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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庄祥生参加我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专题学习会

11 月 15 日上午，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在学院第一会

议室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署名的《巡视整改落实是“四个意识”的试金石》文章精神，

传达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金山学

院党委书记庄祥生，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党总支书记、副

书记参加学习。会议由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思惟主持。

庄祥生副书记全面、系统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条例》的制定和实施，为抓好

新时代党支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的重要举措，是筑牢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保障，充分表明了党中

央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强调院党委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切实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切实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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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党支部建设质量。庄祥生副书记强调，抓好新时代学院党建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并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扎实推

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等方面对

今后学院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会上，何东进院长、肖知亮副书记分别导读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巡视整改落实是“四个意识”的试金石》、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精神。孙思惟常务副书记强调，全院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署名

的《巡视整改落实是“四个意识”的试金石》文章精神和全省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营造风

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心组其他成员结合自身工作，交流了学习体会。

（党务工作部 兰岚 林小梅）

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集中观看学习专题节目《榜样 3》

11 月 13 日上午，我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在学院综

合楼 1207 会议室举行，集体观看学习反映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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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典型事迹的专题节目《榜样 3》。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参加学习。会议由孙思惟常务副书记主持。

何东进院长作了重点发言，对《榜样 3》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

梳理总结，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 3》的主人公多是一线

工作者，他们在平凡的工作中成就不平凡的事业，体现了共产党员埋

头苦干、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优秀品格。孙思惟常务副书记强调，

全院党员要向榜样看齐，不忘初心、磨练意志、增强才干，传承和发

扬他们的精神品质和高尚情操，为学院改革建设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与会人员表示将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学习榜样精神、汲取榜样力量，

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1 月 14 日下午，学生处组织全体政工干部在综合楼 13 楼学术报

告厅集中收看《榜样 3》专题节目并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学

院各党总支、各支部结合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了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

学习活动。

（党务工作部 兰岚）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调研员林素川研究员应邀莅院作专题报告

11 月 16 日下午，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调研员林素川研究员应邀

在学院综合楼 13 层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贯彻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推进高水平本科建设》的报告。近 250 名教职工聆听了报告。院党委

常务副书记孙思惟主持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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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川调研员以睿智凝练的语言、丰富鲜活的案例，全方位、多

角度地解读了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指出了学

院及全院教师在贯彻会议精神上的发力点和努力方向，并对学院今后

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孙思惟常务副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林素川研究员的报告内容

丰富、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对全面提升我院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很

好的指导。

（教务处 周喆）

我院 2019 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会顺利举办

11月24日，我院联合省内多地人才机构在逸夫广场成功举办2019

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会。院党委副书记肖知亮，副院长邱容机、洪

涛，纪委书记鲍振兴到场指导，并与用人单位代表、毕业生亲切交流，

鼓励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观，积极应聘。

本次招聘会是 2019 年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公益性专场招聘会计

划之一，吸引了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中国电建集团福建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福建正

大食品有限公司等 200 多家知名单位参加，提供需求岗位 2000 多个，

需求人数超过 6000 人。招聘会现场设有就业指导咨询专区，邀请了知

名企业导师为求职学生提供一对一个性化指导服务，吸引了许多学生

前来咨询。当日，福建教育电视台以《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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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与生涯规划咨询同步开展 助大学生走好就业第一步》为题对招

聘会进行了报道。

（院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朱婧 欧飞）

何东进院长会见我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外方授课教师

11 月 27 日上午，何东进院长、邱容机副院长在学院综合楼 12 层

接待室会见了来我院授课的加拿大圣文森山大学助理教授于天远女

士。对外交流合作处有关人员陪同参加。

何东进院长对于天远助理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亲切询问了

其来校授课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取了其对我院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加两校能继续加强师生互访交流，互相学习

探讨，努力推进两校的合作办学项目良性发展。于天远助理教授表示

非常高兴看到两校合作办学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两校的合作办学

项目能够取得更大突破，同时对学院新投入使用的外教专用公寓的环

境和设施表示十分满意，对学院为改善外教生活条件做出的努力表示

感谢。

会后，邱容机副院长在学院综合楼外教教研室与于天远助理教授

及我院旅游管理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术英语》课程任课

教师 Justice Norvienyeku 博士座谈，就改进《学术英语》课程教学

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英语语法水平、凸显旅游管理

专业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交流。

（对外交流合作处 朱小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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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容机副院长率队赴大连高校访问交流

11 月 21 日到 23 日，邱容机副院长带领教务处、财务与资产管理

处、对外交流合作处、人文社会科学系负责人一行 5 人先后赴大连大

学国际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访问交流，并就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事宜进行专题调研。

22 日上午，邱容机副院长一行首站到达大连大学国际学院。与国

际学院院长辛晏教授、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媛等座谈交流，听取了

国际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3+1 中澳合作办学情况介绍。当日下午，访问

团一行赴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访问交流，与国际商学院院长孟韬

教授，副院长丁晓玉、耿玮，办公室主任张颖、国际项目部主任解泱

等座谈交流，听取了国际商学院国际化办学历程及合作办学项目评估

经验。

23日上午，访问团一行来到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访问交流。

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陈宇教授，党总支书记张彧教授，副

院长丁玮、焦丽娟，英方项目负责人 Micheal Farrelly 等接待了访问

团一行并座谈交流。访问团听取了大连工业大学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4+0 合作项目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和优秀教育成果介绍，并在陈宇院长、

张彧书记等陪同下实地考察了国际教育学院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

饰设计专业教学实践中心、3D 印染制作中心、面料数码印花工艺室、

图书馆及苹果中心。

访问中，邱容机副院长对各访问高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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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院基本情况和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办学现状及发展前景，并就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估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交流探讨，表示将认真借鉴、吸收各校国际合作办学经验，推进我

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办学水平与质量进一步提升。

（对外交流合作处 李文文）

我院成功举办教师课堂教学观摩活动

11 月 29 日下午，我院在诚智楼 D108 教室成功举办本学期教师课

堂教学观摩活动。何东进院长、孙思惟常务副书记、邱容机副院长、

全体专任教师及教务处有关人员近 180 人参加观摩会。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秀玲、公共管理学院吴旭平 2 位

教师应邀分别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社会企业的

经营与创新”为主题进行了精彩生动的课堂教学展示。两位老师教学

风格迥异，语言流畅，教学设计引人入胜。现场观摩教师纷纷表示深

受感染、受益匪浅。邱容机副院长对 2 位教师的精彩授课表示感谢，

要求参会教师认真学习借鉴 2 位教师的教学设计方法和组织授课技

巧，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凸显教学特色和

效果。

何东进院长在总结讲话中强调，教学工作是我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院教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切实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并对全体教师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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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学员”，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勤于学习思考，不

断夯实专业本领；二是成为优秀的“教员”，传播知识、思想和真理，

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信仰；三是成为优秀的“职员”，爱岗

敬业，积极融入学院大家庭，为学院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对外交流合作处 叶方捷）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方祥教授应邀莅院作专题报告

11 月 2 日下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李方祥教授应邀在学院综合楼 13 层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加强对党的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的报告。全体政工干部、思政课专任教师、学

生党员代表共 280 多人聆听了报告。院党委副书记张成主持报告会。

李方祥教授运用丰富的案例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的宝贵传统，分析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鲜经

验，指出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性问题，并对如何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了详细阐述。

张成副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李方祥教授的讲座内涵深刻、丰

富生动，对帮助师生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理解，提升意识形

态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学生处 李佳曦 陈本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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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学生处刘胜处长应邀莅院作专题报告

11 月 14 日下午，福建农林大学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学

生处（合署）刘胜部（处）长应邀在学院综合楼 13 层学术报告厅作了

题为《梦想从学习起航》的报告。全体政工干部、新生代表共 280 多

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院党委副书记肖知亮主持。

刘胜处长以“梦想”为切入点，旁征博引，用丰富的故事案例激

励在座师生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并提

出三点建议：一是要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不断加强学习，更

新知识储备；二是要明确学习目标，做到知行合一、学用结合、持之

以恒；三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

力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和才干。

肖知亮副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刘胜处长的讲座内容丰富、生

动有趣、思想深刻，希望广大师生树立远大理想，牢记青春使命，多

读书、读好书，加强学习、注重创新，奋力书写美好人生。

（学生处 李佳曦）

我院荣获第三季福建省高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马’当先”知识竞赛团体三等奖

11 月 26 日上午，由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福建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福建教育电视台承办的第三季福建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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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马’当先”知识竞赛本科组总决

赛圆满结束。我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行政管理专业 2015 级吕旭东，2016

级李泽、林柏成，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2016 级刘攀月以及经济与管理系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2016级黄成伟5名同学组成的代表队以总分全省本

科院校排名第六、全省独立学院排名第一的好成绩荣获团体三等奖（指

导老师：钟霞、朱萍、张晓菁、李海文、李佳曦、霍进凤）。

在当日下午的颁奖典礼上，省委常委周联清及省委宣传部、省委教

育工委、省广电集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并为获奖团体和个人颁奖，

党委副书记肖知亮代表学院参加了颁奖仪式。

据悉，“一‘马’当先”知识竞赛旨在激发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兴趣与热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深刻感悟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本季竞赛本科组共有来自全省 38 所院校的 190

名选手参加。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朱萍 钟霞 学生处 李佳曦）

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师生赴下党乡考察学习

11 月 17 日-18 日，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

社师生代表共 21 人专程赴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考察学习。

在考察学习期间，考察队员沿着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徒步进下党的

山脊小道——党和人民的“连心路”走进下党乡，参观了“难忘下党

主题馆”，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跋山涉水、劈荆斩棘来到下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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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乡民脱贫致富的真实往事，用心感受习总书记对下党人民的深情厚

爱。17 日晚上，考察队员来到当地脱贫致富的典型——茶农王光朝开

办的“幸福茶馆”，认真聆听王光朝老人满怀激情地讲述下党乡的历

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乡里办公的点点滴滴。王光朝老人勉励

队员们好好读书，努力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有为之人。

考察学习结束后，大家均感觉不虚此行，受益良多，纷纷表示要倍加

珍惜青春时光，刻苦学习，奋发有为，勇挑重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李海文）

简 讯

●10 月 25 日，教育部高教司公布了有关企业支持的 2018 年第一

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教高司函〔2018〕47 号），我院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东方锐智校外实践基地”（负责人：王振婷）

项目获批。

（研究发展处 陈靖）

●11 月 14 日，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8 年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人力资源管理专项）名单，我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张慧老师负责的“以

学生学习心理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教学新模式研究”项目

成功入选。

（研究发展处 陈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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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第五届“生泰尔杯”全国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

大赛在扬州大学举行。我院动物医学专业 2015 级薛晓暖、王英、林茂

敏、吴梦依、沈国治 5 名学生组成的参赛团队喜获团体二等奖，并以

全国第二名的成绩首次获病原菌检查单项优异奖。（指导老师：谢正

露、朱婷、吴异健）。

（教务处 周喆）

●11 月 5 日，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福建赛区）获奖名单

公布。我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015 级学生曾浩获非数学专

业组二等奖、交通工程专业 2016 级学生赵旭然获非数学专业组三等奖

（指导教师：陈丽君），获奖数量和等次位居全省独立学院前列。

（教务处 周喆）

●11 月 29 日，2018 年度福建农林大学教工男子篮球联赛圆满落

幕。在为期 3 周的赛程中，我院教工男篮历经 4 场小组赛、2 场复赛

的激烈角逐，最终以 6 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荣获一等奖。

（教务处 周喆）

送：福建农林大学领导，学院领导

发：福建农林大学机关相关部门、单位，学院各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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