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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动态
创业教育辅导员团队代表参加青岛市高校创业教育师资研修班

10 月 13 日，由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承办的青岛

市高校创业教育师资研修班在青岛国际创新园开班，我校创业教育辅导员发展团队代表郭雪

娇、唐丽坤、单珣参加为期一天的培训学习。

本次培训邀请到青岛市人社局主任褚庆柱，中国海洋大学创业导师薛艺，子谦国际创

业教育学院导师周金刚，北大创业训练营全国基地运营总经理袁航四位专家，围绕《高校创

业工作理论与实践》，《创新创业类慕课-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创业基础’之

创业思维体验课》，《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展开论述，从创新创业教育背景、环境、资

源、方式等现状，到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以及如何让学生接受创新创业思维，四位专家进行了

精彩细致的讲解。期间还穿插学院互动体验环节，深化学员对创业教育的理解体会。

据悉，本次研修班旨在帮助在青高校加强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开展创业培训业务

能力，积极推进高校双创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我校创新创业教育也在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及

青岛市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单珣）

◆院部风采

郑其绪做客石油工程学院“启航工程”，与青年大学生谈信念

自信

为加强十九大精神学习，增强同学们对“四个自信”的理解，走好大学生活第一步，

10 月 22 日下午 4 点，石油工程学院特邀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书记郑其绪教授做客

石油工程学院 2017 级年级大会暨“启航工程”理想信念教育讲座，作题为“增强政治定力，

成就无悔人生，与青年大学生谈信念自信”的报告，从“何为信念”、“信念从何而来”以

及“如何坚定信念”三个方面与青年大学生谈信念，话人生。

郑教授先后从信念是影响未来走向的关键、自信是信念的源泉、青年人对信念自信的坚

守三个方面娓娓道来，郑教授首先从“定力”入手，先后从邓亚萍、马云、屠呦呦等人奋斗

拼搏的故事中剥开了新的人文精神，表示他们的事迹是当下对“坚定人生信念，实现人生价

值”的最好诠释。对于坚持信念自信，郑教授说道：“中国已经积聚了充分的民族自信的资



本，今天的中国终于可以适时适度的展示英雄气，乃至霸气。中国的发展之路，是一条“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道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体现在“参与权-话语权-决策权”的

转变；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崛起实现了“无助-自助-助人”的跨越”。郑教授对在场的石工

学子提出了四点要求：“切莫忘记国家耻辱；切莫忘记贫穷年代；切莫忘记乱党乱国的岁月；

一定要珍惜今天国富民强的时代。”同时，郑教授鼓励道，“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是一所

功勋学校，从国家能源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校拥有独特的铁人精神，

希望在座同学能坚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会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勇于担当，心存善意，

活在当下，学会爱身边的人，爱自己的学校，爱自己的专业，因为爱即信念。”

整场报告会不时掌声雷动，郑教授慷慨激昂又深入浅出的教诲让在座同学深受鼓舞，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青春理想信念。（石工学院 吕俊杰 吴忧然）

机电学院举办“拥抱我的十九大，追随国家追随党”主题活动

10 月 22 日晚 9 时，机电工程学院在南教楼 208 室举办“拥抱我的十九大，追随国家

追随党”主题活动，通过演讲、诗朗诵、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庆祝十九大，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活动由车辆 1703 班刘雨主持，2017 级辅导员赵祎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主体内容包括五部分。首先，学生牛宝玺为观众带来主题演讲，歌颂十九大歌

颂祖国，声音嘹亮，感情真挚。紧接着，是一段由学生李元哲带来的《保卫黄河》钢琴演奏，

娴熟的手法、流畅的音律使得场面活跃。随后，诗朗诵《可爱的中国》和《祖国啊我亲爱的

祖国》相继上演，“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观众们也一同朗

诵，现场气氛热烈。之后，学生白程瀚为大家分享了他眼中的十九大以及心得体会，并与现

场学生互动，毛泽东、江姐、刘胡兰……通过讲故事猜人物的小游戏与学生一起回顾历史。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伴随着大合唱《我的祖国》，此次活动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积极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加学生的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 “活动形式富有新意，活动内容充实，活动意义积极向上。整个参与下来我

也看出了学生对时事要闻的关注以及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活动结束后赵祎说到。

应届生就业协议&劳动合同签订法务解析讲座成功举办

10 月 28 日，由就业指导中心、经济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教学院部联合

主办，职达-新奥俱乐部协办的“应届生就业协议&劳动合同签订法务解析”讲座在南教 100

教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王菊娥老师主讲嘉宾。



“现在不少同学开始签约了，面对人生的第一份三方，激动、彷徨、犹豫又有点小纠

结，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于一个平时不学法律的你，了解三方协议到底是什么吗？

知道在签订三方协议时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吗？”讲座伊始，王老师抛出两大问题，引出

本次讲座的主题。随后，王老师层层深入，结合自身丰富的法律知识和我校学生中遇到过的

实际就业法律相关案例，从市场用工合同类型、就业协议综述、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劳动争

议的解决等四个方面，详细讲述了当今社会用人单位与受聘者的用工合同类型与特点，解析

了《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合同订立、合同变更与解除、工资支付、经济补偿与违约责

任、签约注意事项等。最后，王老师还为学生们讲解了遇到劳动争议时，被雇佣者应如何正

确利用法律武器维权。

本次讲座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应届毕业生了解了三方协议、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了解了

《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更让学生们学会了在遇到劳动争议时如何正确拿起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明确了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提高了对择业、就业的重视度。

（经管学院 张大宇）

青年之声点十九明灯

金秋十月，恰逢十九大顺利召开之际，为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10 月 24 日晚，学而思杯“寻青年之声，燃十九明灯”演讲比赛初赛于在南教楼

210、211 举办。

本次比赛分为上下两场，七点整，在主持人朗声下比赛拉开了序幕，他号召在场诸位

向梦想进击。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演讲者们或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儿时及长大的梦想，

或引经据典，以伟人之梦阐述对梦想的理解，在场的评委和观众都被演讲者深深的吸引。同

时演讲者的话题又超然于个人，表现出对中国梦的深刻体味及强烈赞美，也不乏对同学们不

忘初心的深情鼓励。他们对中国梦的理解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词汇，而是可以靠努力，靠坚

持，靠勤奋，靠理智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

这次比赛的意义不在于在它的输赢本身，更在于它映射出了身为华夏儿女的石大学子

对自己梦想的坚持以及对中国梦的不懈追求。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重要性以及“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必要性，同时也激励着同学们“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继续更加勇敢前行。



化学工程学院开展“大学生化工过程实验技能竞赛”科创论坛

10 月 21 日，化学工程学院于难教 118 举行了“大学生化工过程实验技能竞赛”科创

论坛，首届全国化工实验大赛决赛二等奖获得者丁文龙及其指导老师刘相出席并主讲了此次

科创论坛。

论坛开始，刘相老师介绍了大学生化工过程实验技能竞赛分为初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

阶段，参赛队伍需要进行“查找资料确定合理的工艺流程”、“采用 Aspen 进行流程模拟 ”、

“绘制相关图纸”、“编写设计说明书”五个内容。紧接着，刘相老师以“第四届山东省‘欧

倍尔-隆腾杯’大学生化工过程实验技能竞赛”题目为例，分析了竞赛题目的主要构成部分，

并对学生提出建议：准备竞赛期间，除去要加深学习已授相关课程，结合竞赛要求查看、自

学其余相关知识同样十分重要。

紧接着，丁文龙对参加论坛的学生提出“适当注意课堂未讲授的知识点，如干燥”、

“学会类比，结合相关图表辅助理解”等多项建议。论坛最后，学生、老师进行沟通交流，

针对竞赛的准备工作以及部分疑问进行了详细讨论。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定于 2017 年 8 月联合举办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旨在提升教育

服务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的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本此科创论坛有效的介

绍了“大学生化工过程实验技能竞赛”的基本内容，对学生在科技实验与创新方面的兴趣培

养有着积极意义。（作者 湛文健）

储建学院 17 级入党启蒙大会召开

为响应十九大的召开，进一步弘扬党的伟大精神，为学院党建工作注入新鲜血液，10

月 27 日晚，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于南教 300 举行 2017 级入党启蒙大会。此次会议由储建

学院 17 级辅导员王加胜主持召开，全体已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新生参加会议。

会上，辅导员王加胜从党情介绍、党员要求、入党流程、入党动机等方面对新生进行

入党启蒙，全方位解答学生疑惑。其中，在对入党流程的介绍中，王加胜指出，严肃认真的

入党态度是必要的，例如入党申请书的格式、内容等如果有漏洞，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使“千

里之堤”溃败的“蚁穴”。此外，王加胜与学生交流等待入党的共青团员应做到的自我规范

与要求，通过具体的讲述向学生传达了敢于奉献，大公无私，团结群众的党员精神。最后，

学生就会议内容进行了讨论与总结，纷纷表示将会在生活、学习上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争取

早日入党，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此次新生入党启蒙大会，是我院重要的党政建设活动，有助于学生增进对党的认识，

提高入党热情，同时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对青年的号召，对于新生树立正确目标，

明确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储建学院 辛爱青 宋晓萱）

信控院“博采众长，集英荟萃”讲座顺利举办

10 月 26 日，王微微老师应邀参加了中国石油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主办的“博萃

节”系列学术讲座。王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为我们准备《海底地形地貌边界识别方法》

的学术讲座。讲座意在让同学们大概了解下目前钻井平台，海底铺线前提下对海底地质构造

进行模拟。

王老师从构造海底的原理讲起，然后通过基本算数发放模拟出不同海底地形的构造图，

通过对每个图进行解析，让我们了解到各种海底构造特性。认真细致的讲座使同学们身临其

境的感受到了科学的奥秘。讲座报告完，同学们积极与王老师进行互动。除此之外，王老师

还和我们分享了她的留学经历，给我们提供一些留学经验等。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大概了解了我国海洋平台发展现状，虽然王老师的研究对象和

有些同学不大相同，但是王老师的演讲让同学们体会到科研存在方方面面，所以青年学子们

需要一起承担起来建设美好祖国的重担！（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田久颂）

◆简讯 11 条
1.10 月 21 日化工学院举办“师道解惑，学扬化帆”主题讲座（化工学院 陈浩）

2.10 月 22 日校红十字会成功开展“无偿献血进校园”活动（石工学院 陈方园 史秀娟）

3.10 月 22 日经管学院 2017 级研究生秋季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经管学院 青达）

4.10 月 23 日理学院 17 级召开新闻写作座谈会（理学院 杨玉琴）

5.10 月 26 日信控院举办出国交流指导讲座（信控学院 徐文华 刘娜）

6.10 月 27 日信控院大学生易信发展中心获评校新闻宣传优秀社团（信控学院 王力禾）

7.10 月 27 日“万圣节化妆晚会”暨中外学生联谊晚会举行（理学院 张铭 温美连 倪天）

8.10 月 27 日 2017 级研究生干部大会顺利召开（经管学院 青达）

9.10 月 28 日 2014 级就业实践部召开就业工作阶段性总结研讨会（经管学院 李俞霖 唐丽

坤）

10.10 月 28 日化工学院组织学生探望“核武老人”魏世杰（化工学院 袁俊聪）

11.10 月 29 日储建学院党员先锋队赴沂蒙老区参观学习（储建学院 范丽欣 郑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