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立军在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院长）读书班上强调

担当立德树人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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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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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9
月17日，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

全面落实第 27 次全国高校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推进全

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甘霖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19 年以来，全省

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认真贯彻党中

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积极履职尽责、

主动担当作为，推动高校党建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做好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高校党建工作，要全面

准确把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把党建工作各项要求切实落实

到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全过程。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高校

党建工作体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增强院系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

挥师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提升

高校党建整体合力。要推动高校党建

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党建确保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以党建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把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同谋

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要全面

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加强重点领域整治，加强作风建

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

态。要坚决维护高校和谐稳定，突出

抓好疫情防控，始终绷紧安全这根

弦，做好全流程、全时段风险防控，确

保万无一失。

会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

“两新”工委书记、省委党建办主任

易林传达了第2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电子科技大学、成

都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

理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绵

阳城市学院6所高校作交流发言。

会议由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

勤主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

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省版权局）局长周青；省委“两

新”工委专职副书记尹显耀；省委教

育工委、教育厅班子成员，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全省高校党委书记、

校长（院长）；市（州）党委组织部、宣

传部、教育工委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
9月16日，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暨“对标竞进、争创一流”

读书班在成都开班。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于立军出席开班式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

关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对高

校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加强高

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新

时 代 高 等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

本次读书班为期 3天，副省长罗

强在读书班作专题报告。

于立军强调，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推动讲话

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做

到融会贯通、学思践悟。

于立军指出，要牢牢把握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

导根本原则，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健全和落实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社会

主义教育“四为”根本方向，着

眼推动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加

快转变，为治蜀兴川作出更大

贡献。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明确立德方向，做好育

人工作，以此作为检验学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牢牢掌

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坚决维护高校政治安全。要牢

牢把握健全高校党建工作体系

根本保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于立军要求，高校党委书

记、校长（院长）要担当新时代管

党治党、办学治校政治责任，提

升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政治能

力，发挥弘道立身、以德率人示

范作用，保有专注发展、改革创

新奋发姿态，厚积遵循规律、深

耕主业专业素养，强化从严治

校、敢抓敢管责任担当，努力成

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

主持开班式。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邹瑾；省委教育工委、教育

厅领导班子成员；全省普通高等

学校、四川开放大学、四川科技

职工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院长）

共300余人参加开班式。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
9月 18日，副省长罗强出席全省

高校“对标竞进、争创一流”读书

班并作专题报告，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和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持续开展“对标竞进、争创一

流”活动，奋力推动我省高等教

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罗强指出，“对标竞进、争创

一流”活动开展一年来，全省各

高校瞄准国际国内对标学校，聚

焦学科建设、科研指标、师资队

伍、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对外合

作等方面，全面查找差距，认真

分析原因，奋力提升超越，取得

阶段性成效。但在活动开展中，

仍然存在思想认识还不够到位、

对标目标不够精准、发展举措不

够实在、争创劲头还不够等问

题。

罗强强调，我们要清醒认识

到与传统高等教育强省的差距，

努力迎头赶上。要牢牢把握国际

环境竞争加剧、现代化建设进程

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

展的新要求新任务，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持续

推动“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活动

走深走实，加快构建四川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体系。

罗强强调，要坚持育人为

本，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

育教学的首要任务，优化教学

布局，打造特色课程。要坚持人

才为要，大力实施高校教师素

质能力提升计划，有针对性地

引进人才，走“育引并举”之路。

要坚持学科为重，实施“一流学

科”递进培育计划，推动“高峰”

“高原”“高地”学科建设，全力

打造一批一流学科。要坚持科

研强校，突出需求导向，优化资

源配置，强化基础研究，大力推

进高校科研评价改革，激发科

技创新活力。要坚持统筹谋划，

聚焦重大战略优化结构布局，

聚焦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

聚焦服务支撑推动成果转化，

引导高校贴近产业发展需求。

要坚持服务为先，突出中心抓

好教学工作，用心用情做好学

生工作，注重细节强化后勤保

障。党委书记、校长要提高工作

本领，党委书记善于统筹揽总，

校长精于治校办学，班子成员

全力推动发展，努力当好办学

治校的“大先生”。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

主持专题报告会并作总结讲话。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邹瑾，省委教育

工委、教育厅班子成员，全省普

通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院

长）及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报告

会。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 摄
影报道）“手要握稳，用力要均

匀。……对，颜色怕浅不怕深，

一会儿再上点色就行了。”9月

17 日，眉山市三苏祠内，工作

人员正指导台湾学生梁小熳

制作拓片。将宣纸铺在刻有诗

文的石板上，经过润湿、打纸、

上墨，再将其揭下晾干，一件

拓品就完成了。

9 月 17 日至 18 日，由四川

省台办、教育厅联合主办的

“千里共婵娟——川台青年魅

力四川行中秋联谊活动”在川

举办，来自四川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的近 20 位

新入学的台湾大学生，走进眉

山市、成都市大邑县，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与四川的大学生

结对交流，欢度中秋佳节。

参观三苏祠，感受三苏文

化的魅力并制作诗词拓片，是

他们在眉山的活动之一。“一

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

家。”在三苏祠，同学们穿上汉

服行祭拜礼，了解苏氏三父子

的传奇人生；从诗、词、文中感

受苏轼的大气磅礴，并制作拓

片留作纪念。

“这个中秋节虽然不能跟

家人呆在一起，但以这样的方

式度过，认识了这么多朋友，

我觉得很有意义。”梁小熳来

自台湾桃园，她说，能够亲手

拓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让她感觉与苏轼更亲近

了。

17日下午，同学们来到四

川工商学院。川台大学生一一

结对，一起参观校园，并在小

厨房亲手制作香甜可口的月

饼。

在随后举行的中秋诗词

会上，两岸学生各展其能，猜

字谜、飞花令，观看充满传统

文化元素的表演，整个礼堂充

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就读于

四川师范大学的台湾同学何

思侬说，这次参赛更让她感受

到了诗词的魅力，同时也更加

坚定了要继续研习中华传统

诗词的决心。诗会上，眉山市

特地向每位台湾学生赠书《苏

东坡》。在两岸学生、老师一首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合

唱中，诗词会落下帷幕。

省台办二级巡视员白刚

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台湾学子

努力深造，学有所得，积极融

入四川生活，并把亲身感受的

大陆发展传递给岛内的亲朋

好友，助力两岸交流和融合发

展。

9 月 18 日，正值“九一八”

事变90周年，同学们一行来到

了成都市大邑县，在安仁镇建

川博物馆参观抗战老兵手印

广场、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正

面战场馆、改革开放馆等，了

解中华民族英勇抗战、永不屈

服的抗战史，以及改革开放以

来的40余年间，祖国经历的辉

煌巨变。

“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珍

惜现在用鲜血换来的安定社

会！”参观完正面战场馆后，来

自四川师范大学的台湾学生

吕依镁在馆内的留言簿上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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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台青年魅力四川行中秋联谊活动”举行

在川台湾大学生联谊吟诗过中秋

罗强在全省高校“对标竞进、争创一流”读书班上强调

奋力推动我省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我省将开展近视防控
宣传教育“五个一”活动

诗词会上，四川工商学院师生向台湾同学赠送月饼并合影留念。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近日，教育厅印发《关于开展第 3
个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指导各地中小学开展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系列

主题活动，合力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各校要切实提高学生爱眼护眼意识，常

抓不懈宣传近视防控，着力提高儿童青少年用眼行为改进率

和近视防控知识知晓率；要充分认识改善教学条件对预防近

视的重要性，按照各项标准要求，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加强

对学校视觉环境的检查督导；要加强电子产品管理，引导中

小学生注重保护视力；要组织开展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五

个一”活动，包括学校推出一期宣传海报或者主题板报、校长

进行一场爱眼护眼国旗下的讲话、班级开展一次爱眼护眼主

题班会、班主任向全体家长编发一期防近视科普知识、中小

学生讲一次自己的“爱眼护眼故事”；要有效带动家长参与，

通过给家长一封信、家长会、家长课堂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

提高家庭的眼保健意识；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加强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和试点县（市、区）建设、示范

校建设；要充分认识近视监测、筛查和干预的重要性，做到对

近视的早预防、早发现。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要求积极开展

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主动策划开展一系列师生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宣传教育活动，合力加强近视防控宣传教育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