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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管理动态】

1.校长褚金星调研指导建筑工程学院“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

为加快推进学校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和建筑工程学院事业发展，9

月 2日上午，校长褚金星，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赵峰，党委委员组

织部部长王鑫明一行到建筑工程学院就国家“双高计划”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群建设、建筑工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等进行专题调研和指导。党政

办公室、双高建设办公室、人事处等处室负责人陪同调研。建筑工程学

院全体党政负责人、各教研室和专业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动。

座谈会上，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吴志强汇报了国家“双高计划”建

筑工程技术专业群的目前建设进度和现阶段及下一期的重点建设任务。

院长徐广舒汇报了学院新学期开学工作和“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汇报了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问题、困难及

下一阶段的建设思路与举措。学院党支总书记黄勇介绍了“双高计划”

专业群建设重点任务突破中教师的使命与担当，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将

进一步提振全院教师的精气神，高质量完成“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各

职能处室负责人对高质量推进“双高计划”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作了表态

发言，表示将结合“双高计划”建设任务要求，认真履行处室职责，更

好地服务“双高计划”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的建设。

褚金星校长指出“双高计划”建设是学校当前的中心工作，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群建设是“双高计划”的重中之重，要举全校之力高质量完

成建设任务，建筑工程学院作为“双高计划”专业群的主攻手更是责无

旁贷。他对建筑工程学院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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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党员干部、教职员工要提高政治站位，狠抓师资队伍和班子建设，

提高学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提高认识，把握“双高计划”专业群建

设为学校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学院班子要做好顶层设计，全院教师

要团结协作、同心同德，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要深化校企合作，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充分利用好南通“建筑之乡”的产业优势，建

立紧密型的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要创新人才引培机制，探索高层次人

才引进“一人一策”，多措并举加大人才引培力度，提高人才引培质量，

建设高质量的教师团队。褚金星校长表示，学校将从人、财、物、政策

等方面加大对建筑工程学院的倾斜支持，全力保障“双高计划”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群建设。

2.学校召开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推进会

9月 14日下午，学校在主 1210会议室召开“双高计划”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群建设推进专题会。校长褚金星、副校长戴世明出席会议。双

高办、教务处和科产处等职能处室，建筑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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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学院等主要负责人，双高建设任务项目负责人代表参加会议。会

议由副校长戴世明主持。

会上，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主体学院院长汇报了专业群立项建设以

来各项建设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规划。

双高办、教务处和科产处对后续专业群建设任务的完成及建设成果检查

提出了指导意见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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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戴世明要求建设团队做好几项工作：一是要统筹推进，实现

跨专业、跨学院、跨处室联动，及时发现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各单

位通力合作，全力以赴解决问题，确保项目推进无障碍；二是要坚持成

果导向，树立质量意识，建设高质量的成果，确保项目如期完成；三是

教务处要进一步指导对建设绩效指标进行细化，做好后续建设任务推进

的顶层设计。

褚金星校长作总结讲话。他强调双高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中，

也是影响学校长远发展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一是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发挥主人翁意识，全身心参与建设工作；二是要充分利用中

期检查和“回头看”契机，认真梳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寻找任务完成

的突破口；三是要聚焦各级各类资源，精准应对，狠抓落实，建设团队

上下同心，在学校人、财、物和政策的支持下，高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

务，确保高质量通过中期验收，以优异的建设成效迎接学校建校 50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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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举办“双高计划”建设系列高端讲座第二场专家报告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职业

教育最新政策和发展趋势，扎实推进我校双高建设，10月 20日下午，

“双高计划”建设系列高端讲座第二场专家报告会在图书馆报告厅成功

举办。校党委书记羌毅、副校长戴世明出席会议。全体中层干部、各学

院教研室主任、专业负责人及骨干教师代表聆听了讲座。会议由副校长

戴世明主持。

此次讲座特邀江苏理工学院教育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职教通讯》杂志社社长庄西真博士作主题报告。庄教授围绕

《新阶段，新挑战：职业院校的识变与应变》主题，从宏观政策、人口

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的新

趋势和新挑战进行了阐述；从政策文件、领导讲话、相关统计、媒体报

道中分析了职业院校的实然状况；从拓展服务对象范围和改革人才培养

模式两个方面，提出了职业院校应对挑战之策。

副校长戴世明在总结讲话中对庄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

衷心感谢。她指出庄教授的报告幽默诙谐、视野新颖、深入浅出、分析

细致、思考深入，为我们调优专业结构、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应对新趋势

和新挑战提供了借鉴参考。她要求大家会后进一步学习领会报告精神，

积极开展相应的职业教育研究，并落实到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工作中，促

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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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通职业大学建立问责问效机制推进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

10月 29日下午，学校在主 1306会议室举行落实重点项目建设管理

责任承诺签字仪式，拉开了学校对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问责问效工作的

序幕。

建工学院、电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等 4个

学院和处室的主要负责人在承诺书上签字，对项目立项、实施和管理运

行过程中的具体要求作出了承诺。

学校纪委书记王建代表学校党委对项目责任人进行集体谈话。他指

出，学院的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关乎上级和学校党政重大决策部署的落

实、关乎学院的长远发展、关乎学校的安全稳定，项目责任人必须强化

责任意识、效率意识、绩效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廉洁意识，时

刻把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强化履职担当，提升工作

效能，保证政令畅通，建设好、管理好、运行好重点项目，出实招、出

成绩、出成效，确保学校党政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对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进行跟踪问责问效是学校党政今年的重点

工作之一，学校纪委围绕学校党政重点工作和“双高”建设重点项目出

台了《南通职业大学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问责问效实施办法（试行）》，

明确了问责问效情形、方式、实施程序以及结果运用范围。文件出台后，

学校纪委在校、院二级层面组织了全覆盖的学习宣传并抓好贯彻落实，

通过聚焦监督主业、转变监督方式方法、增强监督实效为学校“双高”

建设保驾护航。首批纳入的重点项目既有专业建设服务项目，又有实践

教学基地、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均为学校党政近期研究决定的，事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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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任务、重要决策部署、各类专项工作和重点项目

建设等。

【任务推进动态】

1.学校举办说“课程思政”大赛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推进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构建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良好格局，根据《南通职业大学深化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安排，9月 3日，南通职业大学于图书馆报告厅举

办说“课程思政”大赛。校党委书记羌毅，校长褚金星，党委副书记陈

蔓生，副校长黄燕飞，纪委书记王建、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长王鑫明出

席大赛。副校长戴世明、陈玉君，校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赵峰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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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处、教务处、人事处、质量评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部门负责

人出席大赛并担任评委。来自全校 12个教学单位的 24名教师代表参加

大赛。学校全体中层干部、各教学单位骨干教师在图书馆报告厅主会场

和大学生梦想剧场分会场观看了大赛。大赛由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获得者陈霞主持。

本次说“课程思政”大赛由校党委宣传部和教务处联合承办。经各

教学单位初赛选拔，进入决赛的参赛教师将进行课程思政说课和课程思

政教学展示等两个环节的演示。评委别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效

果、特色创新等方面就思政元素的挖掘、梳理、融入的系统性、有效性

和技巧性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评价打分。

大赛开始前，校党委书记羌毅作动员讲话。他要求全校上下要充分

认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大意义，努力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他指出，广

大专业教师要认真领会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和重点，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堂建设全过程；要全面提升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确保立德树人工作

见成效。

比赛中，24名参赛教师依据各自所授课程特点，深入挖掘课程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精心融入家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工匠

精神等思政素材，对课程知识进行精彩讲解，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相统一、教书与育人相统一。整个大赛过程，教师们精神饱满、教态自

然，娴熟自信，给大家带来了一堂堂有态度的思政课、有温度的国情课

和有水平的专业课，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评委专家认真聆听，对

各位教师的表现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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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为期一天的激烈角逐，机械工程学院楚焱芳、国际合作教育学

院马莉、建筑工程学院许茜、艺术设计学院张晶镜、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吴素全等 5位教师荣获说“课程思政”大赛一等奖；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何婷婷、技师学院李立、建筑工程学院张爱环、建筑工程学院宋玲、艺

术设计学院陈蓓蓓、药品与环境工程学院徐秋红、国际合作教育学院潘

晓梅等 7位老师获得二等奖；机械工程学院王婷、经济管理学院俞学伟、

数学教研室朱莉、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威韵、药品与环境工程学院米浩宇、

经济管理学院殷素雅、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李沂霏等7位老师获得三等奖；

经济管理学院柳艳娇、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李守娟、技师学院张璐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赵明明、军体部毛珂等 5位老师获得优秀奖。

校长褚金星作总结讲话。他对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和各位参赛教师

的精彩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对学校下阶段课程思政

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他要求全体南通职大人铭记铭记“为学校

谋发展、为学生谋前途”的初心和使命，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大力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齐心协力、积极探索、开拓创新，着

力提升办学层次，着力提升办学水平，奋力谱写创建本科职业技术大学

新的篇章。

近年来，我校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着力提高立德树人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制定

了《南通职业大学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按照“所有课程都

有育人功能”的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每一门课程，构建“三全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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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格局。今年，学校先后启动了两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着力打造课程思政建设的“一院一特”，推动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

本次说“课程思政”大赛及前期各教学单位的初赛，有力地促进了

全校教师积极研究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研究各类

课程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促进了具有南通职业大学特色的课程思

政育人格局的有效形成。通过比赛，推广优秀教师的先进教学经验，使

课程思政的理念在学校形成广泛共识，全面提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意

识与能力，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

同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坚实

的基础。

2.学校举办“课程思政建设研究”学术沙龙

9月 15日上午，学校在主教学楼 805教室举办“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学术沙龙。副校长戴世明出席活动。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相关负责人、

说“课程思政”大赛获奖教师及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了活动。

副校长戴世明对本次学术沙龙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作了题

为“课程思政建设研究”的主题报告，勉励大家以本次活动为新的开始，

加强课程思政教研团队建设，开启课程思政教学研究新征程，打造具有

特色的课程思政示范课，为学校“双高计划”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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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沙龙活动中，机械工程学院楚焱芳老师作了关于“如何申请课

程思政示范课”的报告，从“什么是课程思政示范课、怎样申报课程思

政示范课、课程思政示范课的建设标准、课程思政示范课申报成功案例”

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让大家对如何申请课程思政示范课有一个系统全

面的认识；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何婷婷老师做了关于“如何申请课程思政

典型案例”的报告，建筑工程学院宋玲老师做了关于“课程思政建设模

式创新思考”的报告。教务处副处长周君对“关于遴选课程思政优秀教

学团队、示范课程和征集课程思政优秀案例的通知”文件进行了解读，

并对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的建设内容、时间节点、报送事项等进行了部

署。参加活动的教师代表交流了自己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心得感悟以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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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为我校推进课程思政示范课及优秀教学案例的建设打下

良好的基础。

3.我校举办“挑战杯”系列竞赛首场专家指导会

9月 22日下午，学校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挑战杯”系列赛事专家

线上指导会，首邀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指导专家、省赛评

委、陆军工程大学张雄伟教授作“挑战杯”系列赛事备赛专题讲座。校

党委副书记陈蔓生、副校长戴世明出席讲座。双高建设办公室、团委、

教务处、科研与产业服务处、招生就业处和各二级学院负责人及骨干教

师代表聆听了线上讲座。

线上讲座由校党委副书记陈蔓生主持。他简要介绍了张雄伟教授的

基本情况，对张教授通过线上为我校“挑战杯”系列竞赛备赛工作传经

送宝，助力我校“双高”建设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参会人员要认真聆

听线上讲座，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为学校“挑战杯”系列竞赛取

得新的优秀成绩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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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伟教授以“如何打造优秀的‘挑战杯’”作品”为题，结合担任

大赛评委的经历，分析了打造“挑战杯”优秀作品时，需要注意选题、

团队、成果、支持、交流等五大方面的问题。他重点介绍了支持和交流

的重要性，他建议学校在领导强有力支持的基础上，还要广泛开展第二

课堂活动、制定配套激励措施，通过组织“请进来走出去”，广泛动员

力量开展选拔和交流活动。讲座后，张教授还与现场教师进行了互动，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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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戴世明对张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并对学校“挑战杯”系

列赛事组织和选拔工作提出了要求。她结合学校实施的学业导师制度，

要求广大教师要通过指导毕业设计、创业实践项目、挑战杯项目等，产

出更多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提高教学能力大赛和学生技能竞赛成绩。

张雄伟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

特殊津贴获得者。张教授长期从事语音与图像处理、智能信息处理等领

域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项目多项，发表

论文 100余篇，培养研究生 80余人，出版教材、译著 10部。他主编出

版的《智能语音处理》是国内该领域权威学术著作，主编的《DSP芯片

的原理与开发应用》被国内多所高校选作教材。

4.喜讯！我校科研团队首获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

新团队入选名单。我校机械工程学院肖轶教授领衔的“超快激光精密加

工技术与装备”创新团队喜获立项，成为我校首支省级优秀科技创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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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取得了零的突破，是本次评选中南通市唯一入选高职院校。据悉，

2021年共立项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57个，其中本科院校

37个，高职院校 20个。

我校“超快激光精密加工技术与装备”创新团队，长期致力于超快

激光精密加工新机制、技术及应用研究。在超快激光与材料作用新机理，

光场调制高效加工技术及飞秒激光复合加工工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性研究成果，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承担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江苏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南通市基础科

学研究项目等省市科研项目十多项，多项研究成果发表在《langmuir》、

《Nanoscale》、《Appl. Phys. Lett》、《中国激光》、《复合材料学报》、

《中国科学》等国内外重要期刊，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苏省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遴选工作旨在为不断提升我省

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培育和建设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能够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的优秀科技创新群体。本次省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校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该科研团队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与科技资源建

设，充分发挥创新团队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继续以高水平科技创

新为目标，为学校“双高计划”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为实现学校“两提

升，一建设”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编 辑：李 博 审 核：徐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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