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

2019年1月12日

年回顾
★1月8日，教工党支部组织召开生活
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支部存在的
问题及改进措施。
★3月12日，党委召开2018年第二次会
议，党委书记许金招主持，学习两会主要精
神，研究党务工作，部署党建工作。
★3月29日，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元良
为学生记者上开学第一课，内容是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4月17日，教工党支部专题组织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5月3日，党委委员、党办主任韩治国
与市城镇集体企业联社党总支书记李伟权
牵头，艺术设计系党支部书记林英碧、市工
艺美术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赵桂炎各带领
本支部党员开展党建结对活动。
★5月11日，党委理论中心组专题组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和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5月21日，党委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中央组织部基层党建
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党委副书记陈
敬联主持会议并作重点发言。
★5月23日，党委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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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至3月5日，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举办创新创业教育专题研讨活动，积极筹
划本年度的主要创新创业活动。
★4月4日上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与财
政局相关领导带领，2017年市级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项目评审专家组对
我院申报的 “星湖双创基地”项目（市级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和市级培训机构（现代
服务业创新发展培训班项目）进行审查与
考评。
★4月8日，肇庆学院西江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温虎成教授一行6人到我
校就创新创业工作进行交流座谈。
★4月13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暨第二届粤
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洽谈
活动在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正式启动,我校创
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邓振华参加活动。
★5月28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广佛肇片区

年回顾
★1月3日，校企办副主任梁鸿志协同
经济管理系主任易伟义等一行六人，前往
高要区的肇庆辰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就双
方的电商、市场营销专业的线上、线下销售
进行校企合作友好洽商。
★3月9日，应澳雪国际（中国）营销中
心的邀请，经济管理系主任易伟义、校企合
作办副主任梁鸿志及经管系教师前往该公
司进行校企合作业务洽谈。
★3月13日，工商管理系主任贾丹华与
校企办主任梁鸿志一行四人应邀前往肇庆
市汽车行业协会，与市汽车行业协会秘书长
郑冠斌、书记梁成龙洽谈校企合作事宜。
★4月中旬，中山登盈精密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吴映桦、人社局股长梁广照
专程前来我校与机电工程系龚庆寿主任等
洽谈校企合作项目。
★4月18日，财会系组织举行政校企三
方洽谈，参加洽谈的有中山市港口镇人社
局梁广照股长、中山市崇高玩具股份有限公

年回顾
★1月10日，省社科规划办通知，我校
纪广月副教授的学科共建设项目获批立项，
这是我院承担的又一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月20日，我校副校长丁孝鹏被授予
广东省民办职业教育培训系统杰出校长；
刘吉松、王子飞、梁伟莹、刘兴建、梁敏5位
教师获得2017年度广东省职业教育先进工
作者称号。
★3月3 0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林福春获“广东省首届百佳学生资助工作
者典型”荣誉称号，财会系辅导员罗杰齐获
“2017年广东省高校学生资助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4月份，广东省十二届广东大中专学
生校园文体艺术节比赛奖项揭晓，我校学
生周敏静、余小荧、翟燕妮、孔静妍、柯燕
媚组成的女子队荣获第四届广东大学生三
人篮球比赛决赛女子组二等奖以及体育道
德风尚奖两大奖项；学生许欣荧的作品《凝
望》荣获第七届广东大中专学生书画艺术作
品大赛决赛专业国画组三等奖。
★4月5日，肇庆市科技局技术指导类
科研项目立项公示，我校有7个项目上榜。
★4月27日，肇庆市地方税务局主办的
“肇庆市大学生环保税知识竞赛”，我校参
赛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4月份，团委副书记刘伟东、宣传部
老师冯铮，学生王培楷、庄瑞麟，获评肇庆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个人。
★5月份，思政部教师陈益华撰写的论
文《精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六进”》，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征
集入选优秀论文。
★5月份，共青团广东工商职业学院委
员会荣获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计算机应
用技术系学生会荣获广东省优秀学生会；
工商管理系刘振元荣获广东省优秀学生干
部；应用外语系廖争妍，经济管理系薛文铸
和余杨康荣获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在广
东省2017年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中，工
商管理系刘振元同学荣获提名奖。
★5月份，共青团广东工商职业学院委
员会荣获肇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工商管理
系团总支和经济管理系团总支荣获肇庆市
红旗团总支；工商管理系团总支书记徐朝星
和机电工程系团总支书记邵宏宇荣获肇庆
市优秀共青团干部；黄仲杰、梁慧铭、杨佳
玲、康烈鸿、朱泽钦、黄仲达、陈新发、周
榆祥、余杨康、廖争妍、刘嘉明、梁威等12
名同学获肇庆市优秀共青团员。
★5月13日，由广东省教育厅等单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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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专题讲
座。特邀肇庆市讲师团成员、肇庆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曹顺霞教授主讲。
★5月26日、27日，党校组织入党积极
分子在智慧楼开展为期两天的党课培训，
孙维义、韩治国、陈泳霞、钟毅、江涛章、徐
梓然六位老师为第30期学员们授课。
★7月2日，党委召开建党97周年庆祝
暨表彰大会。
★7月6日，党委组织党务干部集体收
看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召开的全省教育系统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视频会议。
★7月13日，由教工党支部书记陈泳霞
带队，20多位党员赴佛山市高明区名城镇三
潭革命事迹纪念馆开展党支部主题活动。
★9月11日，党委副书记陈敬联为团
干部和青年学生上开学第一课，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主题为“时代、青春、担
当、圆梦”。
★9月21日，党办主任韩治国赴白云学
院参加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民办院校分
会秘书长单位会议。
★9月28日，党委副书记、校长和飞率
学校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纪检监察室主任、
党支部书记等共18人前往市教育局四楼会议

室收看全省教育系统纪律教育视频会议。
★10月29日-11月1日，党委宣传部长韩
治国赴武汉大学参加新时代广东高校宣传
部长高端研修班。
★10月30日，教工党支部召开教职工
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及分享学习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的心得体会。
★11月4—9日，党委办公室主任韩治
国赴全国干部培训四川大学基地参加省委
教育工委组织的2018年第七期全省高校党
务骨干培训班。
★11月22日，教工党支部开展集体学
习活动，观看《榜样3》。
★11月23日，党委组织部在行政楼一楼
会议室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精神暨全校党务数据统计培训会议。
★11月24—25日，党校组织第31期入
党知识分子在智慧楼开展为期两天的党课
培训。本次培训由韩治国、孙维义、陈泳
霞、覃文进、江涛章、徐梓然、钟健七位党
员老师为学员们授课。参加此次培训的第
31期入党知识分子共847人。
★11月27日到12月3日，统战部长韩治
国赴重庆大学参加肇庆市党外代表人士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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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长培训班学习。
★12月11——12日，党办主任、统战部
长韩治国赴肇庆学院参加广东省高校系统
关工委第六组2018年年会。
★11月30日，党委副书记陈敬联率学
校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等6人前往肇庆中
学参加全市教育系统加强学校党组织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会。
★12月5日，党委理论中心组召开扩大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精神。党委副书记、校长和飞组织传
达并作工作部署。
★自12月10日开始，党委在体育馆举办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展
览”。
★12月18日，党委组织教研室主任以
上党政干部集体收看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
大会。该日下午，党委组织党支部书记和学
生党员代表共40人到星岩礼堂收看广东省
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
★12月23日，原党委书记魏尚荣、党
办主任韩治国赴广东文理学院参加广东高
校研究会民办院校分会2018年年会。
★12月25日，党委组织党支部书记年
终述职。

创新创业教育
赛事指导服务活动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
校区大讲堂举行，我校创新发展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邱立军、团委书记刘伟东等13名师
生参加。
★6月6日，广东理工学院肇庆（高要）
智能制造研究院一行人来我院进行创新创
业工作座谈交流。我校创新发展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邱立军、副院长邓振华等与对方
就如何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开展探讨并达
成共识，希望两院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方
面加强交流合作。
★8月31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现场决赛暨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出席年创业项
目对接洽 谈活动在吉林大学珠 海学院 进
行。我校创新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立
军，5支参加“创新创业成果展”团队和1支
参加路演项目的团队师生参加活动。
★1 0月9日和 1 0月1 0日，创 新 创 业
教育中心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开展 2 018 级新生课堂创新创业 政 策
宣传活动。
★10月11日开始，我校在电商训练基
地举办为期3个月的肇庆地区特产（裹蒸粽、
德庆贡柑）网络营销竞赛。参加竞赛活动共
125个团队，参与活动学生人数525人。
★10月12日至14日，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组织举行生活产品校园营销活动，此次营销
活动参加团队28个，参与学生人数352人。
★10月13日，创新创业教育中心举办
创业经验分享会。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管
委 会成员、创业团队成员、学生模拟公司
成员和正准备创业的学生共186人参加创
业沙龙。黑旗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何宏源总
经理作题为“我的创业之路”的创业经验
分享。肇庆市微商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
销部经理邬海锋作题为“市场营销实战策
略”的讲座。
★10月15日，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组织了
两家风投公司和6个学生创业项目，在学校

创业沙龙举行创业项目投资对接活动。最
后与“AR淘”APP和晨柒早餐速配爱心传
递公益计划两个项目分别签订了6万元和8
万元的投资意向书，与大众直聘和学校互
助圈两项目分别签订了7万元和9万元的投
资协议。
★11月13日，2019年微软“创新杯”全
球学生科技大赛广东区域广东工商职业学
院宣讲交流会在我校举行，微软服务部技
术专案经理羊沛、香江云技术（肇庆）有限
公司的副总经理方松彬、独角兽牧场CEO
冯建彬为我校学生宣讲。
★12月18日，陈伊娜副校长一行三人
在佛山科技学院仙溪校区参加了由广东省
教育厅主办的广东省参加广东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示范学校授牌仪式暨第五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启动
仪式。我校再次获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示范学校称号（2018年-2021年），陈
伊娜副校长代表学校接受授牌。

校企合作
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夏良华、中山美通电子人
力资源部经理卢秋、金创力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苏昌梅等。
★4月22日，珠海市篮球协会会长尹海
明一行三人前来我校，与校长王元良、公共
教学部主任王敏、副主任杨正云等进行合
作洽谈。同日，广州市声普视觉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陆俊铭莅临我校与艺术设计系就
联合培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达成初步
意向。
★5月9日，佛山市三水区普华美居集团
（御江南）董事长张海标，总经理黄文雄，
副总经理袁日辉、许知港一行四人莅临我
校，与建筑工程系主任李连科洽谈合作事
宜。
★5月11日，中山市港口镇人社局梁广
照股长带领崇高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金昌
利股份公司、美通电子公司的领导前来我校
与工商管理系洽谈校企合作事宜。
★6月14日，A H M A创办人叶惠敏 及

台湾弘光科技大学美发造型设计系创系主
任、副教授、AHMA台湾分会会长戴美莹
一行十人前来我院洽谈形象设计专业合作
事宜。
★6月15日，校企办梁鸿志老师、孙鹤
老师，大旺校区何小阳教授以及工业机器
人专业两名学生代表一行五人，前往佛山市
顺德区粤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考察。
★6月16日，院长王元良带队，经管系
副主任王子飞、校企办副主任梁鸿志、经管
系老师林嘉政一行四人于前往广东嘉丹婷
（澳雪国际）日用品有限公司洽谈校企合
作项目，并举行签字仪式。
★6月19日，佛山市三水区普华美居集
团（御江南）董事长张海标，总经理黄文
雄，副总经理袁日辉、许知港一行四人前来
我校洽谈校企合作项目。
★9月13日，我校与吉林省福斯匹克科
技有限公司、广州锋尚电器有限公司在我
校行政楼会议室举行三方合作签约仪式。

★10月9日，校长和飞与深圳上市公
司——神州长城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莫强先生合作签约。
★10月15，中国工商银行肇庆端州支
行蔡国华行长一行四人前来我校就金融知
识进校园活动，与和飞校长、副校长陈伊
娜、财会系王主任文玲、经管系副主任王子
飞、校企办副主任梁鸿志进行洽谈。
★10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江西岸
定点幼儿院——中山绿贝儿幼儿院冯院长
一行五人前来我校，与应用外语系在幼儿
教育、师资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
★12月11日，财会系第一批18级学生
（三个班）分别前往工商银行端州支行工
农路、岗尾路营业部进行认知实习。
★12月19日，文化传播系组织校企合
作签约仪式，参加签约的企业有广东米果
传媒有限公司、肇庆市广电融媒体有限公
司、广东和信广告工程有限公司等11家公
司企业。校长和飞与参会企业代表签约。

2018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金匠奖
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我校跳水游泳馆、网
球馆工程被评为2018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
优质奖。
★7月份，2017年度广东高校校报好新
闻评选结果揭晓，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韩
治国的作品《“广东水立方”奠基》荣获三
等奖；宣传部冯峥老师的作品《我院樱花
如火，游人如鲫》荣获优秀奖。
★8月25日，2018第20届“大旺杯”全
国机器人锦标赛暨第九届国际仿人 机器
人奥林匹克大赛在我院大旺校区落帷幕。
我校获得大赛“最佳服务奖”，集体比赛
获仿人型机器人舞蹈赛“二等奖”。单项比
赛，获aelos专项2v2足球赛冠亚季军、aelos
任务挑战赛冠亚季军、aelos避障冠季军、
aelos单人舞亚季军、四人舞亚季军、六人舞
亚军、八人舞亚季军；避障冠军；拳击季军
共18项奖项。
★9月20日，肇庆市2017-2018年度优
秀社科成果奖评奖公示，我校文川副教授
的专著和谭分全副教授的论文均获得肇庆
市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9月份，由广东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
的第八届“书香岭南·悦读生活”摄影及视
频创作大赛举行颁奖仪式，我校建筑工程
系区杰智老师的创意摄影作品《务虚》荣
获入围奖。
★10月17日，党委办公室韩治国申报
的课题“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的探索与研究”被批准为2018年度广东省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一般课题。
★10月21日，社科联副主席、国学研究
所所长韩治国荣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论坛“文化传承贡献奖”。
★10月28日，
“应雄维扬杯”2018年广
东省龙舟锦标赛在肇庆星湖隆重举行。我
校派出的龙舟队分别获得女子200米直道
赛第二名和女子500米直道赛第二名的好
成绩。
★10月份，党委办公室韩治国撰写的
论文《简析县乡镇人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地位和作用》入选肇庆市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研究会第24次研讨论文。
★10月份，我校被肇庆市委、市政府授
予承办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八届残
运会“贡献单位”和“特殊贡献单位”，省
体育局和省教育厅为此专门发来感谢信。
★11月5日，广东省第四届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大赛结果揭晓，我校郑瑞楠老师夺
得公共基础组二等奖，潘莲娣、谢红梅、王

教学科研
★4月11日，我校召开2018年度教学
工作会议，学校副校长长陈伊娜全面部
署年度教学工作。
★4月28日，我校召开2017年教师信
息化教学大赛获奖教师经验分享会，来
自各系部的40多位教师参加。
★ 5月9日，我校召开信息化教学大
赛专题培训会，广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
与终身教育处罗强科长、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罗俊教授应邀到我院就信息化教学
大赛作专题培训。
★5月30日，我校召开2018年高职院
校适应社会需求评估——专业建设与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汇报交流会。
★7月11日，肇庆市社 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朱英中，党组成员、副主席周春
辉，肇庆学院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
主任、发展规划处处长朱为鸿等莅临我
校，我校王元良校长等领导参加，三方共
同举办地方高校社科协同服务区域创新
发展研讨会。
★7月12日，校长王元良代表我校
与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科研与
产业处处长何文章、汽车与交通学院院
长关志伟、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蔡玉俊在
加强信息沟通、人才培养、联合申报课
题、共同合作研发等方面达成共识，双
方共同签署了《产学研协议书》。
★7月20日，韩治国作为广府文化研

究会理事应邀赴广州白天鹅宾馆参加哥
伦比亚共和国独立208周年纪念招待会。
★9月13日，教务处组织召开新生报
到系统培训会。
★11月13日，科研处、教务处共同
组织举办微软“创新杯”全球学生科技
大赛广东区域赛广东工商职业学院宣讲
交流会。
★11月20日，学校召开2019年教育
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协调会议。
★11月21日，副校长陈伊娜一行五
人参加广东省高职教育创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2018年会暨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经验交流会。
★11月2 3日，教务 处副处长荀海
鹏、梁剑一行五人赴惠州参加2018年广
东省实践教学管理改革与创新研讨会。
★12月4日至6日，我 校 教 师代 表
李晓秀、孙维义、杨榕、代春雷、李娜、
易士琳参加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 发 展
中心主办，在云南经济 管理学院 举 行
的第十二 期应用型高校课 程建设研 修
班。
★1 2月13日，张新政副校长 和 科
研处处长刘英带队，一行6人赴广州工商
学院交流学习。
★12月23-28日，科研处处长刘英
赴北京参加由肇庆市科技局和清华大学
合办的产学研合作研修班。

年回顾

大旺校区
★1月2日晚，大旺校区在机器人教
学工厂大厅举办大型学术讲座。机电工
程系白鸿辉教授担任主讲人，讲座主题
是《汽车文化》。
★3月，大旺校区组织学生开展校
园清洁和敬 老院看望老人活动等系列
活动。
★5月4日，大旺校区党支部组织教
职员工及学生党员、团员共60余人集中收
听收看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
★5月26日，大旺校区召开第一届学
生家长代表大会，成立了大旺校区家长委
员会，董事长谢建平为家长委员会代表
颁发聘书。
★5月份，大旺校区先后组织举办
“为了母亲的微笑”、三人篮球赛、拔河
比赛和宿舍文化节系列活动。
★6月5日，2018年党校第1期入党积
极分子开学典礼举行。大旺高新区“两
新”组织党工委书记曾繁明和校区党团
干部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
★8月4日，怀集县教育局副局长谢
祥华、怀集县人社局副局长莫江、怀集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孔剑明、怀集县
职业学校校长林忆东、怀集县电大副校
长黎式礼一行11人来我校大旺校区参观
交流。
★8月10日，董事长谢建平、副董事
长莫秀全、财务总监江雪珍、董事会办公
室副主任吴香丽到大旺校区视察我院协
办全国机器人锦标赛及电光音乐节筹备
情况。

★8月25日，为期四天的2018第20届
“大旺杯”全国机器人锦标赛暨第九届
国际仿人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在大旺校
区落下帷幕。
★9月26日，大旺校区举行2018级
新生开学典礼暨迎新晚会，校长和飞等
校领导前往参加。
★9月28日，大旺校区在校区田径场
举行2018级新生军训结营仪式暨总结大
会。
★10月24日，大旺校区在汽车工程
技术中心4楼404阶梯教室举办了手机摄
影公益讲座，吸引了师生近一百人参加。
主讲嘉宾是来自肇庆市精彩人生摄影导
师成雪梅。
★10月28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和飞率领调研组到大旺校区进行深调
研，学校部分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同志陪同调研。
★10月29日，是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建校22周年，大旺校区全体师生四百余
人齐聚月亮湖东侧举行“22周年校庆环
校健身跑”活动。
★11月8日，经过两周的筹备，大旺
校区在田径场举办了首届田径运动会，
全体师生四百余人参加本次运动会。
★11月13日，大旺校区在大学生活
动中心开展机电类2019届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
★12月27日，大旺校区2019年元旦
晚会在圆梦园孵 化 城 路演大 厅成功举
办。

年回顾

北岭大讲堂

获奖
办的2018年广东省学校国旗护卫队展示活
动在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举行，我校获
得二等奖。
★5月份，广东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
公布2017年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的通知》（粤教科函[2018]64号），我校共
有4项课题获得认定立项。
★5月27日，肇庆市第三届朗诵大赛暨
“风雅颂”第四届广东省朗诵大赛肇庆赛
区选拔赛复赛在肇庆市图书馆举行。我校
获得优秀组织奖；艺术设计系学生罗剑锋获
得最勇敢朗诵者奖。
★6月份，广东省教育厅公布2 0172 018年度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名
单，我校何美玲，张帆，陈惠英，程梓华共
同获得会计技能类二等奖；池珊，甄芷晴，
邓敏惠，张瑜婷共同获得银行业务综合技
能二等奖；莫天豪，关姿莹，谭英桃，江绍
权共同获得电子商务技能类三等奖；罗天柱
获得钢琴演奏类三等奖。
★6月2 4日，广东省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8年全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在落
幕，我校唐新宇、费水蓉团队获高职组信
息化教学设计比赛二等奖。朱丽娜团队、罗
琳团队、王子飞团队荣获大赛三等奖。
★6月27日，省委教育工委公布2018年
暑期大学生党员社会实践活动表彰结果，
我校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社会实践活动
为主题的大学生党员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喜
获立项。
★6月28日，我校经管系党支部喜获广
东省高校“三型”党支部称号。
★7月8日，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八
届广东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赛决赛
落幕，我校公共教学部就业与创业指导教
研室费水蓉、梁卉两位老师获二等奖，张艳
辉老师获三等奖。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7月13日，肇庆市社科联2018年度社
科规划项目立项公示，我校获得19项，其中
5项一般项目、1项青年项目、13项自筹项目，
获得经费资助5.6万元，在立项的数量和经
费资助上均为历史新高。
★7月份，我校推荐的《“5梯5型5维5
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7月份，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民办
院校分会2017年会论文评选活动结果出
炉，韩治国、陈益华、梁伟莹、陈泳霞共同
撰写的论文《民办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喜获二等级。
★7月份，由广东省建筑业协会举办的

院讯

子飞、余庆兰四位老师获得三等奖，实现了
学校在该项比赛的最好成绩。
★11月份，2018年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广东赛区竞赛获奖名单公布。艺术
设计系林小锐的作品《爱（air）没障碍》获
得平面类杜蕾斯命题一等奖；庞霞丽的作
品《触电的感觉》获得平面类藤娇命题三
等奖；何嘉莹的作品《Super“多多”动物》
获得平面类娃哈哈命题三等奖；张金国、
郑灿荣、陈晓翔、苏小茹共同完成的作品
《“电”动一刻》获得影视类三等奖。此外，
丁毅、关志如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11月份，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电信集
团、全国学联共同开展的2018年“中国电信
奖学金·飞Young奖”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寻访活动结果揭晓，我
校经济管理系余杨康同学喜获2018年“中国
电信奖学金·飞Young奖”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1月份，2018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成绩揭晓，我校崔雅莉老
师指导的邹惠灵、黄洁丽、叶瑞吕三位学子
共同获得专科组一等奖；纪广月老师指导的
罗聪、陈卓贤、杨小环三位学子共同获得专
科组二等奖。
★11月份，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公布了
2018年度广东省众创空间试点单位和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名单，我校广
东圆梦园科技孵化城入选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培育单位。
★11月17日，2018广佛肇高职院校英
语口语竞赛落幕，我校非专业组荣获一等
奖；专业组荣获三等奖。
★11月29日，第八届“用友新道杯”全
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落幕，我校
财会系由代春雷、白晶两名教师带队，8名
同学参赛，取得了全国决赛（高职组）三等
奖的优异成绩。
★12月份，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公布2018
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奖结果。我校
冯峥老师的《我院樱花如火游人如鲫》获得
新闻摄影类三等奖；梁欢欢老师负责编辑的
2017年1月校报第04版获得版面类三等奖；
工商管理系学子黎宝莹的《当〈寒门贵子〉遇
到〈天才枪手〉》获得言论类三等奖；
★12月份，广东省教育厅公布2017、
2018年度广东省高校辅导员优秀工作成果
评选结果，我校财会系党支部书记江涛章
的案例《用包容理解挽救大学宿舍的“全
家福”》荣获“2017年度广东高校辅导员优
秀工作成果”优秀案例三等奖。

★1月17日，北岭大讲堂第54期，广
东省教育厅学校后勤管理处处长程五一
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做合格的人民教
师》。
★3月22日，北岭大讲堂第55期，澳雪
国际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周秀丽讲述营销
实战。
★4月13日，北岭大讲堂第56期，
副校长苗德华讲《美国高校 见闻及感
受》。
★4月20日，北岭大讲堂第57期，肇
庆市知识产权局朱亚讲《专利挖掘申请

实务》。
★5月11日，北岭大讲堂第58期，经
济管理系主任易伟义讲《数字经济进程
中的企业经营思考》。
★6月19日，北岭大讲堂第59期，肇
庆笙辉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光讲
“我的创业历程”。
★10月17日，北岭大讲堂第60期，
党委宣传部部长韩治国宣讲当前经济形
势。
★10月29日，北岭大讲堂第61期，苗
德华讲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年回顾

明德大讲堂
★11月7日，明德大讲堂第3 0 讲，
魏 尚 荣 讲中华 优秀 传 统 文化 的 核 心
“和”。
★11月21日，明德大讲堂第31讲，党
委宣传部部长韩治国讲什么是国学。
★11月28日，明德大讲堂第32讲，思
政教学部主任孙维义讲《易经的哲理和
智慧》。
★12月5日，明德大讲堂第33讲，公
共教学部主任王敏教授讲孔子的“兴、

观、群、怨”说。
★12月12日，明德大讲堂第34讲，文
化传播系教师钟志容讲《人生幸福第一
课》。
★12月19日，明德大讲堂第35讲，
思政 教学部教 师陈益华讲《包拯 与肇
庆》。
★12月26日，明德大讲堂第36讲，思
政部教师梁伟莹讲老庄智慧、孙贵平讲
老子智慧与和谐处世之道。

年回顾

考证工作
★2018年组织学生参加计算机、英
语、专业技能考试近13025人次社会人员
考试：
★2018年4月公务员考试4570人参加；
★2018年5月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
级资格考试8979人参加；
★2018年9月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
级资格考试4489人参加；
★2018年9月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

级资格考试53人参加；
★2 018年9月司法考试33 6 4人 参
加；
★2018年6月、10月银行业专业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6218人参加；
★2018年10月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3559人参加；
★2 018年11月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174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