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胡志英）历时十多天，“集思广益
办大学”活动收到了上千条建议，

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发来长篇论

证，其 QQ 群聊天记录也达到近

百页。临沂大学全体师生表示，临

沂大学感谢全市人民的关心和厚

爱，临沂大学的明天肯定很美好。

记者了解到，对于市民和专

家学者提出的这些建议和意见，

临沂大学都一一收藏。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凤云、

校长韩延明及全体师生，借助本

报感谢全体临沂人民，并给予最

好的祝福。丁凤云说，吃水不忘打

井人，回报老区永远是临沂大学

的崇高使命。大学将认真收集并
梳理好校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并融入大学的计划、措施、方

案、制度，使大讨论活动取得更大

实效，努力在新的办学平台上共

同创造临沂大学的辉煌明天，以

扎实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区人民的

厚爱，努力办让人民满意的大学。

丁凤云表示，临沂大学衷心

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厚爱！衷

心感谢沂蒙人民对临沂大学的热

切期盼！

韩延明说，自从《鲁南商报》

隆重推出“大学怎么办，大家说说

看”大讨论活动栏目以来，他看到

了千万沂蒙人民的殷切希望———

临沂大学的明天一定要更加美

好，也一定会更加美好！许多建议
非常坦诚中肯、发人深省，大学将

认真梳理并积极吸纳。

大学需要千万沂蒙人民一如

既往地“给力”大学建设，我们也将

竭尽全力担当起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智力新引擎。孔子曰：“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前方的路

还很长，但大学一直在前进、前进、

前进！再次衷心感谢广大市民对临

沂大学的关注、期待和支持！

对于临沂大学的发展，徐鹿

学教授认为，根据临沂大学的发

展情况，应该先办技能型大学，

后办科研型大学。开设技能型专

业、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学

年制分别为 2 年制、3 年制和 5

年制。

徐教授同时提到，要改进老

师的课堂教课方式，让学生们多

参加实习，跟工厂、企业多联合，

多让学生参加实践，培养他们的

实践能力。

张老说，沂蒙山区有丰富的

文化资源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临

沂大学应该办成有特色的大学。

张老说，临沂有红色文化，

有山水沂蒙，还有大商城，临沂

大学应该围绕这些，发展成为在

全国的大学中比较有特色的大

学。应该在学科方面有所侧重，

突出重点，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

点。

对于临沂大学的发展，韩相

勇和王元凯都认为要加强学生

的实践能力。

王元凯建议，大学应该注重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让他们一

踏入工作岗位就可以工作。韩相

勇认为，临沂大学应该开设拉丁

文等小语种专业，他的公司药材

出口很多国家，而一些小语种，像

拉丁文，就很难找到人做翻译。这

样可以方便临沂众多的进出口企

业，也增加大学生的就业机会。

11 日下午，在市区解放路一家政服务中心，不少顾客在等候工作人员派发保洁工单。临近

春节，家政服务业迎来了一年中少有的“黄金季”，要求做迎新年“除尘”的用户越来越多，需求
量猛增了 50%。

记者 廖杰 实习生 卢丹 摄

本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刘
遥）日前，美国一项堪称目前世界最

严厉的甲醛释放标准正式生效，对

在美国供销或生产的硬木胶合板等

复合木制品分步实施苛刻的限量标

准。临沂数百家出口造板企业受冲

击，目前通过美国 CARB 认证的不
足 40 家，专家称，“产生的巨大负面

影响不可估量”。

美国《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

法案》已于 2011 年 1 月 3 日正式

生效，并随之分步实施更为苛刻

的限量标准。该法案对在美国供

销或生产的硬木胶合板、中密度

纤维板及刨花板等复合木制品制

定了苛刻而统一的甲醛释放标

准，此标准显著高于国标和国际

通行标准，堪称目前世界最严厉

的甲醛释放标准。

目前，临沂市数百家出口人

造板企业中通过美国 CARB 认

证的不足 40 家，大多企业的产品

难以满足美国新法规的要求。为

此，临沂市检验检疫部门建议出

口木制品生产企业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将加强对有毒有害原辅

料供应商的评定和控制，严格原

辅料采购验证，探索使用低醛或

无醛胶黏剂，确保原辅料质量安

全。

本报 1 月 11 日讯 （通讯员

刘金松 记者 文美）1 月 11 日，

在临沂市 2011 年教育督导年度工

作会议上，35 名市督学接过聘书，

开始履行督导全市教育工作的职

责。会议还透露 2010 年全市教育督

导工作成效显著，十二县区和三个

开发区除蒙阴县外都实现“同工同

酬”，城乡教师工资按统一标准发

放。

据介绍，2009 年临沂市把规范

办学行为列为专项督导内容，2010

年重点对职业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

进行专项督导，此外还对素质教育、

教育经费投入、教师工资待遇问题

进行督导检查，促进了这些问题的

有效解决。其中，教师工资待遇问题

基本解决，全市除蒙阴县外全部实

现“同工同酬”，蒙阴县也将于 2011

年 5 月份实现该目标。

2011 年将督促解决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改变学前教育合法的少、

公办的少、符合要求的少的现状，将

学前教育抓在政府手上。中等职业

教育要增强师资力量，增加学生的

实习实训场地和设备，增强学生的

动手能力。改变大家对素质教育的

错误理解，搞素质教育并不是不要

教学质量，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学生

全面发展。此外，2011 年还将重点督

导组织领导、教师队伍、职业教育、

办学行为、办学条件、经费投入等 6

个方面。

本报 1 月 11 日讯 （通

讯员 郭小贝 记者 王

逸群）11 日，记者了解到，供

电公司智能电表更换行动

将继续推广，截至 2010 年年

底，全市已有 18 万电力用户

换上了智能电表，预计 2011

年内，临沂将再添新用户 26

万。

据市供电公司营销部
工作人员介绍，新型智能电

表有电能计量、信息存储及

处理、实时监测等功能，可

即时获悉客户用电信息。智

能电表可通过后台系统每

天定点自动集抄、适时计算

电费，大大提高了抄表数据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为用户

电费电量查询、灵活缴费提

供了有力支持。此外，智能

电表通过主站系统实时监

测，可及时监控全市用电负

荷，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

运行。

“智能电表在便民方面

提供了很大空间，而且功能

仍在扩充，今后还将在远程

送电、即时充值上有新的突

破。”营销部计量专责人介

绍道。截至 2010 年底，全市

已有 18 万用户安装了智能

电表，预计 2011 年内，将再

有 26 万户居民用上智能电

表。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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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办大学”活动圆满收官

上千条“良策”献给临沂大学

家政忙年

35 名市督学上岗
重点督导素质教育、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

美国板材甲醛释放标准念“紧箍咒”

临沂“过关”企业不足 40家

2011 年全市将新添

智能电表用户 26万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临沂大
学，这些专家学者在“开放日”的
时候走进临沂大学，亲眼目睹临
沂大学的现状。此后，很多专家

学者还写下了数千字的建议，想

通过记者转交给临沂大学。记者

随后联系了几位专家，倾听了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徐鹿学：

先技能型后科研型

“临沂市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张铁民

大学要有鲜明的特色

临沂爱康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韩相勇、

临沂长青进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元凯

希望学校

开设拉丁文专业

郭老说，临沂大学非常漂

亮，但是需要有一座雕塑把整个

校园的风格给带起来，突出临沂

大学校园的“魂”。

对于临沂大学下一步的发

展，郭老认为，临沂大学应该多

注重学生的实践，不能让教育和

实践脱节。

临沂大学应该多培养理工

类的人才，减少培养文史类的，

根据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提高

大学生的就业率。

原临沂作协副主席、

文联委员郭荣光

校园应该有一座雕塑

大学怎么办

大家说说看

本报记者 胡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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