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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职 院 讯 2021 年 12 月 9

日，“美丽宝鸡动起来”全市职工

广场舞大赛在宝鸡市总工会职工

文化广场成功举行。我院代表队

精彩演绎舞曲《茉莉花》荣获大赛

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市

职工文联广场文化协会、市工人文

化宫承办，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广大市民身体素质，进一

步倡导健康科学、文明向上的生活

方式。全市各县区企事业单位的 23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比赛现场气氛

热烈，激情飞扬，数百名舞者的精彩

表演给全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绝美的

视觉盛宴。

我院代表队由凤翔师范学院

师生组成，她们利用业余休息时

间认真排练。比赛期间，她们飘逸

潇洒、轻盈曼妙的舞步赢得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我

院师生团结进取、蓬勃向上的良

好精神风貌。

       （工会）

宝职院讯 2021 年 12 月 17 日，

陕西省“平安校园”评估认定专家组

一行 12 人莅临我院开展“平安校

园”评估认定工作。专家组负责人、

陕西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王海彬主

持汇报会，并代表专家组向学院反

馈评估认定情况。学院党委书记苏

永兴作表态发言。院长张永良作专

题汇报。

汇报会上，苏永兴代表学院对

专家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

各位专家为学院平安建设工作把脉

问诊，多提宝贵意见。他说，学院自

2016 年获得省级“平安校园”称号

以来，始终把安全稳定作为学院的

底线、红线、生命线、高压线，全面推

动平安校园建设，为师生营造了教

育有方、管理有序、防控有力、安全

稳定的校园环境。张永良向专家组

介绍了学院基本情况，并就“组织领

导、安全保卫、校园稳定、环境治理、

校园安全文化、突发事件预防与处

置、创新安全稳定工作”等七大评估

认定指标体系汇报学院“平安校园”

建设开展情况。王海彬代表专家组

介绍评估认定方式和程序。

专家组认真查阅了学院省级

“平安校园”评估认定资料，实地检

查了校园安防应急暨指挥中心、卫

星消防站、警务室、危化品实验室、

学生公寓、学养餐厅、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和大数据中心等

重点区域的安全设施设备和安全卫

生状况，与学院师生代表进行座谈，

并在学生群体中对平安校园建设知

晓率、校园安全满意度进行测评，全

面、科学、准确地对学院安全稳定工

作进行了综合评估。

反馈会上，专家组对学院“平

安校园”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对学院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水

平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专家组认

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自上一轮获

评陕西省“平安校园”称号以来，学

院党政统筹谋划，明确工作目标，

完善考核机制，坚持安全维稳和基

础投入两手抓两手硬，构建了科学

有效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建立了

校园安全专兼职管理队伍和安全

信息员队伍，具有较为完备的校园

安全规章制度和文件资料，并不断

创新教育模式，加强心理干预，为

师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坚持综合

治理，加强警校联动，治安秩序持

续好转，学院师生对平安校园建设

工作认可度、满意度高，为学院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牢固有效

的安全基础。

专家组建议，学院要进一步牢

固树立风险预防意识，加强风险管

控力度，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设施

建设，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综合治理

水平，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

维护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

秩序，维护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

营造和谐稳定的建设发展环境。

苏永兴表示，对专家组反馈的

问题照单全收，学院将严格按照专

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在精

细化管理上不断创新，为广大师生

安全保驾护航，努力构建平安、和

谐、文明、美丽的校园环境。

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委

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宫先成、张宏

伟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汇报会和

反馈会。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2021 年 12 月 20 日，

我院与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校企合作签约暨产教融合基地授

（揭）牌仪式在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成功举行。校企双方将在产

教融合基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师

资培养、订单班育人等方面密切协

作，共同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学

院院长张永良，党委常委、副院长

娄广信，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炜，总经理赵静出席仪

式，仪式由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总监胡

雪彤主持。

陕 西 爱 骨

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是拥有医疗器

械经营和生产资

质的创新技术型

企业，与多家高

校及科研院所合

作，建设 3D 打印

钛合金骨科植入

物项目，并共同

研发相关手术辅

材、导板、模型、

假肢、康复支具、

矫形支具共六大

类产品，集研发、

销售、服务于一

体。公司被中国

医疗器械行业协

会聘为副理事长

单位，参与 3D 打

印医疗器械团体标准的制定；是全

国工商联及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

的会员单位，获得“陕西省产品质量

重点推荐企业”、“陕西省行业优秀

企业”、“陕西省绿色低碳示范单位”

等荣誉。2020 年，公司被认定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被宝鸡高新

区纳入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管理。

仪式上，张永良、王炜共同为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基地”

揭牌，学院校企合作与就业创业处

处长马博与赵静签署校企合作协议

书，娄广信、赵静分别代表校企双方

致辞，希望学院与陕西爱骨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深入推进校企合作，融

通“产、学、研、医”一体化理念，积极

实践“医工结合”，充分发挥校企双

方的优势，共同培养适应行业发展

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医疗技术

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方面达成更多

的合作，实现双赢，为区域卫生事业

做出积极贡献，为实现健康中国贡

献力量！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对陕西

爱骨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骨科植入物

3D 打印研发中心、康医净医用织物

洗涤中心、康复支具辅具生产研发

中心等部门进行了参观。

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学院校企合作与就业

创业处处长马博、医学院副院长邵

红英、党总支副书记张正宁、副院长

成伟参加揭牌仪式。 

    （医学院）

宝职院讯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央视国际频道播出我院在培育高素

质农民、电商培训、医疗康养和智能

制造等助推乡村振兴工作中所取得

的成效。

央视记者在学院宝鸡（国际）职

业技能实训中心、金工车间、畜牧兽

医实训室等地进行实景拍摄，详细

了解了学院基本办学情况和职业教

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记

者表示，学院校园环境优美典雅，文

化氛围浓厚，彰显现代化教育气息，

师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

中 国 国 际 电 视 台（ 英 文 名

称：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英文简称：CGTN，中文

别称：中国环球电视网），是国务院

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所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向全

球播出的新闻国际传播机构 ，成立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办 6 个电

视频道、3 个海外分台、1 个视频

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 。

中国国际电视台初名为中央电

视台英语国际频道，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试播，2000 年 9 月 25 日正式

开播，呼号CCTV-9（与CCTV-9

为纪录频道不同）。2010 年 4 月

26 日，英语国际频道更名英语新

闻频道，呼号由CCTV-9 调整为

CCTV-NEWS。2016年12月31日，

央视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正式成立。  （宣传统战部）

宝职院讯 2021 年 12 月 7日至

8日，无偿献血车开进我院，广大师

生踊跃报名参加献血活动，两天时间

600余名师生无偿献血 15万毫升。

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前来献血

的师生络绎不绝，我院医学院团总

支阳光行公益联盟社团的志愿者在

活动现场积极宣传献血知识，配合

陕西宝鸡市中心血站的医生指导大

家有序完成献血。

“这次献血的人很多，已经有

400 多名学生完成献血。”志愿者乔

悦一边指挥现场秩序，一边介绍献

血情况。“确定献血活动日期后，我

们社团就开始进班宣传，鼓励大家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并向大家介绍

献血注意事项。”乔悦说。

“这是一次非常开心的体验，因

为在这里收获了勇气和知识。我想将

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们，鼓励大家一

起参与无偿献血，帮助更多的人。”第

一次参加献血的学生郑瑞希说。

宝鸡市中心血站副站长刘磊

说：“感谢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师

生坚持多年无偿献血，尤其是疫

情以来，无偿献血工作受到较大

影响，但是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师

生一直坚持付出，为临床用血提

供了保障。”

我院连续 11 年组织开展阳光

行爱心献血车进校园活动，全院

共有 12000 余名师生参与无偿献

血活动，注册“阳光行爱心献血公

益联盟”志愿者达 5400 余人，累

计献血量 198 万毫升，献血人数

及捐献成功率位居宝鸡市前列。

学院组织的献血公益活动及其团

队先后获宝鸡市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十佳好人好事、宝鸡市先进志愿

服务组织、宝鸡市高新区最美志愿

者团队、全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2016-2017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促

进奖特别奖、宝鸡市无偿献血优秀

志愿者组织等荣誉，获得了社会各

界一致好评。
（医学院）

陕西省“平安校园”评估认定专家组
莅临我院开展“平安校园”评估认定工作

我院与陕西爱骨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1分28秒！央视囯际台向全球
讲述我院助力乡村振兴故事

宝职院讯 2021 年 12 月 10 日，

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

带队赴西安培华学院学习交流，西

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校长李映

方，陕西省教育厅督导专员、西安培

华学院党委书记罗新远陪同。双方

围绕校校合作、党的建设、校园文化

建设、办学管理经验等方面进行深

入交流。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党

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宫先成、张

宏伟参加活动。

西安培华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

的西部首家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

公益性、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高等

学校，具有女性教育和职业教育的

传统和特色，前身可追溯到 1928 年

由陕西女子职业教育促进会筹办、

陕西省教育厅批准设立的“西安第

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2014 年

获批为陕西省转型发展试点院校，

2018 年获批为陕西省“一流学院”建

设单位。

苏永兴、张永良一行先后对西

安培华学院图书馆、校史馆、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中心、医学院党建双创

示范基地、团学阵地、学生潜能发展

中心、建筑与艺术学院、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等场所及校容校貌进行了参

观考察。

活动中，姜波对我院领导班子

一行表示欢迎，并向大家详细介绍

了西安培华学院红色革命历史和不

凡发展历程。他表示，宝鸡职业技术

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办学实力雄厚、

建设发展迅速、办学成绩有目共睹，

双方在办学理念、专业建设等方面

高度契合，合作基础良好、合作优

势突出，希望双方深化交流、共谋

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提高，携手推

动两校高质量发展。罗新远表示，两

校历史渊源深厚，抗战时期宝鸡是

西北工合运动的中心，希望双方在

党的建设、中国工合运动研究方面

加强合作，共同挖掘红色校史、传承

红色基因，打造红色校园文化、提升

办学内涵。苏永兴表示，西安培华学

院育人理念先进、管理经验丰富、教

育情怀深厚、发展成绩突出，通过学

习参观，拓宽了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在基层党建、环境育人和人才培养

等方面工作思路，希望两校加强沟

通合作，共同缔结为姊妹校，促进校

际间资源共享与合作长效机制的形

成，为陕西职业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张永良对西安培华学院提供热情周

到服务表示感谢，他希望双方在专

业建设、图书馆建设、校园文化建设

等方面深化合作，不断提高两校办

学水平和办学质量。

学院党院办公室、组织人事部、

宣传统战部、团委、计划财务处、资

产管理与基建处、工会、凤翔师范学

院、医学院、图书馆等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及西安培华学院对口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活动。

   （宣传统战部 梁少刚）

我院领导班子带队赴西安培华学院学习交流

我院600余名师生
两天无偿献血15万毫升

我院代表队荣获全市

职工广场舞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