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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职院讯 近日，陕西省教育厅公布

2020 年度陕西省智慧教育示范县（区）和智

慧校园示范校名单，我院荣获陕西省高等学

校“智慧校园示范校”称号，标志着我院智慧

校园建设与应用迈上更高水平。

近年来，学院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持续加大信息化资金

投入，建成校本数据中心、智慧校园基础平

台、大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测预警平台、21 个

信息化业务应用系统、立体化安防监控系

统、257 间一体机网络多媒体教室、2 间智

慧教室、21 个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室。智慧校

园平台集成对接 14 个主要业务应用系统，

实现了数据融合共享和信息互通。建成 695

门网络课程、81 门精品课程、10 门资源共

享课、31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成 4 个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立数字图书馆，购置电

子图书 121 万册。信息化在教学、管理、服务

等方面深度应用，信息化教学和混合式教学

广泛开展，师生网络学习空间达到 100%，教

师信息化教学占比达到 92%，师生信息化素

养、信息化应用水平和信息化教学能力不断

提高。
（网络与信息中心 曹晓春）

我院荣获陕西省高等学校
智慧校园示范校称号

宝职院讯 3月 3日上午，市长惠进才在

我院调研十四运会体育场馆建设改造提升

项目和宝鸡（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项目建

设工作。他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不

断提升城市品质，展现良好对外形象。副市长

李瑛、张礼涛参加调研。学院党委书记苏永兴

陪同调研，院长张永良现场汇报工作。

惠进才查看了学院足球场改造提升项

目建设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做好十四运会和

特奥会有关筹备工作责任重大，各有关单位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工作的紧迫

感，对标任务列清单，对表时间赶进度，有力

有序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各场馆建设任务。

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注重品位提升，突出

氛围营造，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十四运会和特

奥会在我市举办的各项赛事活动精彩圆满。

在宝鸡（国际）职业教育实训中心项目

建设现场，惠进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

及周边绿化等情况，并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他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严格标准

质量，强化安全监管，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

用。要瞄准市场需求变化，开放思维，引入社

会资源，创新运行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努力

将宝鸡（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打造成国

际化的现代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在凤师实验小学和幼儿园项目建设现

场，惠进才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相

关单位须认真调研，科学谋划，高质量高效

率推进项目建设，把凤师实验小学和幼儿

园办成引领宝鸡教育的新高地。

苏永兴表示，学院将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范完善基础设

施，全力确保质量工期，高标准、严要求做

好全运会各项筹备工作，以一流的场馆建

设、一流的服务保障、一流的氛围营造助力

第十四届全运会。

市政府秘书长陈小平，副秘书长朱军、

韩景钰参加调研，市住建局、市体育局、市

城管执法局、市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陪同

参加调研。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3 月 11 日，省教育厅副

厅长刘宝平、体卫艺处处长刘宏恩、外

事处处长文通来我院调研疫情防控、国

际交流及“十四运”场馆建设等工作。学

院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现场汇

报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韩景钰，市教

育局副局长毛亚莉，学院党委常委、副

院长宫先成陪同调研。

刘宝平一行在宝鸡（国际）职业技能

实训中心项目、全运会足球场提升改造

项目实地调研，在学院北大门检查学院

门禁管理和防疫工作，并深入学院教学

区、金工车间、3D 打印实训室、人体生

命科学馆、数字化 3D 解剖实训室、中药

标本馆、心理咨询中心、文体中心和应急

指挥中心等场所检查工作，现场听取苏

永兴、张永良关于学院疫情防控、国际交

流及“十四运”场馆建设等工作的汇报。

调研组充分肯定学院各项工作，认

为学院疫情防控措施有力，十四运场馆

改造稳步推进，对外交流形式灵活。刘

宝平强调，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要继续按

照教育部和委厅相关要求，认真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要继续抓好“十四

运”场馆保障建设工作，全力做好筹备

工作，为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做

出积极贡献；要加强国际交流, 与世界

接轨, 采取多种合作方式, 引进国际优

质教育资源,促进教学改革；要高质量、

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将

宝鸡（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打造成

省内综合、开放、共享的实训基地。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3 月 17 日上

午，我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省委教育工委

的要求，安排部署学院党史学

习教育工作。党委书记苏永兴

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党委副书

记、院长张永良主持大会并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党委副书记杨清漪宣读

《学院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学院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

站位，深刻领悟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巩固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的“继续篇”、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的“奠基石”、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的“必修课”，切实增强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努力实现高起点谋划、高标

准推进、高质量见效，奋力开

创学院发展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

切实加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针对性，准确把握党史学习

教育的总体要求，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全院上下要聚焦“明理”

“增信”“崇德”“力行”，深刻

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光辉历程，深刻领会中国共产

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

的宝贵经验，系统掌握中国共

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在以史

为鉴中坚定“四个自信”，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

成效，奋力书写新时代职教事

业发展新篇章。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

领导，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提供坚强保障，各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要履行好主体责

任，精心组织实施；领导干部

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从严

抓好落实；要强化创新载体，

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创

设形式多样的活动载体，开展

“10 个 100”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要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

用网站、新媒体等各类宣传平

台，总结推广党史学习教育的

好经验、好做法；要强化督导

检查，采用走访调研、专项督

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负责人，各基层党支部书记，

党员代表；副处以上干部，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100 余人

参加大会。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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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惠进才在我院调研十四运会体育场馆和宝鸡（国际）职业实训中心建设等工作时强调:

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

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宝平一行来我院调研

认真落实防控措施 切实保障师生健康

市政协主席会集体视察我院
体育场馆建设及“十四运”筹备情况
宝职院讯 3 月 2 日上午，市政协主席

会成员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对我院体育场

馆建设及“十四运”筹备情况进行集体视

察。市政协党组书记何存贵参加活动。学院

党委书记苏永兴、院长张永良陪同视察，党

委常委、副院长宫先成现场汇报工作。

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了我院第十四届

全运会足球场改造项目建设情况，听取了

相关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对我院在全运

会足球场改造项目中取得成绩给予了充分

肯定。

何存贵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把筹备十

四运会和残特奥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按照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不断提

升校园环境和完善校园服务，切实做好各

项筹备工作；要抓好场馆保障建设工作，

细化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安全举措，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全力准备好各项配

套活动，为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贡

献宝鸡力量。

苏永兴表示，做好“十四运”筹备工作

是学院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学院将按照

上级的部署要求，以饱满的热情，高标准

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为把第十四届全运

会办成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贡献宝

职力量。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勇，

市政协副主席王虎贤、张

望、宋建国、和惠敏、张田

力、张德科参加视察。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体

育场是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足球比赛主场地。该体

育场占地 18000 m2，包括

11 人制标准天然草坪足

球场，400m 标准塑胶田

径场，1824 座的固定观

众看台，以及运动员休息

室、裁判休息室、药检室、

新闻发布中心等多个功能

用房。

该场地改造完成后，将

具备完善的照明系统、监控

系统，先进的电子显示设备

和高清转播系统等，可满足

国家级以上重大体育竞技

赛事要求，也可承担学院日

常体育教学、竞赛、训练任

务等，是举办各类体育赛事

和大型活动的理想场所。

体育场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正式动工改造，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成足球场草

坪铺设，2020 年 10 月 23 日足球场和功

能用房通过市执委会验收。目前在温度适

宜的情况下将立即启动塑胶跑道铺设工

作，力争今年 3 月底前完成塑胶铺设以及

相关检测，并配合省市执委会完成测试赛

工作。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近日，我院被宝鸡市人民政

府评为 2020 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2020 年度，学院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抢机遇，提内涵，抓重点，补短板，努力加快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严抓细管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一年来，学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克

服疫情影响，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

按计划高效推进。省市领导多次到现场检查

指导，对项目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目前，投资 5.18 亿的宝鸡（国际）职业

技能实训中心主体封顶，将于 10 月竣工；

投资 2.28 亿的图书综合楼加快推进，将于

11 月竣工；投资 4960 万元达人餐厅主体

完工，预计 5 月投用；投资 9800 万元的尚

礼楼、尚品楼、尚能楼学生公寓竣工投用；

投资 1300 余万元的全运会足球主赛场改造

工程已基本竣工，学院办学综合条件得到了

显著改善。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我院获评市
2020 年度重点项目

建设先进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