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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学校技能鉴定统计

序号 鉴定职业工种范围 鉴定等级 鉴定人次

1 家政服务员 五级 589

2 手绣制作工 五级 123

3 电工 四级 124

4 焊工 四级 75

5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四级 385

6 食品检验工 三级 130

7 化学检验工 三级 119
8 食品检验工 四级 35
9 食品检验工 五级 42
10 长度计量工 三级 46
11 温度计量工 三级 39
12 电器计量工 三级 9
13 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 三级 21
14 长度计量工 四级 78
15 热力司炉工 三级 4
16 衡器计量检定工 二级 26
17 材料力学性能检验工 二级 4
18 长度量具计量检定工 二级 2

合计 1851

（三）对口帮扶

一是党组织共建。学校党委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桐花村党支部

结对共建活动：（1）把“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搬到村里，工作组

组长为全村党员讲授了党课；（2）资金帮扶。改善桐花村的办公条件、

节假日慰问、维修加固村民便道、帮助全村贫困户人口购买农村小额

人身意外保险等，一年来共计投入近 10万元。

二是结对帮扶。学校 7个在职党支部按照每支部 3-4 个贫困户分

别与桐花村 26户精准贫困户结对认亲，采取“定点、定量、订购”

的形式购买贫困户的农副产品，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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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校领导班子慰问困难群众

三是组织省质监校师生深入桐花村开展“送质量、文化、卫生下

乡活动”。为村民义诊咨询 86 人次，测量血压 112 人次，测视力 78

人次，推拿按摩 45 人次，发放医疗卫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各类宣

传资料 400 余份。

图 5-3 学校师生到桐花村开展“送质量、文化、卫生下乡活动”

四是资助贫困户建房。学校出资 20万元，帮助一些没有能力新

建房屋的贫困户新建房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五是开展技术培训。学校联系川农大教授，市农科院专家，农业

技术服务团到村开展家政、刺绣、厨师、核桃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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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类种植等技术培训。

（四）社区服务

2016-2017 学年，学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00 余次，如 “学

雷锋、助夕阳”敬老院志愿服务活动、旅游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共服

务 2000 余人次。

在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的原则，学校团委

联合机电检测系党支部，在峨眉山市绥山镇红华苑社区留守儿童之家

挂牌成立学校首个“青年之家线下服务站”，机电检测系党支部和学

校团委将不定期到站开展各项服务活动。

图 5-4 青年之家线下服务站

六、举办人职责

（一）经费

根据市财政部门安排，2017年学校收到中央财政投入经费 727.58

万元，地方财政投入经费 2287.25万元。日常教学经费投入比例占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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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经费约 200万元，教科研经费 30万元。

（二）政策措施

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常规管理，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全面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特点，四川省教

育厅、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乐山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

列制度措施，《四川省教育厅转发关于编制和发布 2017 年度中等职业

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等职

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试行）》和《四川省中等职业

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等。

七、特色创新

学校多措并举贯彻落实“质量提升行动”，努力构建“崇尚质量、

追求卓越”的校园质量特色文化。

图 7-1 “质量知识进校园”主题活动

一是深入开展质量宣传活动。着力发挥全国中小学质量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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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基地作用，深入全省 300 余所中小学和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质

量教育宣传活动，受教育学生和群众约 3万余人次。举办“世界标准

日”宣传活动，开展《标准化知识》、《中职生文明礼仪标准化》等专

题培训，制定《教室设置标准》，编制《标准化知识宣传手册》1000

余份，夯实标准意识，强化质量育人特色。

二是开展质量提升社会实践活动。组织“暑期千人消费品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社会实践活动”，实地了解、发掘、采集消费品质量安

全风险信息 1500 余条，上报四川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平台

50 余条。开展“质量提升在行动”校企联动大型活动，实现校企合

作的“双主体协同育人模式”，推动企业与学校共同参与的质量教育

网络建设。开展《质量提升学生宣讲员》专题培训大会，通过质量提

升宣讲员讲质量，用质量，享受质量，促进全社会质量提升理念的大

融通、大传承、大发展。

图 7-2 学生到农夫山泉开展质量教育活动

三是浓厚质量校园文化氛围。开展《实验实训安全标准体系》

全员培训，实现实验实训室准入制度。制作标准化、质量提升、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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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题宣传展板 30余个、宣传横幅 50余条，印制《四川省质量技术

监督学校质量提升》学习材料 500 余册，在校园、实训场所制作张贴

“工匠精神”系列图展，突出校园质量文化，营造重视技能人才、永

攀技艺高峰的氛围。

四是开展质量职业培训，助力“质量强省（市）”。充分发挥国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四川质量技术监督培训基地等平台作用，

广泛开展质量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全年共举办各类“质量强市

（区）培训班”期，企业首席质量官期，区县“三合一”质监业务培

训期，共计培训 3464 人次。发挥“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实训基地”作用，开展质量技术监督类职业技能鉴定期，培训鉴定合

格 1851 人次。

图 7-3 2017四川省企业首席质量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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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从用人单位反馈结果来看，学校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育层次对

社会吸引力还不够，人才培养模式行业企业参与度不够，“产学融合，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2.虽然目前学校师资团队整体学历水平较高，但是“双师型”教

师专业能力和企业实践经验尚显不足，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力不够。

3.根据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情况反馈，专业品牌塑造和专业特色

打造需要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

（二）改进措施

1.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深化融合办学，突出实践性教学，

加快推进精品课程建设，探索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实现学生就业有

能力、升学有基础。

2.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引进人

才、培育人才、留住人才的政策措施。考核招聘博士、硕士、高技能

人才和“双师型”人才。

3.在专业设置“博大”的基础上做足“精深”，进一步抓好特色

专业建设，对于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等传统优势

专业，根据需求灵活调整课程，并编写校本教材，将传统优势专业打

造成品牌专业、特色专业、骨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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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调研数据样本统计

为了全方位了解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教育教学情况，兴合田

研究院针对在校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 3 类相关群体进行分层抽样，

通过调查问卷形式（二维码/链接）了解其对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

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调研样本量统计见下表：

社会调查 样本量

在校生问卷 816

毕业生问卷
2016 届毕业生 56

2017 届毕业生 134

用人单位问卷 24

样本累计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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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学校在四川五大经济区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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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学校荣誉

1.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川人社办发〔2017〕2号）

2.四川省首批法制教育示范基地（川司法发〔2017〕31 号）

3.乐山市创业培训定点机构（乐人社办发〔2017〕12 号）

4.2016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川质监发〔2017〕18 号）

5.2016 年政务信息先进单位（川质监函〔2017〕145 号）

6.2016 年度网站建设先进单位（川质监发〔2017〕5 号）

7.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同话青春飞扬·共谱质量华章”朗

诵大赛三等奖（证书、奖杯）

8.乐山市 2016 年度中职学校教育质量特别贡献奖（奖牌）

9.乐山市第十一届大学生消防运动会 10×50 米往返运水接力赛

第一名

10.乐山市第十一届大学生消防运动会 10×100 米水枪连接穿梭

接力赛第二名

11.乐山市第十一届大学生消防运动会 10×50 米火场逃生技能

接力赛第三名

12.2017 年峨眉山市消防工作先进单位

13.峨眉山市 2017 年度“文保”工作先进集体（峨公字〔2017〕

102 号）

14.峨眉山市 2016 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峨征〔2017〕31 号）

15.2017 年峨眉山市中学生篮球赛高中组冠军（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