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沈文） 11 月 5 日，四

川省高职院校后勤工作推进培训

会在德阳召开。省委教育工委委

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澜

涛参加会议并讲话。教育厅二级

巡视员杨亚培主持会议。全省高

职院校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和

后勤部门负责人，教育厅相关处

（室）负责人等160余人参会。

会议认为，全省高职院校在提

高后勤保障能力和服务管理水平

上取得了明显进步，党建政治引领

不断加强，在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生态校园建设水平、后勤规范化建

设水平、后勤专家团队建设和指导

能力、参与消费扶贫力度等方面均

获得了显著提升。

会议要求，全省高职院校后勤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重点抓好“一

个坚持”“两个强化”“五大行动”等

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推进后勤廉洁建设；二是强

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保障校园

安全稳定；三是强化后勤育人功

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四是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和谐

公寓建设行动、绿色后勤建设行

动、后勤质量提升行动和后勤消费

扶贫行动“五大”行动，提升后勤保

障服务能力，深入推进我省高职院

校后勤保障工作。

会议强调，为加快推进新时代

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高职

院校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动

作为、勇挑重担，以设施标准化、管

理规范化、环境优美化、运行信息

化、服务人性化为目标，努力办好

让师生、家长、社会满意的高职学

校后勤，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省贡献后勤力量。

会 议 还 组 织 实 地 参 观 了 四

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障

工作开展情况。四川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分别

就后勤规范化建设、公寓文化建

设、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作了交

流发言。

用“X”为职业教育“1”增值赋能
四川省举行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推进会暨培训会

本报讯（王志国 记者 倪秀）“我

是教育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米涛春，也

是巴中市巴州区凤溪镇元盘村支部书

记。我曾经因家庭等多方面原因退学打

工，未能大学毕业。今天，我非常激动，

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弥补了曾经的遗

憾。”日前，巴中市村干部学历提升教育

2018级春季班毕业典礼举行。米涛春和

来自该市 270 余名 2018 级春季班学员

代表参加毕业典礼，圆了大学梦。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是

关键。2018 年，巴中市委、市政府采取

“市校合作”“财政补贴”的方式，全面启

动“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力争用 3年

时间，全面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确保

每村的村干部或后备干部中，有一名大

学生。培训目标为具有高中（中专）文化

的巴中市 40 岁以下在职村干部，以及

35岁以下村级后备干部。入选者通过电

大系统或自学考试等途径提升学历，修

满教学计划规定课程总学分且考试成

绩合格，获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村干部学员读大学不需要脱产或

者住校，学习期间不影响学员正常工

作。”巴中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李建平介

绍，该校接受任务后，及时向四川电大

汇报，共同定制专项方案，实行“网络学

习+面授辅导+实践基地培训”教学模

式，同时借助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培

训方式，进一步增强学员基层工作能

力。为保证教学效果，学校严格每月一

次督察，及时在班组群进行通报，倒逼

学生按时按质完成学业。

同时，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实用性，

助推成果转化。例如，学校发动学生结

合本职工作，按照一个学期提交一个案

例，定期在论坛上进行交流分享。在开

展农村实用公文写作、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规划、农村村务管理、农村依法治

理五门地方特色课程教学的同时，培训

针对农村工作实际，开设了地质灾害预

防、食物中毒、公共卫生、邻里纠纷等20
个热难点问题、专题，分期分批组织学

生进行研讨交流。

如今，在财政补助、党费支持、大学

助学金等方式补贴学费下，巴中已有

2400多名村社干部重新走进校园。他们

一边在基层第一线开展实践；一边在课

堂上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切实破解工作

中存在的难题，提升了工作能力。

据统计，在这次顺利毕业的 302 名

2018 级春季班学生中，有 85 人成长为

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有 200 余名同学分

别受到乡镇、区县、市级、省级表彰，有5
人获得国家开放大学和四川广播电视

大学奖学金，毕业典礼还表彰了32名优

秀毕业生。

2020年 7月，为确保村（社区）干部

学历提升教育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以

及纵深化发展，巴中市委组织部、市教

体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持续深

入开展村（社区）干部学历教育的通

知》，进一步放宽了学历提升教育的对

象、条件、年龄，学历层次也从大专扩大

到本科，促进村（社区）干部学历提升教

育加档升级。

据悉，今年秋季学期报名就读的近

400 名村社干部学历提升学员中，社区

干部就有 366 人。有的学员在家人影响

下，一家老小都跑来“充电”。恩阳区原

精准贫困户周昭芳就在儿子的带动下，

在巴中市电大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母子

二人通过学习，在老家梓潼村办起了家

庭农场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自身脱贫

的同时，带动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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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
11 月 8 日，四川省第六届高校

设置评议委员会成立大会召

开，第五届省高评委主任委员

涂文涛续任第六届主任委

员。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作安代

表厅党组讲话。教育厅副厅

长彭翊宣读四川省第六届高

评委委员聘任文件。

涂文涛就当好高评委委

员、做好高评委工作讲话。他

强调，高评委要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为根本遵循，着力提高高校设

置评议的政治站位；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切实增强高

校设置评议的科学性规范性；

坚持以廉洁自律为底线，确保

高校设置评议的公信力和权

威性。新一届高评委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把准方向、找准定位，守正创

新、积极作为，为推动我省高

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高水平

发展、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戴作安指出，高评委换届

后力量加强、结构优化，必将

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

希望第六届高评委要替党组

把关，坚持不进规划不评议、

成熟一个审议一个、达标一个

通过一个，服务国家和区域发

展战略，服务高等教育布局优

化，服务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要为事业出力，围绕打造

成渝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标志性项目、解决“非中心城

市办学困境”、独立学院转设

难点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科

学论证，提出对策建议，提供

实现路径和操作方案；要对自

己负责，时刻绷紧纪律这根

弦，在遵规守纪上更加严格，

确保制度规定、纪律要求、惩

戒措施等真正全面落实落地，

切实维护高评委工作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

四川省高校设置评议委

员会是根据《教育法》和《高等

教育法》设立，是为高校设置

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的专

家评议机构，主要有服务厅党

组决策的谋划职能、支持学校

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咨询建议

职能、把关高校设置工作的评

议职能、规范组织运作的自律

职能等。

第六届省高评委副主任委员唐小我；省

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澜涛；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政府教育督

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傅明参

加会议。成都东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应

辉代表第六届高评委委员发言。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 摄影报
道）11月8日，以“人人出彩，技能强

国”为主题的四川省2020年职业教育

活动周暨成都市职业教育活动月，在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拉开帷幕。省

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张澜涛参加活动并讲话。

本次启动仪式由教育厅、省委

宣传部、省委网信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经济和信息化厅、农业农

村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共青团

四川省委、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主办；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农业科技

职业学院承办。据悉，职教周旨在

集中宣传展示四川职业教育的新气

象、新高度，展现各地贯彻落实“职

教 20 条”、推进“双高”计划建设、深

化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成果和典型案

例；展示职业教育在决胜全面小康、

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决战脱贫攻坚、

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突出成绩

等。

张澜涛指出，全省职业教育活动

周的目的就是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

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充

分展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成

果，重点讲好技术、技能人才的先进

事迹和突出贡献，形成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社会风尚，

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

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开创

我省职业教育发展新局面、奋力推进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启动仪式以四川西南航空职业

学院一场普及航空知识的空乘活力

表演秀《乐享云端》拉开帷幕，来自成

都市、阿坝州等地的中高职院校的师

生们以精彩才艺和高超技能充分展

示了职教人的文明风采。“成都工匠”

获得者代表、成都技师学院毕业学生

赵超为与会师生们生动解读了什么

叫工匠精神，他说：“身为职校生，要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成为最可靠、最

牢固的‘螺丝钉’，为实现祖国的伟大

复兴添砖加瓦。”

在活动现场，来自全省各市（州）

的职业院校通过主题展板、现场技能

展示、主题发言等形式，宣传《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四川省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深度阐述并

宣传政策释放的红利。

当天下午，活动还举行了“2020
年成都职教改革背景下的中高职院

校机遇与挑战”专题研讨会。来自

省、市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的专家以及职业院校负责人、企业代

表就职业教育中高职衔接、职业启蒙

教育探索与实践、职教助力脱贫攻坚

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据悉，本次活动周于 11月 8—14
日在全省各市州同步举行。在整个

活动周期间，全省各职业院校还将持

续开展校园文化线上展示、校企合作

研讨、工匠大师技艺展示、技术技能

服务进社区，乡村振兴技能扶贫日等

一系列主题活动，为职教活动周营造

出全社会动员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冯薇 殷涛）近日，由

四川省教育厅、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主办，四川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承办的四川省 1+X 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推进会暨培训会在

德阳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

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澜涛参加

会议并讲话，教育厅二级巡视员杨

亚培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1+X证

书制度试点的重大内涵，“1”是学历

证书，是根本；“X”是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是赋能；1+X是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的重大创新，对职业教育大改

革、大发展、大作为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实施1+X证书在推进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和促进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上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

弥补，弥补学校教育与市场脱节及

职业院校标准滞后、教学陈旧、师资

落伍、现有课程教学资源不足等问

题。二是补充，对“1”的补充，让学

生在获得专业技能之外，掌握更多

的新型的职业技能，增强学生的就

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三是填补，

填补职业教育的新空白，确保了职

业技术人才培养及时跟上新职业、

新技术、新业态以及产业市场发展

的新形势、新需要。四是补养，对职

业教育制度体系的补养，理论学习

和实操训练、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

所获得的成果将置于同一个评价体

系之中，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现

代学徒制提供制度支撑。

成都医学院、成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

校、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大会

上作经验交流。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专家就

1+X试点工作中的深入推进方法、

师资培训、产教融合、学分银行建

设与学分认定、经费支出政策、X证

书与学历教育课程融通等问题，为

参会人员展开6场现场培训。

全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成都启幕四
川
省
第
六
届
高
校
设
置
评
议
委
员
会
成
立

巴中市首届“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学员毕业

村干部圆了大学梦

我省高职院校后勤工作推进培训会召开

学生展示蜀绣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