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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0 日，“金平
果排行榜 ”（又称“中评榜”）
2021 中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
行榜发布，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排名全国第 30，江苏第 4，
均创历史新高。

“金平果排行榜”由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
院、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等机
构联合研发，被业界认为是反
映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办学情况
最权威、最全面、最专业的榜单
之一。本次排名是“金平果”连
续第十次推出中国高职院校竞
争力排行榜，对全国 1488 所高
职院校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
较榜单 2020 年发布结果，今年
常 信 院 全 国 综 合 排 名 上 升 8
位、理工类上升 7 位，全省排名
上升 1 位，综合竞争力继续位
居在常高职院校第一。

2020 年，常信院在全球疫
情严峻的形势下，坚韧前行，不
断深化内涵建设、推进高质量
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丰富三全育人内涵，孵化建设
20 个校内外实践育人项目；专

注工业互联，全面推进“双高”
项目建设，年度数量指标和质
量指标完成度均超过 90%；深
化教学科研改革，教师获省级
以上各类竞赛奖项 11 项，入选
国家级课程 1 门，国规教材 20
部，3部教材获省教育厅推荐参
评全国教材奖，立项市厅级以
上课题 83 项，其中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1 项、省自科基金 1 项；
促进学生成才成长，学生获省
级以上各类比赛奖项 207 项，
蝉联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
创业大赛和“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年终就
业率达 96.99%。学校获全国
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样板
校、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
江苏省科技厅技术转移输出
奖励单位、常州科教城高职教
育“双高计划”“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建设突出贡献奖、江苏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
团队、江苏省高职院校社科应
用研究协同创新培育基地等
荣誉称号。

（吴昊 杨曌）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金平果排行榜”排名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中国
教育考试网了解到，2021 年上
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将于 6 月 12 日进行笔试，口
试将于 5 月 22-23 日进行。考
生按所在学校规定时间登陆
CET 全国网上报名系统完成
资格审核、笔试报名缴费及口

试报名缴费。
值得一提的是，四六级成

绩单领取方式有变化。自本次
考试起，CET 将免费提供电子
成绩报告单（小语种科目为电
子证书）。在成绩发布 25 个工
作日后，考生登录中国教育考
试网查看并下载电子成绩报告

单，电子成绩报告单与纸质成
绩报告单同等效力。

目前，中国教育考试网已
开通 2005 年 6 月及以后历次
考试成绩报告单（小语种科目
为证书）查询服务，考生可登录
查询，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助
办理纸质成绩证明。 （杨曌）

成绩单领取方式有变化

2021年上半年CET考试将于5月底开始

本报讯 开学伊始，常州刘
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同学
们惊奇地发现，教室一角多了
一个“手机存放箱”。原来，为
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
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
知》相关精神，学校研制了切实
可行的校内学生手机管理制
度，并统一配备了保管学生手
机的必要设施——手机存放箱
以及手机保管的工作制度和规
范，让校园手机管理“存得住”

“有人管”。
据该校学工处处长施小威

介绍，开学初，学校通过校班会
等多种形式，宣传学校相关手
机管理规定。此外，老师以及
各类学生会组织、校园文明督
察队经常在诸多场馆、教室现
场 督 察 学 生 中 有 无“ 漏 网 之
鱼”，既约束管控了校园手机，
又能培养学生的契约精神。

开学两周以来，同学们在
手机使用方面有了很大改变，
校园手机使用呈现规范化、有
序化——“低头族”“游戏族”少
了，“运动族”“看书族”多了，学
生间交流也更为紧密。校园
里，随处可见三五好友结伴同
行，或于林间漫步休憩，或于运
动场挥洒汗水，或于图书馆中

静心阅读。
谈及对学校手机管理的看

法，同学们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刘国钧高职校副校长刘洪
亮表示，学校将积极落实教育
部关于管控手机的措施，营造
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对手机
进行科学管理。同时，他倡导
同学们文明生活，学会自律，严
格遵守学校相关规定，还校园
一个纯净的学习环境。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修筑“养机场”，让手机“小憩一下”

眼下，常州各高校陆续迎
来省内外学子错峰返校。正值
春暖花开时节，浓浓的开学氛
围中，也透出一股暖意。

开学第一“测”
为省外返苏学子免

费测核酸

根据省、市疫情防控要求，
开学之际，常州各校有序组织
省外返校学子进行核酸检测。

3 月 10 日，常州大学对科
教 城 校 区 和 西 太 湖 校 区 共
4721名3月9日省外返苏大学
生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记者在西太湖校区看到，
核酸检测采样共分 4 个采样
点，设置进场等候区、身份核验
和测温区、核酸采样区、体温复
测区等区域。检测前，学生按
要求通过二维码进行预约；检
测当天，学生到达指定采样点，
进行测温、登记、信息核对，间
隔一米距离排队等待，由国药
集团工作人员扫码、完成咽拭
子采集后迅速离场，整个流程
大概持续 5 分钟左右。当晚，
学生即可在江苏省新冠肺炎核
酸检测信息系统查询检测结
果。

常州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
音乐学专业大三学生郭鑫杰是
山西长治人，3月9日晚抵达学
校。小郭说，自己放假前在医
院自费做过核酸检测，花了 70
元，体验还没有学校这么好。

“学校的检测流程比较简单方
便，而且学生分批检测，有条不
紊。”

同样来自山西的音乐学专
业大四学生宋慧检测时则被呛
到眼泪直流。“我第一次做核酸
检测，感觉喉咙口有点冒烟。”
小宋表示，学校为他们提供免
费核酸检测服务，让她感到很
安心。

据该校党办校办副主任王
文 涛 介 绍 ，常 州 大 学 于 3 月
10、11 日对该校 9400 多名省
外返常学生分批、分年级进行
集中核酸检测，其中科教城校
区 5400 多名，安排 6 个采样
点，西太湖校区近 4000 名，安
排4个采样点。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同
样有序组织了 1367 名省外返
苏大学生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根据武进区疾控中心反馈
的信息，本次核酸检测全部为
阴性，未发现新冠肺炎感染的
学生，为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开学第一课
“四史”教育搭上高

铁直通车

新学期伊始，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喜
看家乡新变化、‘四史’教育搭
上高铁直通车”实践活动在徐
州东站正式启程，吸引了学院
近十名徐州籍学子参加。

据悉，徐连高铁建成通车
后，新沂将正式融入“高铁圈”，
对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快速铁路
网布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助推苏北鲁南经济社会发展和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具
有重要意义。

常州机电学院人工智能专
业大一学生张虎庆在跟完一趟
徐连高铁后感慨：“中国高铁史
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一部家
乡旧貌换新颜的历史。”他说，
这堂开学第一课让他更加坚定
了理想信念，希望为学校的发
展，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自
己的青春力量，以实际行动迎
接建党100周年。

常州机电学院信息工程学
院团委书记薛军表示，“四史”
教育是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坚定“四个自信”的重
要途径。“此次实践活动，推动

了大学生的‘四史’教育入耳、
入脑、入心，以增强爱国心、强
国志，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开学第一“聊”
“知心姐姐”上线，为

学生做心灵“SPA”

返校前，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开通了校内网络心理咨
询渠道，第一时间公布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开放时间、
预约方法，给即将返校的学生
提供在线咨询服务，让学生们
尽快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新学
期的学习生活中。

开学伊始，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的心理辅导员黄静老
师就忙活了起来。每天，她都
会在线上线下接待一些前来咨
询的学生。其中，有受到疫情
影响对未来求职就业感到迷茫
的，有因为居家时间长而引发
家庭冲突的，有纠结于升学还
是就业的，有担心新学期无法
适应而焦虑的⋯⋯黄静成了

“知心姐姐”，耐心聆听他们的
困惑，引导学生尝试接纳自己
的负面情绪，并对学生面临的
抉择进行逐步分析，提供自我
心理纾解的技巧和方法，为他
们做个心灵“SPA”。“对于学生
的心理问题，我们要早发现、早
预防、早干预，让他们了解及时
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重要性，
有助于化解他们心中的迷茫困
惑。”黄静说。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高校暖心迎接大学生错峰返校
春暖花开，学子归来

常州大学核酸检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