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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典型示范 

鞍山师范学院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准备会议隆重召开 

2019年 7月 1日 14:00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准备会议在鞍山师范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中

共鞍山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佩泉、学校党委书记闵霄，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刘庚炜，副校长侯冬岩、王健飞、孙诒丹、栾培新，学校工会主席郭宪春，学校

纪委书记金玉莹，副校级领导李长江出席，学校中层干部代表、师生党员代表近

600余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庚炜主持。  

 

  与会同志共同观看《初心 从未改变》视频影片。学校党委书记闵宵带领全

体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副校长王健飞宣读了表彰决定。大会为 10 个先进直属

党组织、17个先进基层党支部、27名优秀党务工作者、96名优秀共产党员、以

及 20 个“主题示范党日活动”获奖党组织进行颁奖表彰。先进党组织代表、优

秀党员代表、新入职的党员教师代表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年来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和取

得的伟大成就。她表示，波澜壮阔的近百年历程，实质是我们党不断践行初心、

持续完成时代所赋予使命的奋斗之路。  

学校党委书记闵霄同志在讲话中，对学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准

备阶段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强调了两点意见。要求校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要立即行动起来，高度重视、超前谋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坚

决以好的作风开展主题教育。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目标任

务结合起来，同学校正在开展的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

估结合起来，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

干事创业的实际效果，切实推动学校的进步和发展！为建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

地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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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 

 

按照省市委和学校党委统一部署，7 月 21 日，鞍山师范学院机关党委率先

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 

读书班邀请鞍山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李伯涛教授对《纲要》作专题辅导，

市委组织部工作实绩考核科钱义同志出席，学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机关党委全

体党员以及直属党组织负责人近 90余名同志参加了报告会。 

机关全体党员同志观看影片《邹碧华》，校领导班子成员召开了党委理论中

心组学习，机关党支部分组围绕主题进行了学习研讨。 

在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学校党委书记闵霄同志主持会议，学校党

委副书记、校长刘庚炜，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侯冬岩、栾培新分别领学《纲要》

内容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韩玉起书记

在全市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等内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五次中央政治

局上的讲话》。 

 
 

闵霄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举办这次读书班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开展好主题教育的有力

举措，是发挥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示范引领作用的实际行动。下一步，我们要

结合实际，学习好宣传好《纲要》的贯彻落实。直属党组织、机关各部门和二级

学院纷纷开展主题教育读书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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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师范学院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启动仪式 

为贯彻落实《鞍山师范学院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方案》（鞍

师委发【2019】24 号）文件要求，推动领导干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切实履行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努力营

造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良好氛围，2019 年 6 月 13 日下午

3:30，我校在学术报告厅举行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启动仪式。

校党委书记闵霄，副校长王健飞、孙诒丹、栾培新，校工会主席郭宪春，

校纪委书记金玉莹，副校级领导李长江出席了启动仪式。学校副处级以上

全体中层干部，机关全体教职工，全体辅导员、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参加

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副校长栾培新主持。 
 

 
闵霄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校长期以来处系共建、师生结对子和辅导员

家访等工作，对学校开展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提出三点具体意见： 

一是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全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统一思想、强化责任，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要主动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

人；要真情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导

青年，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真正在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方面

形成合力。 

 二是要明确任务，注重实效 

全校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进课堂、进班级、进宿舍、进食堂、进网络，深入

一线联系学生，积极参与班级和社团活动，关注特殊学生群体，切实解决学生实

际困难。 

 三是要健全制度，落实责任 

全校各级领导干部要依据制度安排主动深入到基层单位，通过多种形式与学

生紧密联系，合力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学

校党委将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制度纳入干部任用、职务（职称）评聘、评

优奖励工作重要依据，纳入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重要内容，纳入校、

院党组织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指标体系，并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联系学生工作

不到位或弄虚作假的，依归依纪追责问责，做出严肃处理。 

工会副主席徐铁军老师代表学校各部、处（室）领导干部发言。 音乐学院

王英书记代表对接学院发言。外国语学院 1602班赵琦同学代表全体学生发言。 



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员会简报 

5 

 

学校关于落实“抓学习宣传教育”工程的实施 

根据《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实施党的建设“两强两抓”工程意见》（鞍委发【2019】

7号）和《中共鞍山市委办公室关于“抓学习宣传教育”工程实施意见》（【2019】

31号）要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相关文件要求，学校制

定了《鞍山师范学院关于落实“抓学习宣传教育”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鞍师

委宣字【2019】11号）。通知中要求：学校“抓学习宣传教育”工程的中的重点

内容即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及《习近平治国理

政》第一卷、第二卷等重要读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及‘四个着力’、‘三

个推进’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行业、教育领域、教育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等等。 

学校为推进“抓学习宣传教育”

工程制订了具体措施：抓好各级党组织

理论中心组学习；抓好“学习强国”平

台的学习使用；抓好党内集中学习教育；

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主题

读书活动；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

量发展大讨论”活动；开展“知鞍山、

爱鞍山、颂鞍山、建鞍山”活动等 ，

并制定了详细的学习参考材料目录，广

大教职工积极参与。 

 

学校组织教职工观看影片《邹碧华》 

2019年 7月 21日下午，鞍山师范

学院机关党委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电

影《邹碧华》。 

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被邹碧

华同志的生平事迹深深感动，决定要以

邹碧华同志为榜样，学习邹碧华坚定的

理想信念，学习邹碧华公正为民、忠诚

敬业、勇于担当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开

展工作，为深化学校内涵式发展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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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使命 传递关爱温情 鞍师暑期辅导员家访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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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宁省委

高校工委、辽宁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千名辅导员万家行”活动的意见》和《鞍

山师范学院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方案》，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7月 29日～8月 6日，校党委书记闵霄同志，党委

副书记、校长刘庚炜同志，党委委员、副校长栾培新同志带领相关二级学院副书

记和辅导员先后赴辽阳、阜新、朝阳、葫芦岛、锦州、营口、丹东等地对家庭经

济困难及学业警示学生开展家访。辽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钟万元及校党

委统战部部长姜维军，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处处长白雪峰，外国语学院正

处级组织员陈彬，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王英，商学院党总支书记李红参加了暑期

家访。  

家访过程中，闵霄书记、刘庚炜校

长、栾培新副校长及钟万元副主任认真

倾听并询问了家访学生的学费、生活费、

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家庭经济状况等

情况，在切实了解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与

成长环境后，向家长和学生详细介绍了

我校贫困助学各项措施、国家助学贷款

各项政策和国家奖助学金各项规定，鼓

励学生积极利用各项扶助政策、减轻家

庭经济负担，激励学生刻苦学习专业知

识、努力打好专业基础、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全面提升专业技能、做好就业规划

与准备；希望学生用自身的努力提升实力，回报社会和家庭。闵霄书记和刘庚伟

校长分别代表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去了慰问金。 

辅导员家访，是我校自 2007 年

暑期开始率先在全省高校中开展并

坚持 13 年之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特色品牌活动。形成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的强大合力，有效地帮

助学生成长成才。此项工作多次受到

辽宁省高校工委和教育厅的表彰，并

被中国教育报与新华社客户端宣传

报道。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校领导亲自带队主动深入到

特殊群体学生家庭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帮助学生解决实际

困难，更好地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和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发挥了“辅导员家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深了师生之间的联系，

切实做到了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地，营造了鞍山师范学院全员育人、全方位

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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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委组织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6 月 2 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行政楼 325 会议室召开。校党委书记闵

霄，校长刘庚炜出席，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

部、二级学院党组织书记、辅导员、思政教师、学生代表近 50 余人参加了

座谈会。 

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视频，学习传达了重要讲话精神，党员干部、

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 7 名同志分别进行了发言。 

闵霄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上重要讲话，深刻的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重

点措施。对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我们开展好“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指明了方向。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是从今年的 6 月份开始

在全国自上而下的分两批来开展主题教育，我们高校是第二批，历时三个

月，从 9 月份开始，到 11 月份结束。我们学校党委将履行主题教育的主体

责任，也通过各级党组织来组织党员结合学校和个人的实际，我们先学一

步，学深一些，坚持问题导向，拿出管用的措施。我们党代会确定了我们

奋斗的目标，我们现在对标对本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我

们对一些工作进行了梳理，查找问题，抓好落实，这样我们就把“不忘初

心”的标杆标尺立起来，

把“牢记使命”的责任

扛起来，把党员的先锋

模范的作用彰显出来，

把我们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主义发挥出来，确

保我们的主题教育高

质量的开展，为早日把

我们学校建成教师教

育特色鲜明的地方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我们

一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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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落实 

学校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预评估 

专家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7月 18日至 23日学校组织开展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预评估，结合审核

评估指标体系，专家组按照审核评估工作流程对学校审核评估工作进行了全面考

察，并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和建议。专家反馈意见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办学定位和目标内涵尚需深入剖析和解读；2、人才培养方案需要继

续完普；3、自评报告和上传数据质量还需提高； 4、迎评氛围不够浓厚；5、教

学资源和教学条件尚需改善;6、校园环境建设还需改造；7、制度建设需要进一

步完善。 

学校党委结合专家意见制定鞍山师范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预评估整改工

作任务清单，分为两大类即学校职能部门工作安排和教学单位工作安排，并对每

类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提出需要整改的问题、整改要求、牵头部门、责任人、

负责领导和完成时间。 

 
 

8 月 26 日—8 月 29 日，学校领导对评估准备情况进行调研，参加调研人员

有学校审核评估评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学校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成员。 

调研内容及形式主要为听取围绕人才培养工作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

和查看材料四个环节。 

1、听汇报过程各部门严格控制汇报时间，二级学院时间为 8-10分钟，机关

相关部门汇报时间为 5-8 分钟，汇报后随机交流，二级学院交流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直属教研部汇报及交流时间共计 20分钟。 

2、召开座谈会。调研期间教学单位要分别召开学院领导班子座谈会和教师

交流会，要求全体人员参见座谈会。二级学院座谈时间控制在 40 分钟以内，直

属教研部座谈时间控制在 20分钟以内。 

3、实地考察。座谈会后，校领导考察各教学单位的教学设施及教学环境，

时间为 20分钟。 

4、看材料。各教学单位需准备围绕人才培养工作汇报的支撑材料及相关基

础材料。由数据填报审核组、教学运行组、材料组相关人员负责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