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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要闻】
●学校积极组织师生观看十九大开幕式。学校党委高度重视，组织全校师生在会议室、
学生食堂、教室等场地通过大屏幕、电脑等形式全程观看十九大开幕式，聆听党的十九大
报告，感受极不平凡的五年，领会接下来五年的工作学习方向。
●2017 年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期中检查顺利完成。本次期中检查由杨建国、张蕴启、
陈玉华、武智慧四位校领导带队，四个检查组现场检查了机电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等
11 个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并针对性地反馈了各自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中好的做法和
存在的不足。
●学校开展 2017 年教师赴外培训汇报会。赴捷克培训团组代表易磊隽、顾菘，赴德国
学习交流团组代表徐伟，GF 职能制造学术交流团组代表（赴瑞典、瑞士）周树强以及 132
暑期工程实践培训团组代表潘勇强针对各培训团的情况及收获做了专题汇报，学校党委书
记杨建国、副校长熊熙以及各教学单位的领导及全体专任教师出席并聆听汇报。
●院长张蕴启同志率队赴空军航空大学第一航空学院学习调研。调研学习组深入校史
陈列馆、教学和实验实训一线、学员队驻地进行了参观考察，主要听取部队对我校培养的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的质量反馈，查找我校在定向直招士官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升定向直
招士官培养质量。
●我校与澳大利亚航空学院引智项目启动会议圆满举行。我校是 2017 年度四川省唯一
成功申报国家高端引智项目的高职院校。该项目将从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24 日，陆续引入 4
名澳方专家到校与我校骨干教师团队共同开发系列课程资源。
●我校引智项目第一阶段圆满完成。10 月 15 日首批专家抵达，澳方专家针对课程开发
流程、EASA 结构框架、EASA-147 维修体系等内容面向航空工程学院项目团队及全院师生做
了五场专业讲座并按计划顺利开始了研究与开发工作。
●我校教学服务党支部赴茂县唱斗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党支部负责人一行为贫困户
送去米、油、书、飞机模型以及体育锻炼用品等物资，并鼓励贫困户发展生产，完成脱贫
目标。
●学校修订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列制度。制度起草小组上级最新文件和十九大
等会议精神，修订了系列制度，并就党委全委会、常委常委会、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范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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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各职能部门深入探讨，研讨修改后的会议议事范围逻辑更加清晰，可操作性更强。
●学校对内部控制工作进行检查和自评。按省教育厅要求，学校内控建设工作小组对
内控工作再次进行了检查和自评，对未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部门）进行督促，以保证内
控工作的进度。
●我校成功承办成都百万职工技能大赛汽车装调工大赛。来自全市各区县 30 个代表队
90 个参赛选手参加了此次大赛。我校党政办、汽车工程学院、民航运输学院、院团委、宣
传部、后勤服务总公司、武装保卫处、继续教育学院等单位承担此次大赛工作。
●校团委举办航空文化体验活动。活动由由校团委、川台科教频道、金苹果公学联合
组织，金苹果公校选拔了 210 名小学生参加此次活动。

【教学科研】
●学校开展 2017 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前期的职称工作培训会及个人申
报流程已告一段落，现进入二级单位考核推荐、缴费以及提交申报材料审核阶段。
●科技处完成四川省军民融合院 2017 年度课题申报。本次共收到申报项目 5 项，经科
技处审核，其中 1 项符合申报指南要求，推荐申报 2017 年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课题。
●学校召开科研工作系列文件意见证集会。本次意见征集会对教师了解学校科研新文
件、新政策，进一步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的大力开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校启动 2017 年校级课题申报工作。在前期多次向各二级学院、部门征求申报指南
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学院 2017 年重点工作，发布了 2017 年校级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研究项目申报指南。申报截止日期为 11 月 9 日。
●我校召开四川省教育会计学会高等职业院校分会会长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了四川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处长邱黎明，四川文化产业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处长刘勇为下届分
会副会长，2018 年年会将在宜宾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等工作。
●通用航空学院举行通航产业专利申请讲座。成都正华专利代理事务所刘宇辉律师为
同学们讲解了何为专利、专利的作用、申请专利流程，后续将指导学生专利申请。
●思政部教师参加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 2017 年年会。会议在水利
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参加年会的教师表示收获颇丰，将积极学习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践行社会主核心价值观，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质量。
●科技处启动 2017 年下半年校级科研项目结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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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就业】
●学校举行 2018 届服务管理营销类毕业生校园招聘双选会。成都润锦城实业有限公司、
京东(成都)客户服务中心，恒大集团有限公司等 46 家用人单位到校招聘，提供岗位 650 多
个。我校 1000 多名服务管理营销类专业毕业生投递了求职简历。
●管理学院组织多家用人单位来校进行招聘。管理学院组织大玩家超乐场、第一太平
戴维斯物业顾问成都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公司来校招聘。物业管理，会计等专业学生参加了
此次招聘。
●民航运输学院举行多场招聘会。包括京东人才招聘会、首都航空公司招聘会、成都
嘉诚新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会以及山东航空有限公司宣讲会等。
●学校每日专场招聘会和每周二小型双选会有序进行。

【合作交流】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培训班在我校顺利举行。包括“数控系统链接调试与诊断技术”、
“数字几何量检测技术”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机电工程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承担了此次培
训任务，来自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全国各地航空企业 46 名员工参加了此次培训。
●我校举行创新中心暨实践基地成立大会。会上，信息工程学院与多家知名企业签订
了校企合作协议，明确具体合作事宜，洽谈师资培养等，并为各企业挂牌。
●2017 年成飞集团数控设备维修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包括数控系统连接调试与诊断
技术、数字化几何量检测技术两个专业培训班。中航工业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汤立民出席
开班仪式。
●我校为龙泉驿区跃进社区开展失业金培训工作。我校开展了两期“SYB 创业培训”的
失业金培训，跃进社区 57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继续教育学院承担培训工作。
●四川长江职院执行院长到我校考察交流。希望能与我校进行友好合作。
●四川旅游学院副院长到我校考察交流。会上，双方就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优质高
校建设的思想和路径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西华师范大学龙汉武教授一行来我校进行学生工作交流。西华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
部长龙汉武教授作了题为《论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境界》的讲座，讲座后分组
进行深入交流。
●学校参加 2017 年全省高等教育事业统计布置培训会。会议通报了全省高等教育发展
概况，对不达标学校点名批评，并强调严格按照统计法律法规，确保统计质量。
3/8

●物业管理新生代表赴第一太平戴维斯 Savills 蜀都中心项目参观学习。10 月 27 日，
物业管理专业新生代表在学院副院长王成新、专业带头人林建宁的带领下赴第一太平戴维
斯 Savills（世界知名房地产服务商）蜀都中心项目参观学习。

【荣誉奖项】
●我校师生在第十二届“全国高职高专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佳绩。大
赛由我校与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承办。来自学校各学院的 31 名同学代表我校参加了此次
大赛，通过角逐，我校共荣获一等奖七项、二等奖十二项、三等奖十二项。
●我校学生获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一等奖。大赛在南昌举办。来自全国 167
所高校（含 2 所专科）参加大赛。机电工程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朱嘉熠获全国一
等奖、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专业学生刘永强获全国三等奖。
●信息工程学院在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唐铭、罗昶、黄程三位
同学荣获 Web 应用测试（团队）三等奖。指导教师为林林、陈婉如。
●我校国旗班同学荣获全国“十佳升旗手提名奖”。航空工程学院 716314 班潘兴远同
学获奖，校党委副书记陈玉华、校团委副书记徐亮受邀出席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颁奖典礼。
●机电工程学院获 “发明杯”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机电一体化专业杨明远团队《引
力波无轮悬浮艇》、电气自动化专业孙强团队《智能太阳能电池板优化器》分获大赛创意
类、制作类一等奖，项目指导教师分别是曾伟一、郭庆丰和唐鑫，门正兴、唐鑫获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

【师生活动】
●2017 年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初级培训班正式启动。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党章基本知识及
中国共产党简明党史，全校共 3550 名学生参与本期培训学习，各分党校正有条不紊地组织
学生上党课、参加小组讨论、进行实践活动。
●学校召开 2017 级新生座谈会。旨在了解新生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希望同学们能做好
规划，利用大学时光健全品格、提升能力，加强自我管理，用自己的行动积极影响身边同
学。
●学校召开秋季学生伙食工作座谈会。旨在更好地规范学校食堂管理工作，进一步提
高食堂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卫生意识。
●我校开展 2017 年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召开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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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评选出国家奖学金 5 人，国家励志奖学金 273 人，国家助学金 3015 人。
●学工部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启动 2017 级新生心理普测。2017 级新生心理普测从 10 月
16 日开始，历时一周，全校总计 3925 人，施测人数 3883 人，施测率达 98.93%。之后，将
对筛选出的问题学生开展访谈工作。
●易班携手天府通为成航学子提供服务。为更好的服务我校广大师生，易班携手天府
通在我校易班发展中心建立服务点，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开始为我校师生提供成都地铁公
交一卡通各种服务。
●易班发展中心首届“易班嘉年华”开幕式晚会成功举办。此次晚会易班元素浓郁，
充分展示了过去一年里我校在易班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场网络文
化的盛宴。
●士官管理学院召开 2015 级学员入伍前军政素养强化训练动员大会。强化训练包括作
风纪律养成、能力素质提升、体能训练强化、思想心理准备、毕业汇报表演和军政素
养联考六个模块，着力充展示我校士官生过硬军政素养，为 2015 级士官生顺利入伍打下坚
实的思想基础、能力基础和心理基础。
●学校商讨公租房使用方案。副院长熊熙召集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总公司、基建处
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部门共同进行了商讨。
●图书馆秋季学期培训讲座正式启动。目前举办了“图书馆资源及服务导览”培训课
和“图书馆目录工具导航”课。
●图书馆教职员工参加全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等多场会议。起到了较好学习
交流的目的，为图书馆建设发展累积了先进经验。
●国有资产管理处完成多项招标项目。包括实施政府公开招标项目 5 项，政府竞价项
目 2 项，校内招标项目 11 项。
●财务处完成大学生社保卡承办银行比选工作。财务处与纪检监察审计处、后勤服务
总公司公开招标评标，最后确定了建设银行七支行作为大学生社保卡的承办银行。
●院工会参与一起劳动人事调解纠纷。我校原职工郭菊，因离职及相关事项，向四川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诉讼，院工会全程参与并已经与当事人达成了相
关协议。
●教职工网球协会成立。院工会为鼓励教职工积极参加文明健康的文体活动，提升教
职工的文化体育素质，于 10 月 25 日成立了成都航院教职工网球协会。
●校网球协会厉兵秣马提升队员竞技水平。来自成都飞扬网球俱乐部的队员和我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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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协会成员在学校网球场展开了一场激烈比赛。这是我校网球协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活
动。
●我校教职工足球队与内江职院开展校际联谊赛。联谊赛促进了两校校际交流，增进
了友谊，提高了战术水平，还让大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了身心放松，做到了劳逸结合。

【文化宣传】
●内宣工作。2017 年 10 月 1—30 日， 宣传部完成采访报道任务 42 次，发布校园网报
道 22 篇，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送 18 条原创消息，官方微博平台发布 82 条信息。成航电视
台完成并上传成航新闻共计 10 条，（其成片长度共计 23 分 20 秒），共采集素材 800 余分
钟。
●外宣工作。学校在四川教育网发布文章 2 篇。
【一句话新闻】
●机电工程学院召开新专业迎新班级大会。
●机电工程学院举办“喜迎十九大，红歌颂中华”歌手大赛。
●机电工程学院开展第十七期党校培训。
●机电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启动大会举办。
●机电工程学院第二届田径运动会举行。
●信息工程学院党员先锋队举办党的组织生活创意大赛暨学生党员授牌仪式。
●信息工程学院自律社开展入党积极分子第十七期培训。
●信息工程学院积极开展“激扬青春志，筑梦十三五”主题团日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积极开展“9+3”系列功课辅导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开展电子爱好者协会启动大会。
●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服务队开展图书馆电脑维修大会。
●信息工程学院分赛场开顺利举行校园歌手大赛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新生杯”篮球赛暨女子篮球赛取得圆满成功。
●信息工程学院易班工作室举行 2016-2017 第二学期总结暨表彰大会。
●建筑工程学院“迎新杯”篮球赛火热开赛。
●建筑学院分党校第十七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初级班培训开课。
●建筑工程学院歌手大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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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节目在学校易班嘉年华精彩呈现。
●建筑工程学院举行志愿者启动仪式。
●管理学院党总支组织教职工、学生党员收看了十九大开幕式等。
●管理学院举行征文比赛颁奖仪式。
●管理学院 40433 班开展毕业十周年班级同学聚会。
●管理学院开展“辞旧迎新”学生干部换届茶话会活动。
●管理学院举行 “迎新杯”足球赛。
●管理学院举办歌手大赛决赛。
●管理学院举行志愿者启动大会。
●管理学院开展第十七期党校培训。
●管理学院举行第 24 届团总支学生会换届选举大会。
●汽车工程学院学生组织换届授牌仪式暨启动大会。
●汽车工程学院举行青年志愿者启动大会。
●汽车工程学院开展第八期党校培训。
●通用航空学院举行团学会第二届新生干事培训。
●通用航空学院分党校第一期党课培训顺利进行。
●十佳歌手大赛通用航空学院初选赛顺利举行。
●通用航空学院举办书画摄影征文大赛。
●通用航空学院开展敬老院志愿者活动。
●通用航空学院举行第一届趣味运动会。
●航空工程学院举行第八届团学会新生干事素质拓展活动。
●航空工程学院第八届业余党校培训班开班。
●航空工程学院举行第八届团学会新生干事培训班结业典礼。
●航空工程学院开展敬老养老中心志愿者活动。
●航空工程学院举行歌手大赛初赛。
●航空工程学院举行“奇思妙想”创意大赛。
●航空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小组学习大会举行。
●航空工程学院志愿者启动大会举行。
●民航运输学院开展“我爱国防”演讲比赛。
●民航运输学院开展 2017-2018 学年度第慧雅计划“就业分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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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运输学院师生参加成都新元素奥迪《空天猎》臻享观影会。
●民航运输学院分党校第八期培训班正式开班。
●民航运输学院召开九月学生工作大会。
●民航运输学院举办“薪火相传 唱就经典”歌手大赛。
●民航运输学院开展队列训练。
●民航运输学院进行团总支学生会换届选举。
●民航运输学院举行“金话筒”主持人大赛初赛。
●士官管理学院举行 2016-2017 学年易班总结暨表彰大会。
●士官管理学院举行“歌唱祖国·传承经典”歌手大赛决赛。
●士官管理学院志愿者启动仪式顺利举行。
●士官管理学院分党校第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初级班开班。
●国有资产管理处完成高等学校实验室数据统计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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