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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专家组进驻我校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现场考查
本 报 讯 (记者 葛 晓 霞 ) 10月
26日至28日， 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
证专家组一行9人进驻我校，对汉语
言文学、 生物科学两个专业进行师
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现场考查。汉
语言文学专业认证专家组由安徽师
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俞晓红教授任
组长， 成员为池州学院院长柳友荣
教授和内蒙古海拉尔第二中学校长
马丽，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科长
刘娜任专家秘书； 生物科学专业认
证专家组由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督
导专员毕华林教授任组长， 成员为
山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青平
教授、 海南省海口市教育局局长兼
书记汪娟，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党政
办公室副主任李富兵任专家秘书。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学院董
琛博士担任专家组项目管理员。
26日上午， 我校在综合楼三楼
会议室召开师范类专业认证现场考
查专家组见面会。专家组全体成员，
校领导曹胜强、李东、曾宪明、明清
河，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汉
语言文学和生物科学专业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议由认证专家组组长俞
晓红主持。
俞晓红代表专家组就此次专业
认证的目的、意义、认证理念、重点
任务、方式和方法等予以说明。她指
出， 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是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 健全立德树人工作机
制的重要抓手； 是落实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 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推进师范教育改革，构建中国特
色、 世界水平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
认证体系， 是全面提高师范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开展师范
类专业认证，必须坚持“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落实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的
任务，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能力、课堂
教学质量和质量保障力度。 此次认
证工作要坚持“
问题导向、 持续改
进”的工作基调，强调直面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考查期间，专家
组会和学校专业老师一起对照认证
标准，按照专业举证、专家查证的方
式， 查找师范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
问题，一起对问题进行反思与剖析，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帮
助学校建立“反向设计、正向施工”
的主线和“三个达成”的底线，帮助
专业遵循认证理念、认证标准，不断
改进教学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校党委书记曹胜强致欢迎辞，
代表学校对专家组莅临我校开展师

范类专业认证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感谢， 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基
本情况及近年办学发展成就。 曹胜
强表示， 此次师范类专业认证是我
校办学发展史上的首次专业认证，
是对我校师范类专业建设和教师教
育工作的一次把脉问诊， 更是学校
提升内涵发展质量的一次难得的重
要机遇， 将对我校进一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起到有力的促进作
用。座谈会上，曹胜强指出，此次师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10月23
日上午，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在综合楼
八楼会议室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集中
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10月16日下午第二十四次集体学
习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的重要

讲话——
—《深刻认识推进量子科技发
展重大意义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
划和系统布局》。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主
持学习并讲话，校领导李东、曾宪明、
明清河、李目海、李丽清、路绪剑、孙正、
张昌林、林勇，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办公室、光电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曹胜强在领学后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动量子科技发展讲话的重要意义；二
要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

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
展人才基础；三要健全激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完善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
副校长李丽清结合我校科研工
作实际分享了个人学习体会。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邵清清) 10月29日
上午，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在综合楼八
楼会议室召开集体学习会议，集中学
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校党委书记曹胜强主
持学习并讲话，校领导李东、曾宪明、
明清河、李目海、李丽清、孙正、张昌
林、林勇，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办

本 报 讯 (记者 葛 晓 霞 )
根
据教育部评估中心安排， 10月25
日-28日， 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
专家组将对我校汉语言文学、 生物
科学专业进行为期四天的师范类专
业第二级认证现场考查工作。 为确
保专家组现场考查的各项工作准备
就绪， 10月22日下午， 校领导曹胜
强、 李东、 明清河带队到相关单
位， 检查指导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
准备情况。
校领导一行先后深入中兴通讯

公室、团委、学生工作处、马克思主义
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曹胜强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并结合
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对抗美援朝相关
历史背景和世界格局演变等内容进行
讲解。曹胜强表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
大胜利， 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

世界东方的宣言书， 是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对中国和世
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要
永续传承与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要铭记伟大胜利， 为推进伟大事业做
出应有贡献。 高校要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 立足基本国情， 遵循教育规
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
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
为工作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校党委副书记曾宪明结合学习
内容分享了个人学习体会。

校领导检查指导师范类专业认证准备工作
学院5G体验馆、山东省计算机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 华晟智能制造学院
（
“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 产教融
合创新基地）、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
院、世界语博物馆、图书馆、文学院，
对各单位现场考查准备工作完成情
况、 专家集体考察项目等内容检查
指导。
为确保专家组现场考查工作顺

利开展，校领导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 深刻领会师
范类专业认证对学校发展、 学院发
展、教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体教
师和工作人员要再接再厉、 全力以
赴，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
作态度迎接认证专家组进校考查；
二是工作上做好统筹协调， 及时查
缺补漏，坚持标准、严格细节，按照

专业认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
评促强”的要求，有序推动专业认证
现场考查各项工作， 为专业认证提
供全方位服务和支持， 确保我校师
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工作处、
教务处、发展规划处、后勤服务处、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实验室管理处、
保卫处等部门负责同志陪同检查。

范类专业认证是我校办学发展史上
的首次专业认证， 学校党委高度重
视教师教育工作，始终坚持“
办学以
教师为本、 教学以学生为本” 的理
念，坚持教学中心地位，不断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 希望各位专家通过全
面检查， 对学校的两个师范类专业
的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全方位、 深层
次的剖析，多开“
良方良药”。
我校汉语言文学、 生物科学专
业负责人分别就专业自评材料进行
补充说明。在提问询证环节，专家组
根据认证标准，就教育经费使用、师
范生师德规范与教育情怀养成、教
师分类评价制度及标准的制定、师
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了询问， 我校相关职能部
门的负责人现场进行了解答。
观看完我校专题片会后， 专家
与校领导集体考察了我校中兴通讯
学院二楼5G体验馆、山东省计算机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华晟智能制造
学院 （
“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产
教融合创新基地）、心理与教育科学
学院教师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世界
语博物馆和图书馆。
之后两天， 专家组围绕认证标
准的8个一级指标和39个二级指标，
通过深度访谈、 听课看课、 查阅资
料、内部交流、实地走访等方式，对
两个认证专业建设情况进行了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考查。期间共
召开工作会议10次， ( 下转第 2 版 )

本 报 讯 (记者 邵
清 清 ) 10月1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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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中教集
团） 战略投资部并购总
监袁军一行2人来校考
察交流， 校党委书记曹
胜强、 校长李东在综合
楼八楼接待室会见袁军
一行，双方就合作办学、
产教融合等事宜进行沟
通交流。办公室、教务处
等部门负责同志交流时
在座。
座谈会上， 曹胜强
表示， 学校紧跟国家教
育发展战略步伐， 不断
探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发展新目标， 中教集团
拥有丰富的教育发展经
验和资源， 希望双方以
此次交流为契机， 进一
步加强沟通交流， 在普
职融合、 职继融合等方
面深入探讨， 共同探索
合作办学新模式， 为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和职业
教育提升贡献新思路。
袁军表示， 枣庄学
院在产融合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
睹， 中教集团希望能与枣庄学院共
同打造国家职业教育新高地， 在产
教融合、 学历培训等方面取得合作
进展，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会谈交流后， 全体与会人员共
同参观了我校中兴通讯ICT产教融
合创新基地、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
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