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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整改工作简报
2020 年第 6 期（总第 40期）

主办：评建办 2020 年 7 月 6 日

 整改进程

 校党委中心组举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题学习

 我校与重庆幼专携手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学前教师教育高地

 学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段永清同志任学校校长

 学校党委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

 学校党委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大会

 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蒋学东到我校调研

 主题活动

 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召开 2020 年秋季教材审定会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来我校考察交流

 我校与重庆幼专联合举办“爱儿童 懂儿童 为儿童”主题讲座

 我校圆满完成 2020 年跨校“专升本”考试

 统筹推进常抓不懈 全力做好就业工作——我校召开 2020 年就业

工作推进会议

 系部动态

 每月学习提高

 教育部长陈宝生:抓准抓实,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实效

 课程思政：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到底教什么？怎么教？

http://www.baidu.com/link?url=MZZ4GJT-T3GxTvvkko2HQKTnEOfN8wL2Brvteic1wStNpaG53oPao8DT0fQQLvKMJMRqbL1c4WvwPdEM7anZyVEceDAKGWZM_3s9K_HQTLfLCXV0sdGKJ5N63RJn-wq4pI-CcppeVtG8cbRm1ISEuVoXAIKVt_uXAOOeS5nzgLL7fRfd8RfYaucrjG6XNB_sKuZbCoBd64hC5DGmmw4o6f1stpj7_c-1oPQk9H9soUIWpE2uCz93I3Fqj3qBkX_6KTdkF2onJEE3wKo3BVTTqLiReLVD5mFCKstzdo2rnQfVFrf12TUHw6tE79RGy5mpyS7-V35Xjx3Or_TYHQDSio63Si4rtyRISPb00vgjs0FzsRryPZUgHjPcGfFZzgXApQang7l0aB0E8yPcsFyK_7JKa1JCSIdt_P_aHBLqEyQgHnhpkszPXrteRhrJze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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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进程

校党委中心组举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题学习

7 月 5日上午，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专题学习。会上，参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精神，围绕“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南幼专怎么做？”进行交流发言。

校长段永清从“怎么看”和“怎么干”两个方面作了交流发言。

他指出要深刻理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内涵和要求，把握现

情，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主动作为。副校长曾祥琼以《主动参与，

有所作为，为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贡献力量》为主题作交流

发言。党委委员、副校长罗苏以《唱好幼教双城记，开启合作新征程》

为主题作交流发言。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许斌作《唱“融入之歌”，

弹“协作之调”，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交流发言。合作交流处处长杨建明、教务处处长魏晋科、学前教育一

系主任夏蔚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分别作交流发言。

罗慧作总结讲话，她指出：一要深刻领会把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二要抢抓机遇，找准定位，主动作为。三要

加强学习，增强本领。

学校将在“能力提升年”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此重

大机遇，以切实行动，推进我校发展更上新台阶。



- 3 -

我校与重庆幼专携手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学前教师教育高地

为落实四川省教育厅、重庆市教委《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6 月 17 日上午，四川省教育厅与重庆

市教委在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签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

协同创新合作协议,我校作为签约学校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作为四川省唯一签约的普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我

校党委书记罗慧与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刘灿国共同

签署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学前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合作协议》。

两校将以建设长江教育创新带、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创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学前教育教师协同发展中心为契机，在两省市教育

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共同打造在长江教育创新带、中西部乃至

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前教师教育协同创新示范区。两校将探索开展区

域性学前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协同建立成渝地区学前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推进“校地园协同、学训教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大专

业集群、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重点领域的协同创新力度，构建协同

创新机制，共建共享共推重大创新项目。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

以教学改革为动力，共同建设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幼儿教师培训培

养体系，大力培育国家信赖、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的幼教师资。

学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段永清同志任学校校长

6 月 30 日上午，我校召开干部大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

教育厅党组成员李国贵，省教育厅组织干部处处长谢亮冯，内江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蒋学东，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苟小莉，内江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郑平出席会议，学校党政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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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中层干部，县市区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上，谢亮冯宣读了省委教育工委关于段永清同志任川南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的通知。段永清作表态发言，表示坚决服从组织

决定。他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做一名政治坚

定的幼专人。二是勤于学习担使命，做一名勇于担当的幼专人。三是

一心一意为师生，做一名服务师生的幼专人。四是不忘本色守初心，

做一名勤政廉洁的幼专人。尽快融入学校，与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奋斗，

共同创造川南幼专人的幸福生活和学校的美好未来。

罗慧表示，坚决拥护省委教育工委、内江市委决定，学校将在省

委教育工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不动摇，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动摇，始终坚持“守正出奇，强

内涵、重特色”的办学理念不动摇，始终坚持服务区域发展不动摇。

为构筑四川教育鼎兴之路，办党和人民满意教育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会议最后，蒋学东、李国贵对学校领导班子和学校工作提出要求。

学校党委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

6 月 11 日下午，学校党委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学校党

政班子成员、中层及后备干部、党支部书记及支委委员等参加会议。

会上，甘利华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四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了全国、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

频会精神，从提高政治站位、履行主体责任等方面对我校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进行了安排，并结合教育系统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例做了剖析。

党委书记罗慧作《守初心担使命 抓落实促提升 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讲话。她指出，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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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是：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育人根本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责、

负责、尽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确保学校党委始终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平安校园保卫战、脱贫攻坚收官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

动战、能力提升立体战，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构筑四川教育“鼎兴之路”提供坚强保证。

罗慧就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出五点要求；号召

全体党员干部和教职工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牢记立德育人责任使

命，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以“抓在日常、严在经常”的态度，以

“事不见底不放松，事不办成不停歇，事不见效不放弃”的决心，把

全面从严治党引向纵深，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事业发展“双胜利”。

学校党委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大会

7 月 1日，学校党委隆重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大会。

全体在职教职工党员、离退休党员代表、党外干部参加大会。

大会上，校长段永清宣读了中共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委员

会《关于表扬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

定》《关于表扬党龄 30 年党员的决定》；党委委员、副校长罗苏宣

读《关于表扬“共抗疫•齐奋进”最美志愿者等的决定》。

党政班子成员分别为 9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2 名党龄 30 年的党

员、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6名优秀共产党员以及 11名最美志愿者

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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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随后举行先锋讲堂活动。党总支书记代表刘扬玉作《规范发

展党员，加强党员管理》宣讲；党员教师代表赵强作《初心使命记心

间 用心种好责任田》宣讲；专职辅导员代表袁玉分享了我校辅导员

们在抗击疫情期间，用实际行动展现爱岗敬业精神的感人故事；后勤

保障服务党员代表罗庆新作《立足岗位做奉献我为党旗添光彩》宣讲。

会议最后，全体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9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连日来，我校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庆“七

一”系列主题活动，向党的生日献礼。如举办专题微党课、召开特殊

组织生活会、开展帮扶慰问、表彰先进典型等活动。

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蒋学东到我校调研

6 月 29 日下午，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蒋

学东到我校调研，参观了幼儿绘本馆、艺术中心、文化长廊等区域，

与我校领导进行深入交流。

罗慧汇报了学校办学情况、办学成果以及下一步发展打算，重点

汇报了疫情防控、开学复课、毕业生就业等工作。她说，作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签约高校，学校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学校将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抢抓机遇，主动作为，为建设成渝发展

主轴重要节点城市和成渝特大城市功能配套服务中心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蒋学东对我校近年来的发展成绩以及对内江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他希望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更高的政

治站位、更强烈的责任感培养好社会主义接班人。市委市政府将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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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更大力度、全方位的支持，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我校将在上级领导和各部门的关怀下，以评建整改问题为抓手，

抓住发展“双城经济圈”新机遇，扎实开展各项整改工作，努力促进

我校办学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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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活动

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召开 2020 年秋季教材审定会

为切实抓好学校教材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7月 3上午，校

教材建设委员会召开 2020 年秋季教材审定会。

教务处处长、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魏晋科介绍了教材审

定前期准备情况和各系部教材选用情况，各系部负责人汇报选用教材

情况，教材建设委员会成员对教材选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定。

段永清指出，学校教材建设是学校教学的基本元素，是实现学校

人才培养，达成教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为充分选好、用好

教材，他强调：第一，要优先使用国家最新出版的规划教材。第二，

在没有规划使用的教材时，要使用高级别或获奖教材。第三，要充分

体现“全人+特长”的育人理念。第四，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

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相结合，提高学生满意度。

罗慧就进一步抓好教材建设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要突出思想

性，严把教材政治关。二要服务、服从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学

校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人才培养特色。三要做到程序规范。要层层落

实责任，把好廉洁关。四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教材建设，根据专业特点，

整合力量，强化校本教材建设。

我我校圆满完成 2020 年跨校“专升本”考试

6 月 20 日，我校顺利完成跨校“专升本”考试工作。学生于 6

月 18 日、6月 20 日分两批参加考试，涉及专业 7 个，分别对口升入

西华师范大学、内江师范学院和宜宾学院继续本科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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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学校严格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

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和对口院校相关文件

要求，选拔优秀毕业生，并提前在学校官网对选拔名单进行公示；学

校制定了考试工作方案、疫情防控方案、考试安全工作预案等，专门

成立以校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防疫保考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做好

考试组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考试公平、公正顺利进

行；同时对所有涉考工作人员开展了全覆盖的考务培训和疫情防控培

训，确保考务工作人员熟悉操作程序和工作要求。

考试期间，所有考场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布置规范，监考教师认真

负责，确保监考工作规范有序；考试现场管理规范，考生严守考纪；

对口院校也选派巡考人员对我校“专升本”考试工作进行巡考，此次

考试得到了巡考组的充分肯定。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来我校考察交流

6 月 16 日上午，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肖雍琴一行 6 人

到我校考察交流。教务处、学前教育一系主要负责人、学前教育理论

教研室主任参加座谈。

肖雍琴一行先后参观了我校科技长廊、美术长廊、文化长廊、学

前教育实训中心等地。随后，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魏晋科从历史沿

革、系部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夏蔚介绍了学

前教育专业办学定位和理念及专业设置等相关情况。会上，肖雍琴介

绍了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基本情况，表示川南幼专校园环境优美、教

育教学管理模式值得借鉴。

此次考察,不仅提升了双方对专业建设的认知水平，同时也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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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校间的友谊。双方表示下一步要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共促发展。

我校与重庆幼专联合举办“爱儿童 懂儿童 为儿童”主题讲座

按照我校与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宣传月联合活

动方案安排， 6 月 11 日下午，两校邀请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

学院院长、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张家琼教授为同学们作“与你同

行”专题讲座。两校学前教育一系共 87 个班学生及部分实习基地幼

儿园通过收看直播的方式聆听讲座。

本次讲座，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讲座中，张家琼以“爱儿童

懂儿童 为儿童”为主题，从儿童观、选择并确定课程、建筑设计三

个方面，引导学生们用科学的理念认识儿童、促进儿童发展、给予儿

童更专业的陪伴。她着重强调“选择与确定适宜的课程”是关键之处，

同时介绍了高瞻课程、瑞吉欧课程和蒙台梭利课程，主张宣传先进的

教育理念。最后张教授指出教育即是爱，给孩童以爱心再施之于教育，

培养出良好的幼苗，希望同学们能站在幼儿的角度，尊重和倾听他们

每一个行为背后真实的声音。

本次讲座，让我校学生对学前教育理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丰

富学生专业知识储备，同时也促进了校校合作。

统筹推进常抓不懈 全力做好就业工作

——我校召开 2020 年就业工作推进会议

6 月 22 日，我校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副校长曾祥琼、

罗苏，招就处、教务处、学生处部门负责人及各系党总支书记、学办

主任、毕业班辅导员参会。

http://www.baidu.com/link?url=MZZ4GJT-T3GxTvvkko2HQKTnEOfN8wL2Brvteic1wStNpaG53oPao8DT0fQQLvKMJMRqbL1c4WvwPdEM7anZyVEceDAKGWZM_3s9K_HQTLfLCXV0sdGKJ5N63RJn-wq4pI-CcppeVtG8cbRm1ISEuVoXAIKVt_uXAOOeS5nzgLL7fRfd8RfYaucrjG6XNB_sKuZbCoBd64hC5DGmmw4o6f1stpj7_c-1oPQk9H9soUIWpE2uCz93I3Fqj3qBkX_6KTdkF2onJEE3wKo3BVTTqLiReLVD5mFCKstzdo2rnQfVFrf12TUHw6tE79RGy5mpyS7-V35Xjx3Or_TYHQDSio63Si4rtyRISPb00vgjs0FzsRryPZUgHjPcGfFZzgXApQang7l0aB0E8yPcsFyK_7JKa1JCSIdt_P_aHBLqEyQgHnhpkszPXrteRhrJze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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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招就处处长郑川春通报了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情

况。从线上招聘活动安排、就业信息推送、就业指导活动开展、就业

管理以及就业质量提升等方面介绍了推进就业工作情况，并从完善就

业证明材料、毕业班档案、落实毕业生就业帮扶经费等方面对进一步

抓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做了布置。

曾祥琼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要扎实做好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充分认识今年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重要性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性，把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

任务来抓，要强化就业管理、服务和指导，帮助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

要着力解决毕业生就业中的重点难点和突出问题，加大对湖北籍毕业

生、贫困家庭毕业生等各类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

罗苏指出，要引导毕业生牢固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念，

一对一进行就业指导和帮扶，对学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学业帮扶，确

保毕业生全部顺利毕业就业。

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落实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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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部动态

一、思政教学部

组织政治业务学习，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

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四川省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诬告陷害行为实施办法》相关文件及“能力提升年”相关内容，开

展了“先锋讲堂”活动；完成课程考核材料整理、成绩录入及教学资

料检查等工作；加强教师健康监测管理和信息收集报送，落实“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继续组织教师申报课题、撰写教研论文。

二、学前教育一系

开展业务学习，组织“先锋讲堂”活动；落实“伴你成长”优秀

教育视频录制推送、学生综合素质分录入工作；完成 2020 年“七一”

表彰人员推荐上报工作；继续进行教师健康状况上报、在校教师人数

和因病缺勤缺课师生统计，常态化做好“日报告，零报告”；召开了

非毕业班辅导员会议，做好诚信教育与安全教育；举办了“与你同行”

学前教育专家讲座、道德讲堂活动。

三、学前教育二系

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讨论毕业证代领委托程序、大学生综合素

质 A级证书申报、就业帮扶等工作；召开了期末教学工作总结会，总

结了本学期教学工作、布置安排了期末后续工作；举办 2016 级美术

作品展；继续进行疫期每日体温测量、每日因病缺勤缺课教师、学生

上报工作；落实同行评教工作、课务安排、毕业生成绩卡制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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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等教育系

落实 2020 年秋季课务安排等工作；开展业务政治学习，落实期

末工作，加强学生管理和安全教育；加强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启动

了 2019-2020 学年状态数据填报准备工作；开展了毕业生教师资格证

资料收集、申报教师资格证网报工作；完成了毕业实习汇总、毕业生

成绩核对、毕业生补考等各项返工作。

五、艺术教育系

开展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工作；

根据《四川省高等院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第二版）》要求，

落实疫情排查、师生健康监测管理和信息收集报送；推进四川省 2020

年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准备；持续开展 2020 级美术教育、音

乐教育、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完成了大学生征兵初

检工作。

六、管理系（公共教学部）

召开教师大会，落实期末相关事宜；开展了 2020 年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2020 秋季课务安排工作；完成了预备党员预审上报事宜、

教师同行评价及系部督导评价工作、学生毕业设计指导工作；继续组

织学生申报“大学生综合素质 A 级证书”；开展了“读懂中国”活动，

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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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学习提高

一、教育部长陈宝生:抓准抓实,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取得实效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TcwOTc3Nw==&mid=22474

97327&idx=4&sn=a2aef087d4248dd0e7e41620051af819&chksm=fcf83

3d1cb8fbac7f75396fc746601e21146ec9f18710cd2def4f19e8310f7f2

eda1505abef7&mpshare=1&scene=23&srcid=&sharer_sharetime=159

1795431397&sharer_shareid=149da108eec4377b9924bdcad8273683#

rd

二、课程思政：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到底教什么？怎么

教？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TcwOTc3Nw==&mid=22474

98147&idx=1&sn=f6bcf484651704933c44a0aeb5ce3084&chksm=fcf83

c1dcb8fb50b21eccf1ea2048f95e3007e7b17b4cbe747e01bae4c00e9ca

7c5d0d2eb3c2&mpshare=1&scene=23&srcid=0705KStQupZMv1gPsFnyS

jj3&sharer_sharetime=1593908146461&sharer_shareid=149da108e

ec4377b9924bdcad827368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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