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第 17 周（总第 8 期）

一、学校教学动态
★组织 2020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校级比赛专家评审
会。对 27 个进入校级决赛的作品进行评审，共推选
出 12 个作品代表学院参加省级预赛。
★推进 2020 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与各二级学
院进行一对一交流，指导各学院进行方案修订。
★持续开展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分享交流活动。开
展第四场一体化课程教学考核评价改革探索分享活
动，30 余名教师参与。
★组织召开学校专业群建设专题会。厘清学校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思路与各学院专业群建设思路，促进
学校内涵发展。
★持续开展说专业说课程活动。编制说专业说课程
第三阶段活动方案。
★推进优秀毕业设计评选活动。组织专家按照优秀
毕业论文评选标准，开展优秀论文评选。
★办理 2016 级技师学生顶岗实习手续。截止目前共
办理技师学生实习 285 人次。
★审核 2017 级单招分流的 318 名学生成绩，并且将
不合格学生名单下发至各个学院。
★参加全国英语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考务会。
★我校 2020 届 9 名毕业生进行教师资格证现场确认
认定结果全部合格。下一步可顺利领取教师资格证。
★启动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排课工作。
★拟定 2020 年数据填报工作方案及任务分配清单。
完成 2019 年数据与全国中位数数据对比情况统计表。
★启动世赛项目暑期集训准备工作。针对下半年国
家组织开展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
“三区三州”职
业技能大赛、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等国家级比赛，
通过对接二级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形成了疫情期间
（暑假）集训工作实施方案，充分保障参训师生员
工的健康和安全，支持参赛选手提升技能水平。
★《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制度正式发布。经
教学教研改革工作会研讨、征集意见、审核、公示
等环节完成制度修订，完善了教学管理制度保障。
★日常教学检查平稳推进。共组织线上教学抽查 4

次，线下教学巡查 6 次，督促整改问题 11 个。
★2020 年春新生学籍自查、注册学信档案进度达
100%。
★完成 2020 届 1629 名毕业生学信网学历注册。
★完成 2020 届 1618 名毕业生毕业证、11 名结业生
结业证的验印，并发放至各二级学院，工贸毕业合
格率 99.3%。
★完成教学管理系统中 2020 年工贸 65 个新生班级
的导入。
★完成本期 3 名学生转专业考核，并将拟同意转入
的学生名单予以公示。
★完成工贸 118 个班级春季教材费用对账及核算工
作，启动支付流程。
★完成 6 个二级学院秋季教材征订信息汇总及校核。
★本周借还 312 人次，接待进馆师生 1933 人次。 完
成 2017 级毕业生赔书工作，办理 80 余人次。启动
期刊装订、教参回溯建库工作，预计新增馆藏 3000
余册。完成端午节前安全大检查，排除防汛隐患。
★由四川省图工委组织的四川省高校“中科杯·勇
往职前·大学生就业技能与知识竞赛”活动我校两
名同学获奖。财贸管理学院冉兆洲同学斩获了唯一
的特等奖，获得奖学金 2000 元。轨道交通学院赵俊
臣同学获优秀奖。
二、学院教学动态
（一）机械工程学院
①积极组织备赛，统计学院集训队队员信息并上报。
②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细节，完成 19 级工贸
和技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③启动 2020 年秋季教材征订工作。
④完成工贸 18、19 级工贸期末考试制卷，召开期末
考试考务会，严肃考风考纪，认真评阅考核，按时
提交考试资料。
⑤完成 2018 级工贸期末线下及线上考试工作。
⑥组织各专业教师参加学校第四场、第五场一体化
成果展示与经验分享。
⑦积极备赛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部署团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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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修改、完善。
（二）电气工程学院
①持续推进“1+X”证书试点工作，研讨制定“课证
融通”的人才培养方案，每试点证书确定对应课程，
完成信息周报。
②持续推进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示范（特色）专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项目建设，选派教师
参加 KUKA 课程培训。
③持续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与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校内学徒中心建设，整理总结材料。
④持续推进四川省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
平台项目，确定集中研修计划，编制学员手册。
⑤组建教师竞赛常规集训队，打造参赛作品，参加
学校“2020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
⑥组织现有集训队开展常规训练；世赛机电一体化、
电气装置、机器人系统集成、光电技术项目开展集
训；梳理假期留校学生名单。
⑥结合教学督导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师德师风教
育。
⑦组织各教研组利用教研会开展一体化教学改革研
讨。
⑧完成了技师、工贸 19 级学生期末考试考前准备工
作。
⑨与成都宝利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沟通“万人计
划”事宜。
（三）信息工程学院
①组织各团队集思广益梳理专业群建设思路，完成
专业群建设汇报。
②顺利完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期末统考。
③信息工程学院特邀西华大学二级教授车振明开展
“做学生成长中的益生菌”师德师风专题讲座，在
专任教师和班主任辅导员队伍中开展师德师风自查
自纠活动。
④完成 19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格式修订后资料的
收集及提交、各专业团队按照新要求持续对 2020 级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程表研讨及编制交领导审
核。
⑤完成世赛和国赛项目开展相应竞赛集训组队及训
练和集训队管理统计相关数据报送。
⑥完成 2020 年秋季老生教材的选定工作。
⑦落实 2020 年暑期“双百工程”企业实践相关企业
岗位和数量，制定教师企业实践和相关培训计划。
⑧完成了端午节节前各实训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四）汽车工程学院
①完成工贸期末考试，试卷评阅及成绩录入。
②组织发放工贸 17 级学生、
技师 15 级学生毕业证。
③安排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汽车智能技术竞赛队

暑期训练工作，做好“2020 年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
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的训练及参赛工作。
④每日开展教学活动巡查，线下教学秩序良好，学
生到课率 100%，入课率 97%以上。
⑤完成汽车专业集群建设规划及汇报。
⑥持续开展廖新华大师工作实训室完成车辆保养及
维修工作。
⑦制订师资队伍暑期培训计划。
⑧预排 2020 年秋教学计划。
（五）轨道交通学院
①完成 19 级人培方案修订，按时提交教务处。
②召开人培方案编制工作会，进一步推进 2020 级人
培方案编写工作
③组织专业带头人就专业群建设思路进行梳理，理
清各个专业对接产业的细分领域和专业群组群逻辑。
④召开期末考试考务工作会，会议就考场布置、学
生考前教育、教师监考纪律等方面做具体要求，严
格执行期末考试各个环节，保证期末工作顺利收尾。
⑤积极对接机械学院、电气学院，做好 18 级车辆、
机电专业钳工、电工技能鉴定实操考试准备工作。
⑥召开学生电工、钳工技能等级鉴定考务工作会，
明确考试流程、要求，强调考试纪律。
⑦组织安排教师参与“2020 年度安全培训教师”新
训及复训。
⑧完成 12-15 周教师工作量统计及上报。
（六）财贸管理学院
①组织开展专题会，研究讨论财贸管理学院专业群
建设思路，进一步梳理组群逻辑和课程体系，对照
国家高水平专业群评选指标找差距，明确下一步建
设目标。
②参加学校 2020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校级决赛。经
专家团评审，推荐 3 个作品参加省赛。
③持续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与合作企业共同
梳理课程资料，修订完善总结材料。
④组织世界技能大赛商务软件分析货运代理项目开
展常规训练。
⑤开展 2020-2021-1 学期排课工作，完成工贸、技师
18 级教学任务的系统录入。
⑥组织各专业完成 2020 级教学进程编制工作。
⑦完成工贸 4 个专业 2 个年级学生完成专业选修课
的选课工作；
⑧持续推进 1+x 证书试点建设工作。
（七）铁道工程学院
①制订铁道工程学院高职 5 个专业教学计划，并安
排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
②修订 2019 级高职 4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③6 个专业教研组完成师德师风专题学习，收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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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心得体会各 24 份。
④检查 2017 级、2018 级教学日志（线上、线下）41
份并存档备查。
⑤本学期共计完成教学督导听课（不含部门负责人
等）117 人次。
⑥收集整理教师资格证、职称证各 80 份存档。
⑦完成 2017 级、2018 级共 19 个班级的线上、线下
期末考试：返校学生采用线下考试，共计班级 17 个，
课程 57 门次，监考老师 85 人次；未返校学生采用
线上考试，共计班级 19 个，课程 65 门次。
⑧协同通识教育学院完成语数英等基础课的期末考
试共计 8 个班级，29 门次课程。
（八）通识教育学院
①《中华传统文化》课程获批为成都工贸技术学院
精品共享资源立项建设课程.
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集训队进入校级决赛，继续修
改完善各项参赛教学资料，根据省赛文件和学校要
求积极进行赛前集训。
③林燕老师申报的《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导向的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路径探究》课题获批四川高等职
业教育研究中心立项。
④完成 2019 级工贸各年级期末考试准备工作。
⑤召开说课说竞赛第二阶段工作会，以教研组为团
队修改完善说课说竞赛相关资料。
⑥根据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计划，完成通识教
育学院师德师风自查自纠问题清单。
⑦完成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通识课程体系构建的
前期调研工作。
⑧邀请教务处副处长江辉为我院教师开展课程建设
方面的专题讲座。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思政组积极修改完善 2020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比
赛资料，全力备赛。
②完成概论课线上、线下期末考试出题工作。
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积极参加全国技工院校教师
职业能力大赛。
④思政组教师积极准备期末考试安排工作、学期总
结等各项工作
（十）新都校区
①完成了 2019-2020-2 学期期末考试统考共计 15 门
78 场次考试，考试中严肃考场纪律，处理违纪学生
2 名顺利完成技师 2016 级 2017 级各专业期末考试工
作；
②组织教师开展集体阅卷，和试卷复查工作；
③督促教师成绩提交，积极开展期末资料检查、收
集归档工作；
④三个教研室积极开展 2019-2020-2 学期工作总结活

动，各教研室梳理、归纳了本学期工作亮点和不足；
积极开展“听课制度（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反馈交
流。
⑤召开师德大讲堂专题讲座活动——《爱岗敬业 勿
忘初心》。激励教职工立足一线、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⑥根据《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工作计划》积极
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圆满完成了 6 月份师德师
风建设及资料收集上交工作。
⑦做好实训室（机房）每日消杀工作和安全检查。

三、职教视点
①借鉴：本科教育高影响力实践要素的提炼。一是
建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管理制度；二是规制
和参与相互交融的课堂教学方式；三是强化课堂场
域外的师生互动；四是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校园经
历体验；五是优化高校经费配置与完善学生支持体
系。
②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挑战。一是新兴信息技术
挑战传统的高等教育形态；二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拓
展带来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挑战公共财政支出；
三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后高校教学与研究的质量如
何保障；四是高校如何优化治理结构；五是如何解
决普及化阶段之后高校学生文化水平、知识水平以
及读写能力下降的问题；六是如何应对经济和知识
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商业化倾向；七
是如何应对大学文化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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