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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做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行者，
河南科技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统筹谋划，重点突破，破解发展瓶
颈，加强内涵建设，稳步提升办学质
量，推动学校跨越发展。

着眼顶层设计，新
发展理念引领大发展

综合改革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
程，关系学校长远发展和师生切身利
益。党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在广泛调研和科学研
究基础上，着眼于顶层设计，科学谋
划事业持续发展。

学校 2016 年底启动综合改革，党
政班子带队，对省内外高校开展调研
考 察 。 2017 年 4 月 ， 成 立 以 党 委 书
记、校长为组长的综合改革领导小
组，围绕“改什么”，系统梳理制约事
业发展的“病灶”，确定专项改革基本
走向和改革内容；9 月，围绕“怎么
改”，深入讨论专项改革目标、原则、
内容、方法、路径，明确改革的难点
重点，形成专项改革框架意见；11
月，明晰改革基本原则、目标和任
务，形成综合改革方案。2018 年，围
绕着教学与人才培养、学科与学位点
建设、服务学生成长、科研与社会服
务、校内绩效工资分配、后勤保障与
服务等方面，制定了 《深化教育教学
与人才培养改革实施方案》《深化学科
与学位点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科研与

社会服务改革方案》《二级单位年度综
合考核实施办法》《绩效工资分配办
法》 等配套政策措施。2019 年以来，
各项改革按照翔实的路线图、时间
表，扎实推进。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目标导向、
点面结合、稳中求进的原则，有效破
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凝练形
成“立德树人，做推动高等教育进步
的先行者；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
考、发现自我；让教师倾情教育、醉
心研究、成就自我”的使命定位，“以
学生成长为中心，以知识创造为己
任”的价值追求，“严慈相济、教学相
长，思想碰撞、灵魂唤醒，国家需
求、社会尊重的具有内在价值大学”
的发展愿景，共同构成了学校新时代
办学理念和发展方向。

着力提质培优目
标，涵养发掘事业干劲

学校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让教职工
人尽其才、成就自我，让学生人人成
才、发现自我。

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学校按照“控数量、调结构、强
特色、上水平”总体要求，优化专业
结构，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发
展需要相适应、结构合理、特色鲜
明、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3 年来，
新增本科专业 5 个、双学位专业 2 个、
第二学位专业 8 个，首个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与乌克兰苏梅国立农业大
学合作的动物医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获得批准，2020 年录取新生 120 名。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开展新农科专
业建设。探索“四位一体、大类融
合”卓越农林职教师资培养模式，着
力培养“双师型”卓越农科职教师
资；构建三段进阶、工学交替“3+
1”培养模式，卓越实用技能型农林人
才培养效果明显。推动课堂革命，着
力打造农科“金课”，近 3 年建成 3 门
省级、18 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新乡）
获批建设。学校主持的“‘四位一
体、大类融合’卓越农林中职教师培
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现代农业
背景下卓越农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分获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
二等奖。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为抓手
促进“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学生“双创”实践和学科竞赛纳入学
分认定，设立校级“双创”项目 278
项，获批省级以上项目 87 项，在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双创”大赛、

“挑战杯”等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别一
等奖 51 人次、二等奖 93 人次、三等奖
79 人次，省级以上奖励 964 人次。

“四位一体”协同合力，服务学生
成长成才。“一讲四促”提高服务能
力。把辅导员讲授思政课作为大学生
思政教育切入点，以讲为纲，促进
学、思、做、写，全面提升职业能力
和思政工作水平。通过辅导员素质能
力大赛、年度人物评选、工作精品项
目、优秀论文“四个平台”建设，发
挥辅导员在育人工作中的主导性。第
二课堂助力全程育人。创新第二课
堂，通过“教你一招”美育与体育

“双育”活动全覆盖，学生成为“双
育”实践育人主体。2020 年以来，实
践活动开展项目 58 个、指导教师 63
名 、 朋 辈 教 员 213 人 次 ， 参 与 学 生
3360 人。打造“双湖语轩”特色思政
品牌。实施全员参与思政教育，培养
师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组织校领导、校内外专家与师生
互动，做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创造
性建设“双湖学工”“双湖心田”“双

湖资助”的“三双”微信公众号、抖
音号等自媒体，打造育人新平台，网
络文化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显著增
强，被评为省普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示范单位等。

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内生动力，
保障教师热爱教育。完善制度，推进
现代大学治理。制定了 《师资队伍建
设“两手抓”实施意见》《博士后工作
管理办法》《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与团
队暂行办法》《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管
理办法》《太行学者计划实施办法》 等
系列制度，一手抓基础性经常性管理
服务，一手抓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引
培。5 年来引进博士 135 人、返校博士
111 人，联合招收博士后 103 人；柔性
引进双聘院士 6 人、高水平兼职教授

（学术教练） 30 人；聘请名誉教授、
客座教授 15 人。绩效分配发挥指挥棒
作用。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绩效改
革，构建目标清晰、导向明确、权利
下移、公平竞争的分配机制，尊重创
新创优价值，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
酬，调动二级单位及教职员工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着手增值赋能，开
拓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河南
科技学院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以量变
求质变，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提升学科水
平和学位点层次。以发展新专业为契
机，探索交叉学科专业建设机制。以

“ 互 联 网 + ”、 大 数 据 等 新 技 术 为 依
托，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推动新兴产
业专业、交叉学科专业孵化，用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学
科改造提升传统农科专业。探索跨学
科、跨学院设置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建
设机制，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契合度
更加紧密，“猪养殖虚拟仿真和远程互
动”获批国家级别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国家级别教学平台获得突破。

以特色骨干大学建设为契机强化学科
建设。坚持分类分层建设，重点推进
博士学位授权创新工程，以全省排名
第二的成绩获批省博士学位授权立项
建设单位；持续推进硕士学位授权建
设工程，拓展硕士研究生培养类型门
类，硕士学位招生覆盖所有二级学
院；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聚焦培养平台，提升培养质量，农业
硕士 （作物领域） 为省特色品牌专业
学位授权点。2020年，学校被列入省特
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作物学和园艺学
学科（群）成为省特色骨干学科（群）。

以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
口，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以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提高科技
能力。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乡村振兴战略等，在科技攀登计划、
标志性创新工程计划和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计划下，启动国家基金培育工
程、科研平台培育工程等七大培育工
程，实现高级别项目、重大成果、高
层次平台的重大突破。以省部级以上
重大项目为突破推进科技创新。2020
年获批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项目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
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新乡）
获批建设，首次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
分别在《Nature》《Nature Reviews Mo-
lecular Cell Biology》（ 影 响 因 子
35.612）和《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
views》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获批省特
色园艺植物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省果蔬加工及质量安全控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项目不断增
多 。 5 年 来 获 批 各 级 各 类 科 研 项 目
1398 项，主持参加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农业成果转化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转
基因生物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级别项
目 84 项，省重大科技专项 2 项，其他
省部级项目 600 余项，争取科研经费
1.8 亿元。重点科研平台不断壮大。获
批成立国家猪肉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
心和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厅级及以上科研平台增加到 61

个，其中省级平台 26 个。推进成果应
用转化，同省内 6 个地市建立战略合
作，与 130 多个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
研合作，促进新技术新成果转化。5
年来推广生产新技术新方法 186 项、
新品种 37 个，受益群众 14 万余人，实
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收 入 3824 余 万 元 。

《中 国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年 度 报 告 2018
（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 显示，学
校位列全国第 47 名、省内高校之首。

以办学空间拓展为契机，不断加
大开放办学力度。扩大办学空间增
容。2018 年完成新东区征地，加快推
进新校区建设。发挥优势主动融入国
家战略。坚持科技协同创新支撑郑洛
新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区新乡片区建
设，积极参与省生物育种中心建设。
先后与国家粮食部门、中国农科院、
河南省农科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二研究所、中国光大集团、
卫华集团、新乡市、长垣市等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推进协同发展，创造了
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积极推进国际
交流合作。先后与德国、澳大利亚、
乌克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20 余所高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2016
年与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开展互换生
交流；2017 年与乌克兰苏梅国立农业
大学合作成立中乌国际联合研究生
院，已联合招收研究生 140 名，其中
博士生 62 名；2018 年获批国际学生招
收培养资质，先后招录两批国际学生
40 人。探索引入社会优质资源。后勤
服务中心积极推进社会化，为学校稳
定发展提供坚实后勤保障。

新时代，新征程。河南科技学院
将继续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人才培
养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教
学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
进一步深化内涵建设，努力增强办学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

（方 强 牛艳芳）

河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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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滕州市，是中国古代思想
家、教育家、科学家、“科圣”墨子
的故里。坐落于墨子故里的枣庄科技
职业学院，是一所兼爱至善、笃学励
能、“名、特、活、优”全面发展的
综合性高职院校。走进这所拥有70
年办学历史的学校，但见这里小桥流
水、碧草绿树，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
下的塑像熠熠生辉，校园内随处可见

“弘扬勤俭节约，传承中华美德”的
大红标语，师生食堂内“你光盘，我
奖励”当场兑现，“三节”主题园

“节水、节电、节粮”的形象标识引
人驻足⋯⋯防控新冠疫情期间，为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大力传承墨子文化衣钵、坚守“粮
心”节俭本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营造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
厚氛围。

以知为行

共做“勤俭节约”践行者

地处墨子故里，为传承墨子“节用”文化
衣钵，近年来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大力倡导墨子

“量腹而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
明，则止”的节俭思想，教育学生新时代要把
墨子的节俭思想赋予新的使命，努力践行勤俭
节约的生活方式，彰显学院墨子文化优势。

抓教育，培育节约型校园文化。学校以
“坚守‘粮心’厉行节约新风尚，做新时代最

美枣科人”为主题，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书，
充分利用广播、报纸、网络、“三节园”广场
等校内舆论阵地开展宣传教育，让“三节”教
育随处可见、随时可学，让节俭观念入口、入
脑、入心。学院组织师生围绕“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主题，在坚持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同
时，采取倡议书、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以及

手抄报、宣传栏、校园网等多种途径，大力营
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校园文化氛围。
以“俭以养德、从小做起”为主题，广泛开展

“小演讲、大影响”“小制作、大意义”“小课
题、大发现”等系列实践体验活动，通过征文
演讲、课题研究、社会调查以及争创“节约之
星”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从自身做起、从点
滴做起，积极参与节约型校园创建，厉行勤俭
节约，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持续开展“制止
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在校园形成了“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新风尚，“三节”教育深入
人心，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齐参与，共做“勤俭节约”践行者。新冠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仍在持续，影响了粮食
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但餐桌上的浪
费，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浪费现象必须杜绝。新
学期开学伊始，学院向全体师生发出“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主题倡议书，在校
园、餐厅、宿舍宣传栏张贴宣传标语，引导师生
厉行节约，学校食堂采取制售小份菜等方式避免
浪费，在餐厅附近设置了“三节”主题广场，学
院团委组织各系部团总支举办专题讲座、主题
班团会，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向广大师生宣
传节约理念，让“勤俭节约”意识更加深入人
心，全力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
氛围。

从我做起

争当“光盘行动”示范者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近年来，
为认真践行“适量取餐，杜绝剩餐”的原
则 ， 枣 庄 科 技 职 业 学 院 大 力提倡“光盘行
动”，坚持科学点餐、理性消费，不搞攀比、
拒绝铺张，培育“舌尖上的美德”，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养成“够吃就好、剩余打包”
的好习惯。坚持从你我做起，让师生从小处着
眼、从小“节”抓起、从小“口”堵“漏”，
吃尽盘中餐，不丢一粒米，把勤俭美德留下
来，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聚合崇俭抑奢的社会正
能量。

扣主题，树节俭意识。近年来，枣庄科技
职业学院重视思政课主渠道作用，深入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将“三爱三节”与维护国家安

全、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战略等主题相结
合，贯穿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提高思
想认识。学院团委积极响应号召，通过多种形
式弘扬劳动光荣、勤俭节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墨子论坛”发挥学院墨子文化研究优
势，用墨子“量腹而食”“节用”思想引导学
生理解“小”饭碗折射“大”担当，勤俭节约
不仅是传统美德，也是文明素养、社会风尚的
集中体现。

“罚”变“奖”，促习惯养成。制止浪费行
为，通常习惯于“罚”字当头，然而效果往往
甚微。对此，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团委联合学生
餐厅面向广大师生举办“你光盘，我奖励，光
盘换水果”活动，餐厅推行半份菜、小份菜，
引导师生合理购餐，学生就餐完毕把吃光的餐
盘送到指定收餐处，就可以换取免费水果，还
可以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打卡，每个月对
光盘行动打卡排名前十的学生授予“光盘行动
者”荣誉证书。由“罚”变“奖”的新方法，
促进了每名师生的行动自觉，让勤俭节约意识
更加深入人心。

由己及人

编织“节俭养德”传播网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在全力培养和输送高技
能职业技术人才的同时，严格落实党中央及地
方政府部门关于过“紧日子”的要求，时刻不
忘传承墨子的“节用”思想，深入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制度
规定，加强监督提醒、相互提醒、相互监督，
确保把制止浪费行为落到实处。

高站位，切实增强行动自觉。学院各部门
强化勤俭节约、廉洁自律意识，铸牢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思想观念。模范践行，积极倡
导健康文明节俭生活消费方式，全体党员干部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转变传统
消费习惯，建立崇尚节俭、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生活方式，带动全体师生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

全铺开，编织“节俭养德”传播网。领导
带头，党员先行，院系全覆盖，枣庄科技职业
学院的“三节”教育多点开花，成效显著。医
学技术系行政党支部开展了“厉行节约党员先

行、反对浪费从我做起”主题党日活动，广
大党员认真查摆和深刻剖析自身在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
剖析反思，促使广大党员坚持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努力在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上走在前、作表率，做到科学
点餐、理性消费、文明用餐，自觉践行“光盘
行动”，带头破除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等
陋习，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倡导树立
文明新风。

电气工程系各班通过线上线下各种形式
开展了“倡导节约，拒绝浪费”的主题班会
活动，班级学生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人人节
约，从我做起，全员拍摄“吃多吃少，光盘
正好”短视频，用实际行动倡导节约社会。
电气自动化技术一班倡议每名学生，拒绝浪
费和劳动实践教育相结合，为家人做一顿

“健康适量”的爱心饭，并清理餐厨垃圾，得
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为深入贯彻“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节水、节电、节粮”的
号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建筑工程系
团总支组织开展了“三爱三节”宣传海报设
计大赛，学生们积极参与，精心设计，绘制
出了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创新的标语，柔和
的色彩，精细的画功，结合巧妙的手工制
作，无不诠释着“三爱三节”的内在深意，
提高了学生的节电节水节粮意识，更好地引
导学生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让学生认识到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逐步
形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做到“光盘”不剩
饭，杜绝长流水、长明灯，切实让“三爱三
节”深入人心。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随
着“三节”主题教育的不断深入，枣庄科技职
业学院不断拓展其内涵和外延，鼓励学生不仅
要躬身践行，还要向亲朋好友宣传“节俭养
德”，不参与、不收看哗众取宠、浪费粮食的
不良网络直播节目，发现浪费现象勇于制止和
举报，时刻将勤俭节约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三节”教育开展以来，枣庄科技职业
学院“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显著减少，厨余垃
圾数量大大降低，“你我携手，做有‘粮心’
的新时代最美枣科人！”已深深植根于广大师
生的心田。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侯同运
院长 谷道宗）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坚守“粮心”节俭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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