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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闵霄督导体育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 月

23 日，校党委书记闵霄、组织部部长陈学宽、宣传部闫智博到体育学院督导主

题教育工作。 

闵霄书记认真查看了体育学院教师上课情况，学生上课学习状态情况以及体

育馆卫生情况，在党总支书记于海峰、院长郑玉霞、副书记郭娜的陪同下，查看

了主题教育相关材料及支部规范化建设材料，并与领导班子进行座谈。 
 

 
 

党总支书记于海峰代表班子成员进行了汇报，体育学院高度重视并认真组织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做到“三个始终坚持”。一是始终坚持做到认真学习领会学

校文件精神，提前计划部署、周密实施安排，及时准确把“规定”动作做到位，

确保学校主题教育要求、任务得到落实。二是始终坚持把主题教育、迎接评估工

作当作最佳的切入点，最好的抓手，引导全体教师了解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逐

步凝聚师生关注学校学院专业发展共识，激发师生工作动力，促进学院的各项工

作开展。三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工作、根本任务开展主题教育。更好地实现了党

政融合，形成党政合力，丰富了主题教育的形式，增强了党建活力。通过学院党

建品牌“助学励志成长”计划的实施，建立了学院党员先锋岗----优质课堂，使

每名党员都参与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中来，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检视问题阶段，

以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形式，多方调研，发现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把主题

教育做实做细。 

郑玉霞院长就学院的迎接审核评估工作做了汇报，学院始终把抓学风教风提

高教学质量作为主题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开展调研、讨论、整改等工作，把主

题教育工作做实做深。 

闵霄书记对体育学院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了学院在各方面存在的不足。

她强调，要扎实开展好学习活动，要紧密审核评估工作来开展主题教育，要把主

题教育当作是对直属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一次政治检验，要紧紧围绕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切实搞好主题教育。将主题教育工作与日常工作紧密结

合，通过理论学习，不断提升，同时指导实际工作。要通过检视问题环节，深入

教师、学生中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以主题教育为切入点，

多为体育学院师生办实事，促进体育学院更好的发展。 



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员会简报 

3 

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庚炜督导 

教科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月

24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庚炜在党政办公室主任张春勇的陪同下，到教科

院督导“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刘庚炜校长查阅了教科院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材料，

对教科院党总支对主题教育活动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准备、认真落实给予充分肯定。 

 

 
 

教科院党总支书记李刚汇报了教科院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来的工作情况。刘

校长既肯定了教科院在主题教育工作中的亮点及取得的成果，同时又指出其存在

的不足，做出了整改要求，并对以后的工作做出指示。李刚书记、刘岩院长陪同

刘庚炜校长参观了教科院校园，刘校长对主题教育宣传工作做出指导和评价。 



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员会简报 

4 

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庚炜督导商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月

24 日下午，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庚伟在党政办公室主任张春勇的陪同下，深入

商学院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督导工作。商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红、院长王福君、副院长那文忠、副书记、副院长张谦益、学生工作办公室吴

浩、丁和参加了此次督导座谈会。 

 

 
 

在督导座谈会上，商学院党总支书记李红代表商学院汇报了商学院“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主题教育学习情况

以及学院主题教育活动抓落实的举措。商学院认真按照学校的部署要求，坚持把

学习教育贯穿始终，以专题学习、读书研讨会等形式扎实开展理论学习；以主题

教育活动为契机，把查和改贯通起来，通过对日常工作的反思剖析，查找缺陷和

问题，在整改和解决问题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 

商学院王福君院长就本院结合主题教育活动中教学环境、专业发展及校企合

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本院教学环境不断地完善，对专业发展进行了合理

调整，并反复修改。刘庚炜校长指出，商学院一流专业的申报问题要多向申报成

功的院校学习，学习他们的特色与长处。副院长那文忠针对现有本院创新创业项

目成就及国际化项目的开展工作做了详细的汇报。刘庚炜校长指出，就这个国际

项目要让商学院全体教职工上下一心全力跟进。 

刘庚炜校长指出，商学院要高度重视主题教育工作，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

的重要意义，要突出重点，把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目标和重点措施。要求商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要超前一步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带动

大家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的理解，切实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

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合力推进学校各项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刘庚

炜校长指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是不分阶段、不分时间，要

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将工作和主题教育活动有机结合；对商学院一流专业

的申请要永不气馁，继续冲击。刘庚炜校长对商学院的工作指出希望，他肯定了

商学院在产教融合方面为各个院（系）开了个好头，引了个好路，应继续保持并

探索更有利于商学院自己发展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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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栾培新督导高职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根据鞍山师范学院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的总

体部署及要求，校党委副书记栾培新、学生处处长白雪峰深入高职院党总支，举

行主题教育工作督导座谈会。高职院党总支书记祝力维、院长周艳芝、副书记、

副院长胡彦泽、副院长李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党总支书记祝力维代表高职院对开展主题教育以来的具体工作进行汇报：在

开展主题教育中，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始

终坚持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取得实效。始终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本着两结合、两促进的根本宗旨，把主题教育与党支

部建设结合起来，促进高职院基层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把开展主题教育与办好

新时代高职教育相结合，促进“校园先锋示范岗”的创建。祝书记从六个方面对

高职院开展的主题教育工作进行总结：一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二是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积聚党员力量；三是书记带头讲党课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四是开

展调研工作为师生做好服务；五是主题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六是主题教育转化为

高职事业发展的动力。祝书记指出，高职院在主题教育工作中存在三个问题：首

先，班子成员仍然存在进取意识有待加强、自我革命精神有待提高、破解难题的

新思路、新举措不多的问题；其次，党员同志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的理解较为片面，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认识不深，对其如何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缺少思路和办法；第三，在支部建设上，进一步加强支部组织生活会的开展，

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周艳芝院长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结合主题教育工作实

际，明确了高职院努力的方向：即坚持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和高职教育改

革发展战略，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

高质量为核心，以成为特色鲜明的地方高水平职业院校为目标。深入推进产教融

合、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教学标准

体系，健全教学质量管理和保障制度，统筹推进学院综合改革，以提升学生思想

道德修养、人文素养和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办学水平，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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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王健飞督导物理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月

28 日，副校长王健飞、后勤工作管理处处长胡涛、后勤工作管理处高焕娣到物

理学院调研督导主题教育工作。 

王健飞副校长与学院党总支书记孙鹏、党总支副书记宋梅、副院长齐海成及

教师党员代表进行了座谈。 

 

 
 

在座谈中，王健飞校长详细询问了物理学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情况，党总支副书记宋梅代表物理学院党总支进行了汇报。宋梅副书记分

别从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专项整治等方面汇报了物理学

院主题教育开展的情况，并提出了学院主题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王健飞副校长在听取汇报后对物理课学院主题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给予了肯

定。同时他强调：一是要结合评估工作开展主题教育，要通过主题教育促进迎评

工作的落实，确保 “双评估”顺利通过；二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要将主题教育结合常项工作，提升工作质量；四是

要将主题教育和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的提升结合起来，做到理想信念升华、工作

实践落实；五是党员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体现守初心、担使命，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为物理学院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中共鞍山师范学院委员会简报 

7 

副校长孙诒丹督导外国语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10 月 24 日，根据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要

求，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孙诒丹在发展规划与质量监督处处长于福君陪同下，深

入外国语学院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查指导工作。 

 

孙诒丹副校长首先查阅了外国语学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相

关材料，随后听取了外国语学院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来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外国

语学院开展的“专业思政课程思政计划”、“双语党课行动”、“党建+大学英语考

级服务”和“缅怀革命先烈，共庆七十华诞”主题教育微纪录片系列展播等特色

活动和亮点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主题教育微纪录片系列展播由省内逐步扩

展到省外，“用学生自己的视角，用学生自己的感悟，用学生自己的语言”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案，孙诒丹副校长鼓励外国语学院各项工作做得更细、更好，

促进教学工作，树立好的典范。 

 

孙诒丹副校长指出了外国语学院存在的不足，提出整改要求，对以后的工作

做出指示。要求外语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的理解，把主题教育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结

合起来，把主题教育工作做实做细，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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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席郭宪春督导文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按照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月

24 日下午，校工会主席郭宪春在校工会副主席徐铁军的陪同下，深入文学院开

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督导工作。文学院党总支书记顾翔、院

长冯雪冬、副书记、副院长王雪参加了此次督导座谈会。 

 

 
 

文学院顾翔书记代表文学院汇报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

开展情况、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主题教育学习情况以及学院主题教育活动抓落实的

举措。自“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动以来，文学院认真按照学校

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以专题学习、读书研讨会等形式扎实开

展理论学习；以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把查和改贯通起来，通过对日常工作的反

思剖析，查找缺陷和问题，在整改和解决问题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

高办学质量和水平。 

文学院冯雪冬院长结合本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教学环

境、专业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校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郭宪春主席肯定了文学院的工作成绩，并对开展主题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郭宪春主席指出，文学院要高度重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深

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要突出重点，把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求、目标

和重点措施。她要求文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要超前一步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带动大家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加深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的理解，切

实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合力推进学校各项教育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郭宪春主席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联

系实际，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将工作和主题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要

在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方面不断探索有利于文学院发展的特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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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金玉莹督导音乐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月

23 日，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金玉莹深入音乐学院督导“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王英汇报了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的工作情况，

包括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亮点工作以及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在听取了音乐学院关于主题教育落实情况的汇报后，金玉莹书记首先充分肯

定了音乐学院的工作成绩。她指出，音乐学院党总支按照学院党委的要求完成了

各项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做到了“三结合”，实现了“五提升”“三服务”的目标，

发挥了党建统领作用，围绕着自身整改问题找差距、下功夫，提升了团队凝聚力，

取得了实际效果。同时，音乐学院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攻坚克难，

敢于直面问题和挑战，想方设法把问题和困难解决，具有大局意识和较高的思想

境界。 

 

 

 

金书记希望音乐学院要继续按照学校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在学习

教育中，一定要坚持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坚持原原本本学，理论联系实际

学，带着问题学，领导带头学，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同时，一定要按照

学院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向内深入剖析，查找差距、检视问题，要敢于刀刃向内，

把检视出来的问题实实在在进行整改，立行立改，抓紧落实，向广大师生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王英书记表示，作为基层党组织将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每位党员都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开展工作中，一定使广大普通党员受教育，让广大师生群

众真正感受到主题教育的效果，切实把开展主题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引领推动学院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力！ 

金书记深入到音乐学院班级、寝室进行走访，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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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级领导李长江督导马克思主义学院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10月

25 日，副校级领导李长江、组织部副部长王艳芳到马克思主义学院督导“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副校级领导李长江、组织部副部长王艳芳认真查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主题

教育相关材料及支部规范化建设材料，并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韩飞、基础与

形势政策教研室党支部部书记朱玉丽进行了座谈，基础与形势政策教研室党支部

书记朱玉丽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了汇报。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高度重视主题教育工作，确保学校关于主题教育的要

求、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落实到位。通过主题教育活动，让党员教师深刻领会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提高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员教师的政治站位，激励全体党员

教师勇于担当使命积极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新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五门

思政课教学中：开展“我为祖国的思政教育做贡献”主题征文活动；召开思政课

一体化创新与实践研究研讨会，推动鞍山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发挥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优势，有 7位党员教师参加了鞍山市教育局主题教育宣讲活动，

并走进鞍山市的机关、学校开展宣讲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尽最大努力为

教师们解决科研、工作、生活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学院日渐呈现团结向上的和谐

氛围。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韩飞就学院迎接审核评估工作做了汇报，学院始终

把抓学风、教风、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主题教育的一项

主要内容，开展调研、讨论、整改等工作，做到把主题教育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

结合起来，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副校级领导长李长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做得更好

更实更细。解决教师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做好学生的思

想政治工作。组织部副部长王艳芳强调：必须结合评估工作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把主题教育当作是学校党委对直属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一次政治检验，围绕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切实搞好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