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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们迎来建校30周年。
30 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使命，立德树
人。30年来，学校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
精神姿态，与时代进步同频共振，教育
教学改革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率先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步伐从不停歇。

2020 年，我们又迈向新的征程，
职业教育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办
好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科深度融
合、必须与科学技术进步同行、必须与
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必须服务和支撑
区域经济。办好职业教育既有机遇又
面临挑战。在新一轮变革中，学校将
继续秉承“永远领先一步”发展思想，

进一步转变职教发展理念、创新职教
发展方式，充分利用深厚的文化底蕴、
丰富的办学经验、优良的师资力量，勇
于创新，敢于探索，积极实践，努力推
动更高质量发展。学校将着力推进

“一基地三中心”（即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中小企业技术
服务中心、终身教育培训中心和青少
年职业体验中心）建设，高水平推进江
苏省领航学校创建，办好人民满意的
职业教育，为建好工业明星城，推动常
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更多“能
工巧匠”，为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培养好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 王巍平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林春

高质量发展不停步

2019 年，常工院与祖国共奋进，
历经大事要事，喜迎累累硕果。我们
共同分享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自
豪和喜悦，接受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锤炼与洗礼；共同见
证了产教融合“常工样本”引发的广
泛关注与阶段性成效：10个专业获批
江苏省高校一流本科建设专业，机械
设计及其自动化、产品设计两个专业
获批国家一流本科建设专业，“空天
地信息感知与无人机应用研究”成为
我校首个获批的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在最新发布的全国 693 所新建（应用
型）本科高校科研竞争力、发明专利、
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国家自科基金数
量、学校综合实力排行榜上，我校均
位列前 30 强，办学水平与质量均迈

上新台阶。
梦想与挑战并存，辉煌与感恩同

在！回眸 2019，全体常工人秉承让
学生成人成才、让教师成长成功的初
心，砥砺务实、黾勉勤干，为学校事业
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营造
出和谐向上的氛围。在此辞旧迎新
之际，我们谨代表校党委、行政向全
校师生员工表达诚挚的谢意！

登高望远天地阔，砥砺奋进谱新
篇！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学校
深化贯彻落实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的
关键之年，我们将持续坚守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在服
务常州中获取资源，在扎根常州中打
造特色，在贡献常州中提升能力。

登高望远天地阔 砥砺奋进谱新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我们谨代表学校党委、行
政，向所有关心、支持学院
改革、建设与发展的朋友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诚挚的问
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
总会忠实地记录下奋斗者
的足迹。

2019 年学院扎实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肩负起立德树人
的 神 圣 使 命 ，“ 基 层 党 建
年”“制度建设年”成效显

著，谱写了崭新篇章。
2019 年学院聚焦“迎

评促建”，扎实推进内涵发
展，圆满完成省教育厅新建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合格评
估，指明了学院今后一段时
期的发展方向。

2019 年全院上下聚焦
教育教学，健全教学管理体
系，加强教风学风建设，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加强校企合作与产
教融合，强化质量监控体系
建设，深化十大育人体系，服
务师生，服务地方，服务社会。

成绩源于拼搏，奋斗成
就梦想。我们将进一步深
化教育改革，落实评估整
改，对标省委地方高校综合
考核，以学院第一次党代会
提出的建设高水平有特色
的建设类高职院校为目标，
聚改革创新之力，谋跨越发
展之实，共同创造江苏城建
职院更加美好的明天！

最后，祝愿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安
康！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
家欢乐！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孙晓文 院长 黄志良

聚改革创新之力，谋跨越发展之实

回望 2019 年，常旅商
师生员工以初心使命书写

“领航发展”奋进之笔。
2019 年，结合迎接市

委政治巡察，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干部党员“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教职
工砥砺奋进。

2019 年，学校获批“江
苏省中等职业学校领航计划
建设单位”。学校将着力打
造“如境”校园文化品牌、“常
青藤”产教融合品牌、“3721”
智慧校园品牌、“三化五路三

景”国际化品牌，努力建设扎
根江苏、引领全国、世界水平
的中等职业学校。

2019 年，“常州之窗如
境校园”AAA 景区初步建
成。学校被认定为省级研
学旅游基地、市级中小学生
职业体验中心、市级首批劳
动综合实践基地。

2019 年，在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我校选手参
加 16 个赛项取得 13 金 12
银 19 铜的优异成绩。物流
专业获得国赛金牌一枚。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斩获一金一银。常旅商毕
业生供不应求，“出口畅”带
动招生“进口旺”，2019 年
常旅商新生录取人数创历
史新高。

至2019年，学校已成立
了6个常州菜文化海外交流
中心。学校旅游文化研究院
完成了青果巷、运河水上游、
焦溪古镇等导游词的开发与
编创，为常州旅游明星城市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20 年，众志成城的
旅商人将不负韶华，笃定前
行。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 蔡廷伟 校长 秦益霖

领航发展助力旅游明星城市建设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
春。在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
的浓厚氛围中，我们告别了
难忘的 2019 年，迎来了崭
新的2020年。

2019 年，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下，学校党委带领
全校师生员工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抓实班子建设，全面领导学
校各项事业创新发展，奋勇

向前。
2019年，学校坚持立德

树人，以“让每个学生都有人
生出彩机会”为育人理念，坚
持思想的引领，稳步推进专
业、课程建设和改革。坚持
人才强校，引培高质量师资
队伍。坚持产教研融合，打
造高质量发展引擎。常纺学
子频频获奖，有“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江苏省“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挑战杯”全国竞赛江苏省选
拔赛决赛一等奖；第二届“外
教社杯”全国跨文化大赛一

等奖；第九届中国教育机器
人大赛江苏赛区一等奖等。

2020 年，我们将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质量”为核心、以“落实落
细”为抓手，紧扣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重视教
育教学创新，在产教研融
合、特色创新等领域积极探
索，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
平，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担当作为，创造更加绚
烂的常纺篇章！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蒋心亚 校长 洪霄

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019 年，学校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巡视整改全面彻底，主题教育扎
实有力，校内巡察持续推进，干部队
伍结构不断优化，人才引进数量大幅
增加，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职教二十条”落地见效，入围
“1+X”证书制度试点项目多个，超额
完成“高职百万扩招”。获江苏省科
学技术奖 2 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再续辉煌。

创新创业成绩斐然。学校被江
苏省发改委认定为第三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立项江苏省高
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荣获国家协同
创新平台。在第五届省“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一等奖获奖数
量在全省职教赛道并列第一。在第
十六届“挑战杯”全国竞赛江苏省决
赛中，取得特等奖1项，二等奖1项的

好成绩。
教育教学成就喜人。学校在江

苏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
再攀高峰，立项省级在线开放课程13
门，立项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创
新高。“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
工匠”花开并蒂；入围全国高职院校

“育人成效 50 强”“国际影响力 50
强”，喜事成双。

民生工程成果丰硕。学校更名
获教育部正式批准，民主治校制度不
断完善。

2020 年是学校“八大工程”“六
大重点项目”深入推进期、贯彻落实
二次党代会目标任务接续奋进期，需
要我们加倍努力、更快奔跑，我们将
以更强决心提升发展质量、更实举措
增进师生福祉，建设常州工业学院更
加美好的明天。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缪昌武
院长 杨劲松

珍惜2019，奋斗2020

回首2019，展望2020
回首2019，在常高校不忘初心，收获

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展望2020，他们将逐
梦前行，尽情绽放新时代高校风采。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2020 年第一
期大学版，我们携手各校党委书记、校
长，向您问好。

本版策划 杨曌

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 曹雨平 院长 汤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