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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整改工作简报
2021 年第 4 期（总第 45 期）

主办：评建办 2021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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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我校圆满完成市委宣讲团党史专题宣讲任务

连日来，我校四名专家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分赴各县（市、区）开

展党史专题宣讲。校党委书记罗慧作为第三分团负责人负责隆昌市宣

讲工作，思政教学部党总支书记田川，思政教学部副主任严涛，思政

教学部教师、教学名师邱万安分别作为第四、第三和第二分团成员分

别到资中、隆昌和东兴区开展宣讲。四名专家精心备课，开展党史宣

讲报告 13场次。

4月 22 日、27 日，罗慧分别在隆昌市教体局和我校为隆昌市教体

系统党员干部和我校师生作专题宣讲,1000 余人聆听报告；田川先后

到资中县罗泉镇、龙街镇为当地镇村干部作专题宣讲；严涛先后在金

鹅街道、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局等地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党员

干部做专题宣讲；邱万安先后到东兴区椑木镇新团结社区、田家镇碧

云寺村等地为镇村社区党员领导干部作主题宣讲。

报告中，各宣讲团成员围绕宣讲提纲，结合宣讲对象实际，用大

量红色人物故事和党史案例为干部群众宣讲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

和重点内容等，使参会人员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

识，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政治指导帮助，充分展示了我校教师

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宣讲技巧。

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

5 月 8 日上午，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学习会。集中学习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 3 -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个阶段的历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视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体党政班子成员、中层及后备干部，党支部

书记参加学习会。党委书记罗慧主持会议。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甘利华，党委委员、副校长罗苏，宣传部

部长陈伟分别领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视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领学内容讲启示、谈体会。

罗慧作总结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树立正

确的党史观，坚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达到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同时，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到“全覆盖”

“单元式”学习，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新任务新要求

落到实处。

我校召开 “形势与政策”课集体备课会

5 月 12 日，我校召开 2020-2021 学年度下学期“形势与政策”课

集体备课会。党政班子成员、思政教学部、宣传部、教务处和各系党

政负责同志及全体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参加。会议由党委书记罗慧主持。

思政教学部副主任严涛总结了上学期“形势与政策”课实施情况，

并就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各专题内容、课程安排、授课重点作了

说明。各专兼教师围绕如何上好“形势与政策”课，对教学目标、内

容体系、重点难点、实施环节、教学方法等进行了研讨。

罗慧就上好“形势与政策”课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带着责任讲。全校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带头上思政课，上好思政课，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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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渠道作用。二是进一步把握好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讲。要备

专业备学生备教材，紧密结合“四史”教育，特别是党史教育上好“形

势与政策”课。三是进一步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突出效果讲。要将自

己、学生和学校摆进课程，用学生身边的生动事例向学生讲清楚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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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改进程

多措并举，夯实教师队伍建设基础

近年来，学校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系列重要论述，

旗帜鲜明坚持党管人才，聚焦学校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人才工作实效，

实现“凤栖梧桐”的美好愿景，为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强人

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坚持人才强校，夯实基础引凤栖。强化牵头抓总。实施人才工作

“一把手工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分工负

责又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格局。健全工作机制。印发《川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人才引进暂行办法》，形成有目标、有培养、有考核、

有约束的人才工作政策体系。搭建共享平台。主动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与重庆幼儿师专牵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院校学

前教育发展联盟，组建川南幼教集团，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聚焦事业发展，多予放活用良才。注重引用结合。结合“甜城英

才”引进工程，柔性引进省内外优秀兼职教授，帮助解决教育教学难

题。注重联系合作。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核心，深化校地、

校校、校园、校企合作，建立人才与智力成果交流合作关系。注重提

拔任用。对引进人才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优秀、德才兼备的，将其纳入

干部培养计划。

优化发展环境，关心关爱激活力。强化联系服务。建立校级领导

联系服务人才工作机制，构建全方位人才“保姆式”服务体系。强化

待遇保障。对认定的高层次、紧缺性人才实行拎包入住，及时兑现人

才待遇。强化氛围营造。积极参与内江市有突出贡献人才等项目评选

申报，定期评选省市优秀党员、内江市拔尖人才等，通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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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户外广告等载体宣传人才工作，并利用省市各类媒介宣传表扬先

进典型，营造尊重人才、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我校认真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

4 月 12 至 13 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召开

后，我校及时组织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讨论活动，引导广大师生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领悟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精神，推进大会精神落地落实。

4月 14 日、4 月 21 日和 5 月 12 日，校党委会先后召开会议，专

题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和全省职业教育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学习贯彻措

施。5 月 8 日，校党委中心组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围绕落实大会精神

开展研讨。5 月 8 日和 14 日，我校组织干部教职工通过观看全国职业

教育大会精神专题宣讲视频会和全省职业教育 2021 年度工作视频会

议学习职业教育大会精神。随后，学校各部分先后组织开展政治学习

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并开展讨论。

教职员工们纷纷表示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不仅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还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关键地位，更是为职业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路径。并根据岗位工作实际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对外交流

合作、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讨论。

我校将以此次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为引领，在“提质培优”年积极

探索学校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学校评估整改工作向上向好发展。

育人成效显著，我校在 2021 年四川省技能大赛频获佳绩

近日，我校师生参加四川省多项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频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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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16 日，在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四川省首届高等学校

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基本功展示和四川省第七届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

大学生基本功展示比赛中学校获专科组团体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学

生获一等奖 3个、二等奖 5 个、三等奖 5 个；教师李洪才荣获教师教

学展示二等奖；黄麟、黄钰洁等 11名教师获优秀指导奖。

27 日至 28 日， 在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艺术专业技能（声乐

表演）大赛中，我校艺术教育系音乐教育专业两名同学与四川省十多

所职业院校声乐表演专业的选手同台竞技，跨专业比赛，经过激烈角

逐，黄钰洁老师指导的曾玉莹同学获得民族唱法组一等奖第一名，喻

麒铭老师指导的马欢欢同学，获得美声唱法组第三名。

28-29 日，在四川省 2021 年高职院校“高教社杯”大学生英语口

语技能大赛中，我校学生黄培巍在各环节反应敏捷，表达准确流利，

展现出优秀的专业素养，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28日-29 日，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养老服务技

能赛项在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举行。本次大赛是目前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全省性赛事，我校朱明在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29 日，在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技能大赛中，我校田雨可、罗佳睿、罗佳钰三名同学组队参赛，

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展示了扎实的技能基本功，荣获团队一等奖。

技能大赛是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提质培优”年，学校以技能

大赛为契机、为载体，理实“合璧”，培养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

才，实现“以赛促学”。

我校成功举办 2021 年校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5 月 10 日-11 日，我校举行 2021 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40 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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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148 名教师跨系组队参赛。全体无课专兼职教师到场观摩学习。

本次大赛分为公共基础课程组、专业课程一组、专业课程二组，

三个组别进行比赛。比赛中，各参赛团队教师从教学设计、模拟实际

教学和现场答辩等三个环节生动讲解，充分展示自己信息化教学能力。

大赛评委组从目标与学情、内容与策略、实施与成效等方面综合考评

参赛教师的现场表现，给予客观科学、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赛后，学前教育二系主任牟洪贵、艺术教育系主任袁星光和教学

名师刘雯代表评委组作点评。从此次比赛整体水平来看，比去年有所

提高。参赛教师礼仪形象气质佳，说课流程规范，上课精神饱满，答

辩灵活机智，给前来观摩的老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本次比赛为教师搭建了相互切磋、展示才华、同台竞技的平台，

增进了我校各教学团队的学习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我校教师积极探索

教育教学改革，进而提升了教学设计能力、实施能力和技术运用能力。

管理系开展“以人为本 供需相融”老年人一日三餐食谱设计比赛

为提升学生专业素养，面向岗位提升专业能力，结合学校“提质

培优年”工作目标。管理系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于 2021 年 5月 18 日

下午，开展了“以人为本 供需相融”为主题的老年人一日三餐食谱

设计决赛。

经过前期的初赛，共计 10个参赛团队进入最后的决赛，决赛分为

老年人一日三餐食谱设计演说和评委提问两个环节。各参赛团队分别

从案例分析入手，结合老年人膳食宝塔和《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给出适合“三高”老年人的一日三餐主食与辅食设计。

通过此次比赛，学生不仅丰富专业知识储备，而且能面向岗位以

人为本给出指导意见，专业素养得到较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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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部动态

一、思政教学部

开展 2020 年“国培”中西部项目——隆昌市青年教师助力培训项

目训后跟踪指导；开展“红色影院 党史影课”主题观影；完成 2021

年四川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公共基础组思政课教学团队的材料上报、

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的上报工作；做好集体备课、期末出卷、教

学巡查监督、推门进课堂听评课、教师健康监测管理、信息收集报送。

二、学前教育一系

继续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进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和零报告日报告工作；做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习、早教专

业实习前期准备及实习动员、毕业班学生专升本和就业工作；参加

2021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笔墨中国（写经典）活动决赛；

开展 2021 年四川省大学生“综合素质 A级证书”认证、诵唱比赛活动。

三、学前教育二系

召开党政联席会，讨论自习课改革及最美教师和最美团队的申报；

组织学生参加 2021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笔墨中国（写经典）

活动决赛；做好上善咿呀（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若烯一

行莅临我系考察校企合作工作；开展 2021 年教师资格证面试集中培

训、2021 年学生教师资格证申报工作；启动下学期教材征订工作。

四、初等教育系

召开实习带队教师动员大会，落实学生实习相关事宜；上交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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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奖申报资料，继续申报各中心课题、内江市第七届教学成果；

召开党政联席会，讨论学生拟发展党员对象；参加“传承五四精神·追

逐青春梦想”趣味运动会、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笔墨中国（写

经典）活动决赛；进行教师资格证认定、专升本考试、设备采购。

五、艺术教育系

开展美术教育专业讲座、“1+X”证书制度试点申报、“中华经典

诵读”系列活动；参加“四史大课”学习、学校笔墨中国（写经典）

书法比赛活动、对口“专升本”考试；启动下学期教材征订工作；完

成 2021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上报、师生第二剂新冠病

毒疫苗集中接种工作；做好资产清查、21.4 次应用型自考相关工作。

六、管理系（公共教学部）

组织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以人为本 供需相融”老年人一日三餐

食谱设计比赛、2021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笔墨中国（写经

典）师生书法比赛；进行了“最美教师”、“最美团队评选”、“先

锋示范党总支”“先锋示范支部”评选推荐；做好与泰康健康产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定向培养人才签约和第一届“泰康班”开班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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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简讯

督导简讯

五月，学校教学督导对任课教师听课总 43节，其中公开课 15节、

随堂课 28节。5 月 10—11 日听课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共计 40个组），

听课情况总体良好。

好的方面。参赛教师能按照学校大赛文件要求进行充分准备，有

“三教改革”的体现，各参赛队伍有各自的创意。在说课、展示环节

都能顺利地完成，教学能针对教材、教学对象因材施教，总体表现良

好；随堂课教师更加注意教学环节的完整、板书的设计、课程思政的

落实。

存在问题。教学设计中思政目标仍较笼统，教学中思政内容也尚

未针对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情况去真正落实。

改进建议。把握学科特点，深入钻研教材，心中装着高校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正确认识”和“三个规律”，把握每次课的切入

点去密切结合，才能把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

文化素养的“四个提高”真正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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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提高

一、明确 4 大能力！教育部发布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A1NjE3NQ==&mid=264996

5254&idx=1&sn=35cd4e29c7fa1c29d2b3f18ebaeae39c&chksm=bef9bd8

6898e349077fd335328097980eb8259ea95b03581c39d41a3ffff1c180fc

98869cad5&mpshare=1&scene=23&srcid=0507wLdHxOdGJqixkqyCDEPO&

sharer_sharetime=1620368008202&sharer_shareid=149da108eec437

7b9924bdcad8273683#rd

二、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 6 大举措

文章链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7KJ5NQ0550BAOE.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009/t20200901_48401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009/t20200901_484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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