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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换帅

郭新立樊丽明分任党委书记校长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者
郭立伟） 7 月19 日上午，山
东大学召开教师干部大会，中
共中央组织部宣布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郭新立
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副部长
级) ，樊 丽 明 任 山 东 大 学 校 长
( 副部长级) ；李守信不再担任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职务，张荣
不再担任山东大学校长职务。
中组部干部三局巡视员、副局
长刘后盛受中组部领导同志委
派宣布了中央决定并讲话，教
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
为，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孙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守
信主持会议。
刘后盛在讲话中对李守
信、张荣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
介绍了郭新立、樊丽明同志的
情况，并对山东大学领导班子
建设提出要求。
刘大为代表教育部党组讲
话，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决定。他
高度评价了李守信、张荣同志
到山大任职以来所做的大量富
有成效的工作，希望郭新立、樊
丽明同志不负众望、密切配合，
团结带领班子成员和全校师生
员工，努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
再上新台阶。他对学校近期工
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
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
发挥好学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
用。二是扎根中国大地，全面深
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
学，围绕“双一流”建设总体目
标要求，不断提升学校办学核
心竞争力，着力提高管理效率
和水平。三是加强班子自身建
设，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
家的目标要求和好干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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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陈永凯 张莉培
在山东大学学习、
工作30多
年的樊丽明，
五年后重回山大任
职校长，
她也是山大百余年校史
上首位女校长。
郭健是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
务学院的副教授，
樊丽明是她在
山大求学期间的博士生导师，
现
在还是她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博士

山大党委书记交接，左为李守信，右为郭新立。

提高政治素质，坚决贯彻落实
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切实增强
凝聚力战斗力。
孙守刚代表山东省委省政
府讲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
定。他充分肯定了李守信、张荣
同志为山东大学、为山东各项
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真诚欢
迎郭新立、樊丽明同志到山东
大学工作，并期待他们在山东
大学历届领导班子打下的良好
基础上，团结带领全校广大教
职员工，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解放思想，真
抓实干，探索出一条具有山大
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之
路，推动山东大学实现新的历
史性跨越。
李守信表示完全拥护和坚
决服从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上
级党组织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
持，并真诚欢迎郭新立、樊丽明

山大校长交接，右为张荣，左为樊丽明。

同志到山大工作。他说，和大家
共同度过、并肩奋斗的近六年
时光，努力履职尽责，倾力推动
学校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是职
业生涯中最大的亮点，也是人
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他对党政
班子凝心聚力、倾力支持和干
部教师真抓实干、潜心教学，为
山大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表达深深谢意。他真诚祝福山
大的明天更加美好，并表示今
后继续尽己所能，热爱山大、守
护山大、奉献山大。
张荣在讲话中诚挚感谢上
级党组织、山大同仁和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关心。他回顾了自
己在山大工作的经历，表示近
四年来与大家一道为山东大学
的事业发展投入感情、倾注心
血、付出努力，学校发展取得一
些标志性成果，综合实力进一
步增强。他说，郭新立、樊丽明
同志的到来给山大带来新的活
力和气象，希望大家全力支持
他们的工作，同心同德、锐意进
取，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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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铸就新的辉煌。
郭新立表示，完全拥护和
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对接任山
东大学党委书记深感自豪和责
任重大，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团结依靠广大师生医务员工，
为把山大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勤勉敬业、砥砺前
行。一是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和扎实推进巡视整改为
抓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努力承担管党治
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把加
强党对高校的领导落到实处。
二是凝心聚力、改革创新，紧紧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
抓住人才队伍关键战略，持续
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努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山
大模式的发展之路。三是牢记
使命、勇于担当，坚持并不断完
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努力建设信念坚定、作风优良、
能力过硬、奋发有为的领导班
子，并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公道
正派、清正廉洁、谦虚谨慎、求
真务实，一门心思为师生服务。
樊丽明表示，作为重回母
校工作的山大人，衷心感谢组
织的信任和重托，将以对党和
事业负责的态度，尽心竭力、恪
尽职守，努力推进山大各项事
业发展。一是加强学习，提高办
学治校能力。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 方 向 ，在 党 委 领 导 、校 长 负
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
体系中分工负责，民主集中，管
理有序，积极作为。二是履职尽
责，努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大
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尊
重人才、服务人才的政策环境；
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贯彻“顶天立地”的科研
方针，提升基础科学和应用技
术研究水平；发挥山大文史哲
学科优势，为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研究传播、中外多元文明互
学与互鉴作出独特贡献。三是
严以律己，保持勤政廉洁作风，
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加强制
度体系建设，扎实做好巡视整
改，努力营造风清气正、依规运
行的工作氛围。
中组部、教育部、山东省委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近期
退出领导班子的校领导，教授
代表，各学院、直属附属单位主
要负责人，威海校区、青岛校区
领导班子成员，齐鲁医学部正
处以上领导干部，校部机关副
处以上领导干部，民主党派基
层组织负责人，离退休老同志
代表等参加会议。

山大迎来百年校史上首位女校长
后合作导师。
郭健说，
跟着樊老师
求学会带给她无限的求知动力。
2005年夏天，
她开始跟樊丽明
读博士。
在郭健眼中，
樊丽明永远
保持着充足的精神头，
“有她在前
面领着，
你会始终感觉一种无形
的压力在鞭策你，
她的人格魅力、
对事业和学术的追求，
让你惊叹
她的精力充沛。
”
郭健读博期间，
樊丽明已经开始担任山东大学副
校长，
但是每两个礼拜，
樊丽明都

会将自己的学生聚集起来进行学
术指导，
从未间断。
郭健就读博一期间，
樊丽明
同时担任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如无特殊事宜，
从不缺席。
“那时
我们最紧张的莫过于樊老师的
课程，
每学期每人都要准备两次
课堂陈述，每次讲授完毕，最担
心的是点评阶段，
樊老师总能一
针见血指出问题与不足。
尽管上
课的过程很紧张、很严肃，但每

次课程结束，
在课下都会教授我
们为人处事的生活哲理，
跟我们
处得像朋友一样。
”
李森是山东大学1989级校
友，他介绍，
“ 从本科到研究生，
每一个阶段，
樊老师都给我上过
课。
”
李森1993年本科毕业后就来
到山财工作，
目前是山东财经大
学财政税务学院的副院长，
“没
感觉她有领导或者校长的架子，
就是我们亲切的樊老师。”李森

笑着说。
“樊老师思路清晰，逻辑严
谨，语言表述非常精练，无论在
课堂上还是在讲座中，
上她的课
你会感觉是一种享受。”李森介
1986年樊丽明到山大经济学
绍，
院任教，尤其是山大经济学院
1986、
1987、
1988、
1989级本科生，
只
要是樊丽明教过的学生，
一直都
与她非常亲密，
“ 她能喊出每一
个学生的名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