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 日中
午，我院为深入
落实上级文件
精神，做好“两
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的常态
化，在 201 教室
召开全体教职
员工党员大会，
党委书记安宁
出席，全体在校党员参会。

会上，安宁书记就《中共陕西省委
关于对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
人初步人选公示的通知》的通知学习，
深入的在全体党员中就我省出席党的
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 51 名
同志在全院党员中公示，让全院党员
对以上候选人发表意见，学院党委书
记安宁带领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党章，
就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及党性教育上
了一堂党课，全体参会党员对我省出
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
51 名同志一致鼓掌通过。

安宁书记就
学院的系列党建
工作做了部署，要
求学院全体党员
要坚持不懈做好
“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工作的常态
化，“两学一做”
永远在路上，要求
全院党员同志深

入学习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的讲话。同时，安宁书
记强调学院全体党员要加强党内理论
知识的学习，做到见细见小；真正的落
实好从严要求，从严治党，自觉提高自
身党性修养；围绕学院的中心工作，起
到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性，促进学院
内涵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宣传部 吕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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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开展“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赛前培训促项目

5 月 6 日，
西高学院开展
“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
大 赛 赛 前 培
训，促进项目
发展，学院聘
请新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资
源部顾问任阳
引导师为学院全体带队
参加“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的老师培
训。学院副院长睢宇恒出
席并讲话，全院带队参赛
老师参加培训。

第三届“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
我院创新教育理念的重
要平台，是西高特质人才
培养的重要形式。学院从
上到下高度重视，成立领
导组织机构，为进一步加
强“互联网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项目落到实
处，2017 年的“双创”比
赛学院各部门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力争以此次比
赛为契机，积极推进我院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实
践，不断提高我校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水平，推动我
院“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新局面。学院通过
多次动员会、协调会、培

训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大
赛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学院副院长睢宇恒
讲话强调，要充分认知大
赛的重要性，要将大赛作
为重点工作抓紧落实并
提了四点要求：一是继续
将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
人才培养方案的全过程，
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
业教育有机融合，挖掘、
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
新创业教育资源；二是将
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教
改课改的全过程，在简化
理论强化实践的学院教
改理念中加大创新理念
的渗透，将课堂改革、考
试改革落到实处；三是将
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完
整大学生活理念的全过
程，相关部门要利用好各
类校园文化活动，真正实
现，快乐学习、愉快生
活，赛出水平，玩出名
堂；四是举全院之力做好

“互联网 +”创
新创业大赛参
赛工作。各部
门 要 精 心 策
划、明确任务、
各司其责，做
好参赛项目的
报名、集中培
训和重点培育
工作。充分发

挥学院优秀师资对参赛
团队的指导作用，全面展
现我们两所学院的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成果。以优
异的成绩助力学院双一
流建设，为西高特质人才
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
目标是达到赛教一体化
批量的项目生成。通过为
期两天的培训真正的达
到预期目标，通过理论结
合实践，真正的做到项目
的路演评审。学院教务处
高度重视，把比赛和教学
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创、以赛促改，使我院培
养更多复合型应用性人
才。同时，学院将在近期
开展好 2017 年职业教育
活动周相关工作，全体教
职员工以实际行动做好
学院系列中心工作，以丰
硕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宣传部 吕妍 )我院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党员
大会深入落实党内精神

我院隆重召开五四表彰大会
提升青年学生荣誉感和使命感

5 月 10 日中午，我院在 715 教室
召开“五四”暨 2016 年校园文化艺术节
表彰大会。大会对我院优秀共青团干
部、优秀共青团员、2016 年度校园文化
艺术节获奖人员及先进集体予以表
彰。学院党政领导代表及各部门负责
老师出席，全院团员代表及 2016 年度
校园文化艺术节获奖代表参会。团委
书记于京玮主持。

此次表彰大会旨在提升学院当代
青年荣誉感和使命感。院党政办主任
靳林弋宣读表彰文件并讲话。他深刻
强调学院一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团员
青年服务的宗旨，全面落实我院完整
大学生活理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深入推进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
作，全面履行团的各项职能。他强调学
院各基层团组织、广大青年团员和团
干部要以此次表彰为契机，认真学习
一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精神，深入践
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现中
国梦为动力，志存高远，勤奋拼搏，全
院青年学生应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

学院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大
会上，对获奖的先进集体与个人进行
颁奖，此次获得表彰的有优秀团员及
优秀团干 184 名，优秀团支部 8 个，文
明宿舍 14 个。

15 级软件技术一班的学生代表吴
利飞发言，他感谢了学院老师对他的
栽培，表示自己会珍惜荣誉，一如既往
的努力，加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与同学们一起努力，牢记团组织的誓
言，践行一名当代青年的义务和责任，
誓与学院、祖国同发展。
此次活动通过表彰优秀、树立典

型，展现出我院团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也是学院近年来重视育人工作，狠抓
基层团学组织建设的重要体现。我院
也将一如既往认真扎实开展基层组织
建设，做好“一学一做”系列学习教育
活动，使全体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实现中国梦
为契机，艰苦奋斗。学院为培养德才兼
备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懈努力，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文 / 图 吕妍 赵维政）

我院开展“五四”青年节新团员
宣誓仪式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为迎接“五四”青年节，近日，我院

在 201 教室开展“五四”新团员入团宣
誓仪式暨以“弘扬五四精神 奉献火热
青春”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我院有 265 名优秀青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会的团委纪检
部部长白壮宇宣布新团员名单，各系
团总支书记给新团员代表颁发团员
证。

团委负责老师给予新入团的青年
们希望和要求：每位新团员能在入团
之后会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积极向
上，充分发挥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承
担起一名团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并能
够带动其他要求进步的同学共同进
步。同时也希望每位团员从入团宣誓
的这一刻起，就要清醒的认识到，入团
只是团员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奋斗的
终点；入团只是意味着我们肩上又多

了一重责任，而非炫耀自己的资本。青
年们应该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青团
员，是身边同学们的榜样，为更多的同
学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应该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应更加积极地追求上进，力
争上游。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

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
望。本次活动旨在要求广大青年团员
们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一定要练就
过硬本领、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一定
要矢志艰苦奋斗、一定要锤炼高尚品
格。踏踏实实做人、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青年团员要志存高远、
增长知识、锤炼意志，做好党的后备军
和助手，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
绚丽的光彩。

（宣传部 吕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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