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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担当 新作为助推学校优质校建设
—我校组织收看全省教育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视频会议
——

10 月 29 日下午袁全省教育系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精神视频会议在广州召开袁我校被定
为分会场之一遥为落实叶广东省教育厅
办公室关于召开全省教育系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
神视频会议的通知曳(粤教办函也2018页
276 号) 文件精神袁 我校校领导班子成
员尧党委委员尧纪委委员袁各单位副处以
上领导参加会议遥

省教 育厅 厅 长 景 李虎
发表重要讲话袁景李虎厅长
强调袁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精神袁是我省教育系统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头等大事
和首要政治任务袁我们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新
指示新要求引领和调整我
会议现场
们推进工作的思路和举措袁
推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在南粤大地生根发芽尧 结出硕果袁
具体做好以下五点院一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遥二要在全省教育系统中迅速形成学
习宣讲培训的热潮遥三要结合本地本校
实际加强调查研究遥四要积极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遥五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遥
视频会议结束后袁 陈优生校长讲

传承红色基因

话遥他表示袁习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
讲话体现了习总书记 野四心冶要要
要宣誓
决心尧不忘初心尧为民企定心尧对民生关
心遥我们在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过程中要以新担当尧新作为推动学校
优质校建设袁 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
点院第一袁把学生的入学和就业联系在
一起袁树立学校的品牌;第二袁学校要形
成独特的核心理念袁要尊重尧呵护尧培养
学生袁为惠经的理想而奋斗;第三袁底层
要有责任心袁中层要有上进心袁高层要
有事业心;第四袁学校要形成自己的文
化袁营造野浓厚的政治气氛袁浓厚的学习
研究气氛袁浓厚的文明和谐气氛尧浓厚
的文娱体育气氛冶袁坚持野43334冶发展战
略袁做到关注学习差的学生尧关注经济
有困难的学生尧 关注行为有过错的学
生尧关注心理有障碍的学生袁努力引导
学生成长尧成人尧成才遥
陈优生校长就如何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四点要求院

一是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头等大事尧
首要政治任务;二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
涵和精神实质袁 切实用于统一思想尧指
导实践尧引领学校发展;三要带着责任尧
带着使命抓工作落实袁真抓实干袁进一
步优化落实四个野走在全国前列冶袁扎实
把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袁有
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社会主义
思想在我校落地生根袁开花结果;四要
在学校迅速掀起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的热潮袁确保其进课堂袁进师生
头脑袁并做到有深度尧有温度尧有广度遥
李引枝书记在会后总结表示袁希望
各单位将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上级
要求认真传达下去袁扎实开展学习袁注重
融汇贯通袁勇担新使命袁展现新作为袁为
学校打造创新创业型大学多作贡献袁为
大湾区建设提供更优质的人才保障遥
渊党委宣传部/文图冤

争做时代新人

—惠州市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实验基地挂牌仪式在我校顺利举行
——
真学习党的历史袁深入宣
传党的历史袁是学校教育
的职责所在遥我们要以此
次挂牌仪式为契机袁把党
史宣传教育与学校教育
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袁大力
丰富党史学习宣传的载
体和平台袁进一步引导师
生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历
揭牌仪式
史袁 准确把握人生坐标袁
坚定理想信念袁学党史尧感党恩尧跟
10 月 17 日上午袁惠州市中共
党史宣传教育实验基地挂牌仪式
党走袁 自觉当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尧
在我校举行遥出席此次仪式的领导
实践者袁努力把教育实验基地建成
有院学校陈优生校长尧党委李引枝
学习尧宣传尧研究党的历史与红色
书记尧党委赖美琴副书记袁中共惠
文化的重要阵地和典型示范点袁推
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黄敏主任尧苏琪
动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有效发展遥
副主任尧黄建辉副科长袁惠州市红
色文化促进会宋秀杰会长尧邢树朋
副会长袁 党办相关同志及 50 余名
学生参加仪式遥仪式由党委赖美琴
副书记主持遥
会上袁黄敏主任发表讲话遥他
表示袁野惠州市中共党史宣传教育
学校陈优生校长讲话
实验基地冶的建成是学校高度重视
党史宣传教育的具体体现遥近年来袁
随后袁陈优生校长发表讲话遥
他对惠州市党史办和惠州市红色
学校与惠州市红色文化促进会合
文化促进会在我校设立野惠州市中
作袁 在全体师生中扎实开展一系列
生动丰富的红色宣传教育活动袁极
共党史宣传教育实验基地冶表示感
谢遥他提到袁近年来袁我校在教育教
大激发了全体师生爱党爱国的情
学各个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怀袁形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特色品牌袁
推动了学校的发展进步袁 在惠州市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坚持把
大中专院校中树立了良好榜样遥
野立德树人冶作为头等大事遥此次基
地的建成袁既是我校落实 2018 年
黄敏主任提到袁 中共党史是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大事和喜事袁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袁也是最好的
也是我校在红色教育基地建设上
营养剂和教科书袁是推进中国特色
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袁将有效推动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力量源泉袁认

学校工作的发展袁起到野注入红色
基因尧激发工作激情尧交出满意答
卷冶的良好效果遥
陈优生校长指出袁此次实验基
地的建成袁除了正面引导师生学习
优秀的革命传统外袁还要在广大师
生中树立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袁同时
发挥基地对学校教育教学的三个
作用院第一袁引领作用袁以优秀革命
故事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尧
人生观尧世界观袁激发师生投身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的热情袁引导师生为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遥第二袁示范作用袁作为一所民
办院校袁 学校坚持从高原迈向高
峰袁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遥今后袁
学校将在建设红色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宣传工作走
在全市前列;第三袁凝聚作用袁学校
将以实验基地为载体袁推动优秀革
命传统进课堂尧进师生头脑袁努力
将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实验基地建
设成为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战斗阵地遥
赖美琴副书记表示袁惠州市中
共党史宣传教育实验基地的落成袁
对于深入开展 野红色教育进校园冶
工作袁进一步升华师生爱党尧爱国尧
爱惠州的境界与情怀具有重要作
用遥她希望袁同学们在今后要学党
史尧颂党恩尧强信念袁坚持与信仰对
话尧与专业成长尧与艺术同行尧与工
作对面袁不断成长尧进步尧成才袁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和合格接班人遥
渊董 扬/文图冤

会议现场

10 月 26 日袁惠州市人民政府行政
督查调研组杨旭波主任和市教育局杨
炎林副局长一行莅临我校检查指导袁受
到我校校长陈优生尧党委书记李引枝等
校领导的热情接待袁双方在行政楼 411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遥
陈优生校长在会上全方位汇报了
我校近几年招生尧专业建设尧管理机制
体制建设尧人才培养模式和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等基本情况遥 陈优生校长表示袁
我校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尧争当民办
高校排头兵付出了不懈努力院我校近几
年政治思想工作形成稳定机制;我校师
生在国家级尧省市级各项竞赛中成绩斐
然袁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遥同时袁陈
优生校长也向调研组汇报了我校在办
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遥
听取汇报后袁 杨旭波主任表示袁我
校多方面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袁严格依法
依章规范办学袁 既有骄人的实践成绩袁
也有丰富的理论成果袁在全省民办高校
位居前列袁与许多公办高校相比亦不逞
多让袁实属难能可贵遥同时袁杨旭波主任
也对我校总体建设提出五点建议院一是
树立自信的办学理念袁二是严格制定并
执行办学标准袁三是坚持走质量办校之
路袁 四是进一步推进学生的实操锻炼袁
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袁五
是加大科研学术投入袁 提高学校专利
数遥
渊雷 斌/文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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