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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9日，泉州信息工程学
院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学校教学楼多
功能会议厅隆重举行。党委书记、校长
陈笃彬，常务副校长林东，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吴元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
陈卫华，副校长郭惠惠，校长助理岳爱
臣，校长助理周宏博等校领导，及学校
各部门、二级学院（中心）相关负责人，
全体教职工出席会议。陈笃彬作大会主
题报告，林东主持会议。

会议旨在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响应
全面开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征程的
时代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新
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秉承“知行合一”校训精神，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现在、着眼未
来，把握新方位，对标新要求，坚持以本
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动员全校教职员
工加倍努力，追求卓越，用只争朝夕的
精神，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
科高校，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应有
的贡献。

会上，陈笃彬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高校而努力奋斗》为题作大会
主题报告。他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伟大成就，从宏观
层面指出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的“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
强国是教育强国的根本标志，是建设
教育强国的核心要义。改革开放40年
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我
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他强调，我们要认识到我国
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所面临的挑战，
要清楚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
挑战，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一
些发达国家相比所存在的差距。

陈笃彬根据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
展趋势的理解，将学校改革发展面临的
问题归纳为10个关系。他指出，要提高
我校办学水平，关键在于实现以本为
本，四个回归，同时必须处理好10个关
系，一要处理好立足现在和着眼未来的
关系；二要处理好以本为本、四个回归
之间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思政课程与十
大育人体系的关系；四要处理好学科建
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五要处理好学校
和二级学院的关系；六要处理好专业教
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七要处理好全面
提升和特色强校之间的关系；八要处理
好师资队伍数量、结构与质量的关系；
九要处理好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
系；十要处理好革故鼎新与保持定力之
间的关系。

随后，陈笃彬根据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的要求，将学校2017
年学位评估和 2017—2018 学年本科
教学工作评估中专家组提出的宝贵

意见和建议与我校
实际情况相结合，
提 出 10 项 整 改 措
施，希望以此推动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
水平的全面提高，
为迎接2020年教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估奠定良好的
基础。他强调，一要
加强“服务产业、一
体两翼、突出新工
科”的学科专业体
系建设；二要加强

“三标并重，三育融合”的人才培养方
案建设；三要加强“能力为本、项目驱
动、淘汰水课、打造金课”的课程建
设；四要加强“强化管理、能力导向、
线上线下、师资为要”的实验教学建
设；五要加强“真题真做、注重能力、
严格程序”的毕业设计（论文）制度建
设；六要加强“四项规范、双指导教
师”的毕业实习管理制度建设；七要
加强“多元评价、严格管控”的考试管
理制度建设；八要加强“创新机制、应
用为主、构建团队，反哺教学”的科研

工作体系建设；九要加强“学校统筹，
学院+书院”的学生工作体制建设；十
要加强“五位一体，闭环管理”的质量
保障体系建设。

最后，陈笃彬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古人说：‘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
于傲。’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他指出，我
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为实现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
高校而奋力拼搏。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奋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本报讯 1月 7日，学校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暨
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号召我校共产党员，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为
实现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目
标而努力奋斗。

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党委副书记陈卫华，及
党委委员庄绍山等领导出席大会。师生中有100多
名老党员、80多名新党员参加大会。大会由陈卫华
主持。

大会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
帷幕。

陈笃彬以《深入学习 领悟精神 当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践行者》为题，为党员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作
辅导报告。陈书记精彩的辅导报告从三个方面展
开：一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二要突出工作重点，把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建设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上；三要加强组织领
导，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
落到实处。

陈笃彬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
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
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他希望共产员能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为实现建设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目标而努力
奋斗。

在党旗下，80多名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一起
重温入党誓词。

最后，陈卫华代表学校党委对新老党员提出三
点要求：一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二要始终
发挥共产党员模范作用，三要始终恪守共产党员的
组织纪律。党员们要仰望星空，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
念，不忘初心，立德树人，为写好教育“奋进之笔”贡
献力量。

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谱写教育“奋进之笔”新篇章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会
议精神，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关于做好2018年
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
通知》和《中共泉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2018年度党
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
知》，3 月 15 日，党委在教师发展中心会议室召开
2018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会。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陈卫华，党委委员庄绍山、苏元涛，党政办、党工部、学
工部负责人以及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各党总支（党支
部）支委等40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分别就“五个突出”——
突出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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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突出强化政治功能、完
成重大任务情况；突出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
突出查找和解决问题等方面进行述职。

陈笃彬对各基层党组书记的述职逐一点评。全
体参会人员参照评议表对各基层党组织书记进行了
评议。

最后，陈笃彬发表讲话，对各基层党组织书记能
够深化认识，强化责任；创新形势，摸清问题；交流情
况，正确方向表示肯定。并要求，今后各基层党组织
书记要正视问题，加强整改，认清形势再创佳绩，学
习新思想再提高，开拓新思路再出发，凝心聚力再踏
征程。

“五个突出”凝心聚力
——基层党组织书记再踏新征程

本报讯 1月22日，泉州市教育局
调研员郑建聪，泉州市教育资源配置
中心主任高雄飞莅临我校，学校召开
2018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助理陈卫华，党委委员，党务
部门负责人，各党总支，党支部负责人
参会。陈笃彬对两位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汇报我校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会上，陈笃彬、陈卫华逐一进行个
人对照检查，开展严肃认真、坦诚相见

的相互批评，并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和建
议，提出明确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听完汇报后，郑建聪调研员、高雄
飞主任对学校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
部民主生活会进行点评。郑建聪调研
员对党建工作感触颇深，他认为学校
高度重视党建工作，民主生活会准备
充分，程序规范，深入研讨，谈心谈话，
组织学习，既深化了认识，又统一了思
想，征求的意见比较到位，批评与自我
批评积极健康，氛围较好。班子成员
自我批评透彻，抓住要害，相互批评实

事求是，直截了当，意见真诚。
随后，郑建聪调研员向学校提出了

四点建议：一要讲政治，必须讲政治规矩
和政治纪律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主席为
核心的党中央；二要讲道德，学校要以教
书育人为主，要讲道德情操和道德修养，
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加强师
德和师风教育，真正让教育工作者心怀
教育；三要讲担当，要敢于担当，对得起
自己的职业和良知；四要讲能力，想做事
是前提，办好事是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
需要有精湛的业务技能，需要有“敢为人

先”的精神和魄力，同时，要避免一味地
“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要善于总结，
勤劳和智慧并用。

郑建聪认为，中国强国梦，复兴
梦，离不开坚实的教育基础，离不开教
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他要求要从自
我做起，从本职做起，为泉州的教育事
业贡献力量。陈校长表示将认真总结
并加以落实到位。

最后，郑建聪调研员向学校发放
困难党员慰问金。陈校长代表学校对
市教育工委的关心表示感谢。

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2月23日至24日，物联网
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土木工程、工程造
价4个专业接受学士学位授权评估。评
估专家成员由厦门大学石建光教授、山
东师范大学聂劲权教授、华侨大学杜吉
祥教授、曾繁英教授等18位专家组成。

24日，评估专家组见面会在实训
楼6楼会议室举行。专家组全体成员，
我校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陈卫华，校长助理岳爱臣，校
长助理周宏博等校领导、相关二级学
院、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会。由岳爱臣主
持会议。

会上，陈笃彬代表学校向各位专
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全体专家做学
校工作汇报，系统客观地介绍了学校

基本情况及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等
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及取得的成效。
陈校长表示，本次审核评估不仅仅是
对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土木工
程、工程造价 4个专业本科教学工作
及人才培养质量的一次全面检验，更
是帮助学校查找问题、补齐短板、促进
未来更好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希望
各位专家给予悉心指导，多提批评意
见和宝贵建议。

见面会后，专家组分别对4个专业
开展评估工作。专家组听取了4个专业
申请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报告，调阅了试
卷、毕业设计等相关支撑材料，并进行
了教师、学生访谈。

反馈会上，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学

校所取得的办学成绩。专家组认为：泉
州信息工程学院在人才培养、师资队
伍、实践平台等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
成果。4个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明
确，专业建设清晰，内容切实可行；专
业人才培养的方案及教学计划实行情
况良好；教学质量、师资建设、校企合
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整体取
得了不错的成效。

同时，各位评估专家分别针对4
个专业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资
队伍、教学改革、课程设置、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一进
行意见反馈，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

最后，陈笃彬代表学校对评估组的

辛勤工作及各位领导专家对泉州信息
工程学院的关心和爱护表示衷心感谢。
他表示，专家提出的意见中肯而周详，
不仅是针对本次4个专业的学士学位
授权评估，也是对学校今后其他专业学
士学位授权评估和未来的本科合格评
估都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学校将对专
家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认真研究
解决办法，抓好整改落实，扎扎实实做
好本科教学各项工作。

此次评估既是对物联网工程、数字
媒体艺术、土木工程、工程造价4个专
业的一次全面检阅和专项指导，又是对
学校各项工作的全方位会诊把脉，将对
我校进一步做好本科教学工作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

专家会诊 把脉新增专业

我校召开本科教育大会我校召开本科教育大会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作报告校长陈笃彬作报告

常务副校长林东主持会议常务副校长林东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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