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3日袁经过三天的努力袁学校共迎来
8000余名 2017级新生遥学校领导的亲切关怀袁
工作人员们的温馨服务袁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
2017级新生和家长们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与
师生的热情遥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袁我校
2017年迎新工作圆满落下帷幕遥

9 月 8 日上午袁 学校在东区体育场举行
2017级本专科新生开学典礼遥 校党委书记庄
天慧袁校长陈永灿袁校领导董发勤尧张强尧卢忠
远尧陈朝先尧杨世源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尧各
学院领导尧教师代表尧新生辅导员尧部分新生
家长尧 全体 2017 级本专科生以及来自 27 个

国家的留学生参加典礼遥
开学典礼上袁 陈永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袁 寄语所有新生院野以水滴石穿的毅力历练
成长袁以水滴石穿的韧劲奋斗追求遥 冶庄天慧
为 17 名 2017 级新生代表亲切地佩戴了校
徽遥 校党委副书记张强主持典礼并带领 2017
级全体新生进行入学宣誓遥 教师代表尧学校教
学名师尧经管学院张霜教授发言遥 在校生代表院
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1402班钟佳伶同学
向学弟学妹们分享了大学生活中的点滴感悟
和学习经验遥最后袁新生代表孙宇昊和来自美国
的留学生代表Nash(纳什)发言遥

与此同时袁 西南科技大学 2017级研究生
开学典礼在东八演播大厅举行袁1183名硕士研
究生尧36名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美国尧俄罗斯尧
哈萨克斯坦尧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50名留学生成
为了西南科技大学 2017级新生遥

陈永灿发表题为叶矢志不渝袁求真求新曳
的讲话袁对全体研究生新生提出殷切希望院一
是要坚持求真袁潜心学问曰二是要把握大势袁
引领创新曰三是要肩负使命袁勇于担当遥 副校
长刘彤主持典礼遥 学校党委副书记张强宣读
了叶西南科技大学关于颁发 2017级硕士研究
生优秀新生奖学金的决定曳遥 导师代表信息学
院张华教授尧 新生代表经管学院乔振经同学
以及高年级学生代表生命学院余游同学分别
在典礼上发言遥

从 9月 4日起袁持续八天的新生体检受到
学校的高度重视袁校医院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袁
于今年引进了数字化 X光机渊DR设备冤袁用于
筛查肺结核在内的肺部常见疾病及临床体检袁
该仪器能进行全方位拍摄袁 并且无污染遥 此
外袁 校医院也加强了中医理疗科室的人员配
备袁将有更多的专业医生袁通过传统中医推拿和
中药理论袁在运动损伤尧骨折后康复尧慢性病治
疗等方面为师生提供服务遥 渊宗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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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任冬林 陈迎春冤 第五
届中国渊绵阳冤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
会渊以下简称野科博会冶冤于 9 月 7-9
日在绵阳市会展中心举办袁 此次展
会由科技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
办袁以野军民融合窑科技创新窑开放合
作冶为主题袁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遥我校 14 项科技成果参与此次
展会遥

本次展会重点宣传了我校国家
大学科技园尧分析测试中心尧环境友
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渊筹冤尧
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尧 四川省工
程实验室等平台曰 展示危险环境消
防机器人系统尧石墨烯功能材料尧复
杂山地多波宽频带地震数据采集系
统尧 核废物桶在线无损检测系统等
最新 14 项科技成果袁受到了相关领
域专家及媒体关注袁 较好地展示了
我校在创新科技方面所取得的科研
成果遥

校党委书记庄天慧尧 党委副书
记张强在展会初就前来参观袁 询问
展览情况袁 对于我校近年来的科研
成果给予肯定与支持遥 在参观剪纸
特色文化产品时袁 庄天慧表示该产
品有利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袁 学生
也更应该注重传统文化教育曰 在谈
到特殊环境智能机器人时袁 庄天慧
鼓励科研团队继续努力袁 为我校争
光添彩遥

参观科博会的人川流不息袁既有广大市
民袁也有国内国际相关领域和行业的专家遥我
校多项高精尖产品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袁比如袁
危险环境消防侦查机器人袁 可执行潜在油气
泄露的危险环境下的可燃气体检测尧 现场高
清视觉图像成像等特殊任务袁 可完成各种有
毒尧有害气体检测袁其实用性受到人们关注遥
还有我校研制的野熊猫智能机器人冶袁有着憨
态可掬的外表袁同时具有室内三维地图重构尧
智能自主导航尧语音交流与控制尧体感控制等
功能袁可用于酒店尧候机室尧科技馆尧医院等场
所代替人工进行人机交流尧 导航尧 送餐等服
务袁其可爱的外表和高端的性能袁令众多参观
的人驻足观看遥

此次科博会为我校科技成果的对外展
示和寻求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袁 为促进我校
产学研用融合贯通袁 以及拓展我校科技创新
空间提供了重要平台遥

9月 8 日下午袁学校办公楼学术报告厅
内座无虚席袁掌声如潮遥校党委书记庄天慧袁
校长陈永灿袁校领导董发勤尧张强尧卢忠远尧
陈朝先尧杨世源以及全体中层干部尧受上级
和学校表彰的教职工和师生代表 600 余人
欢聚一堂袁隆重庆祝第 33个教师节遥

校党委书记庄天慧以叶坚持立德树人
争做学生成长引路人曳为题作讲话遥她首先
向学校全体教职工尧 离退休教职工致以节
日的祝贺尧亲切的慰问尧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遥 庄天慧指出袁今年的教师节袁学校
将紧紧围绕野迎接党的十九大袁做好学生引
路人冶这一主题袁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庆祝
活动袁 全面宣传和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指引下袁学校各方面
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曰采取实实在在的
措施真心真情地关心教职工尧 服务教职工袁
力争最大限度调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袁进一步激发教职工教书育人尧科研育
人尧 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袁进一步形成全员育人尧全程育人和全方
位育人的良好局面遥

野贡献与奉献同等重要浴 冶庄天慧说袁我
既要感谢获奖的教职工为学校发展作出的
突出贡献袁也要感谢更多的没有获奖而又为

学校发展作出了突出奉献的教职工遥她要求
学校相关部门要不断完善奖励办法袁既要鼓
励大家瞄准高端尧追求卓越袁也要支持大家
做好日常本职工作袁真正建立起贡献与奉献
相统一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遥要始终坚持
把民生工程放在突出位置袁把为师生员工服
好务作为首要任务来抓遥

庄天慧要求袁大家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所强调的野广
大教师要以德立身尧以德立学尧以德施教袁要
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尧品行尧品位的耶大先生爷冶
要求袁 真正肩负起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袁一
定要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袁 坚持教书与育
人尧言传与身教相统一袁既当好经师袁更当好
人师袁 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学生敬仰袁以
模范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榜样袁当好学生
成长成才的引路人遥广大教职工要更加自觉
肩负起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袁将至诚报国的
爱国情怀内化为立德树人的自觉担当袁将教
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内化为忠诚教育事业的
自觉追求袁将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内化为优
良师德师风践行的自觉操守袁全身心投入到
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去袁围绕学生尧关照学生尧
服务学生袁培育学生袁争做学生真心喜爱尧人
民满意的优秀教师遥 渊下转 3版冤

姻 7月 20-24日袁我校学子在 2017年
全国 3D大赛十周年精英联赛中获得全国总
决赛龙鼎奖一等奖遥姻 7月 29日袁 我校学子在第三届四川
省野互联网+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野1
金 2银 9铜冶遥

姻 8月 20日袁 我校学子第十二届全国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渊四川赛区 TI杯冤中获
得省级一等奖 8项尧二等奖 9项尧三等奖 17
项袁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遥姻 日前袁我校喜获 33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遥姻 日前袁我校学子在首届金砖国家创客
大赛决赛中喜获一等奖两项遥姻 日前袁 我校在四川省第八届大学生艺
术节上取得历史性突破袁共取得32个奖项遥姻 日前袁我校野四川军民融合战略研究
中心冶 获批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遥姻 日前袁九三学社绵阳市委主委尧我校
副校长尚丽平当选为九三学社四川省第八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遥姻 日前袁我校学子在第十二届大学生智
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取得全国一等奖 2
项尧二等奖 2项的优异成绩遥

姻 日前袁 西南科技大学社科联荣获
野2015-2016年度四川省先进高校社科联冶
称号袁 我校社科联陈清贵教授获得 野2015-
2016年度高校先进社科工作者冶荣誉称号遥

8 月 22-23日袁 学校党委中心
组渊扩大冤学习会在办公楼学术报告
厅举行遥 会议围绕野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尧 加快推进学
校改革发展冶主题袁深入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 7 月 26 日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 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袁迎接党的十九大冶专题研
讨班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并结合学校
工作袁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7.26冶重
要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部署遥 党委
中心组学习成员尧 全体中层干部参
加学习会遥 校党委副书记董发勤主
持会议遥

校党委书记庄天慧以 叶以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全力推进特色鲜明
高水平大学建设曳为题作了讲话遥她
指出袁7月 26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野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迎接党的十九
大冶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袁立足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袁 围绕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尧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袁 提出了一系列
重要思想尧重要观点尧重大判断尧重
大举措袁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
循遥 庄天慧强调袁学习好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是当前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袁 学校各级党
组织要认真抓好抓实重要讲话精神

的学习贯彻袁 深刻领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
意义和精神实质袁 组织宣传好党的十八大以
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袁
推进学校事业发展袁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
其是四川发展再上新台阶作出新贡献遥

就如何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学校
建设发展袁庄天慧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院一是始
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袁就要有奋起直追
的紧迫感遥 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高
校间的激烈竞争袁 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袁居
安思危袁知危图安遥 紧紧抓住一流学科建设袁进
一步强化特色袁提升水平遥要通过一流学科的建
设袁进而带动学科整体的发展袁 渊下转 3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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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余名新生载梦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