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第 3 周（总第 28 期）

一、学校教学动态
★完成学校《提质培优行动工作报告》报成都市教
育局。完善《提质培优校级建设项目进程表》，明
确 3-6 月建设任务及建设进度。
★梳理技师-工贸融合发展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专业
群、专业方向制定了 2021 年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
意见。
★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顺利推进。进一步完善了专
业和课程目标标准、指标体系和监测预警点内容。
★诊改试点专业教案期初检查全覆盖。共计检查试
点专业 7 个，教学计划、教案 75 套，整改已经已反
馈各学院。
★召开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推荐工作会。组织
我校 3 门已认定的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项目团
队成员集中学习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遴选
文件，讨论研究项目推荐相关事宜。
★开展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初
评工作。制定学校《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方案》，
通过各学院自行组织参赛团队进行申报、校内评审
专家评审参赛作品，确定进入校级决赛的团队。
★制定本学期教研工作指导意见。围绕“十四五”
发展规划、双高建设、工贸-技师融通发展、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开展教研活动。
★组织全校非毕业班级学生参加《新青年-习党史》
课程的在线学习。
★完成 2021 年春季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系统设置等准
备工作。
★组织公共选修课第二轮选课工作。
★2021 届毕业生专升本工作顺利推进。与西华大学、
成都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签订专升本合作
协议，确定各专业对口升本专业，开展学生推荐选
拔工作。
★拟定 2021 年单招工作考务工作进程，指导二级学
院做好实操考试工作方案。
★全面完成了成都市教育局部署的危化品专项整治
工作，相关数据和总结已上传安全平台。

★开展日常教学检查 12 次，查出问题 24 项。学校
教学总体情况正常，主要问题是部分学院学生学习
状态较差，上课睡觉、玩手机、迟到的情况时有发
生，已责成相关学院完成整改。
★做好学生学籍管理工作。完成 2021 级春 13 名退
招学生学籍注册；完成 2 名保留学籍、3 名休学、1
名注销学籍学生的学籍状态标注及 1 名信息修改。
★接待到馆师生 3970 人次，借还 899 人次。到馆自
主学习学生增多，学习氛围日益浓厚。
★启动春季教师用书对账及教辅资料结算工作。协
同培训鉴定中心等部门开展培训教材征订工作。
★完成 120 余个班级领取手续清单收集和校对工作。
★“匠心湛艺”系列讲座首次“忆峥嵘岁月 经典
红歌传党史”讲座圆满结束，各二级学院 100 余名
学生参与聆听。
★完成“论文读写入门”线上公益讲座宣传推送。
★完成高水平建设项目图书文献资源采购实施方案
论证工作。完成初稿修改,进入专家论证环节。

二、学院教学动态
（一）机械工程学院
①“双高”建设：按照学校融通特色发展，对照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修改数控技术专业群建设方案；组织 3
个学院，采集、填报双高申报表。
②教学诊改：集中召开试点专业——数控技术专业
教研活动，安排部署课程诊改工作，指导诊改。
③组织开展学生补考及成绩的提交与审核；组织纠
正教学资料整改和检查。
④组织召开教研组长、专业带头人会议，部署安排
科技文化艺术节专业组项目安排、部署期初教学检
查整改工作、部署专业人才培养融通发展前期工作、
安排部署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阶段工作。
⑤学院集训队竞赛获奖奖励课时的统计和核发。
⑥与成都万通未来技工学校开展院校专业建设、技
能培训认定等工作。
（二）电气工程学院
①修订教学二级管理制度《师资队伍管理办法》、

《实训室及实训耗材管理办法》。
②组织试点专业开展课程诊改工作。
③制定集训班运行方案。
④评审 1-6 周开课的课程标准。本周教研会组织学
习《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讨论课程标准。
⑤组织 2020 级学生补考。
⑥做好“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申报”答辩前准备。
⑦组织 18 级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专升本资料审
核及上报。
⑧组织 18 级学生重选公选课并进行学习。
⑨审核学生学分置换资料、并汇总上报。
⑩协调西校区班级到总院执行实训课程的师资、交
通用车等事宜。
11 与北京新奥时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沟通“1+X”证
○
书：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考证事宜。
12 完成成都工匠学院入库专家、网评、线下评审专
○
家推荐工作，到国电成都供电公司调研。
13 修改新型学徒制申报材料、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
14 到四川中烟集团长城雪茄厂调研。
○
15 召开四川省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
工作推进会。
（三）信息工程学院
①完成 2020-2021-2 学期 4-6 周实训教学安排和实
训室课表的张贴。
②完成图书分馆本学期正式开放的相关准备工作；
③完成了学生补考组织安排工作及补考成绩提交、
审核工作。
④完成了 2018 级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专升本报
名前期资料收集、上交工作。
⑤持续推进学生顶岗实习离校审批工作，督促指导
老师跟进学生实习工作及信息填报。
⑥召开竞赛工作会部署各竞赛集训队、工作室工作。
⑦完成 2020 级学生课前教学资料发放及教学准备。
⑧根据课程诊改工作安排，继续开展教师教学资料
诊改及检查工作，并上交课程诊改试点专业教学计
划和第 3 周教案。
⑨按计划有序开展整理 2020 年教学档案资料。
⑩完成各实训室安全检查工作。
（四）汽车工程学院
①完成 20-2021 学年第 2 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组织
收集新能源汽车技术教研组、汽车营销与服务教研
组、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三个个组的检查资料，完
成教学资料检查整改工作。
②完成 2021 年汽车智能技术专业实训室建设实施方
案，着手开始组织汽车智能技术专业实训室建设。
③完成国际认证项目“基于国际认证标准的新能源
汽车专业质量提升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汇报材料

等文件资料。
④开始筹备 2021 年技能竞赛相关工作，完成 2021
年中高职竞赛车辆租赁实施方案。
⑤着手进行教学改革项目，完成“新能源汽车”创
新实验班教学改革项目实施方案。
⑥完成工匠学院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标
准，新能源汽车、汽车喷漆等项目线下评审工作。
⑦制定 2021 年师德师风建设巩固年活动方案，并提
交院务会进行审定，按照时间节点做好专题活动。
⑧根据培训考试工作安排，组织开始 2019 级学生低
压电工考证培训工作，已经完成 2021 年第一期理论、
实操培训。
⑨1+X 证书试点工作：完成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对
接，着手开始本年度 1+X 证书试点工作。
⑩诊改工作：召开学院诊改工作专题会议，学院试
点专业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正式启动诊改工作，根据
要求完成整改专业建设方案、课程建设方案等文件；
其他专业和课程均按照学校诊改要求启动诊改。
（五）财贸管理学院
①梳理 2020 年度档案梳理，形成年度档案目录清单。
②完成 2020-2021-2 学期第二、三轮公选课选课，
并有序组织学生进行公选课程学习。
③统计 2018 级各专业学生历年成绩，为“专升本”
工作做前期准备。
④组织安排 2020 年秋季学期学生补考阅卷、成绩录
入工作。
⑤协调安排教师外出参加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国家
级培训。
⑥组织教师授课计划、教案等教学资料整改工作。
⑦组织安排电子科技大学自考专升本电子商务专业
班级本学期课程开课。
○
8 有序组织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和企业沙盘模拟经
营 ERP 等三个集训队开展备赛集训
⑨组织蒲利容、卓茂林两位老师参加网店运营推广
1+x 证书试点工作推进会议。
⑩组织任磊、刘洵老师申报《网店运营推广》职业
能力证书省级考评员资格。
（六）轨道交通学院
①按照《成都市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手册编写
工作方案》工作推进要求,为做好协议签订及手册评
审工作，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传达学校会议精神，
随后组织项目负责人签订协议，部署沟通了我院评
审工作的具体安排。
②组织期初教学检查工作及检查试点专业教案，配
合诊改工作，整改车辆组教案、开展公选课工作。
③梳理教师个人及专业组三年师资规划，形成我院
师资队伍建设三年规划。

④继续推进课程诊改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⑤召开实训耗材项目采购集体决策会议，明确了新
学期实训耗材采购方式等采购细则。
⑥积极做好 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校内选拔赛准
备工作，完成教学设计及 PPT 的制作。
⑦修订完善学院十四五规划。
⑧积极申报本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课题。
⑨整理 2020 年教学类档案资料。
⑪组织安排学生低压电工考证缴费工作。
⑫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集训队拟报名参加
“全国职业院校高铁信号系统维修学生职业技能竞
赛”。
（七）铁道工程学院
①公布公共选修课开课时间。组织大学英语四级考
试报名工作。
②开展学习讨论 2021 年上半年教职工师德师风教育
计划、讨论和完善参加 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校
级初赛作品材料、讨论“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体
系教研活动。
③填写横向技术服务信息。
④强化教学常规管理，每天巡课不少于 4 次。
⑤完成诊改试点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案的整改。
⑥每周教室多媒体设备检查维修、机房排课工作。
⑦录入退伍军人教学计划。
⑧学习 2020-2021-2 教研工作指导意见，制定本学
期教研活动实施方案。
（八）通识教育学院
①召开课程诊改工作启动会，对所有承担诊改试点
专业课程的教师布置工作任务。
②开展 2021 年院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暨校赛选拔
赛，推选出 3 支教学团队参加校级比赛。
③推进 2021 年单招阅卷工作，完成 2021 年高职单
招网上阅卷服务比选招标工作。
④召开诊改试点专业课程建设方案评议会，对课程
建设方案初稿进行修改完善。
⑤按期完成授课计划、教案等教学资料的整改工作。
⑥完善课程建设方案和课程建设目标定位统计表，
并在工作平台进行提交，召开专题工作会，审议六
门试点课程的建设方案可行性并提出修改意见。
⑦四名督导完成了 2020-2021-2 学期第一次集中听
课，对被督导教师提出了整改意见及要求。
⑧持续推进足球比赛相关筹备工作，完成了足球架
的维修、竞赛耗材采买等工作。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组织概论课教师开展主题研讨会实践教学活动
②召开思政课教师教研会，学习两会精神、党史教
育相关内容。
③ 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④ 组织全体工贸教师开展教学诊断改革工作。

（十）新都校区
①完成 19 级单招辅导班组班、课表编制、教学任务
下达等教学准备工作。
②完成 19/20 级补考成绩录入及审核工作。
③配合学校诊断改进工作，校区积极召开督导工作
会议，布置本学期督导工作任务和重点。
④完成 2020-2021-2 学期校区教师公开课示范活动安
排。
⑤开展实训室“两会”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⑥持续推进“亮牌引航——党员进班级”活动。
⑦强化教学常规管理，每天巡课不少于 2 次，并及
时通报，从而规范课堂秩序。

三、职教视点
①专业建设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建设的重要
抓手。以中国首批 56 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为样本
来源，通过量化分析发现：从总量看，专业大类齐
全，专业之间冷热差距明显；从热门专业的布局看，
热门专业紧贴经济社会重点领域，主要集中于财经
商贸、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旅游等专业大类；从
冷门专业的分布看，冷门专业的区域特色突出。通
过层次聚类法得出，“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在专业
发展模式方面主要有优势特色专业群驱动模式、应
用类专业群引领模式、多科专业协同发展模式等。
②2020 年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拟予激励支持省
（区、市）名单:山东省、广东省、江西省、辽宁省、
甘肃省。
③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
半数以上专业调整，共设置 19 个专业大类、97 个专
业类、1349 个专业，其中中职专业 358 个、高职专
科专业 744 个、高职本科专业 247 个。《目录》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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