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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校长培训（日照）基地 

 
 

关于举办 2022 年重点项目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职业院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

等文件要求，提升职业院校治理水平和办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

更好地适应国家战略、产业发展需要，根据教育部职成司《全国

职业院校校长培训（培育）基地 2022 年度培训计划》安排，全

国职业院校校长培训（日照）基地拟举办 2022 年重点项目专题

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职业院校领导班子成员 

职业院校中层干部 

职业院校骨干教师 

职业院校辅导员、班主任 

二、培训内容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重要论



 2 

述，新时期职业院校发展建设的关键任务和当前职业院校治理热

点、难点问题，结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有关工作，开展专题培训。 

三、阶段安排 

专题培训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程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集中面授学习，第二阶段为返岗实践和分享（线

上），第三阶段为学习总结（线上）。 

第一阶段培训班课程安排具体见附件 1-4。 

四、培训时间和报到地点 

1.培训时间 

班

次 

职业院校领导班子成员

治理能力提升培训 

职业院校中层干部

能力提升培训 

职业院校骨干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职业院校辅导员、班

主任能力提升培训 

类

型 
高职班 中职班 高职班 中职班 高职班 中职班 辅导员 班主任 

第

一

期 

报到：7月 31日 报到：7月 21日 报到：8月 13日 报到：7月 10日 

面授： 

8月 1日-7日 

面授： 

7月 22日-26日 

面授： 

8月 14日-18日 

面授： 

7月 11日-15日 

返程：8月 7日 返程：7月 26日 返程：8月 18日 返程：7月 15日 

第

二

期 

报到：10月 30日 报到：10月 9日 报到：11月 13日 报到：9月 25日 

面授： 

10月 31日-11月 6日 

面授： 

10月 10日-14日 

面授： 

11月 14日-18日 

面授： 

9月 26日-30日 

返程：11月 6日 返程：10月 14日 返程：11月 18日 返程：9月 30日 

2.报到地点：全国职业院校校长培训（日照）基地（日照市

东港区烟台北路 16 号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五、报名事宜 

1.培训人数 60 人/期/班，按报名时间顺序安排培训，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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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额则顺延至第二期，以此类推。每班报名人数未满 30 人则不

开班。 

2.报名方式：参训学员请于培训班开班前 10 个工作日，按

培训类型分别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报名成功

后将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高职班报名二维码               中职班报名二维码 

 

 

 

 

 

 

六、培训费用 

培训类型 收费标准 用途 

高职院校领导班子成员治理能力提升培训班 3600元/人 

主要用于师资、就

餐、场地、资料以

及外出参观等费

用支出 

高职院校中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3600元/人 

高职院校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 2600元/人 

高职院校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2600元/人 

中职院校领导班子成员治理能力提升培训班 3600元/人 

中职院校中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3600元/人 

中职院校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 2600元/人 

中职院校班主任能力提升培训班 26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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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培训期间的住宿费、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承担。

培训费用须在本期培训开班前统一汇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账户，

汇款时请备注“专题培训班名称及班次”，汇款凭证发送至邮箱

xzpxrzjd@rzpt.edu.cn。 

收款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银行账号：1616 0208 2926 9301 487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中支行 

七、其他要求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参训学员须确保在开班前

14 天内无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及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参加培训。报到时，学员须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防疫健康信息码”（绿色）

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色)，《流行病学调查表及安全培训

承诺书》（附件 5），并请佩戴口罩做好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八、交通指引 

1.山字河国际机场： 

公交车：乘坐 C106 路（始发站），在兴业王府大街站换乘

11 路公交车，到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到达学校西门。 

出租车：从山字河国际机场打车到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南门，

全程约 52分钟，约 26.6公里（约 57 元）。 

2.日照西综合客运站（火车站、汽车站）： 

公交车：站内乘坐 17 路，在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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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学校西门。 

出租车：从日照西综合客运站打车到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南

门，全程约 18.7公里（约 43 元）。 

注：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附近车站及过往公交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站（西门）：7路、11 路、17路、18路、

31 路、32路、38 路、50 路。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站（南门）：31 路 

九、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电话：0633-7987296 

刘 老 师  13666331865 

张 老 师  15206383396 

邮    箱：xzpxrzjd@rzpt.edu.cn  

  

 

 

 

全国职业院校校长培训（日照）基地 

2022 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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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业院校领导班子成员治理能力提升培训班课程安排 

（上午 9：00-12：00，下午 2：30-5：30） 

时间 时段 课程/活动 授课专家 

提前一

天报到 
下午 报到  

第一天 

上午 
开班典礼（邀请相关领导出

席仪式讲话合影） 
教育部、教育厅、培训基地领导 

下午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思考 
教育部职成司相关领导 

参观校园  

第二天 

上午 
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与大学战

略选择 

别敦荣：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授 

下午 
“双高计划”实施背景下的

院校治理 

茹家团：教授，国家督学、中国教育

会计学会高职院校分会秘书长，“双

高”建设绩效管理专家 

第三天 

上午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热点 

张启明：博士,副教授，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教务处长，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

席会议副秘书长，高教学会数字化课

程分会副秘书长 

下午 “三策略”论坛小组讨论  

第四天 

上午 
高水平院校建设的金职思考

与实践 

成军：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教

授 

下午 参观交流（企业）  

第五天 

上午 产教融合模式与机制创新 
冯新广：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下午 参观交流（企业）  

第六天 

上午 
特色产业学院——新时代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路径选择 
许建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下午 参观交流（企业）  

第七天 
上午 “三策略”论坛+阶段总结  

下午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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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职业院校中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课程安排 

（上午 9：00-12：00，下午 2：30-5：30） 

时间 时段 课程/活动 授课专家 

提前一

天报到 
下午 报到  

第一天 

上午 

开学典礼（领导致辞并合影） 

学习新职教法，促进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职成司相关领导 

下午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思路与

方法 

潘家俊：研究员，曾任上海思博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

学院教学副院长，上海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常务副院长 

参观校园  

第二天 

上午 
高校课程思政及其教育设计

的探究与实践 

李梁：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兼副院长。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宝钢优秀教师奖”等称号，被

媒体称为“关心、支持、奉献教育事

业，影响、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

的人物” 

下午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 

董刚：国家督学，全国职业高等院校

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天津职业大学原

校长 

第三天 

上午 产教融合模式与机制创新 
冯新广：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下午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热点 

张启明：博士,副教授，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教务处长，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

席会议副秘书长，高教学会数字化课

程分会副秘书长 

第四天 
上午 

参观交流（企业）  
下午 

第五天 
上午 

“三策略”论坛  

阶段总结、下阶段安排通知  

下午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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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业院校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课程安排 

（上午 9：00-12：00，下午 2：30-5：30） 

时间 时段 课程/活动 授课专家 

提前一

天报到 
下午 报到  

第一天 

上午 

开班典礼（邀请相关领导出

席仪式讲话合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

的重要论述 
教育部职成司相关领导 

下午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思路与

方法 

徐国庆：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 

第二天 

上午 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 
王向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 

下午 
国际视野下的现代职教体系

建设 

和震：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第三天 

上午 职业院校的改革与创新 

史晓鹤：北京市商业学校原校长，教

育部职业院校教学（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 

下午 
深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 

任春雷：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院长 

第四天 

上午 
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及教育方

法 

贾晓明：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心

理学系主任，北京心理学会理事，北

京高教学会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 

下午 产教融合模式与机制创新 

古永锵：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优酷网

创始人，曾任优酷土豆董事长兼 CEO；

古永锵拥有丰富的国际管理和经营经

验，曾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50位

商界领袖”第 37名 

第五天 

上午 打造卓越领导力 
吴新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领导科

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下午 
新时代职业教育面向“五化”

的高质量发展 
史薇：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 

第六天 上午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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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职业院校辅导员、班主任能力提升培训班课程安排 

（上午 9：00-12：00，下午 2：30-5：30） 

时间 时段 课程/活动 授课专家 

提前一

天报到 
下午 报到  

第一天 

上午 

开班典礼（邀请相关领导出

席仪式讲话合影）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

重要论述解读 

教育部职成司相关领导 

下午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关于加快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

见》解读 

丁春光：山东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

处四级调研员 

第二天 

上午 

用好学规这把戒尺，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解读 

许有强：齐鲁工业大学学生处处长 

下午 
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使命，构

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薛冰：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辅导员，

2021年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 

第三天 

上午 
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的

公转与自转、应然与实然 

李萌：第七届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全国网络教育名师，陕西科技大学网

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主任 

下午 
从《意见》到《纲要》——

高校劳动教育怎么干 

曲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中

心副主任，研究员 

第四天 

上午 

新时代辅导员的使命和本领

——职业化专业化视域下辅

导员素质能力提升思考  

修蕾：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

副书记，山东高校“十百工程”建设

首批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下午 
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视

角下的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   

胡星鹏：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胡星

鹏工作室主持人，全国模范教师 

第五天 

上午 
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的实践与

思考 

温永慧：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学

院党总支书记 

下午 辅导员压力与情绪管理 

杨素华：教授，山东积极心理学会理

事长，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

学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 

第六天  上午 返程  

https://www.sizhengwang.cn/szzx/tbtj/zhyr/zhyr3.shtml
https://www.sizhengwang.cn/szzx/tbtj/zhyr/zhyr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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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流行病学调查表及安全培训承诺书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序号 类别 否 是 

1 
近 14 天有无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无接触境内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 
无  □ 有  □ 

2 
追溯日期内有无日照市防控指挥部确定的重点涉疫地区旅居

史或感染者关联轨迹的人员： 
无  □ 有  □ 

3 

近 14 天内是否为被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及

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或密切接触者的密

切接触者： 

否  □ 是  □ 

4 是否为处于 14 天居家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否  □ 是  □ 

5 
是否为已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 
否  □ 是  □ 

6 
近 14 天内是否出现过发热（体温≥37.3℃），且伴有呼吸道

如咳嗽、咽痛、新发咽干、咽痒等症状者： 
否  □ 是  □ 

7 
近 14 天内是否处于我市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和我市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街镇： 
否  □ 是  □ 

8 健康码是否为橙码或红码： 否  □ 橙□ 红□ 

9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是否为“非绿卡”或显示“*” 否  □ 是  □ 

如果是：显示的是非绿卡（  ）；“*”（  ）； 

10 
是否已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已接种□ 未接种□ 

如果未完成疫苗接种，原因： 

参训

学员

承诺

书 

本人承诺：我将如实填写流调表，如有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病状

出现，将及时告知培训承办单位，并立即就医。如因隐瞒病情及发热史、旅居史和接触史

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接受《治安管理处罚法》《传

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

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本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