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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基地 

（大庆师范学院） 
 

 

关于举办 2019 年暑期高校思政课教师实践研修班的通知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实践研修的有关通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研修基地（大庆师范学院）依托大庆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

资源优势，开展系统的学习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红色实践研修。

现将 2019年暑期实践研修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2019年暑期共安排三期，每期人数 80人。具体时间如下： 

第一期：2019 年 7 月 7—13日（7日报到，13日返程） 

第二期：2019 年 7 月 22—28日（22 日报到，28日返程） 

第三期：2019 年 7 月 30日—8月 5日（30日报到，5日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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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研修费用 3850元/

人，含食宿费、讲课费、现场教学交通费、场地费、资料费等，往

返交通费自理，住宿安排标间。请参加研修的高校在研修前一周内

将研修费用转账至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大庆师范学院 

银行账号：2300 1669 0510 5420 2581 

开户银行：大庆市建行让胡路支行 

转账时请务必注明：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马克思主

义学院）研修费。转账后请及时与研修基地工作人员联系确认。 

联系人：郭元阳（13634572011）  

周俊荣（18245976768） 

贾秋实（15004595978） 

办公电话：0459-5096679     

0459-5096310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宾西路大庆师范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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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A：七天大庆 

日程安排  活动地点 

第一天 大庆 

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大庆油田新科苑酒店 

         （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街 36号，距离大庆西站 2公里、大庆师范学院 1公里、大庆萨尔图

机场 30公里，酒店大厅联系电话 0459-6891111） 

第二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开班式（领导讲话、观看宣传片《大庆油田》等） 

09：00  专题报告  

11：30  午餐 

14：00  现场教学：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 

17：30   晚餐 

第三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中四采油队——“三老四严”发源地 

11：30   午餐 

14：00   专题报告 

17：30   晚餐 

第四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铁人一口井（萨 55井） 

                   大庆油田干打垒精神教育遗址 

         激情教学：我为祖国献石油 代代高歌唱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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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午餐 

14：00   参观考察：大庆师范学院石油陶瓷陈列室 

                   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文献研究中心 

15：00   访谈教学：讲述铁人故事 感悟铁人精神 

（讲述人：孙宝范 大庆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铁人传》作者） 

17：30   晚餐 

第五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大庆石油科技馆 

                   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厂采油 69队 

                   陈家大院湖二号丛式井平台 

11：30   午餐 

14：00   体验教学：大同区八井子乡新农村建设  

17：30   晚餐 

第六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中油电能公司星火一次变电所 

                   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厂刘丽工作室 

11：30   午餐 

14：00   结业仪式 ：汇报学员研修学习交流情况 

                    颁发结业证书 

17：30   晚餐 

第七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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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B：五天大庆+两天哈尔滨 

日程安排  活动地点 

第一天 大庆 

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大庆油田新科苑酒店 

         （大庆市让胡路区西苑街 36号，距离大庆西站 2公里、大庆师范学院 1公里、大庆萨尔图

机场 30公里，酒店大厅联系电话 0459-6891111） 

第二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开班式（领导讲话、观看宣传片《大庆油田》等） 

09：00   专题报告  

11：30   午餐 

14：00   现场教学：松基三井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 

17：30   晚餐 

第三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中四采油队——“三老四严”发源地 

11：30   午餐 

14：00   专题报告 

17：30   晚餐 

第四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铁人一口井（萨 55井） 

                   大庆油田干打垒精神教育遗址 

         激情教学：我为祖国献石油 代代高歌唱主旋 

11：30   午餐 

14：00   参观考察：大庆师范学院石油陶瓷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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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文献研究中心 

15：00   访谈教学：讲述铁人故事 感悟铁人精神 

（讲述人：孙宝范 大庆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铁人传》作者） 

17：30   晚餐 

第五天 大庆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现场教学：大庆油田科技馆 

                   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厂采油 69队 

陈家大院湖 2号丛式井平台 

11：30   午餐 

13：00  坐大巴从大庆到哈尔滨   

17：30   晚餐 

第六天 哈尔滨 

07：30   早餐（酒店内） 

08: 30   参观考察：东北烈士纪念馆 

11：30   午餐 

14：00   参观考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 

17：30   晚餐 

第七天 哈尔滨 

07：30   早餐（酒店内） 

08：30   结业仪式 ：汇报学员研修学习交流情况 

                    颁发结业证书 

11：30   午餐 

下午返程 

 

1.因天气等原因，培训路线可能会适当做调整。 

2.专题报告人是全国高校知名专家、黑龙江省内专家、黑龙江

省委党校专家以及油田和地方区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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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填写报名回执单（见附件），并在 2019年 6月 15日前将

电子版发送到研修基地公共邮箱：dqyanxiujidi@126.com。请务必

填写清楚您所选择的方案（A或 B）和您到达大庆的时间，便于我们

接待。 

4.接送站：同一高校教师统一报到安排接站（大庆西站、火车

东站、大庆机场），返程日大巴集中送站。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基地 

（大庆师范学院） 

2019 年 5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