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通讯员 郝永建）10月 27日至 28日，我校 2019届毕业生

秋季校园招聘会分别在昌黎校区和秦皇岛校区隆重举行。

学校将

每年的 4 月

和 10 月定

为“就业市

场开拓月”，

组织各院系

主管领导、

教学和学生

工作人员等

通过实地开

拓就业市场

等途径，积

极邀请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毕业生。本次招聘会共邀请到来自河北、北京、

天津、山东、上海、辽宁、河南、江苏、陕西、广东、云南、黑龙江等个省市的

900余家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涵盖师范教育、工商管理、财经、土木建筑、

机电电子、食品加工、园艺园林、畜牧兽医、计算机应用及网络工程等 70

余个专业，提供了 10000多个工作岗位，吸引了近万名校内外毕业生前

来求职。中煤建安集团、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中建六

局、中铁 18局、中粮集团、石药集团、冀中能源、河北建设集团、伊利集

团、长城汽车、荣盛地产、华夏幸福、开滦建设集团、新东方教育集团等大

型企业为毕业生带来大量优质就业岗位，其中上市企业与往年相比有显

著增加。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会前已举办过专场招聘会，录用了部分毕

业生，仍坚持参加本次大型招聘会，希望招录到更多的我校毕业生，显示

出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许多用人单位更是连续多年参加我校秋

季大型校园招聘会，与我校建立了长期稳固的人才培养合作关系。

本次招聘会上毕业生现场与用人单位正式签约达 156人，达成就业

意向者达 2000余人，还有 200余人正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深入洽谈。

“双选会”得到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院系、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

配合。“双选会”期间，学校党委常委李佩国，副校长张福喜等学校领导对

招聘现场的布置、场所的安全等进行督导检查，并在双选会现场与用人

单位进行深入交流。招生就业处、学生处、教务处、宣传部等部门领导到

招聘会现场，对不同专业毕业生的求职进行细致耐心的指导，并积极征

求用人单位对我校办学的意见和建议。各院系负责同志、学工办工作人

员、毕业班辅导员、各专业学术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等均来到各用人

单位介绍院系办学和学科建设情况，并积极推荐毕业生。教务处、安全工

作处、网络中心、大学生服务中心等部门积极为招聘会提供人力物力等

各项支持服务。学校为用人单位提供热情周到的招聘服务，受到了用人

单位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我校连续多年举办毕业生秋季大型校园招聘会，参会用人单位的数

量和质量稳

步提高。秦

皇岛日报、

秦皇岛电视

台等新闻媒

体记者到现

场对招生就

业 处 负 责

人、用人单

位代表和毕

业生代表进

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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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崔琳）近日，艺术学院舞蹈表演专业师生一行参加了在香港海洋

公园剧场举办的第 29届香港“金紫荆花奖”中华‘非遗’展演大赛。此次大赛由中国文

化艺术教育家联合会、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国际联合主办，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

协会、中国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协办。艺术学院选送的河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抚宁太平鼓舞《响太平》获得国家级金奖，艺术学院李晓华、李咏梅、黄瑞思老师被评

为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奖。

同期，由同一主办方主办的第二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金玉兰奖”音乐、舞蹈、美术

大赛在上海杨浦大剧院成功举办。我校艺术学院选送的藏族民间舞蹈剧目《卓玛》荣获

此次大赛的国家级金奖。

长期以来，艺术学院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舞蹈学科竞赛活动，一是提升了学

生的专业技能和应用；二是促进舞蹈表演专业新学科的发展；三是激发学生自主性学

习兴趣与潜能，丰富校园教学与创新创业的氛围，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浓厚学术

氛围和良好学风。

我校在香港和上海组织的展演赛中获奖

我校举办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毕丹霞）11月 10日，我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决赛在秦皇岛校区举行。竞赛评委会主任、校党委常委李佩国，竞赛

组委会主任、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孙雪莲分别在比赛闭幕式和开幕式上讲

话。比赛由校工会、教务处、人事处联合举办，来自全校 14个学院（系、部）的

26名选手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增长才干，学校近三年入职的 100余名新教

师到场观摩了比赛。校工会负责人主持了开幕式、闭幕式。

评委会主任李佩国在总结讲话中向全体获奖教师表示了祝贺。他指出，

青年教师是学校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担负起创建河北海洋大学新局

面的重任。青年教师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学校发展的动力，

是提高学校育人质量的关键。他希望广大青年教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以积极的态度去教书，以饱满的热情去育人，做好学生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组委会主任孙雪莲在开幕式上讲话时强调，竞赛以锤炼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着力点，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

程序严谨、规范，参赛选手要有平常心，比赛评委要有同理心，工作人员要有

责任心。

本次竞赛注重教学基本功和实际应用能力的提升，丰富了竞赛项目，改

革了竞赛形式。竞赛分两个阶段进行，初赛由各学院（系、部）组织本单位青

年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竞赛活动，在此基础上遴选参加学校决赛的优

秀选手，全校 500余名 40岁以下教师广泛参与。学校决赛以“上好一门课”

为理念，竞赛内容由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26名选手

根据所讲授课程类别分别参加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个组别的决赛。选

手在比赛前提交参赛课程教学大纲、8个学时的教学设计和与之相对应 8

个教学节段的 PPT，首先进行教学设计评比；课堂教学比赛时间为 20分钟，

选手现场抽签确定本人参赛的具体教学节段；选手讲课结束后，马上进入指

定教室，在 30分钟内书写 500字以内的教学反思。比赛结束后，各评委小组

组长分别对本次竞赛作了精彩点评。

经过激烈角逐，两个组分别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6名。

其中，外国语学院高洁、数信学院张云霞分别荣获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组的一等奖；工商管理学院沈玲、外国语学院王伟、教育学院王亚男、园艺科

技学院李琛、机电工程学院王枫、体育系张英媛分别荣获人文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组的二等奖；财经学院陈梦竹、闫文，城建学院邢妍、教育学院刘梦

旸圆、思政部王兆云、外国语学院苏 、数信学院郑俊玲、刘淑蓉、高胜男，农学

与生物科技学院谢新宇、化学工程学院胡文斌、食品科技学院刘素稳分别荣

获三等奖。

我校自 2004年组织第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以来，坚持每两年

举办一届，每届都要广泛开展基层竞赛活动，并组织新教师到决赛现场观摩

学习，已经形成了制度。竞赛已成为广大青年教师热情参与、党政高度重视

的岗位练兵品牌项目, 为广大青年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搭建了优

质平台，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我校李大钊干校第十四期培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邵东蕊）11月 8日，我校李大钊青年学生干部培训学

校（以下简称“李大钊干校）”）第十四期培训班在多功能厅开班。李大钊干校

校长、学校副校长张福喜以及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校团委负责同志出

席了开班仪式。

张福喜副校长做开班动员讲话，他肯定了多年来李大钊干校对我校培

养优秀学生干部人才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我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

作提出三点希望：一是青年学生作为民族的未来，应积极投身到学习马克思

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洪流中，勇做新时代的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李大钊青年干校作为我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主

阵地，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迎合新时代青年的发展特点，开展更加用

心、更接地气、更有实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三是学校上下要积极构筑形成

合力的育人大格局，打造学生成长成才的新动能，下大气力将马克思主义教

育融入思想育人、组织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服务育人的全

过程。

开班仪式上，校团委负责同志对培训班总体安排进行了部署；与会

领导为学员颁发了自学教材《莫辜负新时代———“四个正确认识”大学生

读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城市建设学院常家彪同学代表全体学

员发言。

开班仪式结束后，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全体学员作了《大学生要善用

新媒体提高自身素养》专题讲座。讲座从新媒体作为时代产物给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入手，为大家分析了大量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识

形态渗透、舆论渗透、思想渗透和推行文化霸权的案例，提出新媒体建设既

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青年大学生要善用新

媒体提高自身素养。

本期培训班主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专题讲座、观看影片、参观实践教育、自学、“四个

正确认识”交流讨论活动、“我与宪法”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以及素质拓展等

形式多彩、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活动。

我校召开 2018辅导员年度人物评审会
本报讯（通讯员 邹萍）10月 25日，我校 2018年辅导员（班主任）年度人物评审

会在秦皇岛校区召开。学生处、安全工作处、团委主要负责人，各二级院（系）学生工作

主管领导出席评审会并担任评委。没课的辅导员（班主任）观摩了评审会。

在个人申报、院（系）推荐、学生处初审的基础上，共有 6名辅导员和 4名班主任

进入到本次评审答辩环节，各辅导员（班主任）对本人工作进行了 8分钟的 PPT汇

报，评委进行现场打分。最终，城市建设学院徐鑫、教育学院侯莉、机电工程学院郑建

华等三人被评为我校 2018年辅导员年度人物，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张步英，艺术学

院洪京被评为我校 2018年班主任年度人物，同时徐鑫老师还将被推荐到省教育厅

参评“2018年河北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本次评审会，促进了辅导员间的学习交流，进一步激励全体辅导注重日常工积

累，不断强化工作的思想性和创新性，对于选树我校辅导员（班主任）先进典型、宣传

我校辅导员（班主任）的优秀事迹、推进我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建设

具有积极意义。

我校学子发明一项实用新型专利
本报讯（通讯员 于秀敏）近日，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2015级生物科学专业学生

李丽花，针对板栗种植户在板栗生产收获中存在的收获板栗费时耗力、效率低下、危险

性较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项研究，并获得专利。

该项专利从问题的提出、对农户意见的收集整理、思考设计、绘制图纸直至完善改

进等过程，历经了 4个月的研发阶段。最终研究设计出《一种全方位板栗接收器》。

经申请，该项专利研究获得了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该项实用

新型专利，能够为板栗种植户有效解决在收获板栗过程中手被扎伤、费时、耗力等问

题，打破了传统的人工逐个捡的收集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减

产，降低了收集过程中的危险性。

本报讯（记者 赵辉）11月 22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靳占忠在主持召开校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作了讲话, 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在各自的

岗位上维护好安全稳定的大局，以实干精神完成“科师梦”。

靳占忠结合本次中心组学习内容强调，要结合我校实际，对相关内容进

行深入学习，充分发挥其对开展好当前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目前主要抓好

两件大事：一是抓好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安全稳定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

提。当前我校处于领导班子换届的关键时期，更需要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切

实保障好学校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好学校各项事业的平稳发

展，需要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需要充分发扬担当精神，增强责任意识。二是

借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在我们学校可以称作“空谈误校，实干兴

校”。我们要不受外界干扰，干好科师自己的事。要自信、自立，需要我们有一

定的定力，需要有爱心、耐心。干成事必须倾注爱，对事业的爱、对本职工作

的爱；干成事还要有耐心，能忍耐就有能耐，耐得住寂寞，修炼干成事业的本

领，日久天长就增长了本事，增长了才能。

靳占忠说，今天是西方的感恩节，要感恩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感

恩我们的朋友，给了我们友情和前行的力量；感恩社会，给了我们施展才能

的舞台。同时，也要感恩与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

才让我们少了许多偏颇，少了许多固执己见。再有也要感恩我们所谓的“敌

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使我们得以成长、成才、成功。

靳占忠表示，筹建河北海洋大学，圆“科师梦”是科技师院人正在行进中

的“万里长征”。要想干好、干成事，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担当精神，要在自

立、自信心上下功夫，从而达到自强。他说，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规划、有

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实干上，要创新、改革，勇气担当是基础，

但不能盲目自信，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科师梦。

会前，与会人员自学了《新时代面对面》相关内容。校领导李佩国、张福

喜、孙雪莲以及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工会等部门的负责同

志参加了会议。

靳占忠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

以实干精神圆“科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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