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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编印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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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草拟《南充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量管理办法（试行）》、《南

充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管理暂行办法》，研

究《院级立项教材出版资助管理办法(暂行)》、《院级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建设方案》等制度。 

2.教学诊改工作。审核各系（院、部）完善“十三五”规划、推

进诊改平台招投标工作，上报诊改复核申请表及诊改工作进展情况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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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教师参加线上培训。推送职业院校劳动教育课程的目标、

内容与教学，提升教学质量的法宝——学生的学法揭秘，超星在线考

试系统，中国大学 MOOC 期末考试功能培训，基于云班课的——课

程期末在线考试设计与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的（PBL）教学设计与实

施，破解“课程思政之惑”的路径研究等直播课。 

4.学籍与成绩管理。清查第二批毕业实习学生学分，组织在校学

生的补考。组织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图像校对 1262 人，毕业证明书办

理 5 人，省教育厅学历协查 3 人，学籍异动（休学、复学、保留学籍、

转专业、退学）40 人，按照要求办理毕业证。 

5.教材管理。组织 2020 年秋季教材征订工作，发放 2020-2021

学年第一批顶岗实习三方协议，结算本学期各年级师生各类教材费

用。 

6.运行及考务。组织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评教工作，开

设下学期公共选修课并分两批组织学生系统选课，组织核对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开课计划及授课任务系统录入工作，安排

2017 级学生重修事宜，催收 2019-2020 第一学期成绩册，组织 2018

级、2019 级期末考试，落实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0 年高职

单招文化考试评卷数据报送工作。 

7.实习管理。组织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顶岗实习报备工作。 

8.竞赛管理。发布首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大赛的

通知，组织 2020 年南充市“工匠杯”百万产业工人扶贫技能大赛分

赛事宜。 

9.1+X 制度试点工作。组织本学期第四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情况周报报送事宜。 

10.教师资格证认定。组织资料提交、信息核对、材料整理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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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等事宜，办理各类教师资格证 696 人。 

11.组织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

全工作。 

12.组织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0 年职业院

校评估工作。 

13.对照《优质校建设计划任务书》制定 2020 下半年任务清单，

积极配合宣传部准备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评材料。 

14.组织 2018 年院级教改课题第一批评审、验收工作 

 

 

各教学单位教学速递 

 

1.电子信息工程系 

（1）通信原理实验室改造完成验收，新购进 5 门课程试验箱各

23 台，改变相关课程只上理论无法实验的现状。 

（2）同世纪鼎利教学团体在系部 312 实验室就基于项目式的在

线课程开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就第三批 1+X 证书《5G 移动网络运

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项目推进与主办方北京华晟金世公司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与华清远见、国信安、易腾的企业工程师共同完成了 

（4）选派杨嘉、代霜春前往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参加“5G 移

动网络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课证融通研讨会。 

（5）谭鹤毅参加四川省教育厅“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四川赛区组委会会议、“四川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专家委员

会议；参赛团队在四川省教育厅学科竞赛“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省赛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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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Web 前端开发”1+X 证书的考点申报工作，继 2019

年第二次成功申请考点。 

2.农业科学技术系 

（1）“宠物护理与美容”社会评价组织“名将宠美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朝顺一行莅临学院指导 1+X 试点专业申

报工作，教务处、农科系负责人及畜牧兽医教研室教师参加座谈。李

顺朝一行还实地考察了考核站点场地选址。 

（2）举行 2018 级畜牧兽医大北农班顶岗实习暨 2019 级大北农

班开班典礼，学院党委书记黎明出席典礼并作重要讲话。 

 

 

2020 年专升本情况统计 

 

6 月 18 日学院组织了西华师范大学 2020 年专升本考试、6 月 20

日组织了西华大学、成都师范学院 2020 年专升本考试，考试组织有

序，考风考纪良好。按照对口学校的要求，陆续组织成绩核查、录取、

调剂及档案等相关工作。 

 

对口学校 对口学生数（人） 报名考试数（人） 拟录取数（人） 拟录取率 

西华师范大学 1863 532 315 59.21% 

成都师范学院 863 189 134 70.80% 

西华大学 

755 122 113 92.62% 

拟录取的 113 人中：西华大学 22 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30 人；西南交通大学希望

学院 22 人；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19 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7 人；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7 人；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5 人；成都东软学院 1 人 

合计 3481 843 562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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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参赛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学院教师教学能力，备战四川省教学能力大赛，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6 月 10 日，学院召开教学能力大赛备赛推进会，

各教学单位、教务处负责人及校赛参赛团队成员参会。经过一个月的

线上线下多“一对一”辅导、六天的视频录制，最终学院严格按照文

件要求推荐十件作品参加省赛。 

本次大赛的筹备，使教师对教学能力比赛有了进一步认识，也更

加明确教学改革的方向，对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起到了积极作用。 

 

序号 组别 参赛系部 作品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1 公共课程 马院 艺同筑梦·奋斗有我 李珊 魏小英、孙莉 

2 公共课程 教育系 国学艺术、美传天下 李岚 刘玉峰、雷正莲、王虹力 

3 专业一组 土建系 库区地形图测绘及应用 张利 宋铭明、刘波、张浚枫 

4 专业一组 财经系 承文化之魂，铸会计匠心 王攀 陈雪梅、盛强 

5 专业一组 财经系 
壮美山河中国根，文史风物华夏魂  
产学研用扬传统，精培九州导游人 

李巧玲 蒋娟、李曦、柳颖超 

6 专业一组 土建系 
深根固柢，坚如磐石——基础工程

施工 
王强 李茂尧、胡媛媛 

7 专业一组 外语系 Fresh Start（大学——人生新阶段） 伍婷婷 何力、王思琪 

8 专业一组 艺术系 素描（石膏头像） 潘俊宏 何翔鹏、赵飞、任航 

9 专业二组 机电系 
助力“中国制造 2025”深耕工业机

器人“工匠精神” 
廖春丽 李愿、罗伟、郑凯强 

10 专业二组 农科系 畜禽人工授精 王怀禹 师红萍、龙冬梅、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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