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诊改工作简报
（2020 年 7-12 月）

主办：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秘书处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一、江西省教育厅举行全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改工作推进视频会

2020 年 12 月 20 日，江西省高职院校教学诊改工作推进视频会

议在南昌举行，省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厅长郭杰忠出席并做重要

讲话，省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副厅长裴鸿卫主持会议。全国诊改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王毅、教育厅职成处领导同志、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

会全体委员、全省 58所高职院校的主要领导、分管校领导、优势专

业（群）和课程（群）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江西省第二批第一期四所高职诊改试点校现场复核工作

顺利结束

12月 19 日，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组织复核专家组顺利完成了

第二批一期省级诊改试点校的现场复核工作。复核专家组由全国诊改

专委会副主任王毅教授担任组长，全国诊改专委会委员王成方教授担



任副组长，组员由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委员和省级诊改专家库成员

担任。复核院校依次为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

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现场复核

时间为 12月 3日—12 月 19 日。

三、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1、扎实推进 2020 年全国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校本数据采集工作

下半年，学校积极参加了 2020 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

态数据采集操作实务培训班，组织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先后参加

全国人才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网络版操作培训 2次。多次组织教

务处、学工处、人事处、资产管理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反馈会，定

期通报数据采集的进展情况，确保了数据采集工作的顺利完成。

2、明确责任、细化任务，把诊改与日常管理一体化

结合“十三五”规划目标和学校年度十大重点工作，学校根据岗

位工作职责，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把年度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量

化，让诊改与日常工作融为一体。优化改进诊改平台“任务动态监测

系统” 6 次，每月发布一次月度任务完成情况的通报，以目标为导

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逐渐形成每个责任主体“完善目

标任务－定期检查反馈－优化评价改进”的工作机制。

3、积极学习交流，作好诊改示范

10 月 19 日，学校派出 3 人参加了 2020 年江西省高职教学诊改

第二批试点校复核工作专题培训会，通过学习交流，进一步明确了教

学诊改工作的新要求；12月 20 日，学校参加了全省高职院校教学诊



改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方卫武代表学校汇报了

教学诊改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成果。

四、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1、学院召开迎接诊改复核工作布置会

为迎接江西省诊改专委会对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复核，6 月 28 日，学校组织召开了迎接诊改复核工作布置会，学校

迎接诊改复核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参加了会议，院长朱隆亮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由副院长刘权辉主持。

2、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专家组对学院现场复核

12 月 7 日至 9 日，以全国诊改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毅教授为组

长、全国诊改专委会委员、浙江省诊改专委会秘书长王成方教授为副

组长的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专家组一行 8 人，莅临江西外语外贸职

业学院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复核工作。院党委书记晏斌、党委

副书记、院长朱隆亮，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主任吴小平及其他院领导出

席了汇报会，会议由副院长刘权辉主持。全体中层干部、专业、课程

负责人、教师学生代表参加了相关会议。

五、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1、全面推进学校教学诊改工作

2020 年 9 月，彭晓兰副校长在濂溪校区综合楼 708 召开推进教

学诊断与改进工作会议，质量保证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全面推进

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通知》，明确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



五个层面诊改责任主体、诊改周期及诊改实施手段，进一步推动学校

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2、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预警系统通过论证

质量办于 10月初提请国资处对“九江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质

量监控与预警系统”进行项目论证，根据学校实际工作和管理需求，

制定了技术参数及教学诊改配套方案，以全面达成“五纵五横一平台”

基本框架建设、常态化网络化全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3、2020 年江西省高职教学诊改第二批试点校复核工作会议

10 月 19 日，我校彭晓兰副校长参加 2020 年江西省高职教学诊

改第二批试点校复核工作专题培训会，认真了解今年诊改复核工作要

求、复核工作规程及复核平台管理系统操作流程，积极配合推进江西

省第二批试点校复核工作的开展。

4、高质量推进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

根据诊改委《关于做好 2020 年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

采集工作的通知》（职教诊改〔2020〕3 号）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

质量办针对数据平台的应用及实操演练进行了线上培训，并下发各相

关部门学习，截止 2020 年 11 月，已进行 3 轮数据比对分析工作，会

同教务处、学工处、人事处等相关部门开展了 2轮数据平台反馈会议。

六、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学院开展教学诊改专题线上培训

7 月 16 日，学院组织开展了教学诊改专题线上培训。山东劳动



职业技术学院质量考核办公室丁宁主任受邀作了“内部质量保证体体

系建设实务”主题报告。对于下一阶段教学诊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2、学院开展两期教学诊改专题培训

9 月 24 日至 29 日，学院连续开展两期教学诊改专题线上培训。

培训分为四场，全院教职工参加学习。

9 月 24 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主任李东升教授以《学

校目标任务体系建立与运行》为题开展学校层面诊改讲座。

9 月 25 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蒋平江教授以《顶

层设计 精准发力 高效有力的推进诊改工作》为题开展专业、课程层

面诊改讲座。

9 月 28 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铁工程学院院长刘明

学副教授开展题为《紧抓本质 持续诊改 提升专业质量》的专业层面

诊改讲座。

9 月 29 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田倩副教授以《厘清

现状 确立目标 常态改革 提升质量--课程诊改实践与体会》为题开

展课程层面诊改讲座。

3、学院开展第十二期教学诊改专题培训

11月 16 日上午，学院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了第十二期教学诊改专

题培训，培训由淄博职业学院质量考核办公室主任姚原野教授主讲。

专题为《高职院校质量控制与绩效考核探索与实践》。学院领导宋墩

福、曾东东、张孝金、叶超飞、彭宗迁、吉登星、董新春和学院副科



级以上干部、各专业和课程教研室主任、教师代表等 200 多人参加

培训。

4、学院召开 2020 年教学诊改第三阶段工作研讨会

8 月 2 日上午，学院在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2020 年教学诊改

第三阶段工作研讨会。副院长叶超飞，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董

新春，党政办主任曾毅，学工处处长蓝云，信息中心主任陈志延，教

务处副处长范伶俐，组织人事处副处长冯星，学工处副处长徐航，学

院人事处、质量办干事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质量办主任罗永妃主持。

5、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专家组对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

工作进行现场复核

12月 3日至 5日，以全国诊改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平台组组长、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王毅为组长，全国诊改专委会委员、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原督学王成方为副组长、江西省诊改委副秘书长、江

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刘繁荣以及 5 位省内兄弟院校

专家组成的复核专家组对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进行了现

场复核。

6、学院召开教学诊改专家反馈意见研讨会

12月 7日上午，教学诊改专家反馈意见研讨会在主楼 302 召开。

党政办、人事处、教务处、学工处、信息中心、质量办等部门参与了

会议，会议由罗永妃主持。本次会议有利于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促进我院教学工作质量不断提升。



七、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学院质量办以招就处《就业指导》课程为试点，对线上课程

进行教学质量监督管理、考核及学生满意度调查和分析；

2、2020 年 9 月，学院第一期诊断与改进软件平台进行初步部署，

包括页面背景、功能模块部署的核对、校验及调试；

3、2020 年 9 月中下旬，学院对诊改软件进行二期的预算编制

和上报，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二期诊改软件的方案编写；

4、2020 年 10 月学院质量办与软件公司组织各部门、各系进行

各层级质控点的讨论、确定和导入；质量办与软件公司对教务、学工

等各个系统的数据进行抓取，与高校人才状态数据库对接相关数据；

5、2020 年 11 月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中心主任及干

事一行三人来学院参观，与学院质量办副主任进行学院内部质量诊断

与改进的沟通与交流；

6、2020 年 11 月中旬质量办组织学院各部门、各系进行部门年

度任务分解，按格式要求导入至诊改软件，并将组织各部门、各系进

行软件使用培训会议，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诊改软件在我院的应用。

八、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下半年，学院专业建设团队根据各专业所属院（部）的规划，通

过行业企业调研，把握产业发展态势，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开

展专业对标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方向，重新修订（制订）

各专业建设方案。

课程建设团队紧扣专业建设方案，结合课程现有基础，制定课程



建设方案。课程建设方案体现发展思维，由建设基础、建设目标、建

设内容与举措、建设预期成果等内容组成。

九、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2 月 4 日下午，学院召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诊断与

改进培训会。本次培训会邀请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凌浩

美教授、尚强智慧教学研究院高级顾问欧阳小宝以及尚强智慧教学研

究院高级顾问彭丽丽分别作专题报告。培训会由学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彭全主持，学院各院系、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

师共 40余人参加会议。

十、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召开 2020 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专项工作推进会

6 月 28 日下午，学院在瑶湖校区图文中心召开 2020 年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建设专项工作推进会，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华出席会议并

作指导讲话。会议由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支卫兵主持。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人事处、质量管理办公室、教务处、学生

工作处、图文信息中心以及各二级学院（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

2、2020 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及复核准备工作推进会

9 月 25 日下午，学院在瑶湖校区图文中心 312 室召开 2020 年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及复核准备工作推进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支

卫兵出席会议并作指导讲话。三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驻校开发组及校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图文信息



中心、各二级学院（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

3、2020 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复核准备工作启动

10月 15 日下午，学院在图文信息中心 802 会议室召开“2020 年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复核准备工作启动会“。党委书记姚小英、党

委副书记、校长刘华出席会议并作指导讲话。会议由校党委委员、副

校长支卫兵主持。学校在家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中层干部参会。

4、2020 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及复核准备工作推进会

10 月 10 日上午，在瑶湖校区图文中心 312 室召开 2020 年部质

量保证体系建设复核工作会议，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支卫兵出席会议

并作指导讲话，会议由校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蔡颋主持。校长办公室、

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图文信息中心、各二级学院（部）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会。

5、学院稳步推进质量诊改复核工作

11 月 4 日下午，学院特邀省职业教育专家、江西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助理钱泉森教授来校举办内部质量诊改复核工作专题讲座。

主题为“聚焦质量发展，推进诊改工作”。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华、

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支卫兵出席讲座。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

委宣传部、人事处、质量管理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图文信

息中心以及各二级学院（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

6、学院举办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专题讲座

为推进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升内部质量保证工作成

效，7 月 14 日上午，学院在瑶湖校区图文中心 806 多功能厅举办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专题讲座。讲座特邀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培训专家

组成员、湖南省诊改复核专家组成员、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

书记韩先满教授来校主讲。学校领导，中层干部及部分教职工 200 余

人参加讲座。

7、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专家组对学院开展现场复核

12 月 17 日-19 日，以全国诊改专委会副主任王毅教授为组长，

全国诊改专委会委员、浙江省诊改专委会秘书长王成方教授为副组长

的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诊改复核专家组一行 8 人，到校开展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诊改复核工作。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主任吴小平，校党委书

记姚小英，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华及在家校领导出席汇报会，会议由

刘华主持。全体中层干部，专业、课程负责人及部分师生代表、兄弟

院校观摩人员近 200 人参加汇报会。

十一、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1、修订学院诊断与改进运行实施办法及方案

6 月 15 日-7 月 3 日。学院组织修订《学院诊断与改进运行实施

办法》《学院专业及课程层面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方案》《学院教师

层面诊断与改进工作实施办法》《学院学生层面自我诊改工作实施办

法》等制度文件。

2、质量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7 月份学院完成了诊改专题网站内容建设、上线运行，加强质量

文化的内部宣传工作。校外各类新闻媒体平台对学院质量文化建设工

作进行多次专门报道，学院诊改工作被江西教育电视台关注报道；学



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情况被江西日报、中国教育报专

题刊发。

3、召开学院诊改工作第三阶段任务安排布置会

9 月 17 日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了学院诊改工作第三

阶段任务安排布置会,学院组织各部门对近三年工作开展系统的自我

诊断，撰写了部门 2018-2020 年度自我诊断报告，总结成效，找出问

题，制定改进措施。质量办公室牵头组织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四

个层面编写近三年各层面诊断报告，并形成学院 2018-2020 年度诊断

报告，为迎接复核现场汇报做好准备。

4、推进诊改平台建设，对接智慧校园

一是推进“内部质量保证监测系统”建设，完成全部诊断点的输

入工作；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各部门已输入部门月度计划和年

度计划共计 3828 条。

二是搭建大数据平台，基本完成了智慧校园数据平台数据获取和

清洗，进行了基本画像展示；8-9 月学院召开了多场现场协调会，对

画像呈现情况进行核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记录和及时处理。

三是对大数据平台的预警功能进行了测试和改进。通过大数据分

析与监测预警系统，对年度、月度工作任务和诊断点进行监测（常态

纠偏）。目前平台已发布工作任务 3800 多条，五个层面共设置诊断

点 232 个，共处理预警 320 项。

四是继续推广在线教学平台“智学堂”的使用。8 月初，“智学

堂”在线教学平台课程建设与运行情况自动统计和导出功能研发完



成，对学院课程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可以更好的进行管理。截至 12 月

“智学堂”在线教学平台已有 84门课程。

五是完成了教师发展中心和学生发展中心系统设计。目前已填报

教师发展手册 413 份，学生发展手册 4056 份。

六是完成了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专题网的建设。

2020年 7月中旬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专题网正式上线运行。

5、召开诊改复核动员培训大会

学院于 10月 13 日召开了迎接诊改复核动员培训大会。大会邀请

全国诊改专委会秘书处成员、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丁敬敏教授做题

为《理解内涵、持续完善、坚定方向、提升质量》的专题讲座。学院

质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曾聪向与会人员汇报了学院诊改工作进展及

迎接复核工作安排，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雷筱芬做了动员讲话，学

院党委书记万玉青做了总结发言。

6、承办 2020 年江西省高职教学诊改第二批试点校复核工作专题

培训会

10月 19 日，2020 年江西省高职教学诊改第二批试点校复核工作

专题培训会在江西工贸职院举办。来自全省高职诊改复核工作专家组

成员、全省 12所第二批高职诊改试点校的领导和老师、江西工贸职

院教师代表参加会议。全国诊改专委会专家、复核专家组组长王毅教

授以“做好诊改复核，提高质量水平”为主题讲座。全国诊改专委会

平台组专家张晞教授做诊改复核平台管理系统操作培训。



7、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专家组对学院开展现场复核

12月 14 日-16 日，以全国诊改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平台组组长、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王毅为组长，全国诊改专委会委员、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原督学王成方为副组长及 5 位省内兄弟院校专家组

成的复核专家组对学院进行了现场复核。专家组听取汇报，召开汇报

会、座谈会、访谈会共 17 场次，231 人次参与了座谈、访谈与汇报

交流，并现场考察了学院粮园等场所的质量文化建设情况，多层次、

全方位深入考察了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对学院诊断与改进工作进

行了系统全面的复核。

（江西省高职诊改专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