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团中央对

2020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表现突出的优秀团

队予以通报表扬，我校“逐梦”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获

评“全国优秀实践团队”称号。（史恒）

★11月 14日，第十一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成功举行，来自全国 800

多所高校的选手参加比赛。我校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共有 9名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最终，陈

世超同学荣获 C/C++程序设计 B组一等奖，杜浩宇同

学荣获 JAVA软件开发 B组二等奖，阴国溶、郭建鑫同

学荣获C/C++程序设计 B组三等奖，田园园、刘梓硕、

玥蒙海涛、刘雪杏、郭 汐同学荣获优秀奖。我校荣获“优

秀组织单位奖”。（李玉香）

★11月 21日至 22日，“慧文杯”第十届全国商务

秘书职业技能大赛如期举行（主赛场设在淮阴师范学

院），来自全国 18个省、市、自治区 78所本专科院校的

140支参赛队伍、900余名师生相聚“线上”，同台竞技。

文法学院秘书学专业任梦欣、解依情、林晓静、王金四

位选手荣获团体三等奖，展现了良好的秘书专业水平

和职业风采。（郑雅君）

★11月 5日，我校原副校长孟令臣将个人所收藏

图书捐赠给校图书馆。图书馆党总支书记王荣加代表

图书馆为其颁发收藏证书，对孟令臣心系图书馆的建

设和发展表示诚挚的感谢。孟令臣这次将个人珍藏的

207册图书捐赠给图书馆，其中王蒙系列等部分图书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对图书馆丰富拓展专家、教师赠书库

具有重要意义。在参观建设中的“陆启成书法馆”时，孟

令臣就书法馆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韩淑芬）

★近日，2020 年河北省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河北省本科及高职高专院校共

推荐 102件作品进入复赛，经专家评审，共有 61个教学

团队进入决赛。其中，我校外国语学院的两个团队分别

入围英语专业组和大学英语组决赛。我校孙秋月老师团

队和付蕊老师团队在决赛说课和问答环节表现优秀，分

别获得英语专业组二等奖和大学英语组三等奖。（孙燕）

★近日，由河北省教育厅主办、河北科技大学承

办的河北省首届硕士研究生英语翻译大赛在河北科

技大学举行，我校代表队由外国语学院刘晓冰老师带

队，来自 19级、20级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的 5名选手

参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黄江媚、杨琳、张雨菲获

渟得专业笔译三等奖，熊 滢、王云开获得专业口译三

等奖。（马德强）

★近日，城市建设学院选派了“筑梦先锋队”和“拼

搏无限队”两个代表队共 6名学生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建

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其中，“筑

梦先锋队”荣获团队二等奖，“拼搏无限队”荣获团队三

等奖，同时，在建筑工程模拟实操和装配式识图案例实

操个人总决赛中荣获一等奖 1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

1名的好成绩。（曲梦可）

★11月 14日，第十三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

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举

行，来自全国 395所高校的 647支参赛队伍参加比赛。

涉及参赛学生 4538人、参赛教师 2322人。我校机电工

程学院 6名学生组成两支代表队参赛，共获得一等奖一

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四项。比赛采取线上形式进行。

（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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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板栗产业技术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通过可行性论证

本报讯（通讯员李明媛）近日，受教育部委托，河北省

教育厅组织专家组对我校申请的“板栗产业技术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建设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

证。青龙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李龙（教育部定点扶贫挂职）、青

龙满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罗宁（教育部挂职）、

河北省教育厅科技处调研员刘治利、秦皇岛市科技局局长

郭拥军，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郭鸿湧，副校长杨越冬出席会

议，科研处、乡村振兴中心、园艺科技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及“研究中心”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育厅科技处调研员刘治利主持。

论证组专家听取了“中心”主任齐永顺教授所作的建设

计划工作汇报，查阅了相关佐证材料，实地考查了研发现

场。经过充分质询和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中心”建设方

案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建设任务具体，机构设置及管理机

制合理，资金筹措和研发条件有保障，同意通过“中心”建设

方案。

板栗分布在我国 24 个省（市），在乡村振

兴中具有重要地位，我校在板栗产业技术研究

领域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设施设备条件和稳

定的研发队伍，形成了明显的工作特色。“板栗

产业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要围绕板栗产业

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社会服

务工作。“中心”的建设为不断提升我国板栗产

业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链条，搭建良

好的工作平台，对于提升我校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能力、促进应用型大学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

我校申请建设的“板栗产业技术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是我省第 6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也是我省非骨干高校中首个教育部科研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史恒）11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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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培训班

开班仪式在秦皇岛校区多功能厅举行。学校党委书记任民、

党委副书记兰耀东，以及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学

工部、学生处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开班仪式。各院（系）团委

（团总支）负责人以及第十八期培训班 145名学员参加仪

式。开班仪式由校团委负责同志主持。

开班仪式上，学校党委

书记任民为李大钊干校第

十八期培训班授旗，并以

《提升政治站位，强化使命

担当，努力做一名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题

作了首场辅导报告。任民从

提升政治站位，坚持把学好

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作为重大政治学习

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坚持

把学好用好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作为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素质的重大战略引领；

强化使命担当，努力做一名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等三个方面展开，内容丰富、分析透彻、生动风趣，他希望学

校广大青年学生干部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辱使命，努力

在学习好、武装好、宣传好、维护好、形象好、组织好、服务

好、配合好、把控好、准备好等“十个好”上下真功夫、实功

夫，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增强综合素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聪明才智。这既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开班讲座，又是一

场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的辅导报告，更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和思想政治理

论课，对引领广大青年学生干部进一步学好用好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认清“两个大局”时代背景，强化自身

使命担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学校党委副书记兰耀东在开班仪式上作动员讲话，他

对李大钊干校多年来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

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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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做信仰坚定的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青年干校作为我校培养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阵

地，要把准时代脉搏和青年

身心特点，开展更加走心、更

有实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学校上下要建立多方联动的

合力育人体系，完善齐抓共管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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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之中。

开班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学员颁发了学习教材，为我校

2020年大学生理论宣讲员的指导教师和宣讲员颁发了聘

书。校学生会主席邓洁同学代表全体学员作了发言。

开班讲座后，我校五名大学生理论宣讲员开展了首场

宣讲会，全体学员在秦皇岛校区体育场进行了素质拓展团

建活动。

我校举办李大钊青年干校第十八期
培训班开班仪式

我校开展大学生理论宣讲首场宣讲会
本报讯（通讯员 史恒）11 月 7 日，我校 2020 年度大

学生理论宣讲活动在秦皇岛校区多功能厅举行了首场宣

讲会，李大钊青年干校第十八期培训班全体学员听取了

宣讲。

5名优秀宣讲员分别以《新青年要有新作为》《青年，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生力量》《心怀家国，不负青春，不负

人民》《牢记嘱托，不负时代，不负青春》《见证与疫情赛跑的

中国速度》为题，以学习好、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用青春力量传播党的声音，以青年的

视角讲“中国故事”，用铿锵有力、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为全

体干校学员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理论宣讲课，受到现场师生

的一致好评。

今年 10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朋辈教育优势，校党委宣传部、党委

学工部、校团委、思政部联合开展了“河北科技师范院 2020

年大学生理论宣讲活动”，并以公开招募的方式面向全校青

年学生选拔理论宣讲员，经过前期选拔培训，共有 27名优

秀学生入选为我校 2020年大学生理论宣讲员，同时我校思

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杜立文、樊东霞、曹凤珍 3名博士教师被

聘为宣讲活动指导教师。

在接下来 1个多月的时间，宣讲员们还将围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抗疫斗争展现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青春?

韶华?时代”三大主题，走进干校、团校、学生组织、学生社

团、团支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分类宣讲与综合宣讲相

结合的形式在三个校区组队开展巡回宣讲活动。

我校召开辅导员（班主任）
年度人物评审会

本报讯（通讯员 邹萍）11月 3日，我校在秦皇岛校区

召开 2020 年辅导员（班主任）年度人物评审会，学生处、

团委有关负责人及各学院（系）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出席

评审会并担任评委。

经过前期的个人申报、院（系）推荐、学生处初审和量

化计分，有 6名专职辅导员、4名兼职班主任进入了此次

汇报评审环节。评审会上，各申报人员对本人近年来的主

要工作、特色做法和突出成绩进行了 5分钟的 PPT汇报，

评委进行了现场打分。

在量化计分和评委打分的基础上，财经学院梁爽、机

电工程学院郑建华、园艺科技学院王岚等 3 人被评为我

校 2020年辅导员年度人物，体育与健康学院武琳娜、数学

与信息科技学院郑俊玲被评为我校 2020年班主任年度人

物，梁爽老师还将被推荐到省教育厅参加“2020年河北省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评审。

开展年度人物评选工作，是我校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

作会议精神、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选树

辅导员（班主任）先进典型，积极搭建辅导员（班主任）展

示风采、交流经验、提升自我的平台，促进辅导员的专业

素养和职业能力的提升，激励辅导员（班主任）认真履行

立德树人崇高使命，强化辅导员（班主任）角色的荣誉感

和使命感，为助力学生成长发展提供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唐笑）近日，动物科技学院“2020年校

企合作论坛暨企业家班主任聘任仪式”在昌黎校区学术报

告厅举行。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冯瑞银与中农同创董事长白江松、

九州大地总裁马忠乐、正邦集团总监黄艳军、飞龙饲料总裁

范东良等 32位企业家代表出席会议，招生就业处、动物科

技学院负责同志及班主任、学生代表共近 600人参加了聘

任仪式。

冯瑞银在致辞中表示，邀请企业家或公司高管担任班

主任，是学校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寄语全国涉农高校广

大师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思想的具

体举措，是创新校企合作育人的新途径，是动物科技学院的

一项特色工作。他希望企业家由“老总”变身“老师”，对学生

开展导心、导学、导职，重点加强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和职

业生涯规划指导，通过企业家精神的熏陶，引导青年学生端

正择业观、就业观和创业观；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获得更

具实战性的专业知识以及职业规划方面的指导，尽快完成

职业人角色的转

变，激发“双创”活

力。

副院长张海

华宣读了《关于聘

任 2018、2019 和

2020 级本科生企

业家班主任的通

知》，决定聘任大

北农集团人力资

源总监周岩、九州

大地总裁马忠乐、

正邦集团总监黄

艳军、飞龙饲料总

裁范东良等 18位

企业家为 2018、

2019 和 2020 级

18 个本科班级企

业家班主任。大会

为企业家班主任

颁发了聘书。

随后，企业家班主任分别进行交流发言。动物科学

1903班企业班主任、北京中农同创总裁白江松表示：“要将

母校教会我的‘选择’和‘坚持’这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反馈给

学弟学妹，给他们成就梦想以助力”。动物医学 2002班企业

班主任、石家庄飞龙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范东良说，“此次

回母校担任企业家班主任，最大的愿望就是尽自己所能回

馈母校，为母校筹建海洋大学添砖加瓦，为学弟学妹成长成

才提供帮助”。动物科学 2001班企业班主任、天津通威饲料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恩清在发言中表示，“企业把握着

时代的脉搏，是具有活跃创新力的群体，期待校内班主任和

企业班主任尽力合作，共同促进人才培养”。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贠小波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企业家

担任班主任是学院校企合作模式的新探索，是共同培养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新途径。既是学院实现转型发展的

必由之路，也是新农科人才培养持续发展的坚实依托。

聘任仪式结束后，企业家班主任分别走进教室，组织班

级主题班会，与班级同学见面交流。

我校教师参加河北省蔬菜学会
年度学术交流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张宁孙成振）11月 20日至 22日，由

河北省蔬菜学会主办的“环京津蔬菜全产业链发展学术交

流会暨河北省蔬菜学会 2020年度学术交流及现场观摩会”

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我校蔬菜学科 8位教师参加了本次

活动。

会上，河北省蔬菜学会对本协会 2020年度人才评价结

果进行了表彰。我校闫立英教授被评为“河北省蔬菜领域学

术带头人”，武春成副教授和孙成振副教授被评为“河北省

蔬菜领域青年学术英才”。

在学术交流期间，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首席专家赵春江院士等 11位蔬菜领域的专家针对河

北省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人工智能、设施

园艺等研究方向作了精彩报告。

本次活动为河北省蔬菜领域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对

今后的河北省蔬菜产业的稳步前进及发展壮大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通过本次会议的交流学习，我校专业教师的专业

视野得到了开拓，教学与科研方向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也

进一步提升了我校蔬菜学科在河北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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