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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建设工作简报
（第九期）

“双高”建设办公室编 2022年4月30日

【项目管理动态】

我校召开“双高计划”项目建设推进会暨

项目建设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

为全面推进学校“双高计划”建设工作，4月29日上午我校在办公楼二楼

第一会议室召开了2022年“双高计划”建设推进会暨项目建设管理能力提升

培训班，梁俊平校长、吴新业副校长出席会议，各一级指标负责人及联络员，

各二级学院院长和双高办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上，听取了“双高办”负责

人关于“双高计划”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

会议还邀请专家通过连线进行建设管理能力提升培训。“双高计划”建设是

学校发展的重要抓手，对学校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

应加强沟通联系，不等不靠，扎实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开展。

（双高办）

【任务推进动态】

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锻造坚强有力的学校领导班子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更好地发挥党委领导班子的领导核心

作用，打造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的坚强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升学校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快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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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校党委围绕2022年“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

的工作主线，制定了《中共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领

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为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更好地发挥党

委领导班子的领导核心作用，打造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的坚强领导

集体，进一步提升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快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对“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校党委围绕2022年“提高效率、

提升效能、提增效益”的工作主线，制定了《中共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校党委旨在通过加强学校

领导班子。 （党政办）

我校举行 2022 年青马培训班专题讲座

为不断提高大学生骨干、青年团干等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

平，2022年4月，我校先后邀请古田会议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王咏梅

副教授、校党委卢伟耀书记、校纪委温献荣书记和校长梁俊平，在大匠堂为

我校2022年青马培训班开设专题讲座，从当代大学生政治生活、社会生活、

廉政教育和经济思想教育等多方面展开深刻且生动的阐述。4月9日上午，王

咏梅副教授作《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围绕习近平谈世界社

会主义发展六个“时间段”进行详细的分析，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4月10日上午，卢伟耀书记围绕“如何看待上海疫情？

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以上海疫情等地的现状为例，作《持久‘疫’战淬青春，

不辱使命焕光彩》专题讲座，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资本的逐利

本质和党中央抗疫精神指示，明确指出防控疫情是场持久战，疫情的爆发并

不是偶然，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抗疫持久战重要性的认识。4月16日上午，

纪委温献荣书记作《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专题讲座，详细阐述了“廉洁文

化相关概念”等六个大项内容。要求与会大学生干部要主动跟腐败现象作斗

争，多管齐下，在党的领导、制度和社会监督，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廉政新局面。4月24日上午梁校长围绕着“创新”“协调”“绿色”

2“开放”“共享”等五个板块，详细进行阐述，引用经典案例分析让学员们

更加深入地领会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实质和要求，有效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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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2022年青马培训班学员普及了一次新发展理念。专题讲座生动易懂，深

入浅出，为我校大学生骨干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团委）

我校组织参加教育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管理规定》培训会

4月27日上午，我校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组织参加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发

展中心举办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线上解读专题培训。教务处相

关人员、各二级学院负责人、实习指导老师等参加培训会。

培训会上，专家重点解读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新理念、

新举措、新方法，围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涉及实习组织、实

习管理、实习考核、安全职责、实习保障、监督与处理等实习全过程进行了

全面解读。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谢俐从把握实习本质、聚焦突出问题、狠抓

贯彻落实、细化工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总结部署。今后，学校将进一步提高

站位，以学生为中心，切实把实习作为必不可少的实践性教育教学环节，持

续规范我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 （教务处）

我校 5 个项目被确定为 2022 年省级

职业教育信息化项目

4月18日，福建省教育厅公布了2022年省级职业教育信息化项目拟立

项建设名单，我校共有5个项目被立项，目前正在公示。其中，智能装备

制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被确立为第二批省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建筑识图》《旅行社计调业务操作》《Hadoop部署与运维》《汽车电气

系统检测与维修》4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被确立为第六批省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通过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了学校信息

化应用能力和数字资源的覆盖面。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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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首批劳动教育基地顺利挂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创业和创新型人才，4月以来，各二

级学院结合专业特色，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建立我校首批校内外劳动教育基

地（其中：校内7个、校外6个），并顺利举行挂牌仪式。

（学生工作处）

我校对参加2022 年省级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队伍进行培训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举办2022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

力比赛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参加省级教学能力大赛的水平，

通过第三届校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学校遴选出18个团队作为2022年省级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培育对象（具体名单见附表），并邀请福州教育研究院

信息处陈蔚主任为 2022 年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遴选队伍开展线上培

训。各参赛队将以集中辅导和一对一指导的形式，从参赛教案、教学实施

报告、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课堂实录等方面开展学习提升。

附表 2022年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第一轮遴选名单

序号
专业

大类
作品名称 参赛教师 所在院系

1
教育与体育

大类
巧手飞舞，剪做绘演

吴丽婷 黄倩芳

陈丽华 张榕泉
教育艺术学院

2
教育与体育

大类
传诵儿童文学，经典浸润童心

罗笑芳 彭秀春

卢永平 苑 敏
教育艺术学院

3
医药卫生

大类
防疫三部曲——勤洗手、阻传播、把温测

赖友炬 赖镜莹

李四玉 赖秀琳
医学护理学院

4
医药卫生

大类
健康守护 日常护理

林艳红 赖建连

张 扬 吴冬梅
医学护理学院

5
医药卫生

大类
药用植物开发技术与应用

黄桂珍 魏 岚

郑婉榕 郑丽丽
医学护理学院

6
土木建筑

大类
建筑工程识图

邓于莘 邱建华

章陈瀑 聂 丹
城乡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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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木建筑

大类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黄 为 章宇萍

何煊强
城乡建筑学院

8
装备制造

大类
垃圾运载车自卸系统检修

林 香 陈美琴

李利娟 詹晓华
信息与制造学院

9
装备制造

大类
发动机油耗过大的故障诊断与修复

王建华 闫超杰

郑毅锋
信息与制造学院

10
资源环境与

安全大类
河流断面水质监测

梁玉兰 钟彬扬

陈燕妹
生态环境学院

11 公共课类
Excel，开启数据分析之路——儿童节礼

品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

洪雅敏 黄润琴

陈淑玲 黄惇晶
信息技术中心

12 公共课类 Enjoy New College Life
詹欣珍 蓝春玉

潘 丽 曹妙丽
公共教学部

13 公共课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张 宇 孔德晶

林津津 钟秋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财经商贸

大类
“法”字当头 企业债务风险防控

谢聪敏 邓连文

谢晖颖 王美玉
财经商贸学院

15
财经商贸

大类
携手仓储 货畅天下——入库作业 李芬华 钟丽珍 财经商贸学院

16 艺术学大类 当地舞蹈的赏析与创编
荣 珏 陈郎迪

周慧君
教育艺术学院

17 旅游大类 带你探秘中国古建奇观
陈 樱 李顺芳

廖思维
文化与旅游学院

18 旅游大类 美妙的葡萄酒之旅
付建丽 赖春梅

李文芳 黄宇方
文化与旅游学院

（教务处）

我校召开“2+0.5+0.5”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产教融合工作推进会

4月21日下午，我校在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2+0.5+0.5”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和产教融合工作推进会

合 开

“

召模式改革和2日 0.5

”人才养

模式改革和 产教融合22 传 入 德. 0.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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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充分体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特点；各二级学

院要主动作为，以改革促发展，利用书记院长走访企业，深化产教融合，

落实学生企业实践相关工作，确保“2+0.5+0.5”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顺利

开展；各二级学院要根据专业特点，让学生带着实训项目、实习内容进入

企业，在企业环境中完成实践教学，最终实现校企双环境育人的效果。吴

新业要求，各二级学院要为学校发展大计攻坚克难，加快推进“2+0.5+0.5”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产教融合工作，促进省双高校建设工作顺利完成。

（教务处）

医学护理学院召开

2022 年学生技能大赛工作会议

4月19日，医学护理学院召开2022年学生技能大赛工作会议。院党政主要

领导、专业主任、指导教师等参加会议。医护学院主要负责人对近年来的学

生技能比赛的准备工作、训练过程、指导老师等方面进行总结，肯定了成绩，

就如何做好2022年学生技能比赛提出几点希望和要求。一是要不断总结、寻

找差距；二是早谋划、早安排；三是项目引领带动。与会教师纷纷发表对2022

年学生技能比赛的想法和建议。 （医护学院）

深化产教融合 实现幼有所育
--我校与福建雁翔集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为深入推进2021年产教融合会议精神，4月14梁俊平校长带领教育与

艺术学院班子成员到福建雁翔集团进行校企合作调研，梁校长与雁翔集团

董事长邱星、总经理朱裕萍等就校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同时绍了

我校的基本情况，双方与会代表就毕业生就业、合作办学、师资培训、资

源共享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初步同意把我校学前教育专业作为校

园直招单位。

4月26日，闽西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建雁翔集团在教学综合大楼二楼会

议室举行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校党委副书记李贞鑫作为我校代表，与雁

翔集团董事长邱星签约，双方代表表达了将在协议框架内开展深度产教融

合，共同培养大批合格幼儿师资，实现幼有所育的目标。参与签约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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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福建雁翔集团总经理朱裕萍、福建雁翔集团下属育兴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林伟总经理等相关领导，以及我们教育与艺术学院班子成员、校企合作

处负责人等。签约仪式后，育兴教育公司相关领导与2020级学前教育专业

龙岩籍的学生开展一次交流会，介绍了公司所负责新罗城区小区配套幼儿

园的基本运营情况，同学对进入国企领办的公立幼儿园的工作很感兴趣。

（对外交流合作处 教育与艺术学院）

梁俊平校长赴漳平深入中职学校、企业开展调研

4月29日下午，梁俊平校长带领对外交流合作处、信息与制造学院、财

经商贸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福建龙钢新型材料公司、漳平职业中专

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和合作办学调研活动。梁俊平校长一行在福建龙钢企业

代表的陪同下，参观了数字工厂指挥中心、项目现场，深入了解了龙钢项目

的施工进展、产业优势以及未来发展前景，重点了解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及对

高职学生的就业要求。随后校企双方召开了座谈会，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

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专业共建、双师培养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兴华财富集团副总裁、福建龙钢新型材料项目总指挥付

新岗代表企业表达了与我校加强校企合作的意愿，希望双方共同研究设计校

企合作新模式，为推动我校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在漳平职专，梁校长一行

实地察看了口腔修复工艺实训室、示教室、中医康复技术实训室等，并召开

座谈会。认真听取漳平职专办学定位、办学规模、合作办学、专业设置及专

业群建设、“双师型”队伍建设、“3+2”中高职衔接工作、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工作等情况介绍。双方就合作办学方面进行交流、探讨。漳平市副市长

聂鑫，教育局、漳平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等参加了座谈会。

（对外交流合作处）

“服务发展”+龙岩市科学技术局莅临我校
开展科技人才调研工作

4月12日上午，龙岩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吴滨德、农村与社会发展科科

长谢国池、科技开发与科技特派员服务中心主任钱丽琴等莅临我校开展科技

人才调研工作。副校长吴新业教授介绍学校科研条件及技术服务现况，希望

科技局能加大扶持力度，多提供项目立项平台，增进与企业精准合作开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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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等。科研处处长傅生生教授就我校科技项目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作了

汇报，与会教师、科技特派员代表也积极发言。吴滨德副局长指出，就我校

提出的意见建议，科技局也会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调研后再具体对接。

（科研处）

医学护理学院开展访企拓岗行动及
人培方案修订调研活动

2022年4月21-22日，医学护理学院党政负责人一行人前往长汀、连城、

武平、上杭开展调研工作，先后走访了汀州医院、长汀妇幼保健院、连城县

医院、连城文川医院、武平县医院、武平中医院、武平颐养家园、上杭县医

院，深入了解各县医院、医养企业当前运转及人才需求，为毕业生开拓就业

渠道和就业岗位，就医养结合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同时了解了各医院实习

生培养情况，现场察看实习生生活住宿，就今年实习生下临床实习工作达成

初步共识，持续推进医教改革交换了意见。 （医护学院）

【简讯】

▲日前，我校举行第二批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签约仪式，梁俊平校长分别

于与获得录取通知书的 9 位老师签订协议。 （教师工作处）

▲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本学期以来，我校各二级学院和学生组织开展多次“喜

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主题升旗仪式。 （团委）

▲日前，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读书传统，营造“爱读 书、想读书、会

读书”的学习氛围，激发大学生读书的兴趣，读者协会在我校校本部文化长

廊以及天马校区举行 “传承经典，好书共读”宣传推广活动。 （团委）

送：校领导，各部门、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