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第 15 周（总第 23 期）

一、学校教学动态
★做好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两手抓”各项工作。
完善《疫情防控期间学生教学运行方案》
，全力做好
教学工作，分区分类、分级分段、有序组织开展教
学。
★参加成都市教育局组织的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抽查监测工作。对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天
府新区职业学校等 5 所职业院校就年度目标完成情
况、三教改革进展情况、证书考核情况进行了现场
抽查。
★完成“1+X”证书制度试点 12 月上旬工作报告，包
含组织 10 余名教师参加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 1+X 证
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培训。面向 2019
级学生开展证书宣传工作，组织开展数字创意建模
中级模拟考试等。
★召开招生工作专题会，制定了 2021 年全校招生规
划。明确 2021 年招生规模。
★启动学生顶岗实习信息数据报送工作，实施“日报
告、零报告”，要求各二级学院每日 10 点前报送学
生顶岗实习数据及疫情情况。
工贸在岗学生 708 人。
经排查，所有在岗实习学生均无疫情出现。
★审核汇总全校“双师”教师申报资料。按照学校
“双师”教师资质要求，共完成 38 名教师申报“双
师” 教师资料审核工作。
★抽查各二级学院、校区教师企业实践锻炼过程性
资料及成果。共完成 50 位教师企业实践锻炼相关资
料抽查，发现部分资料不完整、实践时间计算错误
等问题，下一步将下发整改通知，督促各二级学院、
校区及时完成自查和整改。
★组织全体教师观看世界慕课大会论坛直播。
★第五次示范课展示活动有序开展。
《数据库安全技
术基础》《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设备》《舞蹈》等课程
通过腾讯会议形式向全校进行了直播展示。
★组织开展 2020 年下半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此次
考试共设置 17 个考场，2 个备用考场，报考人数 494
人。

★完成 2020 年四川省大学英语新三级考试考务准备
工作。
★本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
举行。我校派出 13 名选手、11 名裁判参加大赛，各
相关学院指导教师赴穗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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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天气造成
在上课期间睡觉的情况有所增加，巡视人员已联系
对应学院并立即完成了整改。
★组织二级学院依据学信网数据完成对教学管理系
统里 6965 个学生班级信息的核实。
★发布本学期《关于我校工贸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
知》。并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已对转专业工作进
程进行调整。
★接待到馆师生 6249 人次，借还 466 人次。临近期
末，到馆学生人数增加，下午 3:30 后高峰时段动态
监控同时在馆人数约为 120-150 人。中午时段平均
为 60-90 人。
★完成总院及各校区学生秋季教材费用核算工作。
★完成轨道交通、汽车工程学院 2021 年度春季教材
学院收集和初步校核工作。对教材信息不全、教材
层次进行了初审，个别教材类型不符等进行了反馈。
★加强馆内防疫管理。定期进行工作台消杀、借还
图书杀菌机消杀、减少座椅密度。加强巡视，督促
进馆学生务必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部免洗消杀、
保持社交距离，
馆内动态统计人数达 300 人后限流。
为新办校园一卡通学生在系统内登记提供入馆二维
码。
★完成期末超期图书统计和催还工作。整理 2021 年
度新订报刊 MARC 数据，便于到刊后系统登记。
★完成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制作。
★加强馆内消防安全检查和教育，对安全隐患点及
时处置。

二、学院教学动态
（一）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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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召开师德师风专项主题活动。
开展各专业带头人、教研组长向身边优秀教师陈志
兵大师先进事迹学习，各教研组分组组织学习、研
讨；传达教育部思政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和师德师风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狠抓师德师风建设。
②组织召开了专业带头人、教研组长会议，传达学
校防疫教学工作安排和安全专题教育。要求严格执
行防疫各项要求，关爱学生，针对个别学生不能到
校采取线上个别教学和辅导。教学过程中注重用电、
实训操作安全，增强安全意识。
③组织教师收看世界慕课大会助推信息化教学改革。
④针对技师顶岗实习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后续工作。
⑤完成 1+X 证书 12 月第一次周报。
⑥安排部署机械工程学院学术分统计工作。
⑦整理汇总教师企业锻炼计划。
⑧组织教务处抽调班级填写《教材适用性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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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X 证书试点 12 月第一次双周报。
③核算 11-14 周教学课时。
④完成 202-2021-1 学期特种作业低压电工鉴定实操
考试工作。
⑤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机电一体化、光
电技术、工业 4.0 赛项赴广州参加国赛。
⑥再次梳理成都工匠学院工匠信息。
⑦整理专业建设委员会工作计划、过程资料
⑧再次梳理成都工匠学院工匠信息。
（三）信息工程学院
①按照学校疫情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做好周日教学安
排及提前期末考试相关工作安排
②学院组织召开专业带头人、教研组长及骨干教师
会议，传达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强调各教师提高站
位、增强纪律意识并结合疫情工作做好课程思政。
③完成实训室安全检查，对实训室灭火器、大型电
器和实训室使用登记表进行排查。
④根据教务处通知要求，按时组织各教研组开展教
师观看世界慕课大会主会议和论坛活动。
⑤按照说专业、说课程和示范课展示活动计划，完
成第 15 周信息工程学院李泓颖老师《数据库安全技
术基础》课程示范课。
⑥根据学校要求，组织各教研组开展《关于贯彻全
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视频会议精神》
的学习及讨论。
⑦完成技师 19 级各专业 2020-2021-2 学期人才培养
计划输机工作。
⑧完成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学生网络安全评估“1+X”
鉴定考试工作。

⑨完成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数字创意建模“1+X”
模拟考工作和考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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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020 年低压电工考证培训工作，累计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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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期工贸学院 2019-2020
级各专业教学进程安排 、教学计划预安排，教材选
定工作。
④完成 2020 年校级精品课程项目《汽车电气设备构
造与维修》
《动力电池与驱动电机》
《汽车售后服务》
三门课程的验收工作，累计完成超过 15 个教学视频
的拍摄，完成 20 个 PPT 的制作。
⑤根据学校领导要求，修改完善新能源汽车技术专
业群建设方案。
⑥完成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回访相关资料准备，累计
完成 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第 1 学期，教
师个人教学工作手册、教案、课程标准、人才培养
方案等内容的梳理和准备。
（五）财贸管理学院
①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调整安排。
②开展第 15 周学校、二级学院两个层面的直播示范
课展示活动,积极准备 16 周说课程说专业活动。
③安排本学期教材使用情况信息反馈工作，并完成
了教师、学生层面的教材使用情况信息反馈，教研
组层面教材使用情况信息反馈正在开展中。
④整理、完善高职评估整改资料。
⑤组织 1+X 证书负责人根据申报职业资格证书考点
的要求，梳理实训室设备需求
⑥梳理工贸考试、考查课程的信息，组织安排各个
任课老师完成期末考试试卷和考查方案命题。
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学习违反作风纪律典型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
8 组织完我院 182 学生完成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六）轨道交通学院
①我院轨道车辆技术集训队选拔暨轨道车辆技术技
能竞赛完成理论考试及面试工作，共有 30 余名分别
来自 19、20 级机电、车辆、信号专业的同学进入技
能培训环节。
②加强防疫宣传，组织教师严格做好行课期间晨午
晚测温，熟知课堂疫情处置流程。
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经验交
流视频会议精神，组织全体教师学习违反作风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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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④梳理 11 月思政工作特色亮点信息。
⑤提前谋划明年可承办的竞赛赛项。
⑥继续推进 1+X 工作，成功申报城市轨道交通站务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点。
⑦完成新增实训耗材采购、验收入库及报销工作。
⑧做好顶岗、跟岗实习学生情况日报工作。
⑨我院应用型自考本科正式开班，教师按计划做好
教学准备，加强学生考勤，确保教学质量。
⑩完成本年度教师企业实践资料整理、上报。
（七）铁道工程学院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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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协助开展教师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③收集期末试卷并审核，确保期末考试顺利进行。
④本周各教研开展”关于贯彻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视频会议精神的通知”
专题教研活动。
⑤统计 11-15 周课时工作量。
⑥完成暑期企业实践资料整理。
⑦组织 77 个班次在计算机实训室授课。
（八）通识教育学院
①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网提交 2350 名中职学生的体
测数据，继续复核 6501 名高职学生的体测数据。
②邀请当代职业教育杂志社资深编辑徐春梅在线开
展《职业教育学术论文的相关问题》专题讲座。
③ 持续开展组内教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④安排四名教师参加四川省 2020 年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内江师范学院高职数学国培。
⑤各教研组组织教师学习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视频会议精神。
⑥召开疫情期间教学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学校防
控工作各项要求。
⑦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教师团队到高新西区顺江社区
进行校社共建文化基地的交流。
⑧完成期末考试课程试卷的审核并付印，组织工贸
考查课程的考试。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思修教研室组织课程期末考试命题相关工作。
②思修教研室组织召开教研会，学习《高职院校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高品质定位 高标准
建设 高水平发展-双高理论与实践》等文件。
③思修教研室召开专题会，讨论安排思政课实践相
关工作
④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两案八制”、“七案七制三
流程”等内容，抓紧抓好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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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教师做好高职单招考纲及历年考题收集工作；
④整理校区 2020 年度师德师风大讲堂资料。
⑤组织学习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经验。
⑥整理新都校区教师 2020 年度下企业资料。
⑦做好了三评改革政策与实务线上培训填报工作。
⑧召开教学工作大会，布置期末工作任务。
⑨每日加强教学巡查和防疫安全检查工作。

三、职教视点
①教育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调研推进会召开。
对推动新发展阶段学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进行部署。
陈宝生要求：一是认识高度再提高一点，紧盯“十
四五”发展新蓝图，强化思政课的时代性。二是内
容深度再钻深一点，抓首要、抓拓展、抓有效。三
是力量强度再强化一点，教师队伍要以专替兼“动”
起来、能力素质“提”起来、内生动力“活”起来。
四是评价角度再精准一点，评价学校、教师、学生
必看思政课。五是布局广度再拓宽一点，学段层面
要一体化发展、地方层面要齐头并进发展、学校层
面各类型要同步发展。
②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基于岗位职业能力的专业
群课程体系开发与实施。为主动适应学生发展多样
化的教育教学要求，通过专业群建设的法制化、目
标岗位的选择、专业群的组建、各专业职业能力内
涵的拟定、职业能力标准的确认、职业能力与课程
的对映、专业群平台课程的确定、专业群各专业课
程体系的构建、专业群实施保障条件的分析、专业
群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等 10 个步骤，构建了
全校 7 个专业群、27 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并形成动
态调整机制。形成了“平台+专业基础+专业核心+方
向+创新实践”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措施和成果与国
家、部委相关文件要求基本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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