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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全委会代表观摩
我院宝鸡 （国际） 职业技能实训中心等重点项目

宝职院讯 近日，中国青年报揭晓

2020-2021 年度全国高职高专官微百

强名单，我院官方微信入选2020-2021

年度高职高专官微百强，位列第73名，

这是我院连续三年获得该项荣誉。我

院《最美逆行者专题报道》被中国青年

报社、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中青校

媒评选为 2020 年度百强校园新闻专

题作品。

近年来，学院宣传统战部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

党的宣传工作条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聚焦学院中心

工作，紧紧围绕学院“双高型”高职院校

建设目标，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探

索提升新闻宣传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办

法，主动适应融媒体发展形势，建设融

媒体中心，突出特色抓亮点，深入报道校

园先进人物、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传播

学校好声音，塑造学校好形象，使校园文

化、人文精神得以弘扬和沸腾。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我院进行宣讲。学院领导班子

成员，副处以上领导干部，思政课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在学术

报告厅聆听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修身立德、

勤学上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

用的人。”宣讲团成员、省委政策研究室一级巡视员李俊峰讲

道。现场，6 名省委宣讲团成员用通俗的语言、精辟的论述、

生动的案例，围绕绿色低碳、传承红色基因、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等主题，对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作了生动解读。

聆听宣讲让广大师生深受教育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和实践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学院“双高型”院校建

设、推进学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办好人民满意

的职业教育。

凤翔师范学院青年教师陈伊尔：“聆听宣讲让我深受鼓

舞，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我要从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将厚植爱党、爱国、

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贯穿于教育教学中，努力培育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机电信息学院学生李林蔚：“听了宣讲，我对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作为

一名学生，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努力学好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

对社会有用的人。”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10 月 25 日下午，中

共宝鸡市委第十二届第十一次全体

（扩大）会议项目观摩团在宝鸡高新

凤师实验小学开展观摩活动。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景耀平，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刘荣贤，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宁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勇

超及参会代表一行 300 余人在高新

凤师实验小学报告厅听取了我院重

点项目建设、凤师实验小学、幼儿园

的基本建设情况，对我院新建项目给

予充分肯定。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

党委常委、副院长宫先成陪同。

近年来，学院强力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教学功能更加完备。投资 5.18

亿元建设宝鸡( 国际) 职业技能实训

中心；投资 2.28 亿元建设图书综合

楼；投资 1.47 亿元建成高标准学生

餐厅和标准化公寓；投资 3592 万元

建成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主赛场，新

建学生公寓尚礼楼、尚品楼、尚能楼，

新改造文体中心、学术报告厅、崇文

路操场等设备功能齐全，条件优越；

投资 4580 万元建成省级智慧校园示

范校，实现信息化教学、管理、服务整

体提升。

宝鸡高新凤师实验小学是 2021

年市级重点项目，该项目由高新区

管委会和我院按照“联合建设、共

同管理”的原则共同建设。小学占地

30.27亩，建筑面积14110.4平方米，

总投资约 9000 万元，设置 36 个教学

班（45人/班），可提供学位 1620个。

该项目于 2021 年 2 月开工建设, 今

年 9 月已建成投用。该项目的落成，

使学院师范教育与地方基础教育形

成一体贯通融合发展。

观摩团代表们对我院近年来的

快速发展和高新凤师实验小学、幼

儿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超前的教育

设施表示肯定。大家表示，学院以实

训中心等重点项目为抓手，坚持高

标准建设，创新发展，持续推进产学

研深度融合，提高了与宝鸡经济发

展的契合度，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高

新凤师实验小学传承百年凤翔师范

优秀办学传统，打造了宝鸡高新基

础教育新名片。
（宣传统战部 张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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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职院讯 10 月 20 日

下午，我院在学术报告厅召

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关

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有关

篇目，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

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等文件精神。学院党

委书记苏永兴主持会议并对

全院贯彻落实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院长张永良，党委副

书记杨清漪，党委常委、副

院长娄广信、宫先成、张宏

伟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重要论述，为我院做好校

园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指引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是全国职

教大会的配套文件，定位于

破除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深

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统

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

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着

力固根基、补短板、提质量，

对我院推进育人方式、办学

模式、管理体制改革，推动

学院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

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坚

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对高

校基层党组织工作作出全面

规范，体现了近年来高校党

建工作的理论、实践和制度

创新成果，是新时代高校党

的建设的基本遵循。

会议要求，全院上下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

要讲话精神和网络强国战略

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紧迫感，绷紧网络安

全这根弦，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全方

位保障校园网络信息安全。

要学深悟透《意见》精神，紧

扣“双高型”高职院校建设

目标，找准工作方向和发力

点，加快学院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使教育教学、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

工作再上台阶。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

彻新《条例》，全面理解和准

确把握《条例》的精神实质。以学习贯彻

《条例》为契机，加强学院党的建设和思

想政治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与各项工作

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院事业

高质量发展。学院正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           （宣传统战部 罗盈）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我院

宝职院讯 10 月 14 日下午，学院党委

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一行到宝鸡高新

医院进行调研，汉唐医疗集团董事长孙京

华、副总经理张莹陪同调研。双方就联创共

建博士工作室进行了座谈。

苏永兴、张永良一行参观了医院健康

体检科、3.0T 核磁共振室、肿瘤放疗科、

后勤服务中心、医学检验科、病理科、PCR

实验室、党建筑梦馆等地，对医院学科体系

建设、专业团队建设、服务管理等情况进行

了解。

苏永兴说，宝鸡高新医院人才济济，设

施先进，管理一流，抗击疫情中走在前、作

表率，是一所有社会担当的综合医院，已经

成为医疗战线翘楚和新锐。他希望，双方加

强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人才共用、项

目共建、责任共担、成果共享、互利共赢，以

“联创共建博士工作室”项目为新契机，深

化教学科研合作，服务地方教育卫生事业，

推动双方高质量发展。

孙京华说，宝鸡职院办学历史悠久，师

资力量雄厚，医学类专业建设水平高，为社

会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希望，双方在前

期合作基础上，发挥学院教学优势，深化医

疗教学科研合作，加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

养，为医院快速发展提供更多优秀人才。

张永良希望，通过联创共建博士工作

室，双方在共同育人、资源转换和技术开发

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不断促进学院双师

队伍建设，共同提升双方教学、科研能力。

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向与会人会介

绍成伟博士基本情况。党委常委、副院长娄

广信，汉唐医疗集团宝鸡高新医院党委书

记王喆，宝鸡高新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武

雅俐，副院长杨金锁，相关临床、医技科室

学科带头人陪同考察调研并参加座谈。

成伟博士是我院今年新引进的高层次

人才，系兰州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博士研

究生、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后，长

期从事生物医学领域肿瘤早期筛查和肿瘤

细胞低氧感知方面研究工作。为国际细胞

厌氧协会（ISPA）、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陕西省医学会、陕西省基因组与健康学会

会员，陕西省司法厅司法鉴定行业党委委

员，陕西理工大学外聘硕士研究生导师。参

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主持陕西

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 1 项。2016 年 9

月，作为陕西省“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到复

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学习。 

    （医学院）

我 院 官 微 连 续 三 年 跻 身
全 国 职 业 院 校 百 强

我院携手宝鸡高新医院  联创共建博士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