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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简讯

一、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来我校交流考察

10 月 12 日上午，随州职业技术学院质管处处长肖武一行 8人来我校学习考

察。副校长程传红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在图书馆 435 会议室参加了接待。

会上，副校长程传红对肖武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概况及诊

改工作的开展情况。质管办主任朱文从我校诊改的顶层设计、两链打造与实施、

螺旋建立与运行、引擎驱动与成效、内控体系及平台支撑等方面的经验进行了阐

述。

会后，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汽车应用学院负责人分别与随州职业技术

学院相关部门领导就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的各层面进行深入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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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动态

一、我校学子喜获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数字化设计技能大赛二等奖

2019 年 10 月 25 日-27 日，在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指导下，由中国模具工业协

会职业教育委员会主办、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

模具数字化设计技能大赛”顺利举行。来自全国 30 个参赛院校、59 支队伍共 118

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我校汽车工程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学生代表团队在杨关全老师指导下脱颖而出，一举获得综合二等奖的好成绩。

督导通报

一、十月份教学督导反馈

十月份教学督导听课班级学生出勤情况一览表

教学单位 时间 节次 授课课程
授课

教师
授课班级 应到 实到

到课

率

平均到

课率

汽车应用

学院

10.16 3.4
发动机电控检

修
薛嵘 汽车 1906 48 44 92%

85%

10.30 5.6
汽车电器系统

检修
何文杰 汽修 1801 34 30 88%

10.16 5.6 运输经济学 卢颖
轨道交通

1801
22 18 82%

10.8 5.6 汽车运行材料 刘彦 汽修 1909 41 32 78%

经济管理

系

10.8 3.4
铁路运输市场

营销
徐思雨 高铁 1801 43 40 93%

85%10.30 1.2 民航旅客运输 常欣悦 空乘 1603 41 35 85%

10.30 3.4 经济法 徐富芝 财务 1801 31 24 77%

机电与电

子信息工

程学院

10.30 1.2 语文 刘明霞
计算机技考

1702
51 47 92%

82%10.16 3.4
机器人技术应

用
王瑞 机电 1701 17 15 88%

10.8 5.6 汽车售后管理 张美霞
汽车电子

1701
26 17 65%



汽车工程

学院

10.16 5.6 应用文写作 杜江晖 模具 1901 46 45 98%

79%

10.30 3.4
无人直升机的

构造原理与制
付建树 无人机 1801 39 37 95%

10.30 5.6 汽车电器设备 刘忠
汽配（3+2）

1705
54 50 93%

10.8 3.4
物流供应与供

应链
梅潇丹

汽配

1701&1702
77 23 30%

十月份教学督导听课教师得分情况一览表

教学单位 时间 节次 授课课程
授课

教师
授课班级

教师

得分

平均

分数

汽车应用学院

10.16 3.4 发动机电控检修 薛嵘 汽车 1906 91

87

10.8 5.6 汽车运行材料 刘彦 汽修 1909 90

10.30 5.6 汽车电器系统检修 何文杰 汽修 1801 88

10.16 5.6 运输经济学 卢颖 轨道交通 1801 80

经济管理系

10.30 3.4 经济法 徐富芝 财务 1801 90

8410.30 1.2 民航旅客运输 常欣悦 空乘 1603 84

10.8 3.4 铁路运输市场营销 徐思雨 高铁 1801 77

机电与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

10.8 5.6 汽车售后管理 张美霞 汽车电子 1701 85

8110.30 1.2 语文 刘明霞 计算机技考 1702 80

10.16 3.4 机器人技术应用 王瑞 机电 1701 78

汽车工程学院

10.16 5.6 应用文写作 杜江晖 模具 1901 95

81

10.8 3.4 物流供应与供应链 梅潇丹 汽配 1701&1702 84

10.30 3.4
无人直升机的构造原

理与制作工艺
付建树 无人机 1801 75

10.30 5.6 汽车电器设备 刘忠 汽配（3+2）1705 70

十月份通过检查、听课发现好的班级如汽车工程学院模具 1901 班，到课率

98%，而且学生听课认真，组织纪律好；差的班级有汽配 1701、1702 班，纪律松

散，到课率仅 30%。好的老师有杜江晖、张美霞、刘彦，讲课时对教材熟悉，基

本功扎实，讲课认真，准备充分，表达清晰，重难点突出，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



性，富有感染力；薛嵘老师的实训课，课堂效果比较好，对教材和实训设备都非

常熟悉，课前准备比较充分，值得其他年轻老师学习。在听课中发现梅潇丹、王

瑞等老师对课程内容不熟悉，缺少课堂教学经验，内容与时间分配不合理，缺少

激情和学生互动；还有些老师仅依赖课件授课，没有板书，照本宣科，课堂氛围

冷清；上课不带教案和教学日志，学生玩手机、睡觉不管不问。

二、专项督导情况

根据安排，督导对全校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检查。检查发现，各院系大部分

是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内容、时间、标准进行教学的，部分内容根据本院系

实际情况作了适当调整。另外各院系对口升学、技能高考、3+2 等形式入学的学

生，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没有参照标准；有的课程开设课时数不能是一个学期

的课程，应该在课表中注明结束的时间，并严格执行。

理论分享

教学标准：高职教学质量提升的“试金石”

教学标准是教学活动的技术支撑，是人才培养的制度基石，高职院校应以国

家教学标准体系的发布为契机，健全标准体系，严格标准实施，以标准提升质量，

以标准推动发展，以标准化促进现代化，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教学标准体系是指导发展的基本遵循

标准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心工作，教学标准体

系对引导高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并引领带动高职院校整体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基本依据。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步入内涵发展的新阶

段。内涵发展从关注硬指标的显性增长转向致力于软实力的内在提升，更为强调

内在动力、内生需求、内外协调，更为关注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实力增强。教

学标准体系为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划出了底线，指出了方向，设计了路径，使学校

在消解规模扩张的冲动、淡化显性指标追求的同时，能够不盲目、不懈怠，以教

学为中心，综合施策，持续发力，追求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是学校优质发展的根本保障。提高质量，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

育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于高职教育，社会需求已从“有学上”变为“上好学”，

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供给是高职院校的现实使命。标准是质量的准绳，没有标准，



质量就无从谈起，对质量进行评判就缺乏基本的遵循。教学标准体系既是评价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集聚质量要素的磁石，能够把办学主体和

办学要素、办学理念和办学行为集聚到质量提升上，汇聚推动优质发展的强大动

力。

是学校特色发展的科学指导。我国高职院校大多具有鲜明的区域属性或行业

属性，这从本质上决定了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发展策略、结构布局

应该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核心竞争力，就是不可代替的价

值。特色不是凭空而立，特色发展不能任意所为。特色是在质量基础上的特色，

脱离质量，特色无从谈起；特色发展是基于内外部发展环境和发展优势科学比较

后确定的错位发展路径，是普适性与个性化的有机结合。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

是基本标准，在国家标准的指导和引领下，高职院校应按照“不低于国家标准”

的原则，制定学校标准体系，引导特色发展，强化办学特色。

是学校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 号）要求“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出台的《高等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规划设计了一系列高职教育创

新发展的任务和项目。高职院校在创新发展、开拓新路的进程中，面临着理论与

实践的双重探索。随着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职院校必须建立更加完善的自我约

束、自我规范的标准体系，形成内部质量保证机制。标准指出了目标方向，使创

新保证正确价值取向；标准明确了底线要求，使试错成本降到最低；标准赋予了

创新空间，使职业院校可以灵活适应市场变化；标准与创新相结合，所产生的“乘

数效应”能促进高职院校快速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增长动力。

以教学标准引领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高职院校应以教学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标准化+”效

应，补齐短板，拉长长板，突出重点，带动整体，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要更新办学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教学标准制定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适应了四方面需求，即：国家战略的需

求、行业企业发展需求、职业院校特色发展的需要、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需要。教

学标准体系是职业教育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的系统体现和具体载体。标

准在学校的落地实施，离不开标准本身文本意义的有效传递，更依赖标准背后蕴

含的思想理念的价值认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到位，才会行为到位。



高职院校应以这次标准发布为契机，系统开展标准解读培训工作，使相关部门和

广大教师明晰标准的内涵、认同标准的理念、知晓标准的要求，让适应四个需求

的办学理念成为共识，使标准成为公认的尺度和规范，增强贯彻标准的行动自觉。

要强化标准意识。学校上下要认同标准、尊重标准、敬畏标准，人人都是贯

彻标准的主体。第一，强化质量意识。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提升质量是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学校应以标准作为质量的“硬约束”，强化质量第一的价

值导向，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第二，强化主

体意识。学校是质量生成和保障的主体，每一个教学标准的设立都要依据并符合

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提升质量为根本，强化主体意识。

标准体系建设与实施没有旁观者、局外人，每位老师都要积极参与进来，成为质

量提升的实践者。第三，强化开放意识。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质量高低不能自

说自话，标准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要让企业这一重要办学主体参与到标准建设这

一重要办学行为中，把职业教育“五个对接”的要求内化在标准建设之中。

要完善标准体系。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特色发展需要，构建起适应自身发展

需要的标准体系。一是抓住关键环节。针对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学生成长环境及教育教学管理等

关键因素，从计划制定、资源保障、执行落实和质量结果四个方面入手，明确人

才培养各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点和质量标准。二是对接国际标准。积极参与职业

教育国际标准与规则的研究制定，开发与之对应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加快推

进标准互认，推动职业教育标准“走出去”，扩大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

三是健全工作标准。以教学标准体系为核心，逐步完善各项工作质量标准和工作

规范，形成与教学标准衔接配套的校本标准体系。

要加强实施监督。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一是与教学整改相结合。把标准

的实施与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结合起来，依托校本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引

导激励和预警作用，构建起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运行机制。二是健全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专业设置、课程

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标准都要随着产业变化而变化。要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依

据产业发展变化和学校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标准内容和标准尺度，不断提升标准的

有效性、适用性，使质量提高成为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循环改进过程。三是健全

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质量保证是基础，外部质量评价是动力。要健全外部评价机



制，定期发布质量报告，主动接受外界监督，依托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开展人

才培养质量评估，通过企业、用人单位等开展毕业生就业质量、满意度等评价，

以此来检验标准、更新标准、改进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