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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联合举办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冶研讨会

专家学者纵论四十载理论历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深入研究
总结尧阐述改革开放 40年以来的伟
大实践和成功经验袁9 月 29 日下
午袁 学校与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
会联合举办 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冶理论研讨会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袁 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尧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锦
尉袁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尧上海
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秦莉萍袁校
党委副书记鲁嘉华袁 学校原党委副
书记尧 上海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
长夏斯云袁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
究曳常务副主编尧上海毛泽东思想研
究会副会长曹泳鑫袁 上海市毛泽东
思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单冠初袁以
及来自上海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
的各位专家尧学者袁从事马克思主义
理论专业学习的博士生尧 硕士生等
共计 100余人与会遥 校党委副书记
鲁嘉华主持开幕式和主论坛遥
李江书记代表学校热烈欢迎与

会专家学者袁 并向大家介绍了学校
的基本概况和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
出的野新三步走冶奋斗目标遥他表示袁
改革开放 40年的丰富实践袁有许多
经验需要总结袁 有许多的思想创新
需要提升袁希望各位专家尧学者能乘
此东风袁广纳真知灼见尧广聚学术资

源袁开阔视野尧增进友谊尧激励创新袁
激发学术研究和创新潜能袁 为今后
的学术研究拓展新思路遥最后袁李江
书记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
功遥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尧上
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秦莉萍
也在会上致辞遥她指出袁今年是改革
开放 40周年袁也是上海市毛泽东思
想研究会成立 30周年遥 在新时代袁
我们要重点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改革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袁为
推进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积极出谋划策袁 贡献上海学
者的力量遥

本次论坛共征集论文 35篇袁经
专家评审袁共评出一等奖 8名袁二等
奖 12名袁三等奖 15名遥
主题报告环节邀请了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尧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锦
尉教授和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曳

常务副主编尧博导尧上海市毛泽东思
想研究会副会长曹泳鑫研究员作专
题报告遥周锦尉教授以叶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40年实践院从邓小平破冰到
习近平创新曳为题袁阐述了从改革开
放以来袁 我们党在市场经济问题上
的探索历程遥他指出袁改革开放以来
很长一段时间袁市场经济姓野社冶姓
野资冶争论不休袁是邓小平以政治家
的非凡胆略和思想家的卓越智慧解
决了这个问题遥 习近平是一位战略

家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经
济思想中野七个坚持冶袁反映了党对
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遥 曹泳
鑫研究员以 叶两个百年视野下的改
革开放曳袁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中国
改革开放的意义遥他指出袁研究改革
开放袁 不能就事论事袁 要拉长距离
看袁 从两个一百年来看我们的改革
开放袁不仅看国内袁还得往外看袁从
世界历史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看袁
从而把握世界历史和世界现代化进
程中的中国遥
分论坛研讨阶段袁 与会人员围

绕 野一脉相承的党的理论创新脉
搏冶尧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思想
与实践的创新冶 两个主题展开深入
热烈探讨遥 大家认为院 改革开放以
来袁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袁 进行了
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袁 这些理论创
新有着一脉相承的灵魂袁 即实事求
是尧解放思想尧与时俱进遥 党的十八
大以来袁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
变化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
气袁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
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尧 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
题袁 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遥 渊江先锋冤

9月 20日至 9月 21日袁 学校
在图文信息中心第三报告厅召开
2018年工作务虚会遥 围绕野如何瞄
准博士点建设目标袁 谈一年的工作
思路尧方案和具体措施曰如何贯彻落
实中央党建要求袁 加强学院党的建
设和基层党支部建设曰 如何在市委
巡视要求正式下发前袁即知即改袁及
时整改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袁建立长
效机制冶三大主题袁科学谋划学校转
型发展工作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袁 校党委副书

记鲁嘉华袁校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朱
晓青袁副校长刘武君尧王岩松袁及中
层正职干部参加会议遥 党委书记李
江尧 党委副书记鲁嘉华分别主持了
会议遥
会上袁 每位中层正职干部结合

部门尧学院的实际情况袁从博士点建

设尧 党建工作及巡视整改工作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讨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在会上分别解
析下阶段学校发展重点遥 针对学校
博士点建设袁李江书记强调袁全校师
生要增强大局意识袁树立野全校一盘
棋冶思想袁服务全校申博大局曰增强
问题意识袁 聚焦博士点建设的目标
和要求袁盘活存量袁激发教授活力曰
增强责任意识袁 抓住机遇袁 狠抓落
实袁 进一步提升学校整体实力与核
心竞争力袁 努力实现学校事业的新
发展遥

针对贯彻落实中央党建要求袁

李书记强调袁 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党
的组织体系袁 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
治校尧教书育人全过程曰要进一步增
强学校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袁 把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上曰
要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工作袁 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的新担当新作为曰
要持续加强野科学管理尧执行力型尧
服务性型冶三型机关建设袁进一步增
强支持保障能力遥

关于市委对我校巡视工作袁李江
书记提出在市委巡视整改要求正式
下发前袁要做好以下工作院一要充分
认识巡视整改的政治属性袁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抓好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曰
二要突出重点袁按照依法治校尧依规
治党的要求袁 聚焦问题突出重点袁从
严从快抓好整改落实遥三要锲而不舍
抓好整改袁 关键要把责任落实到位袁
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遥

时值 4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袁李
江书记指出校庆筹备工作责任大尧
时间紧袁任务重遥他希望各部门履行
职责尧落实任务曰抢前抓早尧查疑补
缺曰紧密配合尧协同作战遥

会上袁 王岩松副校长传达了夏
建国校长的务虚会思考遥 夏校长以
叶攻坚克难同舟共济奋力打赢申博
攻坚战曳为题袁谈了扎实推进博士学
位授权单位建设的思考遥他指出袁申

博对于实现野新三步走冶发展目标意
义重大袁 分析了我校建设博士学位
授权单位的难点尧重点尧痛点遥 为此
他提出以下建设举措院第一袁必须抢
抓机遇袁勇于担当袁充分认识申博攻
坚的紧迫性袁举全校之力袁力争实现
申博工作实现新突破曰第二袁必须深
入研究袁表格导向袁强化申博质量意
识袁对照核心指标和关键指标袁全力
补齐短板弱项曰 第三袁 必须大局为
重袁加强统筹袁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
职袁 协同配合袁 全校上下拧成一股
绳遥第四袁必须鼓足信心袁提振士气袁
进一步凝聚起志在必夺的决心和勇
气袁全力以赴打赢申博之仗遥

与会校领导也都进行了会议发
言袁分别结合各自分管工作袁就如何
更好地聚焦学校转型发展袁 聚焦学
校三大战略袁瞄准博士点建设目标袁
推进基层党建建设袁 建立长效机制
提出了见解尧 思路和举措袁 并就
2018 年下半年的工作思路和重点
任务进行了阐述遥

本次务虚会虚实结合袁 持续两
天袁时间紧凑袁主题明确袁安排合理遥
由问题导向尧表格导向袁对标高等教
育发展形势袁 博士点建设要求和目
标袁中央党建要求袁市委巡视组整改
要求和学校面临的机遇挑战袁 又以
详细的数据分析学校发展的重点尧
难点尧痛点及未来前景发展袁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对策尧方法和措施遥通过
讨论交流袁 大家普遍感到开阔了视
野袁碰撞了思想袁明确了方向遥

渊陈文琼冤

学校召开 2018年工作务虚会
根据市里统

一要求和部署袁
我校首批 17 名
大学生志愿者已
在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相关岗位
开展长期服务工
作袁 主要负责会
展信息收集及证
件制作等袁 服务
周期为两个月遥
同时袁 校团委对
报名参加进博会
会期服务的 423
名学生进行了笔
试尧面试袁经过层
层选拔袁 最终录
用 200名会期志
愿者袁 他们将于
11 月上旬在进
博会召开期间为
中外来宾服务遥

首批长期志
愿者分别来自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尧材料工程学院尧艺术设计学院尧
服装学院尧轨道交通学院尧中韩多媒
体设计学院尧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
学院等袁以大四学生和研究生为主遥

校团委还将对全体志愿者们进
行展会情况尧安全应急尧服务礼仪等
项目进行培训袁确保每一位志愿者
理论知识好尧政治素质高尧服务意识
强袁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顺利召开保驾护航遥

渊石海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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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火眼金睛 识破电信网络诈骗 渊二冤

编者按院近日袁公安部刑侦局公布了 48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袁其中袁使用电话的占 63.3%袁使用短信的占 14.8%袁使用网络的占 19.6%遥一人受骗袁全家受损遥老师们尧同学们袁
让我们做一个守护家人的行动派袁即日起袁我们将连续介绍一些识破骗计的方法袁帮助师生全面了解各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袁防范于未然遥

怀 念 贝 聿 渠 教 授
夏少白

揖建校四十周年窑忆 铱编者按院今年袁学校将迎
来四十周年校庆遥 薪火传承袁
继往开来遥 即日起袁本报将选
登由我校离退休老教授尧老同
志撰写的纪念建校四十周年
文章袁 表达对学校的深厚感
情袁再现老一辈工程大人用他
们的实际行动诠释教师应有
的道德情怀袁弘扬学校的优良
办学传统和卓越成就袁激励新
一代工程大人牢记使命袁不忘
初心袁为学校创建国内一流的
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
色大学的目标努力奋斗遥

贝聿渠教授 1929 年 6 月 16
日生于上海袁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
授袁工学博士袁在加拿大接受高等
教育袁并数十年执教于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遥 贝聿渠教授自 1976年回
国访问后便致力于促进中加学术
交流遥 当时袁他是中加滑铁卢大学
与北京清华大学管理教育项目加
方主任遥他在这些项目的建立和执
行中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袁
曾受到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
任宋健和前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
的接见遥

我校 1985年首先在中国上海
引进加拿大滑铁卢学一年三学期
制尧 学工交替的合作教育模式袁也

是全国最早实施产学合作教育试
点的学校之一遥 多年来袁学校坚持
依托现代产业办学袁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办学宗旨袁坚持现代化工程
应用型特色大学的办学定位袁以现
代产业发展需求多导向袁 学科群尧
专业群对接产业链和技术链袁以产
学研战略联盟为平台袁以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核心袁构筑与
行业或企业协同育人袁 协同办学尧
协同创新的野三协同模式冶袁形成了
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
模式袁 培养高等工程应用型人才袁
成为优秀工程师和工程服务人才
的摇篮遥 总之袁学校在产学研合作
教方面已有很大的发展袁取得了二
十多条主要成就和十多项主要经
验袁可向校庆 40周年献礼浴

此时此刻袁我们不得不由衷地
想起了前些年已故去的贝聿渠教
授袁缅怀这位在我校建校初期试点
产学合作教育时给予我们极大帮

助的爱国老华侨遥
1985年袁 在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贝聿渠教授的提议和支持下袁副
校长蒋尚信教授率领纺织学院副
院长夏少白尧 教务处处长陈解放尧
人事处副处长张林丹等全力以赴袁
签订以野首先在中国上海引进加拿
大滑铁卢大学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冶
为课题的两校协议袁争取获得加拿
大 CIDA 渊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冤 在中国高校
的经费支助遥 最后袁在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两任校长 Wringt尧James
Downey及贝聿渠教授的努力下袁
在加拿大高等教育理事会国际教
育处的支持下袁上海市经济委员会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处的大力支持
下袁我们的课题竟然在国内数十个
高校的竞争中获得 CIDA 同意袁
1990 年起学校得到了 CIDA 的一
笔可观的经费袁利用这笔经费遥 通
过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方面的英语

面议渊Interview冤袁学校共派出 33位
中青年教师赴滑铁卢大学考察产
学合作教育及相关的专业技术袁每
人可在加方工作 2到 3个月袁这些
中青年教师中包括汪弘尧 夏少白尧
陈解放尧曹丽纳尧李成方尧许家森尧
顾健民尧蔡岱生尧郑礼岁等袁教师回
来后袁对学校日后的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遥

令人感动的是袁 这 33位中青
年教师分批去滑铁卢大学考察产
学合作教育的活动袁全都是贝教授
及其夫人贝如恩安排落实的袁飞机
场接机也是贝教授本人驾车来回
接送遥 那时袁他已是七十岁的白发
老人了遥

1993年袁 为了推动产学合作
教育深入发展袁在贝聿渠教授提议
下袁我校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双方
一致同意在中国上海召开中加产
学合作教育研讨会遥由双方提名组
成组委会遥主任由蒋尚信教授和贝

聿渠教授承担曰副主任由夏少白研
究员尧 张林丹讲师尧Wilson主任担
任曰成员包括姚国豪尧吴兆平尧许福
宝尧张慧敏尧王湘选尧陈解放尧潘胜尧
许耀华尧乐茵尧柏小妹尧王金娣尧薛
芳馨尧沈逸平尧赵成桂尧廖东尧杨晴
等遥经过多方奔走袁在中尧加产学合
作教育协会的关心下袁在上海市教
委副主任张伟江教授尧国际交流处
姜海山处长袁 教学处金同康副处
长尧沈本良副处长尧上海市经委教
育处曾煜处长的支持下袁中加产学
合作教育研讨会袁于 1993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如期召开袁中方
代表有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的
120多人袁 外方代表有加拿大尧美
国等 20多位代表袁 滑铁卢大学的
校长 James Doweny博士尧 贝聿渠
教授 尧Burns 院长 尧Wilson 主任 尧
Westlake博士等参加了研讨会遥

会议结束后袁分发了叶中加产
学合作教育研讨会资料集曳和叶中
加产学合作教育研讨会论文集曳遥
论文集由谢丽娟副市长作序袁共收
集国内外高水平论文 68篇遥 这次
研讨会对中外产学合作教育研究
产生了震动效应袁推动了中外产学
合作教育的深入发展遥

时光飞逝遥 在 40周年校庆来
临之际袁我们回想起当时关爱过我
们的贝聿渠教授袁 他的和蔼可亲袁
历历在目遥 写下这段文字袁以示我
们对他长久的怀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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