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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
于批准 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获
奖项目的决定》，由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申报，省教
育厅推荐，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吴访升教授主持，杨应崧、袁洪志、
丁敬敏、吴乃忠、陈寿根、陈向平、刘
涛、丁才成、高玉萍、叶爱英共同完
成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项目荣获职业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该校
继 2009 年、2014 年后，第 3 次收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7 年以来，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针对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
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开展探索。在
实践总结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创新

之路。围绕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
生5个层面，构建了目标链和标准链，
建立起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开发相应
的信息系统，实现数据适时源头采集，
实时监测预警，开展基于事实数据的诊
断改进，内部管理实现了制度管人、流
程管事、过程可溯、绩效可测。

据了解，项目实施以来，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
在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及全国诊改
专委会组织的26期培训中进行交流，
该校建设理念和运行模式、智能化信
息平台建设经验被多所职业院校借鉴
和应用。该校综合竞争实力在全国高
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上由 2016
年的 75 名提高至 2018 年的 54 名。
连续 3 年入选“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
献50强”。 （沈琳）

常州工程学院：

三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本报讯 第 32 届中国头脑奥
林匹克创新大赛江苏省赛近日在
南京举行，来自全省五个城市（常
州、苏州、徐州、宿迁、南京）共 24
个校队近 400 名学生参加了本次
比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包含长期题和即
兴题，长期题类别丰富，包含：博物馆、
挑拨离间、古典—莱昂纳多工作室、随

机应变、再次营救、投掷结构六项。选
手们需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幕幕相关的
故事，且所有道具、服装都需自创，而
即兴题则是在结束长期题后，继续以
小组形式，在思考两分钟后用5分钟
时间进行7轮即兴发言，极其锻炼学
生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

常 州 7 所 学 校 参 赛 ，均 有 获
奖，其中，解放路小学获得优秀组

织奖、香梅小学获富斯卡特别创造力
奖，常州市香梅小学投掷结构组、常
州市第 24 中学投掷结构组获得冠
军，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朝阳中
学获古典组一等奖，和记黄埔幼儿园
获长期题一等奖和富斯卡特别创造
力奖，北环幼儿园获长期题一等奖和
即兴卓越奖。

（蒋丽君 王芳 图文报道）

头脑奥林匹克江苏省赛

我市7所学校获奖
本报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近日落下帷幕。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刘国钧高职校参赛团队共
荣获 72 个奖项，其中一等奖 18 项，二
等奖 25 项，三等奖 29 项，金牌数居全
省前列。

一年一度的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充分检验职业教育教学成果，集
中展现职业院校师生风采，是专业覆盖
面最广、参赛选手最多、竞赛最为激烈、
社会影响最大、联合主办部门最全的技
能赛事活动。

据悉，近年来，刘高职通过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坚持以赛促教、赛教融
合，充分转化大赛成果，在高技能人才
培养方面成效显著。（杨燕 皇甫大欢）

刘国钧高职校：

技能省赛
获18金

本报讯 日前，由省教育厅、省
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等 15 个省级单位主办的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开赛，该
比赛自 2007 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
了12届。其中，工程测量项目比赛
首次在常州举行，由江苏省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
院共同承办。

本次比赛为期 3 天，分中职组、
高职组和教师组三个组别，吸引了全
省 13 个地级市的 300 多名师生参
赛。大赛共分理论考试、全站仪和水
准仪比赛三个项目，全面考验参赛选
手扎实的理论基本功、操作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获得本次省赛前8名的
队伍将组建集训队，最终有4支队伍

将代表江苏参加全国大赛。（裴玮艳）

又讯 1 月 7 日，2019 年江苏省
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导游赛项在常州旅
游商贸高职校落下帷幕。

此次大赛包含中职学生组、高职
学生组和教师组 3 个组别，来自全省
12 个城市的 88 名参赛选手参赛。常
旅商共派出 5 名选手参加，获得 2 金 3
银。值得一提的是，该校派出的 2 名
教师选手经过课堂教学、景点讲解、即
兴讲解等环节的出色表现，取得教师
组总分第一和第二，均获得金牌。

据了解，本届导游技能大赛高职
学生组新增即兴讲解环节，全方位考
验选手的专业知识的积累、现场的应
变能力和讲解的技能。

（王海燕）

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工程测量项目首次在常举行

本报讯 1 月 13 日，是民俗传
统腊八节。当天 9：00—16：30，由
常州小记者协会和常州公益助学联
合 会 、南 大 街 街 道 联 合 举 办 的

“2019·爱·益道来”大型公益行动，
将在南大街莱蒙都会广场举行，已
报名该活动的常州晚报小记者家
庭，别忘了来！

据主办方介绍，活动当天，每个
参与家庭将先签到领取公益护照，
凭护照可以参与到现场“心手相牵”

“捐玩具，让爱新生”“带着牙刷去草
原”“让爱和阅读并行”“大家同捐一
把米豆，共享腊八粥”及举行慈善义
卖为孤残儿童的募集小书桌，和报名
志愿者送腊八粥等各公益项目中。

凡报名的常州晚报小记者需在
父母（监护人）带领下，穿戴好小记者
装备（帽子 、马甲 、采访本 、小记者
证），在南大街莱蒙都会广场集中后，
签到领取公益护照，参与现场各项体
验和活动，集全印章后可以领取书法
家福字、春联和五福腊八粥、荣誉证书
和奖品。 （陶新峰）

时间：1月13日（周日）地点：莱蒙都会广场

活动提醒

腊八节小记者“益道来”活动，别忘了来

近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江苏省2019年高
职院校提前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通
知》。通知指出，2019 年我省继续开
展高职院校提前招生改革试点工作。

根据通知，已参加2019年普通高
考报名，且符合院校报名条件的高中
教育阶段毕业生均可报考。其中，报
考文科类和理科类专业的考生学业水
平测试必修科目成绩均须达到合格

（或 C 级及以上等级）；报考体育类和
艺术类专业的考生七门学业水平测试
必修科目成绩中不合格科目不超过三
门。每位考生只可报考 1所院校志愿
和6个专业志愿。

今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必修科目
测试安排在 3 月 16 日至 17 日，语文、
数学、外语科目的测试安排在 3 月 18
日进行。

4 月 10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将发
布语文、数学、外语文化测试成绩。4
月25日前，各院校将确定拟录取考生
名单，并通过录取系统报省教育考试
院审核。

今年招生政策四大变化

通过对比往年招生政策文件，记
者发现，今年高职院校提前招生政策
有四点变化：

一是取消“免考”。根据往年招生
政策规定，各校均有一定名额的考生可
享受免文化测试的考生，院校仅须对其
进行技能考核或面试。而今年，考生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考生除外）均须
参加语文、数学、外语科目文化测试，

“免考”这一录取优惠形式今年不复存
在。此外，今年，语文、数学、外语科目
命题依据高中课程标准，各科成绩以原
始分呈现。而在之前，各科参照学业水
平必修科目测试，成绩均以 A、B、C、D
四个等级呈现。

二是招生计划增加。根据通知，
今年，高职提前招生院校招生规模不
超过本校年度招生总计划的 50%；而
往年招生规模为“2017 年以前参加试
点的院校，招生规模为本校年度招生
总 计 划 的 30% —50% ；其 他 院 校 为
10%—30%”。

三是照顾录取政策取消。2018年，
对在学科竞赛、技能大赛、创新实践中有
突出表现、有体育艺术特长或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成绩优秀的考生，院
校可制订相应的照顾录取政策。而今
年，这些照顾录取政策取消。

此外，考试报名时间推后，但是报名
期限缩短。今年高职提前招生报名时间
为 2 月 22 日至 24日，往年一般是在 1 月
份。这也让考生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作
出抉择。

在常高职院校均新增专
业吸引考生

记者从在常的多所高职院校了解到，
各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人数与去年持平，但
均开设多个新专业来吸引考生报考。

江苏省城乡建设学院今年新增 6 个
专业，是新增专业最多的高职院校。新
增的 6 个专业分别为风景园林设计、地
下与隧道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环境
工程技术、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和建筑
电气工程技术。“增设这些专业，不仅是
为了给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更是为了满
足产业转型升级，覆盖建筑产业所有产
业链。”省城建学院公用事业学院院长胡
颖告诉记者。据了解，该院今年新增的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和建筑电气工程技
术两个专业为十三五重点培育专业群，
主要为建筑产业培养环保技术人才。“建
筑业绿色环保就要求专业细分，新增的
专业都是目前人才缺口较大的专业，有
利于学生就业。”

此外，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
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和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各新增三个专业。这些专业均围绕
区域经济发展，且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
如机电学院的新能源汽车技术、纺院的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和工业学院的无人
机应用技术等。

虽然取消了竞赛类加分等照顾录取政
策，对于优秀学生报考，各学院仍有奖学金
奖励，如获得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技能大
赛省级一等奖，享受新生奖学金5000元；
获得教育部门主办的职业技能大赛国家级
一等奖，享受新生奖学金10000元；学业水
平测试必修科目见A即有奖学金。

30%的学生通过各类途
径上本科

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普通高校“专转
本”选拔工作也正在实施，6日-9日为考试
报名时间。今年，我省高职（专科）学生“专
转本”计划总量共15000个。其中，常州大
学专转本计划名额为440个，江苏理工学
院40个，常州大学怀德学院270个。

据了解，专转本是高职院校学生继
续升入本科深造的途径之一。普通高校
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或五年一贯制高
职的五年级在籍学生等，通过考试或自
主招生进入本科院校学习。“专转本”学
生统一转入本科三年级学习，享受与转
入学校本科生同等待遇。

据了解，除了专转本，高职院校学生
还有专接本、专升本等多种途径进入本
科院校继续深造，获得本科文凭。根据
各在常高职院校的数据显示，每年各校
均有 30%的学生通过各类途径获得本
科文凭。 尤佳

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在即

在常高职院校新增专业十余个
“苦恼孩子文化课成绩不错，但

却不敢开口交流与展示自我？”“孩
子逆反不听话”“孩子沉迷网络游
戏，学习成绩不理想”“朋友圈中越
来越多的孩子离家出走的消息，担
心 自 己 孩 子 也 会 出 现 类 似 的 情
况？”⋯⋯这些让家长们揪心的问
题，现在是层出不穷。

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如何
让孩子学会感恩，孝顺父母？如何
让孩子增强自信，拥有领袖能力？
让孩子敢于公开演讲，不惧开口，锻
炼胆量，建立自信，在培训演说能力
的同时融入感恩教育，本周日（1 月
13 日），“常报·名师讲堂”特邀上海
摩英教育校长龚海来到常州，为常
州家长和孩子答疑解惑。

此次讲座内容包括：如何引导
孩子孝顺父母、心怀感恩；如何帮孩
子养成自律自觉、自发自动的学习
习惯；如何激发学习兴趣，让孩子爱
上英语；如何激发潜能，让孩子拥有
明确的目标，找回学习动力；如何与
孩子的沟通更加顺畅，成为孩子生
命中最棒的老师⋯⋯

时间：1月13日8：30—12：00
地点：常州报业传媒大厦（和平中

路413号）28楼会议室
报名名额：100 组家庭（1位孩子+

1位家长）
年级要求：面向全市五年级及以

上中小学生
活动费用：免费
报名时间：即日起（先报先得，额

满即止）
报名方式：
1、关注“常州小记者协会”“常州

第1升学”微信公众号
2、发送“教育讲座报名+学生姓

名+年级+家长电话”
3、等待报社工作人员通知即可
咨询电话：88066263高先生

“常报·名师讲堂”2019年第一讲

如何培养孩子自信心及领袖力
周日讲座值得一听！

图为和记黄埔幼儿园萌娃在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