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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服务、组织提升”四大行动，大力推进青年文化建设，不断发挥共

青团组织的宣传教育作用。以“每期有大赛、每季有主题、每月有活

动、每周有安排”为目标，拓展育人渠道，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不断提高学校共青团的吸引力凝聚力，加强学生德育教育。

2.德育工作经验措施 学校学工部为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强化

行为，规范教育，制定了“一二三四六体系”，指“一时效、二助力、

三必知、四有心、六必查”，具体详见表 3-4。
表 3-4 学生管理“一二三四六体系”

项目 内容

一时效 所有违纪事件处理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办结或说明

二助力

1、借助警校共建平台，借助警方派出所和国保大队力量，预防处置极端事

件

2、学校签约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借助法律力量开展工作

三必知

班主任必须清楚知道：

1、学生家庭状况及重大变化

2、学生学习状况

3、学生生活费开支基本状况

四有心
通过班主任学习教育等，给老师强化灌输教育者必须具有的基础：爱心、

耐心、责任心、包容心

六必查
要求班主任以班级日志为中心，做到每日六必查：晨操、课勤、自习、内

务、就寝、卫生

3.德育主题教育活动 学校德育工作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首，

立足中职教育的特点，结合学生实际，在 2016-2017学年开展了文明

志愿服务活动和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如“人人动手共建美丽校园”、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感恩励志教

育”、“法制安全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3月 5日学雷锋”、“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五四青年节”、“5.12

国际护士节”和“5.20世界计量日”等主题，以宣传栏、宣传展板、

黑板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站等为载体做好宣传，共计制作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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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期，黑板报 10余期，登载校内外网站媒体宣传 100余则。

图 3-1 法制教育主题班会

4.校园文化活动 文化铸就治学精神，艺术凝练校园气质。学校

今年组织开展了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以学生

社团为主要抓手，目前学校有学生社团 38 个，本学期共计开展各项

文体活动 40 余次，如开展“健康生活一起来”艾滋病、结核病防治

宣传活动、“感悟经典、传承文化”汉语成语听写竞赛和校园文化艺

术节等。

图 3-2 学生活动

学校从 2001 年开始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至今举办了十二届。

这些年来，每一届艺术节，都注重以生动活泼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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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对学校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发挥活动育人的作用。

图 3-3 校园文化艺术节

（六）党建情况

党委领导班子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

定，加强学校业务接待规范管理，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实行职工

挂牌上岗，促进了干部职工作风转变。校党委由 7 名委员组成，现有

党员 112 名。今年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50人次，发展党员 10人。

校党委连续两年被省局机关党委和乐山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本年度党建核心工作有以下四点：

1.狠抓思想政治工作，着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一是注重抓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学校规定每周三下午为政

治学习时间，注重创新学习方法。开展的“师生同学同赛党章党规”、

“游园活动方式竞猜党的知识”、“诗词朗诵”等学习方法收到了较好

效果。

二是注重抓培训锻炼，提高能力素质。组织全校 50余名党员前

往井冈山进行党性教育，组织全校支部书记赴四川省交通职业学院调

研，参加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等培训 7人次，帮助党员教师开拓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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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力。

三是注重抓文化建设，提高思想境界。学校成立了教师合唱团、

气排球等 30余个文体团队，开展拔河、书画等比赛 20余次，极大地

丰富了教职工的文化生活。校工会被评为乐山市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图 3-4 井冈山党性教育

2.狠抓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着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一是着力指导党支部工作，配强基层组织。学校党委对全校 6 个

支部每月进行一次工作例会，及时了解指导党支部工作。

二是着力抓好党员发展，优化队伍结构。建立了优秀中青年教师

和优秀学生数据库，每年分上、下半年举办 2 次“业余党校”培训学

习，每次规模都在 300 人左右，不断鼓励吸引优秀师生加入党组织。

三是着力抓好党建保障，促进工作有效开展。在人员上，选得力

的年轻教师充实到党办工作。

3.严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力推动学校健康发展

一方面，强化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所有党员干部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承诺书”。组织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到雷马屏监狱进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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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育。另一方面，全面强化党内监督。在涉及学校基建、大宗物质

采购和重大事项等工作上，学校纪委全程参与，确保学校风清气正。

图 3-5 学校党委领导班子廉政建设工作会

4.继续坚持精准扶贫，全面从严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巩固夯实桐花村脱贫成果。学校先后投入了人力物力用于扶贫项

目，选派优秀青年师生到帮扶村开展义务支教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农

技、卫生和教育等知识 30余次，驻村“第一书记”被峨边县委组织

部评为优秀“第一书记”。结合学校自身优势，着力加强扶贫力度。

有针对性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先后组织开展了 500 人次的

“生猪养殖、核桃种植、家政服务”等新型农民工和技能培训，提高

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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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新型职业农民工培训

四、校企合作

（一）校企合作开展情况

学校校企合作已覆盖所有专业，合作主要内容包括现代学徒制试

点、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学生顶岗轮训、企业兼职教师授课、

共同研发教材及制定培训方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教、学、做一体

化人才培养。

学校现有校外学生实训基地 16个，校企合作订单班 36人，主要

合作企业有成都伊利乳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分析测试服务中心、安达

电梯设备有限公司和银河检测公司等，与各企业合作情况详见表4-1。

表 4-1 与学校签订校企合作的企业

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名称 合作主要内容

理化测试及质检

技术

成都伊利乳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

四川省分析测试服务中心 实训基地建设、技术革新

农夫山泉四川峨眉饮料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建设、技术革新

四川新希望乳业有限公司 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四川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做一体化

人才培养

利尔化学股份公司 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

四川省特检院 战略合作

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 师资培养，兼职教师，

重庆高铁计量检测公司 校外实训、共同培养人才

东莞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学生实习，兼职教师，教师轮岗学习

成都（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
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技术革新

乐山金标环境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建设、技术革新

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

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师资培养计划、

实训基地建设

机电设备安装与

维修
安达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实习，课程体系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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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名称 合作主要内容

四川科莱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学生实习，教师培训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

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几何量计量

站
学生实习，兼职教师，教师顶岗学习

重庆银河无损检测公司
企业兼职教师，实验室共建，实训基地，

课程体系建设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学生实习，技术检测服务，师资培养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实验室建设，师资培养，兼职教师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学生实习

旅游服务与管理

成都凯宴美湖餐饮有限公司

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学生顶岗轮

训、企业兼职教师、共同研发教材及制

定培训方案

成都云门锦翠餐饮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建设，教师培训、学生顶岗轮

训、企业兼职教师、共同研发教材及制

定培训方案

成都壹酒店

成都索菲斯锦苑宾馆

成都明悦大酒店

成都嘉诚新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红珠山宾馆

（二）学生实习情况

学校的实习管理工作符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文

件要求，通过《顶岗实习三方协议》等方式，切实维护学生实习的权

利。各系部还指派专门的指导教师和班主任，负责实习学生的动态管

理，每月完成《顶岗实习动态表》。2016-2017 学年，生均顶岗实习时

长达一年，学生顶岗实习对口率 55.1%，合作企业接收学生就业比例

达 53.5%。

2016-2017 学年，实习生总人数 586 人，其中机电检测系 90人，

实习单位数 43 个；经济管理系 25 人，实习单位数 10个；质量检验

系 121人，实习单位 8 个；护理系 350 人，实习单位 5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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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学生实习

五、社会贡献

（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2017 年，学校为当地输出技术技能人才共计 634 人。社会各界对

学校技能人才培养的满意度较高，兴合田研究院对用人单位进行了抽

样调研，共有 24家用人单位参与了本次调研，结果显示，有 22家用

人单位对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整体素质比较满意，尤其是动手能力和专

业能力方面。

（二）社会服务

1．社会培训和技能鉴定 学校本着“面向市场、扩展渠道”的

原则，发挥在质量领域的教学资源优势，依托行业，服务地方，大力

开展各类质量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先后创建“一所两站六机构

十基地”，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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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质量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序号 类别 名称

1 一所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2
两站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

3 电梯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4

六机构

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培训机构

5 四川省技术监督类技术工人职称考核定点机构

6 四川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

7 乐山市职业技能培训定点机构

8 乐山市创业培训定点机构

9 峨眉山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机构

10

十基地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11 全国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2 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13 四川质量技术监督培训基地

14 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15 四川省首批法治教育示范基地

16 四川省质监系统廉政警示教育基地

17 四川省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8 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实训基地

19 乐山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今年，学校开展社会培训共计 3464 人次，培训对象包括重庆市

质监局新进公务员、质监系统质监业务干部、质监系统特种设备监察

干部、四川省名牌企业质量高管和社会失业人员等，详见表 5-2。

表 5-2 学校开展的社会培训统计

序号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人）

1 成检公司检验检测技术员 检验检测技术 100

2 重庆市质监局新进公务员 新进公务员培训 40



32

序号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人）

3 质监系统质监业务干部 质监业务培训 404

4
质监系统特种设备监察干

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专题培训 262

5 质量强区工作部门干部 质量强区专题培训 96

6 四川省环境监察干部 环境监察业务专题培训 108

7 四川省名牌企业质量高管 首席质量官培训 240

8 技术工人 计量检定工职业技能 32

9 技术工人 热力司炉工能力提升 4

10 旅游行业人员 旅游英语、礼仪 150

11 新型职业农民 水果栽培技术 51

12 社会未就业人员 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 589

13 社会未就业人员 手绣制作工职业技能 123

14 社会未就业人员 电工职业技能 124

15 社会未就业人员 焊工职业技能 75

16 社会未就业人员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职业技能 385

17 社会未就业人员 食品检验工职业技能 207

18 社会未就业人员 化学检验工职业技能 119
19 社会未就业人员 计量检定工职业技能 193
20 电梯企业员工 电梯作业人员技能与安全培训 162

合计 3464

图 5-1 重庆市质监系统新进公务员适应性培训班

此外，学校开展长度计量工、温度计量工、食品检验工和起重装

卸机械操作工等 14个工种技能鉴定，共 1851 人次，详见表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