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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刘正东为2018级本科生

作专题学习报告

P3 2019年学生军训掠影

P4 纸质书的负隅之战

本报讯 2 月 27 日，我校在西校园大礼堂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传达学习第二十
六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全国高等教育
工作会议、全区教育大会等会议精神，通报2018
年度学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2019年学校工作。

校党委书记刘正东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观点，为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自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
中央对加强教育工作连续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1
月15日，中央召开第二十六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对于做
好新时代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2月21日召开的全区教育大会对全区教育工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对全区高校提出了新的目标
任务，特别对广西大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校必
须高度集中精力学习领会，必须高度一致对表对
标，必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的关键之年，
同时也是我校“百年目标、三步实施”第二步目
标的起步之年，是“部区合建”全面推进、实施

“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准备迎接第五轮学科评
估、博士点申报的关键之年。结合2月24日学校
2019 年度工作务虚会研讨成果，刘正东对学校
2019年工作部署提出三点意见。一是“用新思想
新精神武装起来”，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以及第二十六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全区教育大会精神
等一系列关于教育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目
标、新部署、新精神，要注重学习的深化、内容
的消化、实践的转化。二是“按新目标新思路实
干起来”，以“学科升档，学位升博，学校升位，
学园升级”（简称“四学四升”） 为“百年目标、
三步实施”的第二步目标任务，要根据第二步目
标任务实施时间只有两年的紧迫性，针对不同单
位实际，统筹规划，分年计划，做好项目，落实
责任，分期排工，倒逼推进。三是“以新作风新
作为担当起来”，2019年要以“十大抓手”抓紧抓
好政治建设、制度建设、巡察工作、“31085”工
程、全面从严治党、师德师风建设、“五育并举”
教学模式、内涵式发展转型、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校园建设与改善民生等十项重点工作。校属
各单位要抓好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学校各项事业
平稳有序推进；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对标新思
想新精神，认真谋篇布局，科学排兵布阵，划好
路线图、下达任务书，压实责任，真抓实干，推

进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落实。
校长赵跃宇全面通报 2018 年度学校工作情

况，指出 2018 年我们把方向、谋大局、抓大事，
带动中心工作全面提升；依靠全体师生员工的努
力，推动教学科研管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大力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保
障。经全校上下齐心协力，学校各项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各项改革开创了崭新局面。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吴尽昭在主持结语中
强调，各部门、各学院要召开专门的传达会议，
把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师生员工，更好地凝聚
共识，形成发展合力；要对标党中央、自治区最
新政策要求和学校的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抓好贯
彻落实，明确责任人和时限要求，确保本年度各
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全体校党政领导出席会议。离退休教职工；
全体中层干部；各学院具有正高职称人员；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学校党代会代表，教代会、工
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
表，台胞台属联谊会、归侨侨眷联谊会、留学归
国人员联谊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负责人；校
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总会、雨无声网站、团
学新媒体中心、易班学生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陶湘露）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及有关部门领导到校，看望慰问
我校院士和专家教授，向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金，并通过他们向全校师生员工致
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1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看望慰问我校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郑皆连院
士。鹿心社与郑皆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国家桥梁
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勉励他继续发挥特长，更加注重团队培养，把学科建设得
更好，为广西和国家桥梁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鹿心社强调，广西要实现
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创新，根本在人才。对人才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
困难，不能熟视无睹，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从制度机制
上研究破解之策。要用心用情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
待遇上保障、身心上关怀，营造更加优质的环境，让各方面人才引得来、留得
下、用得好，真正凝心聚才、汇智兴业。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王小
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我校党委书记刘正东，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
厅党组书记、厅长唐咸仅，我校校长赵跃宇等参加慰问活动。

1月1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孙大伟到校看望慰问陈保善教授，并实地考察
了我校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农学院和广西甘蔗生物
学重点实验室。孙大伟关切询问陈保善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取陈保善关于国家
重点实验室科研等相关情况汇报。在农学院和广西甘蔗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孙大
伟听取校长赵跃宇和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1月11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党
组书记纳翔到校看望慰问郑皆连院士，并考察土木工程世界一流学科试验平台。
1月25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刘翠权到校看望慰问陈宗平、梁军林教
授。 （新中 兰北/文图）

本报讯 2019年春节前夕和春节期间，校党
委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和春节值
班一线职工代表等活动。

1 月 23 日至 25 日，校领导刘正东、赵跃宇、
吴尽昭、查丹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走访慰问我
校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代表。在这些党员代表
中，既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有刚入党的新生
力量。每到一处，校领导都与党员们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了解
困难和需求，并代表学校党委给他们带去新年祝
福，送上慰问金。校领导感谢老党员长期以来对
学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诚恳地征求老党员的意
见和建议，祝愿老同志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鼓励生活困难党员树立信心，乐观面对生活，卸
下思想包袱；勉励困难学生党员自强不息、战胜
困难，珍惜大学时光，多学知识和本领，体恤家
人，感恩社会，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今年校党委共走访慰问各类人员470人，其中老党
员13人，生活困难退休教工党员33人、在职教工
党员16人、学生党员283人，扶贫攻坚 （乡村振
兴）工作队员9人，生活困难群众116人。

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校党委常委、副校
长罗廷荣带队慰问我校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后勤
保卫一线职工代表。慰问组逐一走访了培佳园后
勤管理处办公楼、校医院、学生公寓东4栋、保卫
处第四治安岗亭、综合治安岗亭、西校园高压配
电室、保卫处值班室、车队值班室、萃苑餐厅，
分别看望慰问后勤管理处绿化与物业管理服务中
心、交通通讯与接待管理服务中心、校医院、学
生公寓、水电与修缮管理服务中心、饮食管理服
务中心值班人员和保卫处、视频监控中心值班人
员与各责任区值班校卫队员。

2 月 11 日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七，校党委书记
刘正东看望慰问党办校办、保卫处、后勤管理处

及校医院当值的一线职工代表，并通过他们向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我校教职员工致以亲切慰问和
美好祝福。“大家新年好！春节值班辛苦了！”每
到一处，刘正东都逐一与值班人员亲切握手表示
诚挚慰问，感谢他们爱岗敬业、心系群众，为大
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做好了服务工作。在
学校党办校办值班室、南大门治安岗、安防调度
中心、萃苑餐厅、校医院等慰问点，刘正东详细
了解春节期间学校综合值班、校门秩序、道路交
通、治安管理、安防监控、餐饮服务、水电和医
疗保障等工作情况，仔细询问相关工作的要点与
难点，嘱咐随行相关部门解决好群众关心、岗位
需要的实际问题，不断完善设施与服务工作，为
新学期开学提前做好准备。

（韦海 胡美术 兰北 陶湘露）

本报讯 3月14日，广西大学新时代讲习所成立暨揭牌仪式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我校党委书记刘正东，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武汉
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出席仪式。校党委副书记査丹明主持仪式。仪式上，刘正东、邓
纯东、骆郁廷、査丹明共同为广西大学新时代讲习所揭牌。

揭牌仪式后，校领导和嘉宾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经典读书活动。在经典读书活
动上，刘正东充分肯定和赞许“经典读书”这种新的教学形式，鼓励并希望学院积极探
索，更好地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助推学院教学水平迈上新台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五有”领军型人才。

新成立的广西大学新时代讲习所，将主要依托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和
高水平的学科建设，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推动我
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打通宣传师生、教育师生、关心师生、服务师生的

“最后一公里”。 （宣传部）

本报讯 3月14日，校党委书记刘正东带队考察调研位于北海海洋科技产业园区的广
西大学海洋学院暨广西大学北部湾研究院建设基地。北海市政协主席李蔚、我校副校长马
少健参加考察调研。

刘正东在听取基地建设初步规划和园区规划综合情况汇报后指出，基地建设既服务于
我校的“双一流”建设目标，也服务于北海市的地方需求，对于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大学与北海市政府双方要尽快成立基地建设工作组，随时解决基地建设中的具体困
难，以推进基地项目加快建设。希望项目双方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工作效率，加紧建设广
西大学与北海市双方满意的研究基地。 （周剑）

本报讯 2月25日是我校2019年春季学期开
学上课第一天。为使新学期有良好开端，确保正
常的教学秩序，校领导刘正东、赵跃宇、吴尽
昭、查丹明、罗廷荣、马少健、范祚军、吕逸、
宁旭初分别带队就新学期开学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各检查组选听第一大节第一小节课，了解现
场教学情况。课后，校领导分别带领检查组到相
关学院听取汇报。检查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新学

期教师报到和上课情况，学生返校注册及上课情
况；教学设备运行、教学环境的基本情况；2017
版本科专业培养计划执行情况，包括执行效果、
学生评价、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等；工程类本科
专业认证工作的推进情况；上学期考试 （查） 全
部合格课程的情况与学生作弊情况；开展2017级
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摸底调查情况；学院“双一
流”建设、“部区合建”工作推动情况和年度计划

等。检查反馈情况显示，新学期开学教学等各项
工作运行正常。

随后的2月26日、3月1日和11日，校党委副
书记、副校长吴尽昭和副校长冯家勋分别召开
2019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工作会、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工作布置会和实验室工作会，安排布置新学
期相关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廖善维 方晓丽 王入仕 张晶晶）

本报讯 1月20日，我校2018年度二层机
构党委（党总支）书记落实主体责任述职评议
会议在君武馆第二会议室举行。校领导刘正
东、赵跃宇、查丹明、罗廷荣、马少健、范祚
军、吕逸、宁旭初参加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查
丹明主持会议。

会上，校党委书记刘正东逐一点评各二层
机构党委（党总支）一年来的党建工作。他在
总结讲话中指出，2018 年度各二层机构党委
（党总支） 书记在“90周年”校庆、二层机构
党委（党总支）换届、教师聘任等多重任务叠
加的情况下，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重要部
署，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少学院成绩明
显、亮点突出。他强调，当前学校正处在综合
改革、“双一流”建设和“部区合建”的重要
阶段，各二层机构党委（党总支）书记要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以

“2019 年支部建设年”为契机，加强党的建
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和
思政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四个意识”导航、

“四个自信”强基、“两个维护”铸魂，演好
“奋进之笔”的连续剧；要进一步完善党政联
席会议制度，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要以临战状态守牢意识形态阵地，落实意
识形态责任制；要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
设，从机制上、体制上化解群众身边的四风问
题、腐败问题；要加强基层党建对表对标，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质量建设。

32名二层机构党委（党总支）书记、副书
记分别围绕 2018 年度基层党建、意识形态、
党风廉政建设、统战工作等情况进行述职。会
议对二层机构党委（党总支）及其书记进行民
主评议，二层机构党委（党总支）书记之间进
行交叉互评。 （刘茜 胡美术）

本报讯 1 月 21 日，我校 2018 年度述
职会议在君武馆玉林厅举行。校领导刘正
东、赵跃宇、查丹明、罗廷荣、吕逸、宁
旭初出席会议。校长赵跃宇主持会议。

校党委书记刘正东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通过述职会议，各单位晒出了 2018
年的成绩单，增加了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
会，增强了各自的压力和动力。各单位要
坚持设定“跳起来才摸得着”的目标，继
续抓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学校办

学方向、立德树人任务不偏不倚，要把大
家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把力量凝聚起来，
继续发扬苦干精神，为实现学校百年目标
不断努力奋斗。

会上，62个单位负责人代表本单位述
职。各学院围绕发展规划目标责任书总结
了 2018 年度工作实效，并重点对年度指
标完成情况进行对表汇报；其他单位分别
汇报各自 2018 年度工作亮点。与会人员
还 对 述 职 单 位 进 行 民 主 评 议 。

本报讯 1月27日，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港澳委员、特邀贵宾近70人到校考
察，实地考察调研我校改革发展和广西高校发展情况。副校长马少健、范祚军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考察活动。

考察团参观了育才广场、时光轴、雕塑园、大礼堂、图书馆、时光广场等，并乘车游
览校园。在校史馆，考察团饶有兴趣地参观馆内陈列，倾听讲解，深入了解我校90年历史
沿革和发展成就。

考察团员表示，通过与西大零距离的接触，领略到西大校园的靓丽景观，感受到学校
厚重的文化和丰硕的成果，也看到了广西高校发展的缩影，今后一定助力促进桂港澳高等
教育等方面交流合作。 （兰北）

本报讯 1月29日，我校亚热带农科新城总体规划终期方案汇报会举行。校领导刘正
东、赵跃宇、马少健、冯家勋、宁旭初出席会议。

会上，编制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结合该规划前期、中期讨论会的阶
段性成果，特别是2018年11月29日和12月14日分别在南京农业大学、扶绥县人民政府召
开的南京农业大学—广西大学亚热带农科新城总体规划方案讨论会议、扶绥县—广西大学
亚热带农科新城规划建设协调会议成果，有针对性地从基础分析、目标定位、空间布局、
建设内容、专项规划、组织运营、实施建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说明。与会人员围绕
规划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分别从循环农业、实施效益、规划依据、逻辑关系、资源统筹、
运营管理等方面对终期方案提出意见建议。

刘正东在听取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指出，我校亚热带农科新城总体规划方案经多次讨
论修改，已日臻成熟，“世界一流亚热带农科新城”的总体定位愈发清晰。他进一步总结
提炼“一城三区四基地”的建设思路，并就制度设计、关系处理、资金筹措、运营管理、
形象展示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 （汤昭）

本报讯 1月21日至25日，我校副校
长范祚军一行赴葡萄牙进行为期5天的访
问，洽谈推进与葡萄牙埃武拉大学共建孔
子学院相关事宜。

21日，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在大使
馆会见代表团一行。蔡润热情介绍大使馆
文化交流工作和葡萄牙的基本情况。他指
出，近年来中葡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交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关系日益
密切。此前，葡萄牙里斯本大学、阿威罗
大学、米尼奥大学、科英布拉大学、波尔
图大学已分别设立了孔子学院。埃武拉大
学孔子学院的设立，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葡萄牙的汉语教学，为两国的人文交流和

人民友好作出贡献。此外，葡萄牙最大的
水利公司、各大高校与中小学也在积极寻
求与中国的合作发展，大使馆将尽全力支
持广西大学与葡萄牙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2日，代表团访问埃武拉大学，该校
副校长塞萨蒂娜·皮雷、瑟莫迪·萨卡尔出
席座谈。会上，双方就学科共建、学生互
派、教师互换、学历互认等方面进行深入
探讨，就进一步落实建设孔子学院、“特
色孔院”、“优秀孔院”达成共识，并签署
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会后，蔡润与代表团
一行参观了埃武拉大学孔子学院拟设办学
点。 （国际交流处）

我校学习贯彻第二十六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和全区教育大会精神会议召开

自
治
区
及
有
关
部
门
领
导
看
望
慰
问
我
校
院
士
教
授

校党委开展2019年新春走访慰问活动

鹿
心
社
（
右
）
看
望
慰
问
郑
皆
连

刘正东带队考察调研我校北海涉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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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委员与特邀贵宾到校考察

我校亚热带农科新城总体
规划终期方案汇报会举行

我校召开2018年度述职会议

我校与葡萄牙埃武拉大学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