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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诊改工作简报
（2022 年 1-3 月）

一、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1.进一步完善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细化“专项规划牵头部门—

专项规划指标责任部门—目标分解后的实施部门-实施个体”等相关

内容。

2.3 月 2 日,召开 2022 年度全校诊改工作培训会。

3.3 月 7 日-11 日，邀请全国诊改委专家来校调研诊改工作。

4.组织撰写诊改论文,参加江西省首届高职教学诊改工作优秀论

文评选活动。

5.每月定期发布学校各部门月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设置按期完

成率、超期完成率等指标，推动学校各部门党建和业务工作及时完成、

及时纠偏。

二、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我校专家辅导团赴“诊改伙伴校”共青科技职业学院进

行现场辅导交流。

2.2 月，与“诊改伙伴校”共青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线上交流

及培训，对复核网评材料和汇报材料提出第二轮、第三轮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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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月，对 10 个专项规划、9个子规划进行数据校核、文稿修订

工作，确保与学校总发展目标成链。

4.3 月，统筹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开展新一轮专业、课程、

教师、学生等层面的自我诊改工作。

三、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1.1-3 月优化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平台功能，其中目标任务管理系

统 68 项，教师发展中心 8 项，专业发展中心 5 项，课程发展中心 6

项，学生发展中心 2 项，合计优化 89项。

2.召开 2022 年教学诊改工作布置会，对学校、专业、课程、教

师、学生五层面诊改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

3.召开国家“双高”主要项目建设汇报会议，对“双高”建设项

目 2022 年度任务进行分解，实现实时监测预警。

4.对“诊改伙伴校”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教学诊改现场辅

导，举办培训讲座。

5.对“诊改伙伴校”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开展教学诊改现场辅导。

四、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1.2 月 10 日，与我校“诊改伙伴校”九江职业大学在“学校、

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工作交流，分享

学校教学诊改工作经验。

2.3 月 2 日，根据学校教学诊改工作需要，对我校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委员会进行人员调整，并正式行文下发相关部门。

3.3 月 16 日，学校根据教育厅《关于举办江西省首届高职教学

诊改工作优秀论文评选的通知》要求，在全校广泛开展论文征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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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1.3 月 4 日，院长朱隆亮面向全校教职工开展《<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明确了

我院推进职教改革、提升内涵建设、打造职教品牌的路径和方法，对

于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3 月，为进一步解决学院系统信息孤岛问题，学校开启了新一

轮的智慧校园建设。本轮智慧校园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学院基

于大数据技术的校园治理和科学决策能力。

六、江西现代职业学院
1.以学校“十四五”和提质培优项目（任务）分工为依据，通过

校情数据分析平台部署了 2022 年所有部门的年度工作任务，加强了

专业、课程层面的诊改工作。

2.以诊改为抓手，编写学院高质量发展动态研究（四期），为学

校领导、各教学单位（部门）了解学校发展情况提供依据。

3.2 月，与“诊改伙伴校”江西工程职业学院作交流，受疫情影

响，原定 3月现场复核工作推迟，帮扶工作持续开展。

4.3 月，帮扶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开展诊改复核工作，指导该

校于 3 月 9日顺利接受诊改现场复核。

七、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完善运行机制，统筹部署 2022 年学校诊改工作，修订了《江

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工作实施办法》《江

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学失误、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规定》，新制

定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实施办法》等，进一步构建完善质量诊

改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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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结 2021 年诊改工作，专项研究部署 2022 年学校、专业、课

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诊改推进工作。

3.3 月，组织专家辅导团队一行三人指导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

院诊改工作。

八、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对照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对 2021

年度教学诊改工作进行自我诊断。

2.1 月，组建诊改伙伴校专家辅导团，前往“诊改伙伴校”江西

艺术职业学校进行现场交流，调研该校诊改进展情况，指导其推进诊

改，完善诊改复核材料。

3.3 月 8 日，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一行 5人来学院考察，双方就诊

改工作等五个方面展开交流探讨。

4.3 月 11 日，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一行 10人来学院考察交流。双

方就教学诊改工作等四个方面开展交流探讨。

九、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以学校“十四五”事业规划为依据，制订学院 2022 年

党政工作要点。

2.2 月，按照学校诊改工作部署，完成规划任务、专业任务、内

部任务等，上传个人自诊报告和部门自诊报告。

3.2 月 28 日，学校召开第九次诊改工作调度会，落实具体工作。

4.3 月 3-4 日，学校为保证现场复核工作顺利进行，组织完善各

个层面汇报材料以及现场复核演练工作。

5.3 月 7-9 日，省诊改复核专家组对我校进行诊改现场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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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1.1 月 12 日-13 日，学院组织开展第一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模

拟现场复核汇报，省诊改委专家一行 3人到校进行现场指导。

2.2 月 19 日完成复核管理系统二次网评相关材料的上传。

3.2 月 26 日-27 日，组织开展第二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模拟现

场复核汇报，组织教师与学生代表座谈会培训。

4.2 月，学院对照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围绕

两链打造与实施、螺旋建立与运行、引擎驱动与成效、平台建设与支

撑等四大板块内容对 2021 年度教学诊改工作进行自我诊断。

5.3 月 7 日-9 日，省诊改复核专家组对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

改工作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现场复核。

十一、九江职业大学
1.1 月 9 日，学校召开再动员推进会，重点推进学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

2.1 月 11 日，邀请教学诊改“伙伴关系”校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进行讲座和指导。

3.2 月 17 日，在国家诊改复核平台完成材料的上传。

4.2 月 25 日，学校通过网评，全面进入准备现场复核工作。

5.3 月 10 日-12 日，学校迎接专家现场复核，召开专项会议，针

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并部署今后的常态化诊改工作。

十二、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根据平台诊断结果，完成我校 2021 年度自诊报告和各

层面自诊报告。

2.2 月，学校质量管理办公室召开了诊改平台改进研讨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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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 2022 年诊改平台诊断点和平台的改进方向。

3.3 月，为启动学校 2022 年诊改工作，学校 12大专项规划的牵

头部门根据我校“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和 12个专项规划内容，完

成了两链构建规划表。

4.1 月-3 月，我校专家辅导团队对伙伴关系校江西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多次进行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现场辅导。

十三、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1.1 月 12 日，诊改伙伴校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帮扶团队一行 3 人

到学校进行辅导，指出了我校准备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

的诊改建议。

2.1 月 26 日，将网评材料上传教育部复核管理系统。

3.3 月 14-16 日，江西省教学诊改复核专家组对我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建设诊断与改进工作开展了现场复核。

十四、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 月，分五个层面推进诊断与改进工作，不断完善诊改平台数据。

2.3月1日，举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现场复核动员大会。

3.3 月 2 日，召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现场复核布置及

工作反馈会。

4.3 月 8 日，召开了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现场复核工作调

度会。

5.3 月 10-12 日，省高职诊改复核专家组来我校进行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现场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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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优化诊改平台登录方式，通过学校官网统一门户登录，

使平台操作更加便利。

2.2 月-3 月，根据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学院重点工作安排，在

内部质量管理平台设置各部门 2022 年度重点工作及常规工作。

3.3 月，根据学院部门及人事岗位变动，调整内部质量管理平台

组织架构及人员操作权限。

4.3 月，学校组织诊改信息化平台培训学习。

5.1 月-3 月，利用诊改信息化平台监测预警工作任务及目标完成

情况，按月发布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

十六、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 13 日，我校专家组成员一行 2 人赴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开展专家辅导工作。本次专家组就抚州幼专“十四五”发展规

划聚焦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点对点的解答，并开展

了主题讲座和研讨。

2.1 月 16-18 日，与抚州幼专就诊改各方面材料组织与修改内容

多次进行一对一交流和指导。

3.1 月 19 日，就我校与诊改非试点校开展专家辅导工作情况形

成并提交总结材料。

4.2 月，我校专家组与抚州幼专就诊改材料问题分项多次进行细

化交流和指导，对该校修订后的诊改材料进行了集中审阅和意见反馈。

5.3 月，与抚州幼专诊改负责人分别就学校诊改体系框架以及教

师层面诊改等方面的细节内容进行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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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对学校十四五规划进行年度任务分解，明确 2022 年规

划任务工作要点。

2.2 月，推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积分制，明确教师能力提升年度

目标任务。

3.3 月，拟定《专业年审标准与实施办法》，细化专业分级分类

评价标准与考核办法。

十八、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1.1-3 月，郑州铁路职业学院多次与我院在线交流教学质量诊改

工作，并针对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应用进行深入研讨。

2.2 月，明确 2022 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任务。

3.3 月，组织教师开展课堂教学质量自我诊改工作，设定本学期

课堂教学质量目标。

十九、抚州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邀请了教学诊改伙伴校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专家来校

指导，学院复核材料得以进一步完善。

2.3 月，进行两轮现场复核汇报演练，聘请了三位专家到现场指

导。

3.3 月 10 日，刘胜院长一行 8 人赴上饶职业技术学院考察，学

习诊改复核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做法。

4.3 月 11 日，派员到抚州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观摩诊改复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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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月份，进一步讨论、完善、修订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

2.2 月 17 日-18 日，学校召开“守正创新担使命、踔厉奋发开新

局”年度工作谋划会议,承接“十四五”发展规划及学校重点工作，

各处室、二级学院制定 2022 年度工作目标、标准。

3.3 月份，讨论修订《上饶幼专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进一

步明确目标，打造目标链和标准链。

4.2-3 月份，持续推进各业务平台的数据对接，打造一体化数据

管理体系。

二十一、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1.1 月份，完善了学院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草案。

2.2 月份，完善诊改标准建设工作，质量管理办公室会同办公室

等相关部门修订完善学校层面、专业层面、课程层面、教师层面和学

生层面诊改运行办法。

3.3 月份，与诊改伙伴校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就教学诊改工作进行

线上交流学习。

4.派遣五个层面负责人前往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进行教学诊

改现场复核观摩学习。

5.第一季度组织召开四次教学诊改推进会，完成教学诊改平台招

投标。

二十二、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对 2022 年诊断点进行了设计部署和试行。

2.2 月，完成了网上复核材料上传，并根据诊改复核网上材料反

馈意见，对复核材料进行完善。



10

3.3 月，诊改伙伴关系校江西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对我院诊

改工作进行推进指导。

4.3 月 10 日，前往诊改复核校进行观摩学习。

5.完善诊改标准建设工作，修订完善学校层面、专业层面、课程

层面、教师层面诊改运行办法。

6.完善学院十四五规划，对规划目标进行了层层分解和落实。

7.组织各个层面汇报材料的完善和演练工作。

8.完成 2022 年诊改平台诊断点设计和任务目标下发。

9.处理本季度产生相关预警，跟进处理预警相关措施。

10.加强诊改平台与其他信息平台的关联。

二十三、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1.1 月，拟定 2022 年第一季度教学诊改工作执行计划。学校人

事处、教务处和质评中心共同拟定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骨干教师、

新进教师、普通教师诊断点内涵、诊断值等。

2.1 月 10 日-14 日，学校组织开展诊改平台填报的培训工作。

3.2 月，学校确定了本学期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安排、时间进程，

拟定诊改平台工作安排表。

4.3 月，按照教学诊改工作要求，安排教务处等有关职能部门，

对“十四五”事业发展子规划 2021 年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并形成报

告。

5.3 月，我校教务处等部门负责人，前往共青科技职院诊改现场

观摩。

6.1 月-3 月，与诊改伙伴校江西交通职业学院教务处多次联系，

咨询教学诊断与改进相关工作，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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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 月 20 日，学校召开江西医专 2022 年诊改工作推进会。会议

总结了 2021 年学校诊改工作情况，部署了 2022 年诊改工作计划。

二十五、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1.2 月 28 日，学院邀请诊改伙伴校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诊改

专家对我院现场复核工作进行指导。

2.3 月 4 日，学院组织召开了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全员培训会。

二十六、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 4 日，召开诊改复核专家问题反馈整改工作专题会议，会

议要求学院各层面要严格按照复核专家反馈的意见建议认真组织整

改。

2.1 月，多次与“教学诊改伙伴关系”结对院校江西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交流相关工作经验和建议，同时结合诊改复核专家的意见，对

《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工作方案》进行了修订。

3.2 月，组织各部门撰写年度工作计划，并借助校情智能分析平

台将年度重点工作和各部门工作分解到人，在系统中设置各层面年度

目标、标准，使诊改工作常态化运行。

4.3 月 1 日,邀请朱隆亮院长作“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

思考”专题讲座。

5.3 月，修订完善专业建设标准、课程建设标准、教师发展标准

和学生发展标准。

二十七、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1.及时跟进教学诊改平台软件采购工作，教学诊改平台各项参数

已通过国际招标，完成采购，目前正处于公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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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1 月 24 日，学院召开了五个层面教学诊改协调会，根据网评

专家点评和诊改伙伴学校——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专家辅导团的

建议,重新梳理诊改资料并讨论后续诊改复核工作。

2.1 月 26 日，院长办公会审议并通过《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教学诊改复核工作实施方案》。

3.2 月 7 日，学院各层面负责人分别对本层面诊改材料进行汇总

检查并提出修改建议。

4.3 月 4 日-10 日，学校从五个层面分教学系部和职能处室两个

大组进行组内交叉检查，随后召集教学系部和职能处室诊改复核交流

总结推进会。

5.3 月 8 日，诊改伙伴学校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诊改专家线上

了解我院诊改复核工作进展，并提出指导性建议。

6.3 月 10 日、14 日，我院派 4 人分两批次观摩了九江职业大学

和共青科技职业学院教学诊改现场复核。

二十九、江西科技职业学院
1.1 月 9 日，学校成立了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布

置教学诊改工作。

2.2 月，完成了系统平台采购。

3.3 月，进行系统安装调试（因疫情原因，进度缓慢）。

三十、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依据诊改实施方案，制定 2022 年诊改工作实施进程表。

2.3 月，学院召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指标重构研讨会，五个层面

负责人参加并对指标体系重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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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1.3 月，学校教务处与江西工业职业学院教务处通过电话方式开

展专题学习交流活动，巩固教学诊改伙伴关系。

2.3 月 17 日，学校提出创“一流的体制机制、一流的学科建设、

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人才培养”的发展目标与建设规划。

3.3 月 20 日，召开专题工作会，研讨学校 2022 年度诊改工作计

划。

三十二、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组织学校各部门完善教学诊改材料

2.3 月，根据九江职业技术学院线上诊改意见，完善教学诊改材

料。

3.3 月 10 日-24 日，我校一行 6人观摩共青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工程职业学院两所第二批非试点校复核工作。

4.3 月,诊改伙伴校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就诊改复核材料对我校进

行线上指导。

5.3 月，启动诊改平台的招标事宜，根据招标结果确定诊改平台

供应商。

三十三、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根据专家组反馈意见，对改进工作方案进行优化完善，持续做

好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常态化建设。

2.3 月 10 日，组织相关部门召开 2022 年学校内部质量提升工作

推进会，着手推进诊改平台二期建设。

3.继续与诊改伙伴院校密切联系，伙伴院校予以有针对性的工作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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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 11 日，信息中心负责人王明瑞代表学校参加省教育厅组

织的教学诊改推进会，会后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决定开

学后着手准备诊改启动工作。

2.2 月 16 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前往诊改伙伴校江西应用技术职业

学校交流学习，对方听取了我们诊改工作进展，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三十五、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根据诊改复核意见，结合我院五个层面的实际情况进行

两链的研究和调整。

2.1 月，我院诊改软件二期平台进入试运行及调试阶段，针对学

院试运行情况完善个性化设置需求。

3.2 月-3 月，质量管理与发展规划处配合学院纪检监察室，针对

年度工作任务模块的校情个性化与常态化绩效管理模式进行研讨，并

在我院诊改软件平台进行线上操作及应用。

4.3 月，为保障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承接项目顺利完成，推动项目

实施，我院持续开展诊断和改进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三十六、南昌职业大学
1.1 月 8 日，根据“一校一策”要求，学校整理汇辑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办学质量改进提升工作《诊改工作月报》（第 3 期）。

2.1 月 13 日，按照学校诊改工作部署，组织专任教师完成诊改

信息平台培训，并安排了现场数据采集填报指导工作。

三十七、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 11 日，校长刘明初、副校长胡志鹏、教务处处长张天文 3

人参加江西省教育厅 2022 年第一次诊断与改进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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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月 12 日，组织召开 2022 年第一次诊断与改进工作推进会。

3.1 月 13-14 日，组织开展教师层面和学生层面培训会。

4.1 月 17 日，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培训会，并进行学校层面培训。

5.1 月 18 日，修订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标准。

6.1 月 19 日，邀请教学诊改伙伴关系校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专家到校开展讲座。

7.1 月 20-30 日，根据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标

准，全校师生全体参与诊断与改进工作，将相关信息录入诊改系统中。

三十八、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月 13 日，学校召开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会议。

我校邀请了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诊改专家参加会议，党委副书记吴

虹传达了省教育厅诊改工作推进会精神，并部署诊改工作任务。

2.1 月 17 日，我校质量办与教学诊改伙伴关系院校江西应用技

术职业学院诊改专家召开诊改平台建设推进会，专家梳理了我校诊改

平台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

3.1 月 19 日，学校召开质量保证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

介绍了诊改专班成员及主要任务，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前一

阶段诊改工作情况。

4.1 月 20 日，我校召开内部质量诊改工作推进暨培训会，诊改

伙伴关系院校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诊改专家从两链打造、两链运行、

引擎驱动、复核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为我校下一步开展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5.1 月 23 日，我校召开诊改攻坚工作推进会。诊改平台厂商技

术人员对平台整体模块进行了介绍，针对平台现有功能及数据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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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

6.2 月 9 日，我校邀请国家诊改委专家对我校信息化建设及教学

诊改工作进行指导，并对诊改平台中任务发布模块进行了分析和诊断。

三十九、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1.1 月 14 日，邀请专家入校，针对我院诊改工作进行专项指导，

梳理了我院诊改的各项工作内容，着重分析了我院诊改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

2.3 月，诊改平台技术人员根据专家给出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

专业管理系统、课程管理系统、教师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及学生职业

发展中心系统相关数据。

四十、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1.修订完善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十四五”（2021-2025）发

展规划。

2.制定 2022 年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诊改工作任务清单，并要

求相关责任部门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四十一、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1.1 月 21 日，学校召开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培训会，邀请省诊

改委专家来校做专题报告。

2.3 月 24 日，学校举行内部质量保障监测平台建设调研对接会。

四十二、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1.1 月，学院邀请了诊改伙伴校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专家进校

辅导。根据辅导专家团队意见，启动了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诊

改目标链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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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下旬，学院完成了智慧校园教诊改平台功能优化升级方案。

3.3 月，学院组织教职工观摩九江职业大学诊改现场复核工作。

4.3 月，学院按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运行要求对教学管理制度

进行梳理，拟定制度修订工作计划。

四十三、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1.1 月-2 月，我校收到教学诊改专家网评意见后，召开专门会议

研究并按专家意见完善诊改工作。

2.1 月 4 日，学校组织参与诊改工作的行政人员和全体教师参加

教学诊改培训。

3.1 月 7 日，学校组织参与诊改工作的部分领导和教师赴宜春职

业技术学院交流学习。

4.1 月 11 日，学校邀请诊改平台技术人员来我校进行教学诊改

相关工作的培训。

四十四、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1.3 月，联系诊改软件方来校培训。（由于疫情原因，暂缓入校）

2.3 月，与诊改伙伴校取得联系，因疫情原因，后期将组织线上

培训。

3.3 月，我校中层干部前往九江职业大学观摩现场复核工作。

四十五、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1.1 月 5 日，召开 2022 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会议。

2.1 月 9 日，举行 2021 年工作总结暨年度绩效考核表彰大会。

3.1 月 15 日，完成部门年度诊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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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1.2 月 11 日，学校举行《回顾去年工作，畅谈今年工作》主题

会议，对教学诊改工作展开研讨。

2.3 月 7 日，教务处分管副院长分享“十四五”规划意见，要求

各部门落实到各专项子规划与部门工作计划

3.3.月 10 日，学工处处长与实验室副主任前往九江职业大学观

摩现场复核工作。

4.3 月 14 日，教务处分管副院长、教务处处长、经管学院教研

室主任前往共青科技职业学院观摩诊改现场复核。

5.3 月，教务处分管副院长与各教研室主任讨论专业诊改工作，

并开展《诊改观摩诊改心得体会分享》会议，深化教师对诊改的认识。

四十七、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1.3 月 1 日，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校长助理邢亚男对本学期教学

诊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2.3 月 10 日，我校中层干部一行 4 人前往九江职业大学观摩现

场复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