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

本大计”。我们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要源源不断

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教育引

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

干；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

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大力培养造就大

批堪当时代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任民提出四点

要求：一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

会精神为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党的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达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目的。二要教育引导全校师生员工深刻认识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进

一步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

逻辑。三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各

项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落实党中央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部署和要求。四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

的统一部署和总体要求，持续抓好全校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宣传教育。

宣讲报告在学校秦皇岛校区设主会场，昌黎校区和开

发区校区设分会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校

党群部门负责同志，各基层党委（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

代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李大

钊青年干校学员共 230余人聆听了报告。

任民在全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大力培
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范照兵来我校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任拓）12月 9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了《关于

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名单的公示》，全国共有河北工业大学、上海大

学、大连交通大学等 50所高校的参评学院进入名单。我校葡萄酒学

院入选。

2021年 4月，我校葡萄酒学院通过河北省教育厅遴选，参加了

首批国家现代产业学院评选。经高校自主申报、专家综合评议等相

关工作程序，入围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名单。

我校葡萄酒专业成立于 2002年 5月，是河北省特色品牌专业，

我校也是河北省唯一设置葡萄酒专业的本科院校。为适应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需求，为地方葡萄酒产业及文化发展提供优质服务，2017

年，经省教育厅、省编办批复，我校与秦皇岛市政府、产区内龙头企

业共建葡萄酒学院。

学院设有“葡萄酒酿造、葡萄酒品鉴、葡萄酒文化推广、葡萄酒

营销、酒店管理与酒艺”等专业，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融合中法

葡萄与葡萄酒教育先进理念，为有志于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

的学子提供葡萄栽培、葡萄酒酿造、葡萄酒品鉴、葡萄酒文化、葡萄

酒营销、酒店管理与酒艺等领域的教育教学和科研条件。

学院以葡萄酒优势特色支柱产业为背景，坚持“素质与技能并

重，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办学理念，以“顶岗实习———就业”为特征，

推进“学训交替”、“四段式”、“3+1”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院建有国家葡萄与葡萄酒检测中心联合实验室、河北省葡萄

酒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省部级科研平台 11个，与“中粮华夏长城葡萄

酒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合作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

近年来，学院以专业建设为核心，不断加强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带动和提升专业建设整体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孙昀昕）2021年 12月 7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揭牌仪式在秦皇

岛校区举行。校领导任民、郭鸿湧、兰耀东、李佩国、冯瑞银出席揭牌仪式，学校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马克思主义学院班子成员及部分教师代表参加活动。揭牌仪式由兰耀东副

书记主持。

揭牌仪式上，冯瑞银宣读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关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更名为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通知》，随后任民、李佩国共同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揭牌。郭鸿湧在讲话中强

调，我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做出的重要决策，他肯定了原思政部的

各项工作，同时也对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出三点希望：一是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充分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积

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宣传、教育研究和实践创新；三要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育人成效，努力让思政课成为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的优质课程。

会上，王玉芬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表态发言。强调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成立是我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发展，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

宣传思想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我校举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揭牌仪式

范照兵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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