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直通车
近日，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神木校区与
北元集团达成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
就业、合作发展意向协议。双方商定，北元
集团每年直接录用我校 3 名优秀毕业生，
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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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本报讯 张彩花 报 道 2014 年 4 月 2 日 下 午 四
时，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在二
楼报告厅召开。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
神木县政协调研员郝卡厚
导小组第四督导组组长、
同志及督导组成员，神木校区院级领导及全体教职
员工、学生党员、后勤方面的物业公司、餐饮公司负
责人及党员共计 100 多人参加动员大会。会议由李
长春书记主持。
会议首先由校区党委副书记项世荣同志宣读
了《中共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神木校区委员会关于深
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
就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做了全面的安
排和部署。方案提出，
要树正气，提振党员干部精气
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学校中层以上党员干
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担当意识，切实履行职责，
主动接受监督；要聚合人气，提高师生满意度；要鼓
足士气，提升学院竞争力。方案要求，我校在 4 月开
始教育实践活动，着力抓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
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3 个环节。
在每个环节，
大家要把开展活动同学校发展，教学、
招生等各项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边干边学、边
学边改、以学促干，以改助干，实现团结奋进、开拓
创新。

学院召开例行校长办公会
安排部署职能部门工作
本报讯 刘瑞 报道 2014 年 4 月 1 日上午，
我院校长办公会在会议室召开。校长、党委副
书记艾国同志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项世荣同
志，纪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副校长王文艺同志，
副校长王慧如同志及各处（室）、各教学团队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艾国校长根据市、县对学院领导班
子的安排配备，为使学院工作有序开展，规范
运行，从 2014 年 3 月起，将学院领导和有关人

规范教学环节各项要求

员进行了临时的工作安排，并且提出了几点要
求：学院现有内设机构正式开始运行，各有关
职能部门要按照临时工作安排要求，由分管领
导和部门负责人组织好各项工作，各处（室）、
团队工作人员的配备，由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
人提出岗位设置，确定岗位职责，提出建议人
选。各部门负责人一定要在岗位设置、人员选
配上坚持科学精干、任人唯贤、利于发展的原
则，设岗选人。

教学督导室王宝生教授就开学以来教学
督查工作进行了汇报，提出教学大纲、授课计
划和讲义书写的规范性、实用性，并就存在的
问题做了重要的讲解发言。
最后，艾国校长要求全体教职工一定要本
着吃苦、敬业、尽责的精神，尽心尽力，团结协
作，做好各项工作。

校区校长、党委副书记艾国同志做了动员讲
话。他强调指出，我校要按照县委《关于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要求，严格
执行教育实践活动的三个环节。在教育实践活动
中，我们要切忌空谈，要讲真话，干实事，要扎扎实
实推进，实实在在开展，切实促进我校的全面发展。
郝卡厚调研员对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做了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他要求，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来，要采取务实管
用措施，切实解决 " 四风 " 问题，确保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推进；要结合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改进工
作作风，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
基层，务求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最后，李长春书记向与会人员发出号召，学院
要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困难、真抓实干、
务实进取，乘着全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的浩荡春风，抓住机遇上规模，争取政策促就业，
提高质量塑形象，不辜负中共神木县委、神木县人
民政府对学院的重托与希望，不辜负 42 万神木父
老乡亲的期盼与梦想，为把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神木
校区办成神木人民满意的大学而竭诚尽智、努力奋
斗！

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 合作就业 合作发展

学院第四届
企业家论坛召开
北元集团总经理王凤君先生作专题报告

学院领导检查指导公寓楼工作
本报讯 张军 报道 4 月 21 日上午，榆林职业技
术学院神木校区全体校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总务后勤处全体成员对全校公寓楼工作做了
检查指导。
检查组领导首先来到一号教职工公寓楼，对公
寓楼安装监控、
LED 灯、声光控等项目进行了现场
研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
意见。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公寓楼配套设施以及校园
垃圾筒布点少等问题，检查组领导当即要求迅速采
取相关措施，合理解决存在的问题，为全校师生创
造一个优美有序宜居的住宿生活环境。
公寓楼内，领导们对教师宿舍的合理分配等问
题做了详细了解，同时对学生宿舍的卫生和环境美
化提出了表扬。随后，检查组领导查看了实训楼设
备损耗情况，并提出了美化校园沿路围墙的方案和
措施。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艾国
（2014 年 4 月 2 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在这里召
开动员大会，启动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县委对我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十分重视，
县委第四督导组各位领导亲临会议指导。一会，
郝卡厚组长还要作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深入
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在督导组的精心指导
下，
扎实有序开展我校的教育实践活动。
刚才，项书记将我校的教育实践活动的实
施方案进行了详细布置。下面，我就学校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和把握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的要义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
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
策，是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我们一定要站在讲
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市要求和县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我校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
第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
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 100 年的奋斗目标，十八
大之后，党中央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我们的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
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
无从谈起。我们要在班子决策、制度建设等学校
各方面真正贯彻好群众路线，要集中大多数人
的诉求与智慧，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选大多数
人认可的人，做大多数人认可的事，听大多数人
的话，
更好地凝聚全校师生强大力量。作为党的
一分子，全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一定要从战略
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
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进来。 渊下转第四版冤

本报讯 张彩花 报道 2014 年 4 月 14
日下午四时，学院第四届企业家论坛在
二楼报告厅举行。北元集团总经理王凤
君先生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 " 认识自
我，
全面提升 " 的专题报告。
报告会后，双方洽谈了北元集团与
我院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
北元集团
作发展相关事宜。双方商定，
每年直接录用职院神木校区 3 名优秀
毕业生，
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李广智副校长及招生就业处、党团
工作处、教务处和学生处领导出席报告
会。全体大二学生和辅导员参加了报告
会，报告会由我院党委副书记项世荣主
持。
报告中王凤君总经理围绕 " 认识
自我，全面提升 " 这个话题，首先就陕
北矿产资源对产业发展道路的决定性
因素做了全面的梳理，对陕北资源开发
历程做了深入的分析。随后，
他就北元
集团的发展过程以及组织架构、项目发
展、循环产业链、职工人数、企业标志和
企业的核心理念等方面作了系统的介
绍。
其次，王凤君总经理从陕北大规模
的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方面，介绍了
从传统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资源开发和

转化对人才的需求。再次，王凤君总经
理就如何让大学生变为企业需要的员
工提出几点看法，学校和企业衡量的因
素不同、对学生的定位不同、评价标准
不同和培养方式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变
为职业人才需要很多的努力和长时间
的历练，并且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创新
要求所有人员要终身学习。
最后，王凤君总经理给在座的学生
送了三句话。他说：
“ 你们拥有的是知
识，但缺乏的是知识应用的方法；能快
速适应环境，并随之不断创新的人，才
是未来的主人；有文凭的人如果能像没
有文凭的人那样积极努力便是一个优
秀的人。"
报告最后，党委副书记项世荣对王
凤君总经理的报告内容作了高度评价
和总结。他指出，这次报告为我院人才
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他对在座
的学生提出了殷切的期盼，他说，起点
低，并不可怕；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面
对挫折要振奋精神、全神贯注，在学校
做个好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做个好员
工；所有的机会都是自己创造的，只要
努力，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有了扎实
的基础，人生道路就会越来越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