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启动以来，学校领导班
子围绕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步
伐，满足全省人民对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的期盼，切实将群众观点、
师生愿景融入到学习中，紧密联
系学校建设发展实际，做到学与
思、学与谋、学与行三个结合，切
实提升学习力、发展力和执行力。

学与思相结合，提升学习力

学校领导班子在学习过程
中，认真思考学校建设发展、转型
升级面临的深层次、全局性、根本
性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判断。校
党委书记郑永扣就大学内涵建设
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学校内涵
式发展的设想。他认为，大学内
涵就是决定一所大学水平和特色

的内在规定性总和。就郑州大学
而言，强化内涵建设，实现内涵式
发展，要从五个方面着力，一是提
高学科建设水平，增强科技创新
能力；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着
力培养引进学术领军人才；三是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四是推进管
理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提 高 管 理 水
平；五是培育优秀大学文化，塑
造 学 校 极 具 尊 严 的 社 会 形 象 。

“人心齐泰山移”，要充分听取群
众意见，善于汲取智慧与营养，
最大限度地把大家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

学与谋相结合，提升发展力

在认真学习思考的基础上，
结合郑州大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

的主要问题，学校领导班子认真
谋划好学校未来一个时期的总体
发展思路：以“一省一校”为主线，
以协同创新为抓手，加快学校转
型发展与内涵建设步伐，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以
一省一校为主线”，一是强调内涵
建设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二是强
调管理方面的统筹性。要求学校
所有的建设与发展，都要统筹到

“一省一校”的总体部署上来，在
经费方面不搞重复投资，在项目
安排上不搞重复建设。“以协同创
新为抓手”，也包含两层含义，一
是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层面，
二是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层面，要
着力解决服务面向，解决科研分
散，推动学校体制机制改革，促进
创新能力与文化建设。在广泛调

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学校确
定了 2014 年 31 项重点工作，内容
包括做好老校区供暖改造、电力
增容工作，加快推进高层次人才
公寓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分配
激励和业绩导向机制，做好就业
服务、提升就业质量等广大师生
高度关注与热烈期盼的民生建设
项目。

学与行相结合，提升执行力

在学习过程中，学校党委研
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对学
习制度、学习方式等提出明确要
求，更加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合
一，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3 月 14 日，学校召开 2014 年
重点工作推进会，研究 2014 年重

点工作的推进与落实，与 44 个院
（系）签订了目标任务书。与此同
时，学校 2014 年重点工作也分解
到机关各部门。各部门结合教育
实践活动制定了重点工作推进计
划。这标志着学校 2014 年重点
工作进入到深化落实阶段。学校
领导班子“实打实”抓落实的工作
作风,引领全校各单位静下心神,
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层层抓落实,
件件抓落实。校长刘炯天认为，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四
风”问题，关键在于以昂扬的斗
志开展工作，用扎实的思路推进
工作，用务实的成效改进工作，
扎扎实实把学校各项工作推动
好、落实好，这就是最好的作风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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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三结合三提升”

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胡炳俊 本报通讯员 魏强

周口师院举办“拍卖会”为贫困学生筹款
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在

河南周口师院校园内举行，引得成
百上千名师生前来参与。经过约两
个小时的拍卖，乐器、手机、电脑、护
肤品、店铺优惠卡、衣服等物品被抢
拍一空，最终，整场拍卖活动共筹得
爱心款 4000 余元。“这些钱虽然不

多，但它代表着广大学子的拳拳爱
心，这笔费用将归入院学生会爱心
基金会，用于救助贫困大学生。”周
口师院团委副书记张昱说，爱心基
金会自去年 3月成立以来，已成功帮
助在校困难学生数十名，累计金额
达 6万余元。 （苏光鸿）

河南工程学院做到“四个坚持、四个突出”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河南工程学院党委高
度重视，坚持“四个坚持、四个突
出 ”方 针 ，扎 实 开 展 教 育 实 践 活
动。校领导率先垂范、带头落实，
坚持做好“四个到”，主动到困难比
较多的单位去排忧解难，到教职员
工意见较集中的地方去理顺情绪，

到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地方去总
结经验，到工作没有推开的部门去
开拓局面。坚持聚焦四风，突出边
学边改。切实把党员干部在活动
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
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凝聚发展共
识，用实际工作成效检验活动成
效，促进学校发展。 （何平）

河南电大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工作
河南电大作为第二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单位，按照省
委部署，召开动员大会，建立活动
专网、编撰活动简报、开通专线电
话和电子邮箱、设立群众意见箱，
并对各党总支、党支部进行督导。
学校印发了“学习教育、听取意见”
环节的安排意见后，党委中心组立
即召开集体学习扩大会，邀请党支

部书记代表、辅导员代表、思政课
教师代表和学生党员代表等共同
参加，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意见》并展开热烈讨论，校
领导们认真聆听了来自基层师生
代表们最真切的感受，为更好地解
决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的问题
打开了思路。 (胡炳俊)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组织观看影片《焦裕禄》活动
近日，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观看影片《焦裕禄》活动，放映
结束后，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影片
再次让大家重温了焦裕禄同志的
光辉事迹，进一步理解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和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的重要意义，是当前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鲜活教材。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
志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
身的品质和精神，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爱岗敬业，开
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学院发展贡
献力量。

（张建华 苏磊）

3 月 28 日，平顶山学院组织处级以上党员干部
赴兰考学习缅怀焦裕禄同志，继承和弘扬焦裕禄精
神。大家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聆听了焦裕禄同志
的生平和感人事迹，拜谒了焦裕禄烈士陵墓。在焦
裕禄烈士墓前，全体党员干部敬献花圈，重温入党
誓词，追思焦裕禄同志的丰功伟绩。随后，焦裕禄
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李永成为大家做了一场题为《焦
裕禄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专题辅导报告。（曹萍）

3 月 28 日，从郑州中学传出喜讯，该校初三年
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班的刘天皓、周谨、刘宇
玮、张笑宇、弓浩宇、方鹏宇、任羽心 7名学生考入西
安交通大学本硕连读少年班。从初试到复试再到
心理测试和面试，无数莘莘学子止步于这 6.5%的录
取率前。据了解，进入复赛的学生要参加包括学业
能力笔试、心理素质测试、身体素质测试和面试在
内的综合测试。 （胡炳俊）

轻触手机屏幕，电视机会自动打开，空调风叶
会上下摆动……在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小学 3 月 28
日下午举办的“智慧大讲堂”上，当卢星言同学的爸
爸通过手机，在大屏幕上演示物联网的神奇功能
时，孩子们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这种大讲堂
每周五都有,邀请的嘉宾主要是学生家长,也有学
者、专家、企业成功人士等，与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
紧紧结合在了一起。”该校校长陈淑萍说。 （李好）

近日，来自北京教育联盟学校
的校长、同仁慕名到洛阳市西工区西
下池小学考察学习。作为一所农民
工子弟学校，该校在近 10 年的探索
中成功开创了心教育理论体系，并在
践行中得到充分发展，同时还确立了

“爱和自由——让师生成为真正的自

己”的核心办学理念，开创了豫派教
育体系，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学
校先后被全国文明委、国家教育部授
予“全国基层示范儿童之家”、“河南
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
中小学校长培训基地”、河南省文明
学校。 (庆小霞)

北京学校教育联盟到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