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第 11 周（总第 2 期）
一、 学校教学动态
★组织召开全校教学工作会。就学生返校后的
教学安排、课堂疫情处置流程、1+X 证书试点制度
的推进，以及 2020 年专升本推荐工作进行了安排和
部署。
★组织《职业教育的有效学习与“三教改革”高
级研修班》线上培训。11 个学院（校区）15 名教师
参加北京师范大学赵志群教授《职业教育的有效学
习与“三教改革”高级研修班》线上培训。培训深度剖
析职业教育课程和改革、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以及教
学资源建设策略。
★开展 2019-2020 年重点、特色专业中期验收工
作。完成了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等 10 个重点特色专
业中期验收工作。下一步将围绕成都“5+5+1”现代产
业体系，以构建“两基地、两中心、四平台”的育训结
合人才培养体系为目标，持续推进重点专业、特色
专业建设。
★做好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工作。截止 5
月 15 日，技师应有 1739 名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现
在岗学生共 1210 人，实习率为 69%。
★与成都大学、西华大学、西南交大希望学院
签订 2020 届学生专升本合作协议，为学生搭建成长
立交桥。
★启动毕业清考，有序推进补考工作。
★召开 2020 年单招考试考务工作推进会，完成
单招系统排考、考室安排表和试卷印制清单；完成
了单招考试免试学生初审工作。
★认真落实学院复学教学检查。组织全处工作
人员针对各二级学院（东校区 16 日复课）
，进行了
第一次教学检查，存在问题及时反馈均已落实整改。
★做好实验实训室及带电设备安全检查。组织
各二级学院完成了第四次安全检查，全部设备运转
正常，未发现重大安全风险。
★学籍工作顺利推进。完成 2020 届 1629 名高
职预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图像校对，
正确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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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4377 本中职毕业证书领取。完成电气学院 22
名学生电子注册学号修改。完成 2020 届 1623 名高
职预毕业生照片的整理。为 5 名往届毕业生出具学
历认证资料等服务。
★教材工作有序进行。完成春季教材错峰发放
工作，合计领取 5335 人、发放 37725 册；进行了流
程优化，提前做好学生教材费用确认清单，加快学
生书本费退费工作。开展了机械工业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线上书展活动，方便教师申请秋季教材
样书。
★图书工作持续推进。本周借还图书 120 人次，
到馆 656 人次。完成图书馆应急防疫准备。为隔离
室、留观室摆放杂志 160 余册；我校财贸管理学院
谭秋燕老师荣获中国知网答题竞赛三等奖，此次竞
赛共有川藏 71 所高校 2036 名师生参与。本周新书
到货 8500 余册。选定新书 930 种；期刊实现信息化
管理和上架。开展学生管理员防疫培训 23 人次；2
名馆员获得 2020 年度“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网上
研修班结业证书。图书杀菌机完成调试安装并投入
使用。接受我校毕业生捐赠图书 17 册。

二、学院教学动态
（一）机械工程学院
①开展艾博智产教融合项目建设交流会。
②召开以“团结奋进，建设省内一流智能制造专业
群”为主题的全院教职工大会暨师德师风提升年动
员大会。
③组织全体返校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教育活动，
帮助学生树立爱惜生命、学会感恩、责任担当的价
值观。
④组织召开全院教学工作大会，安排部署疫情期间
开学复课工作。完成 18 个班的教学任务安排工作。
⑤《工人日报》报道学院双带头人陈志兵大师的线
上集训优秀事迹、石丹老师作为线上教学优秀教师
代表向全校献课《常用件标准件—螺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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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组织数控铣工、数控车工、工业机械三个项目申
报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⑦完成成都市第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终期验收
准备工作。
⑧积极组织教师申报“2020 年成都市技能大师工作
室”。指导校内产教融合企业积极准备复工复产。

（二）电气工程学院
①《工人日报》报道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带头
人张雪标老师的线上教学优秀事迹。
②学院张晓梅老师作为线上教学优秀教师代表向全
校献课——《电工基本技能实训》
。
③完成成都市第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终期验收
工作全部准备完毕。
④完成 2017 级 192 名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工作。
⑤成都市技能大师李江玲老师带队的技术攻关小组，
赴成都宝利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深度校企合
作。
⑥完成 19 个班级的线下教学排课工作。
⑦与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深入洽谈，进一步
推进“1+X”证书试点工作。
⑧组织教师积极申报“2020 年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三）信息工程学院
①组织各集训队积极开展线上集训；
②积极组织线上、线下补考和毕业清考工作；
③完成返校复课实训临时休息区、隔离室的准备工
作；
④实训教学耗材采购工作进入合同签订阶段；
⑤完成第 12 周排课、课表、教学资料、教材发放组
织工作；
⑥完成学院高职中专年度优秀论文的提交工作。
（四）汽车工程学院
①认真筹备疫情防控 “开学第一课”，落实疫情防控
教育工作。
②新能源竞赛队认真解读《人社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积极组织集
训队总结往年大赛经验，优化训练方案，筹备参加
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
③学院派专人负责教师和实训室安全及日常管理，
落实学院管理制度，做好场地通风等工作，全力保
障师生安全。

（五）轨道交通学院
①组织 23 名专任教师及全体行政人员进一步强化课
堂疫情处置流程模拟演练。
②各专业组集中研讨，梳理补课计划，优化教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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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完成第一批技师 2 个班的线下教学安排。
③摸排了解暂时无法返校的学生名单，形成我院针
对无法返校学生的教学方案，保持线上教学质量。
④召开学院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启动会，王士
星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四有”
好老师，当好学生的“四个引路人”。
⑤完成《学生职业技能等级鉴定申报方案》4 篇，涵
盖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人
员、轨道交通列车司机、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四个工种。
⑥组织 13 名 2015 级技师毕业生线上清考。
（六）财贸管理学院
①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部署学生返校后各项教学
工作和课表编制，提前做好调补课工作安排。
②技师各年级教学线上线下同步授课。
③教师积极申报成都市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完成
申报材料。
④开展 2020 届技师毕业生清考工作
⑤召开学院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启动会。
⑥完成 2017 级 310 名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答辩工作。
⑦申报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货运代理项目 中国集
训基地
⑧召开本学期教学督导工作会，部署本学期督导工
作安排。
（七）铁道工程学院

①组织召开铁道工程学院返校复课教学工作会，统
一思想，保证完成线下线上教学任务。
②全面开展教室、实验实训室的安全检查，做好复
课准备工作。
③6 个教研组完成返校集体备课，为线上线下教学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
④西校区 2017 级、2018 级学生返校复课，线下教学
有序进行，2019 级线上课程全面开展。
（八）通识教育学院
①组织召开师德师风提升年宣讲活动。
②6 个教研组完成第一阶段的说课说竞赛活动，共推
选说课教师 6 人，说竞赛教师 2 人。
③再次组织全体教师开展课堂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九）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推进思政课案例库建设，以“中国故事”“成都故
事”“工匠故事”“学校故事”为主，研讨编制《思政课
辅学读本》
。
②通过组织线下交流分享活动，积极开展线上教学
总结活动，推进优质课建设。
③为了进一步推动师资队伍建设，由张春蓉、吕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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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两位老师开展教师师范技能内部培训，唐梨敏老
师做青年教师职业提升规划交流分享。
④思政教研组完成了三轮教师说课比赛，推选出优
秀教师，准备下一轮说课比赛。
⑤召开师德师风提升年动员大会。
（十）新都校区

5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7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9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①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再次细化了教学防疫工作安
排。
②新都校区召开师德建设提升年动员会，并组织教
师学习“教育系统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工作方案”。
③组织全体教师学习防疫知识，学习校区《课堂教
学防疫管理规定》
《实训课、体育课防疫管理规定》
，
要求教师严守防疫纪律，做好课堂监管。校区教学
巡查组反馈课堂教学入课率均达到 90%以上，秩序
良好。
三、职教视点
①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在防控策略、战略战术、季节变换、防控要求方面
实现“四个转变”
。作出七项部署。一是积极稳妥加
快复学进度。指导各地各校科学研判校园疫情防控
形势，及时灵活调整复学复课条件和标准。二是分
类指导精准落实策略。划分重点人群，分类做好防
控，加固薄弱环节，补齐短板漏洞。三是压实责任
落细防控措施。加强学校卫生相关人员技术培训，
进一步规范监测上报、预警信息报告和病因追踪。
四是协调资源强化条件保障。确保学校各类防疫物
资储备充足可持续，加大对条件相对薄弱学校改善
卫生基础设施和防疫物资配备支持力度。五是以人
为本加强心理疏导。积极应对教育系统“疫后综合
征”
，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学业就业指导、心理
疏导和人文关怀。六是统筹推进抓好重点任务。全
力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以总攻统揽教育
脱贫攻坚，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把弘扬抗疫精
神融入课堂教学，支持高校加快抗疫科研攻关，提
早研究疫后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七是着眼长远
完善体制机制，将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好经验好做法
上升为制度设计。
②2019 年度全国职业院校教学管理 50 强前 10 名案
例院校名单。
序号

院校名称

1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市技师学院教务处编印

教学周报由教务处整理、补充、编印
2020 年 5 月 18 日

联系电话：028-61835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