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4日上午，广西政协在
我校大礼堂举办“同心”讲座，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应邀
为驻邕高校 1500 多名师生们作
了题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
北京大学的发展战略》的专场演
讲。

许校长介绍了我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现状，并对照世界一流
大学的建设情况指出了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呼吁
社会各界给予高等教育更多的
支持和关注。他说，大学是培养
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因
此，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是 21 世纪大
学的根本任务。大学首先要以学
术队伍建设为核心推进学科建
设；第二，要以交叉学科为重点，

提 升 创
新能力；
第三，要

通过机制创新，营造良好的学术
环境；第四，要全面规划、重点突
破，实现跨越式发展。许校长介

绍了北京大学在这些方面的建
设措施和经验。

演讲由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俞曙霞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马

庆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纪
恒、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吴恒等自
治区、南宁有关领导以及我校党
政领导等一同聆听了许智宏的
演讲。自治区政协主席马庆生向
我校赠送协办“同心”讲座纪念

匾。

广 西 政 协
“同心” 讲座突
出团结、民主两
大主题，以宣扬
科学，传播知识，
展示人类文明成

果，传导现代信息为主基调。本
期讲座的主讲人———北京大学
校长许智宏教授长期从事植物
发育生物学、植物细胞培养及其

遗传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的研究，
在植物发育、组织和细胞培养以
及生物工程领域发表论文、专著
180多篇。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
奖等奖项。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

年被评为全国做出突出贡献的
留学回国人员，并先后获香港大
学荣誉教授、英国 De Montfort 大
学和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
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拿大麦
吉尔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荣誉法学博
士学位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

（覃冠玉 /文 兰北 /图）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协调小组会议
12 月 13 日下午在我校召开。会议分析了

2005和 2006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形势和特点，鼓励
毕业生上网求职。 （黄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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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到我校
了解“平安校园”建设情况

我校召开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大会

11 月 10 日—13
日，首届中南地区高
校土木类专业结构
模型设计大赛在深
圳大学举行。我校土
木工程学院朱华佳、
秦锦蓉、李则林三人
的“厚德载物”以
设计新颖、载重量高
夺得桂冠。

为了加强中南
地区高校土木类专
业本科生的学习交
流，促进土木工程专
业教学质量的提高，
第五届中南地区高
校土木工程专业教
学研讨会的与会代
表经过认真讨论，决
定于 2005年 11月举
办第一届中南地区
高校土木工程专业
结构模型设计大赛。
湖南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暨南大学和广
西大学等 14 所中南
地区高校的 36 个代
表队参加了本届题
为“承受竖向静力荷
载的简支结构模型

设计”的比赛。我校土木建筑工程
学院选送的作品“厚德载物”以菱
形为主要架构，不仅造型新颖，而且
以自身 155克的重量，成功承载起
了 54公斤的重量，一举夺得本届比
赛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新中）

11月 30 日上午，自
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彭祖意率领自治区政
法委、自治区公安厅、自
治区综治办、自治区教育
厅、南宁市政府、南宁市
公安局、南宁市政法委、
西乡塘区党委、政府等单
位的领导到我校调研，了
解学校在校园及周边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

在君武馆第一会议
室，唐纪良校长介绍了我
校“平安校园”建设工作
的情况。多年来，我校以
创建安全、文明校园为主
线，狠抓校园及周边治安
环境的综合治理。在治理
中不怕碰硬钉子，先后完
成几件大事：利用法律武
器整治农院路夜市，在
东、西校园各建集中商业
区，统一设点摆卖早点
等；学校利用校园网、电

视、校报、宣传橱窗等阵
地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做好新生入学后、重大节
假日和重大活动的安全
教育；建立保卫干部与学
校各二层机构挂钩联系
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安
全工作网络；建章立制，
使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有
章可循；加大经费投入，
添置了汽车、摩托车及电
子监控、无线报警、校园
对讲系统等保卫工作的
硬件设施；加大学校及周
边治安环境的整治力度，
清理整顿乱搭乱盖、乱摆
乱卖的摊点；学校建立了
治安综合治理长效制度，
实行人防、物防、技防相
结合，完善队伍建设，构
筑校园防范网络。2001
年以来，学校先后获得
“自治区文明单位”、
“安全文明校园”、“全
国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等
荣誉称号。

彭祖意书记高度评
价我校在“平安校园”建
设工作中所做的工作以
及取得的成绩，认为我校
在人员配备等软、硬件方
面的措施得力，效果显
著。他强调学校是培养人
才的地方，学校及周边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对维护
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针对学校提出的问
题，自治区和南宁市将认
真考虑解决方法，下大力
气整治校园及周边环境
治安。南宁市对校园周边
乱搭乱盖、乱摆乱卖的现
象要下决心治理，建立长
效机制；自治区政法委将
联合有关部门规范网吧
管理，确保校园的安全稳
定。

（高欲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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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我校在君武
馆报告厅召开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总结大会，自
治区高校先进性教育督导一
组陆宏儒同志出席了会议。校
党委书记余瑾在会上对我校
半年以来开展的先进性教育
活动进行了总结，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唐纪良主持会议。

会上，余瑾书记从主要做
法、主要成效、主要体会及下
步打算对我校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动员、分
析评议和整改提高三个阶段
的工作作了全面总结，对各二
层机构党委（党总支）及校属
各单位在整个先进性教育活
动中所取得的成绩、经验和体
会作了概括，也指出了存在的
不足，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
了部署。余书记强调，集中学
习教育基本结束后，要用 2到
3 个月的时间，切实做好巩固
和扩大整改成果的工作。广西
大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班子不散、工作不松，继续开
展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将按照自治区党委和自治
区高校工委的部署和要求，继
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成
果，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的长效机制，坚持搞好党
的先进性建设，推动学校办好
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

余瑾书记还通报了学校
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的情况。
学校参加测评人员总数为
5254 人，其中党员 4918 人
（应参加测评的党员人数为
5250人），群众代表 336 人，
党员参加测评率为 93.68%。
评价满意的有 3345 人，占
63.67%；基本满意的有 1730
人，占 32.93%；不满意的有
179人，占 3.40%。从测评汇总
的结果看，各方面对学校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
高度认可的，对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总体评价

“满意”和“基本满意”达到
96.59%。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唐纪
良在会上强调，各二层机构党
委（党总支）要认真总结我校
先进性教育活动所积累的经
验，不断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
育活动的工作成果，建立健全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
机制，全面加强我校各级党组
织的建设，促进学校各项事业
的发展，把我校建设成为人民
满意的高水平大学，为建设
“富裕广西、文化广西、生态
广西、平安广西”以及科教兴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
大的贡献。

出席会议的还有校党政
领导李继兵、赵发旗、唐立照，
校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成员、各督导组成员、各工作
组成员，各二层机构党委（党
总支）书记、副书记、委员、支
部书记。

（李伟红）

尊敬的全体教职员工、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专家组进校考察、评估已经结
束。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中，广西大学经
历了一场严格的挑战和考验，交上了
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在这里，我
们谨代表校党委、校行政对大家在评
估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表现出
来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和
崇高的敬意！
满意，首先体现于全校师生员工在

评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奋发向上、
以兴校为荣的精神风貌。在迎接评估
的 2000多个日子里，每一位师生员工
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评建工作
中：老师们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在平
凡的岗位上认真做好教书育人、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工作；同学们笃学诚
信，刻苦求知，奋发有为，以优异的成
绩为学校争取荣誉。正是有了大家的
共同努力，使评估成为广西大学展示
办学成就的舞台，挑战成了广西大学
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机
遇。

满意，还来自于专家组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和赞许。广西大学开展评建
工作六年来，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
办学定位更加明确，教学条件明显改
善，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质量
监控与保证体系日趋完善，学风教风
更加优良，师资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
校园整体环境得到了改善。对此，专家

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广西大学充满
了生机与活力，广西大学的师生是一
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我们为拥有这样
一个蓬勃发展的事业和团结向上的集
体而倍感荣耀和自豪！
回顾广西大学 77 年来走过的路，

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但始终
根植于广西这块沃土，不断地成长壮
大，由一棵弱小的幼苗长成枝繁叶茂
的大树，靠的正是数代西大人辛勤耕
耘、同心浇灌。西大人有责任和义务把
这一光荣的传统发扬和传承下去，使
广西大学的明天比今天更精彩。
在即将到来的 2006年里，广西大

学发展和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我们
要按照专家组的意见进行认真整改，
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我们要完成
“十五”“211工程”建设的验收工作，
使广西大学能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开
始“十一五”“211工程”的建设；我们
还要做好教学、科研、管理的各项工
作，以便继续保持广西大学快速、和谐
的发展……蓝图绘就，目标明确，希望
全校师生员工继续发扬在评估工作中
攻坚克难、敢打硬战的精神和劲头，用
百倍的热情为实现广西大学更加美好
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祝全校师生员工新年快乐，身体健

康，心想事成！
广西大学党委书记 余 瑾
广西大学校长 唐纪良

致全校师生员工的感谢信

广西政协在我校举办“同心”讲座
北大校长许智宏应邀作专场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