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第 8 周（总第 16 期）

一、学校教学动态
★四川省高职院校专业诊改工作推进和课题研究会
在我校召开。学校高度重视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下一步将制定诊改方案、建立健全工作预警机制、
严格考核，优化学校教学机构和专业结构。
★完成 2020 年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示范课程、
示范教学团队申报工作。共向省教育厅报送 5 门示
范课程、1 个示范教学团队。
★开展第一轮线上说专业（群）说课程活动。通过
腾讯会议等新媒体形式向全校展示 5 个专业（群）、
5 门课程的说专业（群）说课程活动。
★完成全国技工院校教师教学职业能力大赛国赛选
手第三轮说课演练。
★开展师资队伍建设“青蓝工程”
。为 29 名新入职
教师岗前培训返岗教研阶段分别配备副教授以上职
称的指导教师。助力新教师教学、专业能力提升。
★组织全校师生以讲授“特殊一堂课”、组织一次“特
殊班会”“特殊教研活动”等形式，开展习近平总书记
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宣讲活动。
★做好实习工作。
在实习平台上完成 2018 级工贸 561
名学生资料上传。
★组织各二级学院集中填报 2020 年高等教育统计报
表及人才培养状态数据表。
★完成 2020 年高等职业教育基层统计调查表第三季
度学生人数填报工作。
★按高职扩招需改革考试方式的工作要求，拟定招
生简章中中加强对考生技能测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
等相关内容。
★启动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专项检查
工作。除常规教学检查外还将针对教学流程设计、
教研活动开展情况、上学期课程补课情况以及退役
军人（2020 春招班）教学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成都市第三届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竞赛我校共有 8
名学生、6 名教职工参加了数控车、汽车维修、电子
商务、教师教学能力、班主任职业能力、汽车专业
教学能力 6 个赛项的比赛，我校共获得金奖 4 个，

银奖 1 个，铜奖 5 个，优秀组织奖 1 个。
★技能竞赛保障工作有序推进。我校参加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 11 个赛项启动集训。
★日常教学巡视情况正常。共开展教学巡视 10 次，
覆盖整个红光校区。巡视结果显示，我校教学运行
总体情况良好，但极个别学生在天冷后出现了迟到
情况，巡视人员已在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向二级学
院进行了反馈，并对整改工作进行了督导。
★完成 2020 级 2994 名新生信息核对工作。
★完成学籍调整工作。完成各二级学院报送的 3 人
2020 级新生学籍注册前退学、10 人保留学籍、10 人
休学学籍异动申请审核。
★接待到馆师生 7821 人次，借还 553 人次。
★做好教材服务工作。启动学生书本费计费工作。
★按省人社厅、教育厅工作要求，组织通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名教师开展教材协查工作。
★完成图书馆内教学设备设施清查及交接工作。

二、学院教学动态
（一）机械工程学院
①组织全体专任教师集中教研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宣讲，推选 5 位教师交流学
习心得。
②安排部署、收集工贸第九周统考考试试卷。
③填报、核对数据平台和高基报表，涉及全体教师。
④完成说专业、说课程和示范课展示活动第八周展
示。史维娜老师完成数控技术专业说专业，唐曦老
师完成《液压与气动技术》说课程。
⑤组织各实训室负责人实验、实训室安全大检查。
⑥组织申报“思政课程”、名师和大师工作室。
⑦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世赛选
拔赛工业机械装调、可再生能源等 6 个赛项的集训
方案和周报。
⑧组织数控技术专业教学团队，修订、完善现代学
徒制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学徒制课程标准
等。
⑨召开教研组长、带头人会议，部署期中教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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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开展教材选用的党风廉洁教育，传达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量子技术等先进技术的课改内容。
（二）电气工程学院
①选派教师参加省人社厅举办的《工业互联网与中
国智造高级研修班》
。
②组织集训班选拔考试。
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四川省
重点项目集训工作部署会。
④组织教师积极申报校级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
⑤完善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终期验收资料。
⑥考核特聘专业带头人 2020 年工作情况。
⑦开展本学期特种作业低压电工鉴定前期准备工作。
⑧开展本学期中级电工鉴定前期准备工作。
⑨研究确定 2021 年工贸新专业申报意向。
⑩组织各教研组开展特殊教研活动--“习近平书记
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宣讲”
。
11
○20 级人才培养方案发各专业校对。
（三）信息工程学院
①完成教师师德承诺书的签订及提交工作。
②完成我院成人教育 2018 级工贸教学进程表提交。
③完成了人工智能大赛无人机赛项和计算机程序员
赛项选手、教练员资料收集、整理、上交工作。
④完成了 2020 年“振兴杯”计算机网络管理员国赛
赛前培训准备工作。
⑤完成 2020 级新生专业引导—第一场信息安全与管
理专业引导讲座。
⑥完成学院校级名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资料收取
和教学与专业建设委员会的评审推荐工作。
⑦进行新专业申报的的初期讨论和评审工作。
根据教务处安排，按进度进行集中填报高基数据。
⑧组织各教研组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
寄语精神，并完成相关资料提交。
⑨完成第 8 周说专业群及说课程活动。
⑩完成我院成人教育 2018 级工贸教学进程表提交
（四）汽车工程学院
①汽车工程学院曾昭炜、郭端、樊玖林三位竞赛指
导老师带领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
术技能大赛，19 级新能源专业学生高川、蒋鹏在新
能源汽车传感与网联赛项中获全国二等奖；18 级新
能源学生王良、崔学勇在新能源汽车电控技术赛项
获全国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②2020 级工贸新生自考本科班招生宣传收到 22 名学
生报名。
③完成部分工贸 2018 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相关
工作，现已完成工作方案制定，指导教师选定，学
生分组，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确定等工作。
④完成 2020 年低压电工考证报名及培训准备工作。

⑤现已经完成 2020 年高等院校的基本情况报表、以
及数据平台中教师基本情况表、课程设置情况表等。
（五）财贸管理学院
①积极开展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验收准备工
作，根据专家指导意见修改验收总结报告，完善佐
证材料。
②财贸管理学院互联网+国际贸易赛项集训队，电子
商务集训队等 6 支集训队通过网络联赛等形式积极
开展训练，认真备赛。
③我院组织师生参加成都市第三届技工院校职业技
能大赛比赛。雷朝晖获得教师教学能力赛项第一，
荣获金奖。学生董文静、胡淼、向英东、王莉娅在
电子商务赛项中排名第一，荣获金奖。
④组织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申报工作，
邀请校外专家指导，完成申报书及佐证材料准备。
⑤安排工匠助教老师协助学校开展“成都工匠”信
息收集整理工作。
⑥加强师德师风学习，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并签
订《师德师风承诺书》。
⑦组织京东实训学生召开座谈会，了解学生近期实
训情况，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
⑧顺利推进 2020 年状态数据平台报表的填报工作。
⑨组织卓晓芸、李晓荣两位老师通过腾讯会议直播
形式面向全校开展说专业、说课程活动。
⑩安排组织 2020 年高校新入职教师返岗教研。
（六）轨道交通学院
①我院车辆技术专业带头人李代国，骨干教师曾理，
专任教师彭玮、王甜一行四人赴四川明创慧来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调研，洽谈共同开发课程等问题。
②根据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字工作迎评实
施方案，完成涉及教师参加相关培训及普通话授课
的声像资料准备。
③我院 2019 年积极申报学校首批
“课程思政示范课”
，
《AFC 自动售检票检修实训》成功立项，并于 10 月
初完成学校验收。随后，该课程积极参与 2020 年省
级思政示范课的申报，目前已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申
报。同时，组织教师积极申报 2020 年校级课程思政
示范课。
④我院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进行校级名师工作
室、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工作。召开评审会，
组织教学与专业建设委员会对申对照文件要求逐条
审核申报材料，推选校级技能大师、名师工作室候
选名单报教务处，参与学校评审。
⑤我院邀请郫都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专业人士，对
18 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车辆技术及机电技术
专业学生近 180 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⑥我院车辆集训队继续赴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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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020 年四川省“捷安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改革试点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选拔赛，力争成绩取
得突破。
⑦我院以“特殊教研活动”的形式，组织全体教师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
⑧我院助教参加成都工匠学院工匠轮训工作，配合
完成工匠师资库建设工作。
（七）铁道工程学院
①以“特殊教研活动”形式，开展习近平书记教师
节重要寄语精神宣讲活动。
②组织开展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
③教学督导完成 10 月份听课工作。
④制定本学期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说专业，说课
程活动安排表。
⑤完成实验实训耗材领用办法、实验室设备仪器借
用办法初稿制定。
⑥完成 2020 年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情况及教师提高
计划培训情况统计表整理、收集。
⑦完成工匠学院资料收集
⑧完成 2017 级五年高职转录成绩单处理。
（八）通识教育学院
①持续开展语言文字工作，建成语言文字工作专题
网站。
②组织召开全校学生体测工作协调会，完成 2018 级
高职学生 8 个项目的体测工作。
③积极参加四川省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省级“课程
思政”示范课申报工作，上报《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课程 1 门，示范教学团队 1 个。
④选拔 5 名高职学生积极备战 2020 年四川省高等职
业院校学生英语挑战赛。
⑤组织教研组长、教师党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教师节寄语精神。
⑥组织 2 名语文教师、3 名英语教师、1 名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参加人社厅组织的教材交叉协查会。
⑦按要求完成“成都工匠轮训”相关工作。
⑧积极参加教务处统一组织的腾讯会议直播示范课、
说课程、说专业活动。
⑨参加教务处组织的高基数据及平台填报工作。
⑩安排期中考试科目的命题工作。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四川省思政课“蒋家胜名师
工作室”负责人、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蒋家胜教授来校指导思政课建设相关工作，
和思政课教师交流座谈。
②思修教研室组织召开专题会讨论“厉行节约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习近平总书
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相关内容融入思政课教学
问题。
③思修教研室组织教师学习《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公示》
。

（十）新都校区
①积极开展校区公开课示范活动，并做校区督导听
课活动。
②向学院教务处上报教研组组长 20%考核津贴。
③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资料收集考核。
④积极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精神宣讲
活动及资料上交。
⑤报科研处新都校区 2015 年至今教科研成果获奖情
况汇总。
⑥2020 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返岗教研情况
汇总表。
⑦组织教师学习和签订《成都市技师学院（成都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师德师风承诺书》
。
⑧积极组织教师学习《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

三、职教视点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文件要求：健全职业学校评价。重点评
价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德技并修、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学生获取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毕业生就业质量、“双师型”
教师（含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师，下同）队伍建
设等情况，扩大行业企业参与评价，引导培养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化职普融通，探索具
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学徒制，完善与职业教育发展
相适应的学位授予标准和评价机制。加大职业培训、
服务区域和行业的评价权重，将承担职业培训情况
作为核定 职业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总量的重要依据，
推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文件要求：严格学业标准。完善各级各
类学校学生学业要求，严把出口关。完善过程性考
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加强课
堂参与和课堂纪律考查，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学风。
完善实习（实训）考核办法，确保学生足额、真实
参加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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