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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下午，学校召开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领导小组会议，传达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教
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高校党
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两个实施意见精
神，对近期党建工作进行了布置。党委书记舒
歌群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向
东，党委常委、副校长陈晓剑，党群部门主要
负责人，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负责
人参加会议。
会上，叶向东传达了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
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高校
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两个实施意见精
神，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党委组
织部通报了中科院党建督查自查、党员发展、
党务培训及联系党支部等 2018 年上半年党建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两个实施意
见和党员发展进行了交流讨论。
在总结讲话中，舒歌群就做好下一阶段党

建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高度重视 2018
年党建工作。他指出，2018 年是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管高校巡视整改后
的第一年，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必须有新气
象、新作为。各院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认识，
高度重视 2018 年的各项党建工作，把抓好巡
视整改成果、推进党建规范化、提升党建质量
作为党建工作重点，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教
育部党组 《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二十条，
将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二是扎实推进“对标争
先”建设计划实施。他强调，“对标争先”建
设计划是增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总体抓手，是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高校基层延伸的有效途径。
各院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文件精
神，积极创建“十百千万”工程，以评促建，
找差距，补短板，争创党建工作标杆。三是稳
妥做好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他强调，实施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要把握好“突出政治
建设、坚持双向提升、注重分类指导、强化基

中国科大隆重举行
2018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本报讯 又是一年六月，又是一年毕业
季，校园里，荷风阵阵，佳木荣荣。2018 届毕
业生们顺利完成学业，即将从母校扬帆起航，
开启崭新的人生征程。
6 月 23 日上午，我校 2018 届本科生毕业典
礼暨学位着装授予仪式在东区大礼堂隆重举
行，校领导，各院、系和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人，本科毕业班班主任、2018 届全体本科毕业
生及其亲友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庄严神
圣的美好时刻。
典礼开始前，大礼堂内播放了原创歌曲
《自由星空》 和宣传片 《科大映像》，同学们共
同回味美好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学生合唱团
现场演唱了 《天空》《共和国之恋》，表达了对
母校深深的祝福和眷恋之情。
上午九点，毕业典礼暨学位着装授予仪式
正式开始。校领导舒歌群、包信和、叶向东、
陈初升、杨金龙、杜江峰，导师代表陈旸、李
嘉禹、葛学武、陈卫东、刘斌、余玉刚，特邀

校友代表李定，身着导师服在主席台就坐。毕
业典礼由校党委副书记蒋一主持。
随着激昂而又熟悉的校歌旋律响起，两
队同学手擎蔚蓝色的校旗从礼堂后方缓缓走
向主席台，校旗掠过全体同学头顶，同学们
欢呼着伸出双手触摸校旗，重温母校带来的
温暖回忆。在热烈的气氛中，全体起立，奏
唱国歌。
随后，陈初升副校长宣读了学校关于授予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表彰各类优秀毕
业生的决定。汪楠等 244 名同学荣获“2018 年
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称号，
邓宇皓等 965 名同学荣获“2018 届校优秀毕业
生”称号，学校对自愿到西部、到基层、到部
分国家重点单位工作的彭绣球等 80 名同学，
到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属研究单位工作的丁冬生
等 30 名同学，以及荣获 2017-2018 学年度先进
毕业班集体称号的 40 个班级予以表彰。
此外，现场还为获得第六届“荣誉等级”

毕业——
与校长合影
为满足毕业生心愿，给
同学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大学
记忆，每年毕业典礼开始之
前，学校都会安排各本科生
班级列方阵与校长合影，这
已成为近年来我校毕业典礼
仪式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成为科大校园毕业季一
道别致靓丽的风景线。
每每此刻，着学位袍的
校长都会敬业地在等着合影
的毕业生方阵之间不停歇地
奔走穿梭，这份亲和受到了
毕业生同学的欢呼喝彩与众
多家长的喜悦围观。
晓萍 摄影

图为奔走中的包信和校长

层导向”的原则，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
“双带头人”支部书记选拔方式全覆盖。各院
级党组织要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结合实际逐
步优化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注重健全培养培
育、管理监督、激励保障等机制，全面提升教
师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能力。四是突出抓好发展
党员工作。他指出，青年教师、青年学生是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各院级党组织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特别是本科生
发展党员工作，切实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五是结合“双一
流”建设开展党建工作。学校各党群部门和院
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对标中央要求，按照校党委
的工作部署，立足质量建党、制度治党这个根
本，结合本单位“双一流”建设目标和单位特
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任务举措，立标准、树标
杆、促后进，以一流党建支撑保障学校的“双
一流”建设。
（党委组织部）

称号的学生颁发了获奖证书。自 2013 年起，
学校在本科毕业班学生中授予部分优秀学生
“荣誉等级”称号，今年是第六次授予学生
“荣誉等级”称号。经院系申报、专家评审，
赵虓等 71 名同学荣获第六届优秀学生“荣誉
等级”称号。
在热烈的掌声中，校学位委员会主任、校
长包信和院士致辞，深情寄语即将毕业的同学
们。他首先代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衷心祝贺同
学们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并向毕业
生的老师和亲友表示感谢。
包信和说，四年来，同学们在教学相
长、对话大师的过程中醉心于思想碰撞，在
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理实交融的创新实践中浸
润科学精神，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释放
青春激情，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增长才干。
在中国科大的熔炉里锻造，深深地打上了中
国科大的烙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科大人，
我为大家感到骄傲！
对于即将告别母校、踏上人生新征途的同
学们，包信和以“做永不褪色的科大人”作为
临别赠言，希望大家“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什
么环境，无论未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要肩
负科大人的使命与责任，永葆科大人的情怀与
品格，做永不褪色的科大人”
。 (全文另发)
(下转 2 版)

舒歌群书记一行赴贵州省调研定点扶贫工作

学校召开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领导小组会议

本报讯 6 月
20 日 - 22 日 ， 校 党
委书记、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长舒歌
群，党委副书记、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副组长蒋一带队赴
贵州省调研定点扶
贫工作，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政办公室工作人
员和学校派驻六枝
特区扶贫干部等陪
同调研，中科院昆
明分院副巡视员、
科学教育处处长、
扶贫办公室主任戴
开结一起参加调
研。舒歌群一行会
见了贵州省、贵州
省扶贫办、六盘水
市、六枝特区以及
赴六枝特区检查学
校定点扶贫工作的
中科院监督与审计
局等相关领导，在
贵州省扶贫办、六
枝特区召开定点扶
贫工作座谈会，并
深入六枝特区新窑
镇联合村、关寨镇
西克村、岩脚镇、
落别乡调研学校定
点扶贫示范基地，
走访慰问贫困群众。
6 月 20 日 下
午，贵州省副省长
吴强与舒歌群一行
亲切会谈，贵州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项长权、省教育厅
副厅级督学潘建
春、省扶贫办副主
任张涛等参加了会
见。吴强对舒歌群
书记带队调研定点扶贫工作表示热
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吴强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以习近平总
书记扶贫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脱贫
攻坚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脱贫攻坚
取得重大成效，贫困发生率由 26.5%
下降到 7.75%，初步形成了脱贫攻坚
“贵州样本”。当前，扶贫攻坚进入
关键期。舒歌群书记介绍了学校基
本情况和两年来定点帮扶贵州省六
枝特区的工作进展。舒歌群指出，
此次来贵州调研，希望能够准确了
解贵州省脱贫攻坚整体工作部署和
具体需求，坚决依靠和配合贵州省
各级党委政府，找准工作发力点，
精准对接、形成合力，切实履行好
学校定点帮扶责任。双方商定，进
一步建立畅通的工作沟通机制，在
大数据、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方
面具体对接、加强合作。
在与吴强会见之前，舒歌群一
行与张涛、孙志明等进行了座谈。
舒歌群指出，学校自 2015 年接到对
口帮扶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扶
贫任务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定点扶
贫工作，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选派优秀干部，积极争取
并直接投入大量资金，积极为六枝
特区开展教育培训和产业扶贫。在
今后的工作中，希望与贵州省扶贫
办加强沟通交流，更好配合贵州省
各级党委政府打赢扶贫攻坚硬仗。
学校派驻六枝特区挂职干部、挂任
六枝特区党委常委、副区长陈超汇
报了学校定点帮扶六枝特区的工作
进展。
(下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