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第 14 周（总第 22 期）

一、学校教学动态
★完成四川省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技工教育高技能人
才培养研修班的筹备工作。我校将于 12 月承办四川
省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技工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研修
班培训活动。
★开展新专业评审工作。学校教学与专业工作委员
会成员及企业专家、高校专家对我校“工业网络技
术专业”进行评审并确定为 2021 年新增专业。
★开展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回访准备工作。制定
了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回访工作方案，组织各牵
头部门、二级学院开展材料自查、审核工作。
★开展学校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自查报告。包含
学校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概况、工作的具体
情况及问题分析、特色创新内容及意见建议等内容。
★第四次说专业（群）说课程活动顺利完成。汽车
工程学院、铁道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识
教育学院组织教师通过腾讯会议形式开展说专业
（群）说课程展示活动。
★组织我校 17 名教师参加推进省级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专题研修班培训。主要学习
“职教 20 条”“双高计划”“提质培优”计划等政策解读；
省级“双高计划”建设的主要建设内容与路径选择；国
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方案》编制、项目支出
绩效指标开发典型案例分享；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方
略解读等内容。
★按教育厅要求再次核实高等教育统计报表中专任
教师正高级职称数据。并将核查结果按时上报。
★完成职业技能人才资源统计表的填报并按时上报。
★复核 28 名申报职称教师课时量。
★完成教学管理系统工贸成绩单复核确认 30 份。
★本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赛前集
训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队选手状态正常。协调相
关部门为学校选手和裁判出征做好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出征仪式顺
利举行。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王英，各相关学
院院长，以及参加大赛的 11 支代表队指导教师、选

手共计 30 余人出席活动。
★日常教学巡视情况正常。本周教务处共安排专人
进行教学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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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班级在授
课中出现了学生上课讲话、玩手机、睡觉等情况，
巡视人员已联系对应学院并立即完成了整改。
★启动本学期学生转专业工作，完成 16 名申请转专
业学生的资格审核工作。其中 2020 级新生 9 名、退
役学生 10 名。
★完成二级学院报送的 3 人退学处理、2 人休学、1
人信息修改的学籍状态标注。
★为我校 20 名学生出具学籍证明。
★接待到馆师生 5013 人次，借还 463 人次。
★完成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申报工作。推荐《机械
常识》
《基于单片机的自动化生产线装配与调试》两
本教材参评，向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报送材料，并
完成网络平台提交。
★做好教材服务工作。完成 9+3 学生教材费统计和
秋季教师用书统计结算；及时处理临时增补退教材，
学生教材领用手续完成率 100%。进入秋季学生教材
费对账阶段。
★完成新书大类调架 12115 册，优化排架。
★完成学生入馆二维码凭证生成及整理，实现无卡
扫码入馆，下一步将二维码凭证发送至各学院。
★加强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完成门禁调试，
实现动态实时统计馆内人数；完成四楼电子阅览室
电脑更新和三楼自习室 WiFi 设备调试；完成广告牌
等安全隐患上报和维修工作。

二、学院教学动态
（一）机械工程学院
①组织召开了专业带头人、教研组长会议，对评估
回访、1+X 推进、教材申报、课程考核、实训和外
出安全等作了要求和安排部署。
②持续推进世界技能大赛六个赛项的集训和备赛工
作，组织召开全国第一届技能大赛赛前动员会。
③协助开展教师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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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组织推荐成都工匠学院培训师。
⑤按照学校要求，部署学院说专业、说课程和示范
课展示活动，完成第十四周展示。12 月 4 日王忠老
师完成《液压与气动实训》示范课展示。专业带头
人石丹、骨干教师郑艳萍观摩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说
专业（群）
、说课程等比赛。
⑥按照学院关于《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1+X 证书
试点工作抽查检测》要求，组织安排相关工种负责
人和学生参与问卷调查。
（二）电气工程学院
①持续开展《说课说专业》
《示范课展示》活动。
②梳理师资需求，填写《2021 年专人教师需求表》。
③撰写 2021 年工贸新专业
《工业网络技术》
申报书、
人才培养方案，通过答辩。
④制定评估整改工作安排表、组织各教研组自查、
教务科、学院领导抽查。
⑤持续推进 1+X 证书试点工作，签订《工业机器人
操作与运维考点协议》，组织专任教师、学生填写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参与调查问卷》
。
⑥撰写《工业网络技术》
（工业互联网）专业群建设
方案。
⑦完成本学期特种作业低压电工理论鉴定工作，协
助汽车、信息工程学院完成特种作业低压电工实操
鉴定考试。
⑧核对 2020-2021-1 学期课时预算。
⑨持续推进四川省中职学校示范（特色）专业建设
终期验收工作，建设网站、撰写总结报告、制作汇
报 PPT、核对验收所有资料、签订《审计约定书》。
⑩完成 2020 年成都市中职职业学校师生技能大赛机
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承
办工作。
11 组织教师完成期末考试命题工作，交付印制。
○
12 完成 2020-2021-1 学期电工技能鉴定考后资料整理
○
工作，并提交。
13 组织教师申报“四川省教育厅关于首届全国教材
○
建设奖”。
14 组织参加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电气
○
装置、工业 4.0、光电技术 4 个项目的裁判、指导教
师、选手、工作人员按省厅要求日报信息，开展核
酸检测。
15 组织教师参加 2020 年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领军人
○
物国家级师资培训。
（三）信息工程学院
①根据学校要求，按时完成首批工匠培训师推荐汇
总表信息完善更新及提交。
②开展我院教师教学资料检查并督促教师进行问题
整改。

③我院组织学生参加成都市中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赛项获得二等奖。
④完成 1+X 证书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理论和实
操考试。
⑤完成 2020-2021-2 学期教材选取前期课程数据表的
制作。
⑥完成 2020-2021-1 学期师生使用教材反馈前期表格
制作和分发。
⑦完成实训室安全大检查。
（四）汽车工程学院
①完成 1+X 证书 12 月份考试计划申报，主要申报项
目为：智能网联汽车检测与运维职业技能中级证书，
商用车销售服务职业技能中级证书，完成共计 60 名
学生的考试申报工作。
②低压电工考证培训累计完成四周理论培训，3 次实
操培训工作。并完成第一、二批的理论考试，实操
考试，考试通过率超过 95%。
③完成 2020-2021 学年第 2 学期教学计划梳理，教务
系统内教学计划录入，教材预选工作。
④完成 2020 年校级精品课程项目验收工作，1+X 一
体化校本工作教材编写进行中。
⑤完成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建设方案的修改。
⑥组织参加 2020 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师生技能大
赛中汽车技术、汽车机电维修、车身修复 3 个项目。
（五）财贸管理学院
①我院罗新云老师获得由成都市人社局主办的成都
市第六届青年技能竞赛暨成德眉资同城化技能邀请
赛网络直播营销赛项银奖。
②我院两支集训队分别获得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
2020 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校师生技能大赛电子商务
赛项一等奖和三等奖。
③组织教师和学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抽查检
测。
④开展职称评审工作，协助教师完成课时量核算、
考核资料准备等相关工作，完成二级学院初审。
⑤做好评估整改工作准备，开展教学资料评估整改
自查工作，组织各专业组开展线下说专业说课程活
动，整理 2019 年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相关资料，
做好教学检查。
⑥积极准备 15 周全校线上直播示范课。
⑦组织开展 2020-2021-2 学期教材征订、专业选修课
的选课等工作。
⑧做好工贸 18 级班级教学安排。
⑨不断优化电子商务专业群建设方案，进一步厘清
组群逻辑，构建项目化模块化课程体系。
⑩邀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杨春平教授为全院教师
开展国家教学成果奖培育与申报专题讲座，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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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改革工作水平。
（六）轨道交通学院
①梳理成都市近 3 年百万职工技能大赛赛项情况，
为编制明年成都市技能竞赛工作手册做好准备。
②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我院与重庆
铁路运输技师学院的合作，我院特邀请重庆铁路运
输技师学院黄兰华主任开展《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的专题讲座与交流活动。
③迎接高职评估“回头看”
，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④完成我院交通运输专业自考专升本教师上课安排
等相关工作。
⑤整理上报 2020 年暑假教师企业实践锻炼资料。
⑥轨道交通实训中心 VR 实训室承接信息工程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低压电工考证理论考试工作，参考学
生约 220 人。
⑦完成教学与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过程材料整理。
⑧开展我院车辆技术选拔赛考务工作、面试安排等
相关教务工作。
⑨审核期末考试试卷，确保期末考试顺利进行。
⑩启动春季教材选定工作，确保选用教材符合要求。
（七）铁道工程学院
①完成第十四周蒋丹老师《工程机械运用技术》说
专业，郭道翼老师《工程制图识图》线上说课程。
②继续推进成都市建筑 CAD 和成都市工程测量比赛
的竞赛集训工作。
③积极组织两位教师参加 2020 年成都市中等职业学
校师生技能大赛（教师组）建筑 CAD 比项。
④本周各教研组邀请班主任参加教研活动，共同探
讨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教学和学生管理问题。
⑤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记录，教学与专业建设工作
委员会工作过程材料的整理及上传工作。
⑥统计 2020 年下企业课时总数。
⑦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印制报账工作。
⑧科任老师按学校要求制作本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⑨统计 13 周课时量和秋游调课量.
（八）通识教育学院
①通过腾讯会议开展全校性的说课程展示活动。
②开展学生体测相关仪器设备的清查调研工作。
③为备战四川省第一届“贡嘎杯”校园足球联赛，邀请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师生到我校进行了一场
学生足球友谊赛。
④根据评估整改相关要求，召开教学工作会布置教
师的教学资料检查和做好专家进课堂听课准备。
⑤继续审核上传到国家体质健康网的体测学生基础
信息。
⑥推荐语文、体育、英语三个学科 5 名教师参加工
贸职称评审。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思修教研室根据学校评估整改工作会相关要求，
准备思政课相关教学资料。
②思修教研室组织学习“双高”建设相关材料。
③思政课教师组织开展示范课、说课程活动。
④组织全体无课老师参与第七届国家宪法日“宪法
晨读”活动。
（十）新都校区
①开展校区公开课示范活动和校区督导听课活动。
②进一步推进校区学生专业素质技能大赛活动（
“美
术绘画比赛”、“点钞技能大赛”、“诚信主题活动”、
“营销大赛”、“计算机文字录入比赛”和“朗诵比
赛”）培训竞赛工作。
③编制新都校区高职单招教学班工作推进方案。
④组织教师学习《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研
究与探索》
。
⑤组织教师和学生学习“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
上视频，并撰写学习心得。
⑥每日加强教学巡查和实训室防疫工作，确保教学
秩序正常。

三、职教视点
①教育 2020 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十三五”期间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
“十三五”这五年全国职业
院校一共有 1.15 万所，在校学生有 2857 万人；高
职招生是 483 万，占普通本专科的 52.9%。累计培
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生 5452 万人，开展
社区教育培训大概有 3.2 亿人次。2019 年以来，教
育部批准了 22 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
。在横
向融通上，主要是建立普职融通、产教融通、校企
融通、学历教育和培训融通、师资融通、职业技能
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融通等方面。
②山东职教高地的建设。一是建立“职教高考”制
度。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教高考制度，职
教高考本科录取比例由 6：1 提升到 4：1。二是深化
产教融合。山东 14 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全国首个混合
所有制办学政策，共有 40 余项混合所有制项目，拉
动了社会投资近百亿元，加快构建多元办学格局。
建立了产教对话制度，认定 142 家省级产教融合型
企业，明确了 9 项税收优惠政策，突出“金融+财政
+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全省中、高职学校平均
合作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14 家、268 家，校企合作成
为常态。山东被确定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省份，济
南、青岛成为首批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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