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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校园称号

宝职院讯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午，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在西安召开，会议表

彰了陕西省 2018—2020 年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

体，我院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

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明校

园”称号，标志着学院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取得新进展、实现新

突破，进入新阶段。

学院自 2016 年创建省级

文明校园以来，坚持“六好”标

准，科学规划，持续用力，连年

来创文常态化积分名列全省

第一，省、市、区、镇文明办领

导多次到学院检查指导创建工

作。2020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20 日省文明办副主任胡纪

美两次到学院检查创建工作，

对我院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学院以创建文明校园为抓

手, 坚持党对学院工作的全面

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学院建设成为文化传承

的高地、引领先进思想的圣地、

培养优秀人才的基地。要不断

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建立

常态化工作机制，努力提高师

生文明素养，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技术

技能人才。

近年来，学院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

持“六好”标准，不断丰富文明

校园建设内容，着力打造高品

味校园文化，提升师生文明素

养，为学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文化支

撑，广大师生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投身

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实践中，校园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

校教育教学工作进入了量质并

进、又好又快发展的崭新阶段。

2016 年学院进入市级文明校园

行列，同时启动了省级文明校

园创建工作，在“十四五”期间，

学院将向全国文明校园的目标

迈进。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宝职院讯 近日，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公布了陕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标

准化建设项目（2020 年度）和第三批省级示

范心理中心创建结果。我院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中心获批“陕西普通高等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

近年来，我院加速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专业化建设步伐，按照科

学性与实效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

合、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发展性与预防性

相结合的原则，初步构建了教育教学、实践活

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五位一体”的心理健

康工作格局，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受

益面不断扩大，大学生主动求助，积极参与的

心理健康意识明显增加。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在领导体制、教学科研、宣传活动、咨询

服务、预防干预、队伍建设、条件保障、工作成

效等方面处于省内高校中较高水平，工作效

果显著、工作成绩突出，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质量和全校师生心理健康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心理中心占地规模超过 200 平米，设有

个案咨询室、沙盘游戏室、身心反馈训练室、

情绪宣泄室等七大功能设施，配置了心理自

助测试系统、多功能身心减压太空舱、智能冥

想训练系统、VR 虚拟现象心理素质训练系

统、智能呐喊击打宣泄系统等先进高端设备

仪器，打造了一处功能齐全、服务规范、运作

高效的高校心理咨询服务场所。

    （学生处 贾尧 徐威）

我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被授予省级示范中心称号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1 的新年

钟声已经敲响，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

刻，我们谨向全院教职员工、广大校友和

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风雨兼程中，全院上下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紧紧围绕“双高型”院校建设目标，追

赶超越、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党建和思政

工作得到全面加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基

本建立，内涵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学院全

面建设迈上了量质并进的快车道。

2020 年，我们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沉着应对新冠疫情突发挑战，积极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举措，保障广大师生身心健康

和校园安全稳定，6500 多名学生错峰顺

利返校，在全省高校中首批实现全员返

校复学，如期开启线上教学第一课，教学

过程总体平稳，教学效果整体良好，全院

教职工用积极的行动实现了“让课程开起

来、让学生学起来、让师生联系起来、让教

育开展起来”的教学目标。

2020 年，我们锐意进取、精准发力，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内涵提升和

硬件建设为主基调，着力提升核心竞争

力和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学院高职师范类专业全国排名第一，23

个专业入围教育部“1+X 证书制度”试

点项目，立项建设 10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招生工作全线飘红，8353 名学子在

宝鸡职院扬帆起航，毕业生就业质量进

一步提升，学院重点项目快速推进，宝鸡

（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如期封顶，尚

礼楼、尚品楼、尚能楼三栋学生公寓投入

使用，校企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增校企

合作单位 155 家，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110

家，开展订单培养项目 5 项，校地合作项

目1项，开启了新时代全面建设“双高型”

职业院校的新征程。

2020 年，我们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不断丰富文明校园建设内容，

着力打造高品味校园文化，融合“因崇尚

而立”价值体系的校园楼宇、场所、道路

等命名方案正式发布，内涵更加丰富、校

本特色更加明显、标志形态更加丰盈的

新版校园校徽及标识系统广获好评，师

生文明素养全面提升，

学院荣获陕西省“文明

校园”称号，中国梦、职

教梦在师生心中相嵌相

融、交相呼应。

2020 年，我们不忘

初心、尽责奉献，结出了

累累硕果，2 名教师主

编的 3 部教材入选“十

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10 个教师团

队 40 名教师在全国、全

省各类教学能力大赛中

获奖，在陕西省高等职

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中

获奖 47 项，在第六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

区复赛中，荣获银奖 2

项、铜奖 3 项，学院获优

秀组织奖，承办全省中

药传统技能大赛、机电

一体化系统设计与装调

技术大赛 2 个赛项，荣

获优秀组织奖，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被省

委教育工委确定为省级

示范中心，微信公众号

跻身全国百强，学院社

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

提升。

岁月峥嵘，接续奋

斗。2021 年是建党一百

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宝鸡职院的改

革发展当下有为、未来

可期。新的一年里，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党

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正确办

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完善现

代大学治理体系，加强学科内涵发展，加

快推进“双高型”院校建设，努力培养高素

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乐辞鼠岁，歌颂牛年。让我们满怀

信心和期待，一起迎接新年新气象、新挑

战！祝愿全体宝职人在新的一年里事业

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宝鸡高职》编辑部

新
年
祝
辞

宝职院讯 2020 年 12 月 25 日，宝鸡职

业技术学院与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校企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陕建公司总部举

行。陕建集团总经理张文琪、副总经理杨海

生，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刘小强，宝

鸡职院党委书记苏永兴，党委副书记、院长

张永良，党委常委、副院长娄广信、宫先成出

席仪式，仪式由刘小强主持。

签约仪式上，张文琪、苏永兴共同为“宝

鸡职业技术学院陕建集团产业学院”揭牌。苏

永兴、张永良、张文琪分别代表学院和集团讲

话，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为未来开展全方位

合作勾画出路线图，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校

企合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培养更多更优

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娄广信、杨海生分

别代表学院和陕建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我院与陕建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

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精神，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产教融合、推动“双高型”

院校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按照协议，下一步

双方将以宝鸡（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为平

台，共建产业学院，打造高水平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群，开办“陕建集团订单培养班”，共建建

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训基地、陕建集团就业基

地，共同培养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培育适

应现代建筑产业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联合开

展技术攻关、标准制定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应用推广，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干部

挂职锻炼等十个方面合作。通过 3—5年建设，

在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形成

特色，打造陕西高职校企合作新标杆。

签约仪式前，全体人员集体参观了陕建

博物馆。签约仪式结束后，参观了由陕建集

团公司承建的西安市高新中央商务区锦业

时代C 区-D5 大道工程施工现场，与负责

承建的工程六部领导班子和工程技术人员

召开座谈，研讨校企合作有关事宜。陕建集

团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经

营部、二建集团、工程六部负责人，学院党院

办公室、宣传统战部、校企合作与就业创业

处、资产管理与基建处、生物与建筑工程学

院负责人参加仪式。
（生物与建筑工程学院 王晓波）

携手打造校企合作新标杆
我院与陕建集团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本 期 导 读

省文明办副主任胡纪美（右二）检查我院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