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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环翠，建一流学府，立足齐鲁铸
伟业；

一海扬波，纳天下学子，面向世界育
英才。

公元 2021 年 9 月 25 日，山东科技大学
喜迎 70 华诞。谨此，向关心、支持、参与
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友
好单位、广大校友和全体师生致以衷心感
谢、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躬身前行，薪火相传。聊斋故里，新
苗初植；淮水之泮，枝繁叶茂；九河南
岸，绿树成荫；东岳山麓，桃李芬芳；黄
海之滨，硕果飘香。近 70 年来，山东科技
大学“搬不垮、拆不散、合不乱”，分承着
新中国的坎坷与辉煌，肩负着民族工业的
理想与希望，众多学者在学术王国潜心遨

游，攻克一个个科学难关，为学校赢得了
学术美誉；广大教师在三尺讲台默默耕
耘，培育出一届届优秀学子，为学校栽种
出满园春色；万千校友在天南海北为国建
功立业，做出一项项骄人成绩，为母校赢
得了无上荣光。70 年栉风沐雨，40 万桃李
芬芳，山东科技大学由一棵稚嫩幼苗已成
为国之上庠。

山色水韵，弦歌奋进。悠悠泉城，柳
绿荷红，九山如黛，百水吟涌，一园玲珑深
居，其乐融融；巍巍泰山，神州岱宗，上接
九天，下佑万生，三星东西齐布，众志成
城；茫茫黄海，天水交融，烟波浩渺，雄气
充盈，六龙昂首擎珠，人和政通。今天的山
东科技大学，居泉城、依泰山、临黄海，秉
承着“惟真求新”的校训和“爱校奉献，敬

业实干”的传统，秉持着“尚德尚学，严谨
严格”的教风和“勤学笃行”的学风，在中
国高等教育这条你追我赶的战线上，在齐鲁
大地这片人杰地灵的热土上，承载着前辈先
贤的美好夙愿，托举着莘莘学子的远大理
想，肩负着办一流特色名校的历史重任，
正朝着工科主导、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

全校师生员工真诚期待各界嘉宾，明
年金秋聚会美丽的帆船之都青岛，莅临学
校建校 70 周年庆典，畅叙情谊，同襄大
业！

专此公告，敬祈周知。

山东科技大学

（第一号）

··广告广告··

山东科技山东科技大学建校7070周年校庆公告

本 报 北 京 11 月 11 日 讯（记 者
董鲁皖龙 梁丹）今天，记者从教育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六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
赛将于 11 月 17 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开
幕。本届大赛以“我敢闯、我会创”为
主题，吸引了来自国内外 117 个国家
和地区、4186 所学校的 147 万个项
目、631万人报名参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
示，大赛呈现出“人数多、名校多、类型
多、实效多、亮点多、岗位多”等特点，
极大提振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与
热情。

报名参赛项目与报名人
数再创新高

本届大赛在报名参赛项目与报名
人数上再创新高，内地共有2988所学
校的 147 万个项目、630 万人报名参
赛。较之去年，参赛项目与人数均增
长 25%，红旅赛道项目数增幅 54%。
中国港澳台地区报名参赛项目已超过
去年的总数，达到 256 个。本届大赛
正式更名为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共吸引 113 个国家
和地区的1158所国外院校报名参赛，
项目 3000 多个，报名人数近万人，世
界前100强的大学中有一半以上报名
参赛。

“大赛已经成为覆盖全国所有高
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影响最大的高校
双创盛会，已成为世界高校同场竞技、
相互促进、人文交流的国际大平台。”
吴岩表示，大赛不仅培养了一批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双创”青年，还
涌现出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
社会效益好的高质量项目，释放出了

“青年+创新创业”的无穷力量。
本届大赛设置了高教、职教、国

际、萌芽四大板块，形成了包括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贯通式“双
创”教育链条。针对基础教育设立的
萌芽赛道，旨在引导高中学生开展科
技创新、发明创造等实践活动，推动创
新创业素质教育；职教赛道以培养大
国工匠和能工巧匠为目标，鼓励支持
产教融合模式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创
新、工学一体模式创新，推进职教改
革。经统计，今年职教赛道的报名参
赛 项 目 44.3 万 余 项 ，较 去 年 增 长
78.2%，其中涉及现代农业、现代制造
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项目 14.2 万
项，占全部参赛项目的32%。

为克服疫情影响，本届大赛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运用了新技

术、新方式。例如，为弥补很多选手、观摩
人员不能来到现场的遗憾，大赛打造了

“数字化”平台，集聚参赛报名、同步资讯、
线上展厅、直播观看等功能，还将加入AI
智能识别翻译，面向全球进行双语字幕直
播。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本届大赛在评
审规则中增加了专门指标，考察项目在创
业带动就业方面的情况和前景，以创新驱
动创业、以创业引领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红旅”贡
献青春力量

作为教育系统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重要举措，今年大赛的“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活动全面聚焦52个未摘帽贫困县实
际需求，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开展了一场
以电商直播带货为主基调的扶贫战役。
全国共有 132 万名大学生、14.9 万名教
师参加了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
动，对接农户超过 46.2 万户，企业 1.3 万
家，签订合作项目近2万项，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近100亿元。

吴岩介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不利影响，今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也从“线下”发展到“线上线下融
合”，52 个未摘帽贫困县所在的 7 省

（区） 均举办了全国线上对接活动，引
导、促成全国大学生聚焦贫困县开展以
电商直播或创业实践为主的精准扶贫，
打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新模
式。其中，电子科技大学的“沈厅筑梦

家庭农场”项目，聚焦晚熟柑橘销售，
一个月内帮助果农销售柑橘超 1500 万
公斤，增加岗位 6 万人次，实现销售收
入增长5倍。

6月30日，本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启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一个个直
播间、一个个微信群、‘红旅’+互联网直
播电商的形式形成了巨大能力，为贫困地
区激发了强劲的发展动能。”吴岩介绍，今
年参加“红旅”电商直播带货活动的学生
达60万人次，销售金额超过4.3亿元。

自 2017 年以来，累计有 302 万名大
学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他们
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城乡社区，了
解国情民情、接受思想洗礼、锤炼意志品
质。4年来已有近58万个创新创业项目
参与活动，对接农户近 150 万户、企业 4
万余家，签订合作协议 4 万余项，产生直
接经济效益逾200亿元。

一支声势浩大的“双创”
新锐大军正在组建

回望参加“互联网+”大赛的参赛点
滴，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冠军李京阳感慨道：“‘互联
网+’大赛让我们从大学生创业蜕变为
真正的创客；与全世界优秀团队同台竞
技，让我们更加自信；与最优秀投资人的
对接，让我们更加务实。荣誉让我们更
知不忘初心的重要，大赛让我们站得更
高、走得更远。” （下转第三版）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即将开赛

释放“青年+”创新创业蓬勃力量

日前，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服务中心的教师来到昌
平二中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送课上校”，进行“红外夜灯”和“绒花发簪”课
程现场教学，提升学生劳动技能水平。 朱厚颖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送课上校”

本报北京 11 月 11 日讯 （记者
梁丹）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规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教
育部日前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明确研究生
导师要坚持正确思想引领，合理调整
自身指导研究生数量、确保指导的时
间和精力，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
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等。

《准则》 的出台有哪些背景？《准
则》 制定的原则标准是什么？记者就
此采访了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负责人。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面临
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

“我国研究生教育迈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时代，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生
导师队伍，对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具
有重要意义。”该负责人介绍，长期
以来，广大研究生导师立德修身、严
谨治学、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但也有个别导师指导
精力投入不足、指导方式方法不科
学、质量把关不严，甚至出现师德师

风失范问题，造成了很坏影响。”
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研究生导师使命崇高。该负责人表
示，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推进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亟须加强导
师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导师使命感、
责任感、荣誉感，着力提升导师的指
导能力和水平。

随着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日益壮大
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导师队伍
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
对《准则》的出台提出了迫切需要。

目前，全国共有研究生导师46万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1.5 万人。该负
责人表示，为加快建设一流导师队伍，
保证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必须进一
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导师岗位管理，
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同时，也要维护
导师应有权利，不断改善导师治学育
人环境，激发导师育人育才积极性。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的召开，标
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迈进新时代，踏
上新征程。该负责人表示，推动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培
养大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必须充分尊重
导师，全力依靠导师，积极服务导师，努
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
学识、仁爱之心的“四有”导师队伍。

八大准则助力造就“四有”
研究生导师

为造就新时代“四有”优秀导师，
《准则》 根据研究生教育特点，从坚持
正确思想引领、科学公正参与招生、精
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
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把关学位论文质
量、严格经费使用管理、构建和谐师生
关系等八个方面，对导师指导行为提出
具体要求，明确基本规范。

“既做学业导师又做人生导师。”
《准则》 首先提出，研究生导师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强化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
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既做学
业导师又做人生导师。

《准则》 明确，在参与招生宣传、
命题阅卷、复试录取等工作中，研究生

导师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公平公正，
科学选材，确保录取研究生的政治素养
和业务水平。不得组织或参与任何有可
能损害考试招生公平公正的活动。《准
则》 要求，研究生导师要根据社会需
求、培养条件和指导能力，合理调整自
身指导研究生数量，确保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提供指导，不得对研究生的学业进
程及面临的学业问题疏于监督和指导。
同时，研究生导师要加强培养过程管
理，指导研究生做好论文选题、开题、
研究及撰写工作，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严格把关。

《准则》 提出，研究生导师要因材
施教，综合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
考核情况，提出研究生分流退出建议。
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
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
研究生毕业时间。

针对学术规范，《准则》 要求研究
生导师带头维护学术尊严和科研诚信，
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对与研究生联合署
名的科研成果承担相应责任。不得有违
反学术规范、损害研究生学术科研权益
等行为。 （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导师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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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令

“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牢
牢把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把抓好学校
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在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掷地有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教育系统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不断强化，教育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
的办学方向不断前进，为我国教育事业跨越
式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8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委教育工

作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省委副书记陈海波
兼任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同年，辽宁、吉林
也成立了省委教育工委，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均由省委常委兼任。实际上，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高配”的现象，在全国并不少见，而
这只是各地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一
个例证。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推动健
全了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
构，完善工作规则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了
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
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湖南等地制定了成员单
位教育工作责任清单，安徽等地建立成员单
位履行教育职责年度报告制度，云南等地省
市县层面全部组建党委教育工委，北京等地
制定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若干措施和党建
工作重点任务清单，纳入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述职和全面从严治党考核。

与此同时，各地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
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和完善
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中小学
校党建工作，全面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攻
坚行动。天津、河南、西藏等地开展中小学
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试点，上海市在中
小学着力构建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工作机
制，在高校着力抓好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基
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民办学校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绝
不能缺席。2016年12月29日，国务院印发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党要加强对民
办学校的领导。2016年12月29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 （试行）》，提出要加大民办学
校党组织组建力度。2017 年，中组部、教
育部党组印发 《关于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导中外合作办学
党的建设。各地也纷纷行动起来，广东、宁
夏等地向所有民办学校选派党组织书记，推
动落实学校党组织书记进入董事会要求。

目前，在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
领导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覆盖了高校院
系、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小学，实
现了“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

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今年 6 月 19 日，高校党组织战疫示范微党课上线。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4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结合学
校工作实际，以“1+1”形式主讲首场微党课。这一形式新颖的思政大课，让
在线观看的380余万高校师生和关心教育的网友受益匪浅。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为了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 指出，要坚持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