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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出现改革开放新局面。烟台

地处沿海，经济比较发达，中小学基础教育较好，但高等教育薄

弱，全区十五个县市区800多万人口，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人

才匮乏已经严重阻碍着烟台市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特

别是1984年5月烟台市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对外开放城市，

对在烟台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的需要更为迫切。时代的呼唤，社

会的需要，这就为烟台大学的诞生带来了机遇。具有远见卓识的

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不失时机地积极倡导：

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984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

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烟台视察，王济夫在

汇报烟台市工作时，抓住时机讲了建立综合性大学的构想。万

里同志当即说：“可以搞一个不要‘铁饭碗’的大学，就叫烟

台大学。你们试验一下，开创一个新局面，创出一个新模式。”

从此创立烟台大学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1984年6月27日，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教育部常

务副部长张承先两位同志主持的烟台大学筹建工作会议

在烟台东山宾馆召开。会议提出：烟台大学应该办成一

所具有中国特色、富有创新精神、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大学。它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它应当首

先适应烟台市建设两个高度文明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为

烟台的经济技术开发、社会发展和烟台教育区的改革、

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办一所综合大学。”

烟台大学的初心是什么？烟大人的使命是什么？

烟台大学的初心就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是烟大人的使命担当。

1985年10月30日，国务院代总理万里来校视察，沈克琦校长等陪同。1985年10月30日，国务院代总理万里来校视察。名誉校长张承先、校长沈克琦在第一教学楼中厅接待室汇报工作。

由张承先、梁步庭主持，烟台大学举行隆重

的奠基仪式，省市及北大、清华领导出席。

1984年7月1日

教育部以（84）教计字219号文件“同

意烟台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

1984年11月10日

省政府以（85）鲁政函105号文件发出《关于正式建

立烟台大学的通知》，烟台大学为省属重点高校之一。

1985年4月13日

烟台大学正式开学。

1985年10月18日

1984年7月1日，张承先等在烟台大学奠基仪式上给奠基石培土。
1984年7月1日，省长梁步庭、全国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承先、副省长陆
懋曾、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路宾校长沈克琦及市领导参加烟台大学奠基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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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9日，烟台大学与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中华财险青
岛分公司培训基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举行。

2013年5月17日，烟台大学与烟台市农科院合作共建烟台大学农学院揭牌仪式在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举行。2010年8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山东）基地授牌仪式。

2018年4月19日，烟台大学与南山集团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洽谈会召开。

2008年7月28日，烟台大学、烟台市知识产权局中国食品.酒业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合作签字仪式。

2018年7月13日，烟台大学与中国农业银行烟台分行共建实习基地签约仪式。 2018年4月26日，烟台大学与东方电子洽谈校企合作。

2014年2月23日，我校与烟台保税港区全面合作框架签约仪式在烟台保税港区举行。

2006年6月9日，烟台大学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于文书副书记代表学校签字。

2006年9月28日，崔明德副校长代表学校与蓬莱市副市长李波签订双方合作协议书。

2007年1月25日，烟台大学第二次对外合作与服务地方工作会议召开。

2008年5月8日，我校对外合作与服务地方工作领导小组再赴莱州市与梁艳霞副市长签订了《烟台大学与莱州市人民政府合作
协议书》。

2007年5月25日，烟台大学与祥龙企业集团合作举办文
经学院签约仪式在第一会议室举行。

2018年7月16日，烟台市校地合作联席会议在高新区蓝色智谷召开，学校党委书记张伟与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共同为
“烟台校企合作示范基地”揭牌，校长郭善利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书记于东签署“校地战略合作协议”。



第二篇章 烟台改革发展的烟大贡献

人 才 培 养
1984年8月召开的烟台大学专业设置规划会提出“烟台大学专业设置首先要满足烟台市经济建设和教改实验区的需要，充分体现烟台地区的特点，为烟台的当前和长远建设服务”的原则要求。多年来，烟台大学不仅满足了烟台学子的求学需求，更为烟台市

的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成为烟台市发展名副其实的“人才蓄水池”。烟台大学现有1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2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拥有博士生、硕士生、本专科生招生资格并具有相应学位

授予权。

烟台大学2014届6570名毕业生中，586名为烟台生源，占比8.92%；6157名已就业毕业生中，有3392名毕业生选择在烟台就业，占比50.93%。

烟台大学2015届7172名毕业生中，584名为烟台生源，占比8.14%；7026名已就业毕业生中，有3678名毕业生选择在烟台就业，占比52.35%。

烟台大学2016届7155名毕业生中，626名为烟台生源，占比8.75%；6632名已就业毕业生中，有2502名毕业生选择在烟台就业，占比37.73%。

烟台大学2017届7427名毕业生中，611名为烟台生源，占比8.23%；7190名已就业毕业生中，有2765名毕业生选择在烟台就业，占比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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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市 工 商 界 烟 台 大 学 知 名 校 友

毕业后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1月至2002年12月在烟台市规

划局工作，现任烟台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澄

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新西兰方丹环球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荣获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李同宇
1989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建筑系

2000年与校友翟介明共同创办了莱州市明波水产有限公司，任

总经理。带领团队先后参与国家和省级自主创新重大专项等课题30

余项；授权专利22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二

等奖、海洋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被评为“中国杰出

创业女性”“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 “山东优秀发明人”，烟台

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李波
1993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生物化学系

1996年创立烟台市喜旺食品有限公司，2004年创立加拿大

SIWIN FOODS公司，现任喜旺集团董事长、加拿大SIWIN

FOODS公司董事长，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2002年被共青团中央

授予“全国优秀青年兴业领头人”，2003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

“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2006年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

创业奖”。

林强
1991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专业

现任佳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山东省民间商会副会长、烟台市慈善总会荣誉会长、山东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省委统战部授予“建设者奖章”，

被烟台市委统战部授予“富民兴烟先进个人”，被评为改革开放30

年山东民营经济最具影响力人物，烟台市优秀民营企业家。

栾鲁闽
1992年在烟台大学
外经外贸管理班学习

2000年任烟台海和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烟台

海裕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1年12月当选为烟台市芝

罘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2016年11月当选为烟台市第十七届人大

代表。2013、2014、2015年被芝罘岛党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

员”荣誉称号，2013年被授予第二十一届山东省优秀企业家称号

王大军

1989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生物化学系

现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烟台大学芝罘区校友会会长。中华财险是新中国成

立后的第二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两岸三地

唯一以“中华”冠名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市场规模居国内财险

市场第五位。

岳进军

1992年毕业于于烟台大学
生物化学专业

现任中集海洋工程研究院副总经理。“山东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工信部“高技术船

舶科研计划”海洋工程装备总体技术专家组专家，美国船级社中

国区技术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家能源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海

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国家级奖励7项、“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省级奖励6项。

滕瑶

1999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历任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点公司厂办科员、科长、党

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和工会主席，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王剑波

1989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烟台大学广播台创始人之一、校广播台副台长及常务副总编。

现任张裕公司可雅白兰地酒庄经理。2011年荣获得酒界最高荣

誉称号——中国酿酒大师称号，是全国唯一一位白兰地酿酒大师。

张葆春

1987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生物化学系

2012年担任烟台三环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现为烟台三环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任中

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制锁分会理事长、

中国制锁行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书亮
1989年毕业于烟台大学

机械工程系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第二篇章 烟台改革发展的烟大贡献

服 务 地 方
作为以“烟台”冠名的高校，烟台人民集资兴办的高校，烟

台大学不忘使命，始终对接地方需要，全面加强产学研合作，着

力推进校城融合发展，为烟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

连年荣获“烟台发展突出贡献单位“荣誉称号。

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视察

烟台大学时评价道：烟台大学产学研用结合得很好，学科设置不

断完善，围绕山东省、烟台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学科建设、科

学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2006年学校成立烟台大学对外合作与服务地方领导小组，

2018年1月成立正处级单位——服务地方办公室，具体负责服务

地方工作。2018年年初，学校被成功备案为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服务机构，7月成立烟台大学对和合作与服务地方专家委员会。

2000年，烟台大学和绿叶集团共同组建校企一体化的烟台大学药学院，通过产教融合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校企

合作长效机制，探索人才培养和技术开发紧密结合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建设高质量的药学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平研发中心，

实现了人才培养和企业效益的双赢，校企一体化办学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国内校企合作的典范。

 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微球制剂产品注射用利培酮已完成美国FDA和中国CFDA全部临床研究、并获批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全球首个治疗帕金森病缓释微球制剂注射用罗替戈汀已完成FDA和CFDA临床I期研究；

 注射用醋酸戈舍瑞林缓释微球获FDA和CFDA批准，在中美分别开展临床I期研究；

 I类抗抑郁新药盐酸安舒法辛缓释片已完成FDA和CFDA早期临床，在美国进入关键临床、在中国即将进入临床III期研究。

经过十几年的合作探索，由烟台大学药学专业导师和学生参与研制的多个新药品种取得重大突破。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

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山东省“一流学科”

校企双方获得荣誉

201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等来
山东调研期间到我校视察。

201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
东等来山东调研期间到我校视察。

2017年4月7日，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杨东奇视察烟大时，对
校企合作办学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2018年4月20日上午市委书记张术平深入烟台大学教研，希望烟
台大学持续提升服务地方工作能力，为烟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2018年烟台大学药学学科获批山东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实现了烟台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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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联合创办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和台海集团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技

术研究院。积极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有效整合相关资源，为烟台核电装备产业集群提

供人才和科技支撑，打造国内外核装备与核工程技术人才高地，助力烟台市核电装备千

亿级产业集群、中国核技术自主创新集成基地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学校以烟台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结构和科研方向，培养的各类专业人才覆盖了烟台市大部分产业领域，有力支持了地方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

2011年1月4日，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学

校积极发挥两校援建优势，着力整合校内人才和科研资源，围绕着更好

服务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建设“海洋强省”贡献力量。

2009年12月28日海阳核电站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根据烟台市核电工程建设需

要和省、市领导的批示，2011年7月5日，烟台大学与山东核电有限公司在海阳核电站

签署《烟台大学———山东核电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框架协议》。烟台大学新上核工程与

核技术专业，并与同年秋季开始招收“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本科生。该专业2017届

毕业生就业率达100%，对烟台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将起到重要的人才与智力支撑作

用。

2017年10月，烟台大学与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1年7月8日，烟台大学海洋工程研究所成立暨揭牌仪式在中厅会议室举行。赵法箴院
士、李乃胜副厅长 、鲁晓兵副厅长、房绍坤校长为烟台大学海洋工程研究所成立揭牌 2014年10月16日，时任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视察烟台大学船舶操纵模拟器。

2018年7月18日，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牌仪式在弘毅厅举行。

台海集团副总裁方玉诚、台海集团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国蔚代表台海集团向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捐赠50万元发展基金。

烟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志海，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张伟，
共同为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和研究院授牌。

水产养殖、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等专业在人才培养中均突出了“经略海洋”的建设需要。
2018年7月10日，烟台市开发区工委书记牟树青来烟台大学洽商科技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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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服务地方子规划》将“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列为重要目标。要求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特点，整合优质资源，聚焦国家、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重大工作部署和现实问题的解

决协同开展研究，以项目为牵引，以创新为支撑，以研究为依托，聚焦产业发展、经济转型、深化改革、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治理创新等重点领域，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积极参与决策咨询和服务，为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

高水平智力支持，打造烟大智库品牌，带动学校服务地方能力的整体提升。

代表、委员们肩负使命，积极履职、建言献策，在城市信

息化管理、校企合作、物业管理、健康医药产业规划等领域提

交建议、议案若干，有力的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烟台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1名

政协烟台市第十三届委员4名

莱山区第六届人大代表2名

政协莱山区第六届委员6名

2017年6月22日，烟台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地方立法基地续签暨立
法顾问聘任仪式，我校纪委书记周胜良出席签约仪式。

2017年5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烟台
大学联合成立知识产权政策研究中心。

2010年6月，烟台大学法语中心揭牌。
烟威地区唯一得到法国政府认可的法语培训机构。

2011年5月29日，校企交流合作启动仪式在逸夫馆报告厅举行在我
校逸夫馆报告厅举行。

2012年7月28日，烟台大学与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全面合作协议签
字仪式。

2015年12月19日，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于旭华利为烟台大学烟台市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揭牌。

2018年7月6日，腾讯云“数字烟台”城市交流会暨首届数字烟台峰会召开。
校长郭善利、副校长孙祥斌应邀参加会议，并就共同建设腾讯大数据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5月，中韩（烟台）产业园发展研究中心在烟台

大学正式揭牌成立。在政策研究、体制创新、产业升级、国

际合作等方面为产业园出谋划策，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为

园区未来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2018年7月31日，2018国际人工智能峰会在东山宾馆

举行，烟台市副市长王晓军、烟台大学副校长郝曙光、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广斌教授、清华大学马少平教授共同

为烟台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



第三篇章 烟台大学服务烟台新旧动能转换的实力担当

文 理 工 法 农 医 经济 管理 教育 艺术

22个学院（部） 65个研究院所 64个本科专业

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共2.9万余人

140万平方米

学校占地面积

101.98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4.18亿元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4.38万平方米

图书馆总面积

专任教师

1279人607人
副高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

620人

博士学位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

“首届全国百名教学名师”1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3人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

全国优秀教师2人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2人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1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4人

首批省“一事一议”顶尖人才1人

泰山学者工程入选15人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2人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2人

山东省教学名师10人

省属高校优秀青年人才联合基金计划获得者3人

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席专家1人

山东省高等学校首席专家5人

烟台市双百计划专家9人

聘请兼职院士 1 3人，近 3 0 0名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首批省“一事一议”顶尖人才

李小鹏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温俊峰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万人计划哲学领军人才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国家级教学名师

房绍坤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杜振宇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李又欣

全国优秀教师
傅风华

全国优秀教师
任万忠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李亚平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崔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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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始终倡导创新精神，坚持“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把科研工作作为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打造了一批高标准的科研创新平台。

2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

1个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7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个省理论建设工程重点研究基地

3个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

1个省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

2个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1个省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7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省国际（港澳台）科技合作平台

1个省软科学研究基地

1个省级研究院

1个省级大学科技园

1个省泰山学者种业人才团队支撑计划

1个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

近年来学校产出一批标志性成果，荣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10余项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
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
山东省社会科学

重大成果奖
3项

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1项
二等奖4项

山东省社会科学

突出贡献奖
1项

烟台市科学技术

最高奖1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73项目、863项目等国家级项目310余项

主持省部级项目680余项

1个山东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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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化学化工学院C4课题组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C4分离成套工艺技术已完全取代国外相关技术，垄断国内市

场；该技术已被国内四十余家大型石化公司采用，生产能力达

到700余万吨/年，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截至2016

年，该技术已转让全国38家大型化工企业，建成或在建装置43

套，累计转让经费近亿元。

烟台大学项目组研究生产半弦管关键装备热压模具的设

计制造及整弦管的生产工艺，攻克了半弦管组装桩腿焊接难

关，开发出多种专用工装及设备。装备及工艺成果填补了国

内空白，实现了海洋石油平台桩腿的自主生产，其中采用分

段和型芯型腔镶嵌结构的热压模具以及模具定位、升降和行

走机构实现超大热压半弦管生产，在国际上尚属首创，获

2017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烟台大学皮革与蛋白质研究中心研究和开发了新型阻燃

材料，实现了化工材料和汽车皮革的产业化，形成阻燃性汽

车内饰材料技术体系，实现了阻燃理论创新、检测技术创新、

阻燃材料创新、制造工艺创新，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国家

授权发明专利16项、授权标准1项。2016年5月召开的全省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C4分离成套专利技术、丁烯提浓成套工艺技术

重点科技成果（一）

阻燃性汽车内饰革的研发及产业化

重点科技成果（二）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支撑桩腿热压装备与工艺

重点科技成果（三）

基于微藻养殖的猪场沼液生态净化与藻菌复合饲料
添加剂生产耦合技术

重点科技成果（四）

该项目以猪场粪水经厌氧发酵后的沼液为培养液，驯化并培

养小球藻，利用微藻光合自养生长过程对N、P的快速吸收，达

到沼液净化和再利用目的；以获得的小球藻藻浆为主要原料，加

入微生物菌剂，进行三级发酵生产藻菌复合饲料添加剂。该项目

的运行，能将沼液净化与微藻生物量高值化利用技术有机耦合，

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可为沼液的综合利用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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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果品贮藏与物流保鲜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研究

重点科技成果（五）

该项目用自制油溶性无机纳米粉体和多种高分子树脂为原

料，通过特定工艺制备多种纳米果蔬贮藏保鲜膜，具有气调、

防腐、杀菌、改善膜透气性等多种功能。用计算机多元回归设

计出用于特色果品的贮藏与物流保鲜袋（MAP），从根本上解

决了MA贮藏与物流的关键技术问题。研发的MAP+冷藏、

MAP+物流和MA与CA有机结合技术，成功地应用于特色果品

的贮藏与物流保鲜。

高精度声学竖井升降装置系列研制

重点科技成果（六）

烟台大学海洋工程研究所进行高精度超短基线定位系统的

关键设备—“高精度声学竖井升降装置”研制。2013年在“大

洋一号”上测试成功首台国产自主产权的超短基线声学系统；

2016年参与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打破了国外对水声

定位技术的垄断，为我国“大洋一号”、“向阳红09号”等远

洋科考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和深海水下声学拖体等提供

了水下精确定位服务。

“黄金基新型催化剂研制及应用技术研究”

重点科技成果（七）

烟台大学省级示范黄金中心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葡

萄糖酸盐生产用纳米黄金催化剂，经多次百克级金催化剂实验

室放大制备试验，催化剂性能重复克量级小试结果，具备了工

业中间试验条件。这将是国际上黄金催化剂在葡萄糖氧化制葡

萄糖酸（盐）反应过程中的首次产业化应用，其经济和社会效

益巨大。获2018年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立项。

“球形石墨/金属氧化物复合微纳结构的制备
及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重点科技成果（八）

该项目采用简单的原位合成和自组装方法，制备球形石墨

与金属氧化物的复合微纳结构，大幅度提高储锂容量，获得优

异的大倍率循环稳定性，解决球形石墨电极材料低容量和大倍

率性能差的问题。有利于开发高性能电化学储能装置（锂离子

电池），获2018年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立项。



烟台大学的根基在烟台，烟台经济社会发展为烟台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烟台大学在服务烟台中大有可为。

要坚持立足烟台、融入烟台、服务烟台，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地缘优势，适应烟台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打造新亮点，主动融入并服务烟台发展战略。

尾 声

——《中国共产党烟台大学第四次党代会党委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