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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部（处）编 2019 年 3 月

【特 别 报 道 】
◆深入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稳步推进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 国企助力学子成长成才

【系 部 特 色】

◆轨道电气系开展社会实践项目分享会

◆轨道车辆与机械系开展“小教员”帮扶活动

◆运输贸易系开展“贡献一份爱，共享一片天”资助活动

◆三系召开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工 作 信 息】

◆三月学生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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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稳步推进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发展

学院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工作，在本学年继续稳步推进，各

项检查工作开展有序，与此同时结合校园文化活动，将管理与

校园文化建设相辅相成，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同

时，享受校园生活带来的方方面面面的提升，将学生职业素质

教育工作在实践中再提升。

一、营造良好校园氛围，健康生活进一步提升

传承和弘扬中华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通过诗词提升文化内涵，通过中国功夫强身健体。学

院组建“诗词功夫”队伍，进行编排、训练，为此三项活动助

力；作为学生“健康生活提升计划”的重要载体，深入推动学

院学生身体素质提升，弘扬中华诗词文化，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第三阶段：将企业的标准、岗位的要求，改编成“诗词功夫”

咏吟的内容，请澳门星功夫的教学团队进行编排，以“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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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的形式内化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知、认同。

为了创建整洁文明的校园环境，提高学生们的道德素养和

劳动技能，养成文明的卫生习惯，由学生处牵头，各系通过形

式多样的活动，让同学们参与到劳动中去，培养同学们的劳动

技能提升。形成每周三下午寝室卫生大扫除活动，共计参与寝

室数 887 间。

二、管理工作信息化逐步完善，信息化建设稳步向好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3 月启动试运行“学生考勤管

理模块”，通过在线“考勤录入及审核、考勤结果查询及统

计、异常学生情况反馈”等功能实现学生考勤适时化、信息

化、科学化。经过试运行，对调课、停课、新增课程等各班

级考勤员均能熟练掌握，辅导员能及时对未出勤学生进行帮

扶教育。目前考勤管理模块、违纪处理模块已正式启用，本

月将试运行公寓管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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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考勤系统3月份试运行期间，共计录入821人次迟到、

早退、旷课学生（车机系 293 人次、电气系 271 人、运贸系

197 人次、三系 70 人次），辅导员均已在系统进行处理。在

处理违纪过程中，对异常学生学生处内容进行及时反馈，形成

了良好的工作机制。

三、开展学生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安全工作

学生处会同学院各系集中开展了本年度 1—3 月的校园贷

排查工作，开展情况汇总及对各系学生校园贷款进行登记造

册，实现校园贷信息排查的信息互通，做到动态排查，实现“校

园贷”排查工作的精细化，建立反馈机制，推进学生处与系部

的双重排查，对于情况特殊的学生进行单独建档，开展针对性

排查解决方案，开展各项排查工作 20 余次，做到排查工作的

长效推进机制，第一季度无新增校园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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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寝室管理工作，提升公寓管理水平

落实寝室检查等常规工作，班级日检查，系周覆盖，学生

处覆盖，共检查寝室次数共计 30 次。加强学生安全管理，落

实开学返校数据的统计排查工作，加强对未返校学生的跟踪工

作，检查规范辅导员未返校学生工作台账。通过各系辅导员检

查，辅导员都对休退学学生建立了详细的工作记录，聊天记录，

并规范存档，规范宿管中心的工作职能，做到查寝工作的切实

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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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切实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工作开展有备无患

将校园食品安全管控工作落实做细，提升学生的健康饮食

习惯，把控学生饮食来源，杜绝不明来源的餐饮流入校园，学

生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学院食品安全工作的落实，并

将相关管理工作制度化，将职责明确，分工细致，联结系部共

同开展相关管理工作。开展了饮食健康宣传进校园，进班级，

提升学生的健康生活意识，开展班级，系部饮食安全的自纠自

查工作，现有 1175 人次退出各种外卖点餐 QQ 群，22 人次辞

去送外卖兼职，坚决杜绝无安全保障的食品流入校园，为进一

步促进校园食品安全卫生提供有力保障。

六、开展心理健康研判工作，助力学生管理全覆盖

4 月 2 日，我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在 A202

开展了特群生三月研判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负责

人苏荧及四名系部心理健康负责人史慧丽、杨清、陈香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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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出席了会议。会议中各位老师对三月特群生进行了集体讨

论，划分出了各系重点关注对象，对每一名学生的心理状态及

表征行为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对应的工作方法。

七、团学工作有序开展，丰富校园文化活动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首届“公运杯”足球赛，3 月 20

日在学院体育场正式开赛。全部 9 轮近 40 场赛事，将为学院

广大球迷带来一场足球盛宴。比赛结束后，将选拔优秀选手组

成院队，参加重庆市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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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在 3 月 12 号中午 12 点 15分到下

午举行了“向春天报到，播种希望”生态环保志愿服务主题活

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有校园卫生维护、校园植被恢复、

校园除草、和环保小卫士有奖问答。全体师生都乐在其中，积

极为绿色校园贡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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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 国企助力学子成长成才

1.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开展资助政策落实情况自查工作。

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精准扶贫的战略部

署，确保各项资助政策切实落实执行到位，根据市委下发资助

工作文件精神，梳理重点项目，2019 年 3 月学院资助管理中

心组织各系全面展开资助政策落实情况自查工作，通过对资助

认定工作、资助评定（受助）程序、档案及信息管理、资金发

放管理等重点项目进行全范围资助自查，学院通过对系部全面

排查或抽调各系学生电话回访民意普查等形式再次排查，经排

查无政策、无资助金扣留、违规违纪、安全红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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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设立《2019 新生资助政策实施方案》

及《新生奖励办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响

应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强化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建立健全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根

据学院实际情况，2019 年 3 月经学院办公会审议，特设立《新

生资助政策实施方案》及《新生奖励办法》，一是通过新生“绿

色通道”爱心助学，确保不让任何一个新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二是开展助困帮扶公运行，实行“院校联动”机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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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贫困区县送生中学开展资助政策“宣讲行”活动，持续开展

学院“情系新生，助力梦想”——“国企助力中国梦，寻找最

美励志公运学子”公益活动，积极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三是设定

贫困新生“筑梦金”，针对列属为重庆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区县

及重点贫困人群进行精准资助，设立爱心“筑梦金”，圆贫困

学生大学梦，让更多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更好更高层次教育；四

是设立新生奖学金，激励鼓励高分新生，无忧入学，奖励先进，

鞭策后进，受用于学习和生活，积极进取，自立自强。

3.持续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动态管理工作。

依据资助政策有关规定和财政部、教育部工作要求，通过

建立 2018 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数据库，本月对贫困学生

在校工作状况、学习成绩、物质生活、精神心理等多方面情况

开展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动态管理，重点关注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遭受重大疾病及家庭突发变故等特殊类型贫困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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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对一”“多对一”的心理咨询、团体辅导、谈心谈话、情感

教育等重点帮扶，同时，了解受助贫困学生发展需求，进一步

提升资助慰问工作多元化、特色化、实效性发展，精准强化助

学提能，扶能、扶志、扶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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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特色】

轨道电气系

★轨道电气系召开社会实践分享会 3 月轨道电气系承办了

轨道红马甲社会实践分享交流会、轨道电气系寒假社会实践经

验交流会、华侨城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交流会，秉承“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人人成才”的思想，将社会需求与培养

目标相结合，更深入的贯彻落实我院学生职业素质教育，提高

同学们志愿者服务水平。

轨道车辆与机械系

★考试轻松过，教员来帮忙 2019 年 3 月 28 日 13:00整，在

教学楼 B310教室为“雷锋小教员”展开面试。同学们积极报

名“雷锋小教员”的活动，表现出同学们认真、负责、担当、

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充分展示我系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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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贸易系

★贡献一点爱，共享一片天 为响应重庆市教委关于 2019 年

各高校资助工作开展的相关要求，推进学院资助工作的有序开

展，立足于多方向资助育人工作，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良好的

升学保障，由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学生处主办运输贸易系承

办的“贡献一点爱，共享一片天”主题资助育人活动。

三系联合

★三系开展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2019 年 3 月 17 日 19 点，在

辅导员李兆玉老师和各班委的组织下，汽车制造 1701、汽车

营销 1701、汽车电子 1701、焊接技术班开展了“大学生法制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2019 年 3 月 18 日 汽车电子 1801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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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学在教学楼 B 栋 106 教室展开了以“拒绝网贷”为主题

的班会，提醒提醒提高辨别能力；树立理性消费观念，不能盲

目的攀比；要强化自我保护意识，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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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信息】

三月学生工作开展情况

1.2019年寒假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大会 为表彰在2019年寒假

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丰富学生课外活动，推广校

园文化及特色，2019 年 4 月 10 日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在学

术报告厅开展 2019 年寒假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大会暨第四届校

园文化节开幕式。

本次寒假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大会，旨在将各个岗位上乐于

奉献，坚定担当的老师同学们进行表彰，同时希望全体师生向

他们的学习，以此为契机将企业工作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从而

达到共同进步

2.学生处召开本学期第二次学生工作例会 3月26日下午学生

处在教学楼 A101，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学生工作例会。会议

围绕上半年校园文化节活动项目安排，年度辅导员素质能力提

升计划及 2019 年学生工作计划等相关事宜进行交流，就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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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学生工作成效，明确工作执行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议的开展为学院各项学生工作稳步推进为本年度学院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报：院领导

送：各部门、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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