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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黄冈师范学院

第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胜利召开

1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黄冈师范学院第二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

在学校胜利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校党委委员 21 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及离退

休刘行敏、张锡纯、王本槐、张正才等老同志代表列席会议。

校党委书记王立兵代表校党委常委会作了题为《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改革创

新 奋力谱写新时代黄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工作报告，并作总结讲话。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代表校纪委作了题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聚

焦监督执纪问责 以新作为护航学校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书面工作报告。

王立兵在报告中全面总结了校党委 2018年的工作。一是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

领导，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之责：把握政治方向，狠抓政治建设的领导力不断

增强；把握思想航向，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力不断彰显；把握用人导向，高素质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组织力不断提升；把握风气动向，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震慑力不断强大。二是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促进改革发展之责：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办学活力竞相激

发；全面激发科研活力，服务地方能力显著增强；全面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学校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稳步推进开放办学，国际化办学开启新征程；全力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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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体育活动，重大赛事组织能力充分彰显；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民生保障持续改善。三是狠抓责任落实，切实履行维护安全稳定之责。

提升政治站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升校园安全，全力创建和谐平

安校园。四是突出政治统领，不断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王立兵指出，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大庆之年，是学校实

现“申硕梦”的决胜之年、大考之年，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年。2019 年，

学校党委常委会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师生谋发展、干事业，抓住历史机遇，奋力

谱写新时代黄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坚持政治统领，筑牢忠诚之魂；坚持立德树人，形成“三

全育人”合力；坚持事业为上，建强高素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坚持正风肃纪，

一体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二是紧盯“申硕”核心指标，书写高质

量发展的恢宏篇章：坚持以本为本，抓牢高质量发展核心；坚持深化改革，培育

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学科优先，强化高质量发展支撑；坚持人才战略，补齐高

质量发展短板；坚持开放办学，拓展高质量发展渠道；坚持民生为本，汇聚高质

量发展合力。三是压实安全稳定责任，筑牢校园安全的坚强堡垒：坚持管好方向，

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坚持第一责任，确保校园和谐稳定。四是精心谋划系列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全会号召，全校上下要戮力同心、砥砺前行、攻坚克难，树立“开局就是

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意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以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全会书面审议了中共黄冈师范学院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分

四个小组对两个工作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党委常委会听取了四个小组讨论情况

汇报并研究了修改意见。全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黄冈师范学院第二

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决议》。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相关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C381FB67-8307-49FB-961F-23054171D279）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C381FB67-8307-49FB-961F-23054171D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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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军同志正式就任黄冈师范学院院长

1月 19 日，学校召开干部教师大会，宣布省委关于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的任免决定：陈向军同志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常委、党委副书记、院

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周志红，黄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斌，省委组

织部及市委组织部相关同志出席大会。校领导、全校中层干部、“两代表一委员”、

教师和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参加大会。会议由校党委书记王立兵主持。

陈向军同志简介：

陈向军，男，汉族，湖北荆门人，1966年 6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博士学位，1991年 7月参加工作，1991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贸易经济系主任，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

长、信息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物流与工程管理学院院长、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科

研处处长，湖北经济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

现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院长。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相关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34E77A63-085A-4F80-9E70-D55B58A6AC3E）

校情通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34E77A63-085A-4F80-9E70-D55B58A6AC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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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第三届教代会第六次会议

1 月 20 日，黄冈师范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在学校召开。校

党委书记王立兵、校长陈向军等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

王立兵主持预备会议和第一次全体会议，并作此次教代会总结讲话。他代表

校党委向大会成功召开表示祝贺。王立兵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学校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与全国教育大会、2019年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落实第二届党委第十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决战“申硕”目标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陈向军作了题为《聚焦聚力攻坚克难 扎实推进内涵建设 为实现“申硕”目

标而努力奋斗》的学校工作报告。他指出，2018 年全校上下聚焦内涵建设，努力

改革创新，学校各项工作稳中奋进，延续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他强调，2019 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学校全力实现“申硕”目标攻坚年，学校各方面的工

作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校党委的领导

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校党委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紧紧围绕“申硕”目标的关键指标，补短板、强弱项、创优势、树特色，全面深

化改革，全力攻坚克难，加速内涵发展，为实现 2020 年“申硕”目标打下坚实

基础，奋力谱写新时代黄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会上，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汪晓凌作了《关于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安排的报告》。党委常委、提案审查督办委员会主任王锋作了《黄冈师范

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工作报告》。



- 6 -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十个代表团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三个报告的决议草案。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分成十个代表团分别对三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审议。

全体教代会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离退休老领导、老教授，“两代表一委员”

等特邀、列席代表列席会议。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相关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AF5FC267-5E32-4289-8862-7904D9BE427F）

领导关怀

校领导与市委老干局慰问我校老同志

（通讯员 王建平 陈明昭）在 2019 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1月 17 日下午，校

党委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和黄冈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

部局局长桂季朗、副局长周志雄一行走访慰问了我校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送

去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全校离退休老同志表示真挚的新春祝

福。

“祝您身体健康，幸福长寿！”在老同志家中，学校领导和市老干局领导与

他们促膝而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学校

所作的贡献，并送上祝福和慰问。

王立兵说，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黄师的进步和发展都凝聚着老

同志的辛劳和付出，学校将一如既往地重视离退休工作，努力让老同志生活得更

加幸福安康。他指出，老同志为学校发展奉献了一辈子，要时刻关注老同志的生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AF5FC267-5E32-4289-8862-7904D9BE42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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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困难，让他们安享晚年。慰问中，退休老

干部对学校的事业发展、办学理念和发展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老同

志们纷纷表示，校领导、市老干局领导在百忙之中为大家送来的关怀让他们倍感

温暖，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心仍和学校在一起，对学校的情感始终如一，祝

愿学校事业蒸蒸日上。

本次活动走访慰问了珠明山、银盘山等生活区在家的离休干部陈志忠、舒中

恩、姚锦慧和退休老干部张锡纯、张泽元、王本槐、龙政、陈年友等离退休老同

志代表。离退休工作处参与了相关慰问活动。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相关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81C935A8-7784-46F7-BEAA-20C86459CF66）

领导关怀

校领导春节前慰问教职工

黄冈师范学院网黄师新闻 2019 年 1月 24 日讯 （通讯员 崔岩）在新春佳

节到来之前，1月 22日至 23日，校党委书记王立兵，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向军，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校工会主席李金奇走访慰问了我校部分教职工，送上学

校的亲切关怀和新春祝福。

在走访慰问中，校领导深入到职工的家中，与他们进行亲切交谈，仔细询问

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了解他们在生活、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倾听他们的心声，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他们克服困难，认真工作，并亲切

叮嘱他们注意保重身体，安排好家庭生活。

慰问过程中，校领导还要求学校相关单位对教职工，特别是困难教职工要真

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困难。

学校的关怀让教职工倍感温暖，大家纷纷表示，感谢学校和领导的关心帮

助，自己和家人非常感动，也很受鼓舞，今后要继续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岗位履

职尽责，为学校建设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校工会、离退休工作处、后勤产业集团、文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美术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同志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相关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8DB50709-C411-4CB9-BA8C-E14C15FA3031）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81C935A8-7784-46F7-BEAA-20C86459CF66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8DB50709-C411-4CB9-BA8C-E14C15FA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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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学校召开新退休教职工代表座谈会

（通讯员 陈明昭）春风化雨数十载，荣休仍念黄师梦”。1 月 22 上午，黄冈

师范学院新退休教职工代表座谈会在厚德楼 402会议室召开。校党委书记王立兵，

校长陈向军，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出席会议。会议由李金奇主持。

2018 年我校共有 16 位同志光荣退休，与会的黄春保、钟玉林、曾舟华、程江

波、熊佑南、黄海华等新退休教师代表踊跃发言，他们回顾了在黄师奋斗的激情

燃烧岁月，表达了与学校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深厚感情。此次座谈会让他们感

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领导的关怀。他们表示退休不褪色，会继续为学校发挥余热，

并祝愿学校早日实现”申硕“、”更名大学“的“黄师梦”。

王立兵向全体新退休教职工对学校发展做出的努力与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

指出，他们为黄师的建设发展付出了终生的精力与努力，退休开启了人生新的起

点，希望老同志们一是退而不休，发挥自己的优势，继续为学校发展做贡献；二

是退而不外，不把自己当外人，学校永远是退休老同志的家；三是退而不松，思

想不放松，继续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他希望老同志们锻炼好身体，充分利用丰富

的人生经验，一如既往的关心学校建设发展，并通过在座的退休同志代表向全校

离退休老同志表达了真挚的新春祝福。

陈向军对退休教职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老同志一生忠于

党的教育事业，是学校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奉献者，尊重老同志是黄师

的光荣传统，学校将认真听取和吸收老同志们的建议，一如既往的关怀老同志，

加速学校发展。他希望大家在学校发展新的征程中，继续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

专业优势、经验优势、管理优势和党建优势，为学校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李金奇表示学校高度重视老同志工作，关心大家生活，希望新退休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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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能够规划好退休生活，继续学习，继续作为，享受更加丰富多彩退休生活

的同时，为学校的发展和梦想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校领导把慰问品送到新退休教职工代表手中，献上芬芳的鲜花，并合影留念。

会场气氛热烈温馨。

本次活动由校工会、离退休工作处组织，学校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人

事处、后勤保障与基本建设处及相关教学学院负责人参与慰问活动。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相关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A6A04CE0-F765-4FFC-852A-5C84A0A15605）

领导关怀

我校举行为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启动仪式

（ 通讯员 董守勋 ） 盛世谱写华章，铭牌彰显荣光。2月 24 日，我校举行

为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启动仪式。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

出席，会议由党委常委王锋主持。

李金奇指出，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激励适

龄青年参军入伍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军的优良传统，营造全社会爱

国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的具体实践,对于提升现役和退役军人的自豪感和政

治荣誉感、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李金奇对悬挂光荣牌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军属和退役军人代表肖竟章发言。他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多年的光辉

历程，并表示要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体现责任担当、展示时代精神、维护

军人荣誉、作出新的贡献，更要做到退役不褪色，发扬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A6A04CE0-F765-4FFC-852A-5C84A0A1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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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强调，做好悬挂工作要做好五个规定动作，把工作做实，本月底以前完

成所有需悬挂光荣牌的工作任务。

会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党委常委、副校长彭锦，党委常委王

锋等校领导为军属及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并合影留念。其它学校领导及责任单位

也将在近日前往悬挂对象家庭进行悬挂工作。

军属及退役军人代表，相关机关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相关教学学院党政

负责人参加会议。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C0D96098-82C7-4C47-8B43-CB2B074F113B）

工作动态

校关工委、校老年人协会、离退休党总支、离退休工作处联席会

工 作 计 划

2月 27 日，校关工委、校老年人协会、离退休党总支、离退休工作处联席会

在厚德楼 222室举行，会上研究决定了 2019年工作计划。

月 主 要 活 动 内 容（根据经费预算适时调整）

1月
1 年终考评总结；
2 春节走访慰问。

3月
①处领导参加片区活动。
②三八活动。

4月 组织老同志春游；

5月
1 离退休老同志就近就地开展健步走活动；
②评选健康老人活动；
③慰问异地居住的老同志。

6月
①组织党员教育活动；
②评选优秀共产党员。

7 月、8 月 优秀共产党员及健康老人避暑

9月
1 组织老同志秋游
2 建国 70 周年金秋文艺联欢会。

10 月
①重阳节活动；
②关工委组织学生活动。

11 月 关工委专家报告

12 月
①趣味运动会；
②年度工作总结。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C0D96098-82C7-4C47-8B43-CB2B074F1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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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离退休党总支换届调整工作

1 月 18 日至 23 日，按组织部要求离退休党总支各党支部换届调整工作（离

退休党总支共设 76 个支部，离退处党支部、离退休 6 个支部，今年增加了 1 个

支部，200 多名党员参加），经离退休党总支审核报组织部批准，各支部委员分

工情况如下：离退休第一党支部：书记孟桂菊，组织委员邱緒旺，宣传委员刘晓

群；离退休第二党支部：书记赵畅舟，组织委员舒和敏，宣传委员夏楚文；离退

休第三党支部：书记汪瑞祥，组织委员孙绪金，宣传委员万弘；离退休第四党支

部：书记肖全福，组织委员陈惠敏，宣传委员方建平；离退休第五党支部：书记

孙永红，组织委员徐汉生，宣传委员胡桂银；离退休第六党支部：书记郑幼明，

组织委员胡兴培，宣传委员王昌明；离退处党支部：书记陈明昭。

工作动态

离退休党总支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

1 月 25 日，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奇，校纪委副书记胡志祥参加离退

休党总支 2018 年民生生活会，李金奇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

离退休党总支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上，党总支书记对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上的问题整改情况和 2018 年度查摆的问题、原因及整改措施等作了发言，其他

班子成员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李金奇对中层班子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查摆问题要见人见事

见思想，剖析问题要深入；二是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在对照检查材料上要体现；

三是做好后续工作，细化清单，扎实整改，进一步凝聚共识。

本次会议开得较好，达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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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香风采

曾舟华教授获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通讯员 徐峰）1月 15 日，2018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公布，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曾舟华教授名列其中，我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再创佳绩。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是党中央、国务院按一定程序认定的高级专

家，每两年选拔一次，国务院授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由国家一次性发放专家津贴。2018 年，经层层推荐，曾舟华教授成为我校第 9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03F81B3B-4529-4EDA-B848-39BFDF72ABCC）

晚香风采

蔡三元教授亮相央视《远方的家》栏目

1 月 17 日下午，中央电视台 CCTV-4 套《远方的家》栏目首播了“黄冈大别

山世界地质公园”专题纪录片，我校项俊和蔡三元两位教授代表学校作为特邀专

家参与了全程节目录制。

两位教授在栏目中带大家一起走进大别山水之间，探索动植物世界的奥秘，

呼吸清新空气，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蔡三元教授为大家介绍了红嘴蓝鹊、鸳鸯等

野生动物资源，尤其对于中华秋沙鸭的生活习性以及种群现状进行了分析，倡导

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为保护野生动物贡献智慧和力量。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03F81B3B-4529-4EDA-B848-39BFDF72A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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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家》栏目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的大型工作日播旅

游栏目，开办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栏目宗旨是行走、体验、发现。这期节目时

长 45 分钟，此节目的播出让全国观众欣赏到了大别山的青山绿水，领略了黄冈

的旅游魅力，同时也拓展了我校的知名度，提升了学校影响力。

（摘自 黄冈师范学院黄师新闻网 网址链接：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479FCD5C-17A7-47DF-9F7C-8235C0B37D9D）

晚香风采

楚天都市报报道林桂生同志先进事迹

一笔一世界，一字一菩提。春节义写春联三天，林桂生坚持了三十多年；从

1999 年开始，每年在校内举办规范汉字大赛，已连续举办了 20 年；走出校园办

免费书法提高班，也连续进行了十四年，使几百人受益。

楚天都市报 12 月 25 日大幅报道我校退休教师林桂生同志先进事迹，称“退

休老教师免费教书法十四载 不求回报只为传承文化首创的规范汉字大赛已成学

校官方赛事” 。

（摘自楚天都市报网 相关网址：

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20181225/ctdsb3306121.html

http://www.hgnc.net/2016/read.jsp?id=479FCD5C-17A7-47DF-9F7C-8235C0B37D9D
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20181225/ctdsb3306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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