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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李

涛) 12 日上午，潍坊医学院中和

广场人潮涌动、彩旗招展，呈现出
一片欢乐祥和的海洋，由该校主办

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内涵发展战

略大学校长论坛暨建校 60 周年庆

祝大会隆重举行。学校设计和举行
了 30 项学术活动和近 60 项文化

活动，庆祝学校建校 60周年。

与以往单纯的庆典活动不同

的是，该校一改传统庆典方式，设

计和举行了近百项系列活动，主

要涉及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卫

生改革与发展、学科专业建设、科
技创新、研究生学术论坛、人才培
养等近 30 项学术活动，以及大学
文化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学生思

想教育、大学生就业创业等近 60

项文化活动，在全校营造了以质

量为核心，以内涵建设为根本，以
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
主线，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的浓厚

氛围，极大地统一了全校师生的

思想，明确了发展思路和目标，增

强了改革发展的动力。

在高等医学教育由规模扩张

向内涵提升转化的新形势下，该

校主办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内涵

发展战略大学校长论坛得到了国

家教育部、卫生部和山东省人民

政府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医
科大学等全国 60 余所高等医学
院校、部分综合类大学的党委书

记、校长云集一堂，围绕我国高等

医学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和新要求，从如何贯彻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强化内涵建设，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建立完善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大学；如何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培养和造就合格的医学
专门人才，解决医疗民生等一系

列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

泛的研讨。这对探索和完善高等

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切实提

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将会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

潍坊医学院是一所具有 60 年

办学历史的高等医学院校，秉承
“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精神，坚持
“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技兴校、

特色名校、开放活校”发展理念，坚

定不移走内涵发展、特色发展道

路，全方位推进办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先后为国家培养
和输送了 4 万余名医学及相关

专门人才，校友遍及海内外。

据了解，该校建校 60 周年

系列活动将持续到 11 月中旬，

在多个高峰论坛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陇德、中国科学院院

士陆士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谢

立信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医学、

教育和卫生管理专家莅临该校

参加有关活动并作专题报告。

潍坊医学院举办 60周年校庆
近百项文化活动展现名校风采

本报 10 月 12 日讯 (记者 秦

国玲)11 日，北京大学公布了“ 2012

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中学资格

初审通过名单。潍坊市 4 所学校榜

上有名，分别是寿光一中、潍坊一
中、高密一中、昌邑一中。与去年相
比，新增加了昌邑一中。全省今年共

有 15 所学校通过初审，潍坊 4 所学
校入围，数目占全省最多。

11 日，北京大学招生网公布了

2012 年获得“中学校长实名推荐

制”学校的名单和校长姓名。潍坊市

入围中学再添一所，昌邑一中；同

时，2011 年获得校长推荐资格的寿

光一中、潍坊一中、高密一中三所高

中又悉数入围，4 所中学共可推荐
4 名学生。

记者从北大官网看到，山东省有
15 所学校入围，推荐名额 16 人，其中

山东省实验中学推荐名额 2 人。在山

东省入围的中学中，潍坊 4 所荣登榜

首，济南 2所，其他地市各一所。

今年，北大共收到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26 所中学递

交的申请，最终共有 211 所中学获

得 2012 年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

推荐制”资质，推荐学生总额为 260

名。自 10 月 11 日起，获得北大 2012

年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资质的
211 所中学及其校长名单在北大招

生网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

无异议后，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将

开始着手推荐学生。

北大将按照教育部有关政策规

定，组织对获推荐的学生进行面试。

面试合格的学生将在高考录取时享
受北大降至当地本科一批控制线录

取的优惠，面试未通过的学生，经进
一步的考核合格后可在高考录取时

享受北大在当地一批次录取线下降
30 分录取的优惠。

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宋昊

阳)北海路南延 12 公里对接 206 国

道之后，记者 12 日从市政府乘车沿
北海路前往安丘体验，发现与走潍

州路相比，新路线可节省 20 分钟左
右，不过，目前新通车的北海路南段

只能允许 2 . 2 米以下的小型车辆通

行。

中午 12 时 47 分，记者从潍坊

市政府出发，沿潍州路前往安丘。由

于健康街路段正在维修，记者所乘
车辆只得沿北海路走到宝通街，13

时左右到达潍州路，再向南往安丘

行驶。在沿潍州路向南行驶时，记者
注意到，潍州路向南到潍胶路路段，

路面状况较差，路面上不时能看到

大坑，这使得经过的车辆不得不小
心翼翼。而没有坑的路面上也并不
平整，坐在车里会感到非常颠簸。途

中还有几处铁路铁轨穿过路面，途

经车辆需要减速通过，而沿潍州路

向南，路旁附近有不少汽车 4S 店、

钢材、木材市场、宠物市场等等，人

流车流较多，再加上路上大型货车
较多，使得路面不通畅，车辆速度

只能维持在 60km/h 左右。13 时
44 分，记者到达安丘市政府，共历

时 57 分钟，途径路程约 34 公里。

13 时 50 分，记者乘车从安丘

市政府沿 206 国道走到北海路方

向往北，向潍坊市政府行驶。记者
看到，新北海路路面非常平整，而

且车流较少。记者所在车辆时速已
经达到 80km/h，14 时 28 分，记者
到达潍坊市政府，全程历时 38 分
钟，比走潍州路的时间缩短了 19

分钟。

通过对比发现，新北海路不仅
路况较好，从潍坊东部去往安丘所

花时间也较短。然而，目前由于北

海路新路段配套设施不全，车高
2 . 2m 以上的大型货车暂时不能通

过。潍坊市公路局人员介绍，预计

到今年 12 月中旬，北海路新路段

配套设施就将配齐，届时大型车辆

也可通过新路段。

北海路南延 12 公里对接 206 国道

潍坊至安丘省 20 分钟车程
昌邑一中获准

荐学生上北大

潍坊 4 所学校入围全省最多

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董

惠)10 日至 12 日，潍坊创建中国

人居环境奖迎来最终“大考”。

国家住建部考察组对潍坊创建工

作进行了现场考察，绿化和规

划、住房保障和供热计量、污水处

理和环境卫生成考核重点。昨日

上午，考查组在肯定突出成绩的

同时，还结合各自专业，指出了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针对

性的整改意见和工作建议。

11 日，考查组分三组实地

考查了潍坊城市综合环境、住房
保障、供热计量、市政设施、交
通秩序、垃圾污水处理和夜景照
明等工作现场。其中污水处理和

环境卫生一组专家先后去到虞河

污水处理厂、城西污水处理厂、

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市医疗废
弃物处置中心等地进行现场检

查。

12 日上午，在潍坊创建
中国人居环境奖工作座谈会

上，专家对潍坊创建工作进行

点评，肯定了潍坊创建工作取

得的突出成绩，认为城市规划

科学长远，城市面貌变化巨

大，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

形态逐步优化，城市管理精细
高效，城市特色非常鲜明，城
市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幅

度提高。他们还结合各自专

业，非常中肯地指出了潍坊创

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整改意见

和工作建议。

人居环境奖创建连续三天迎大考

住建专家为潍坊发展开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