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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发〔2017〕131 号                 签发人：高  溥 

 

关于 2017 年新引进教师入职培训的通知 

各院（系）、相关处（室）： 

为进一步提升新引进教师的思政治素质，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帮助新教师了解

学校的历史文化和规章制度，合理规划新教师职业生涯。经

学校研究，决定对 2017 年新引进教师进行入职培训，现将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以提高新教师谨于教书、乐于育人、精于教研科研、善

于创新思考为目的；引导新教师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促使新教师

尽快成长为教学骨干，成为育人新秀。 

二、组织机构 

组  长：高  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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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周兴中   

成  员：黄义仿  蒲卫晖  宋贤钧  魏海明  牛治刚 

李建民  唐蓉萍  张贵强  王宇飞 

三、培训内容 

1．学校发展历史和校园文化； 

2．立德树人，做人民满意的四有教师； 

3．如何提升新教师学生管理水平； 

4．高校教师廉洁从教； 

5．如何做高职院校合格教师； 

6．师德师风教育； 

7．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 

8．课程教学设计； 

9．教学过程组织与管理； 

10．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 

11．学业评价与教学反思； 

12．教师工资制度、劳动纪律及社会保险等规定； 

13．高职教育理念、教师行为规范； 

14．科研管理制度、学报介绍； 

15．教学质量管理监控与评价体系。 

四、培训形式 

学校集中培训和各院（系）培训。 

五、参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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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引进教师。 

六、培训时间 

1．学校集中培训时间：2017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3

日； 

2．各院（系）培训时间：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 

七、培训要求 

（一）学校集中培训 

1．由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通知相关人员，

于 2017年 10月 24日上午 8:00在综合服务中心广汇厅准时

参加培训开班仪式； 

2．主办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考核； 

3．培训期间不得无故请假； 

4．培训结束后，对新教师进行教学能力测试，在合格

之前，不得从事课堂教学。 

（二）各院（系）培训 

1．请各相关院（系）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前制定新教

师指导计划，确定指导教师，并上报组织（人事）部。 

2．各院（系）根据新教师指导计划，认真组织做好新

教师实习期间的培训及指导工作。新教师实习期间要做好听

课记录及授课计划，各系根据新教师实习期间的表现，待转

正定级时做出评定结果。组织（人事）部将根据各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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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结果和抽查情况对新教师进行综合考核确定是否转正。 

附件： 

1．2017年新教师入职培训日程安排表 

2．2017年新引进教师参训人员名单 

3．2017年新教师入职培训管理办法 

4．新任教师宣誓誓词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10 月 20 日 

 

 

 

 

 

 

 

 

兰州石化学院党委（院长）办公室         2017年 10月 20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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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新引进教师入职培训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  间 地  点 模块 培训内容 主讲教师 

10 月 24 日 

（星期二） 

08:00—09:00 

综合服务中

心广汇厅 
师德

师风 

新教师培训开班仪式   

09:00—10:30 学校发展历史及文化 党委书记周兴中 

10:30—11:50 立德树人，做人民满意的四有教师 党委副书记、校长高溥 

14:20—16:00 如何提升新教师学生管理水平 副校长黄义仿 

16:10—17:50 高校教师廉洁从教 纪委书记蒲卫晖 

10 月 25 日 

（星期三） 

08:00—09:50 如何做高职院校合格的教师 副校长宋贤钧 

10:10—11:50 师德师风教育 组织（人事）部部长魏海明 

14:20—17:50 
 

参观校史馆、化工博览馆和实训基地 

10 月 28 日 

（星期六） 
08:00—18:00 

八路军驻兰

办事处 
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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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引进教师入职培训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  间 地  点 模块 培训内容 主讲教师 

10 月 26 日 

（星期四） 

08:30—11:30 

圆桌会

议室 

教学

实务 

课程教学设计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于秀丽副教授 

14:30—17:30 教学过程组织与管理 信息处理与控制工程学院文晖副教授 

10 月 27 日 

（星期五） 

08:30—11:30 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 机械工程学院倾明副教授 

14:30—17:30 学业评价与教学反思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贾达教授 

10 月 30 日 

（星期一） 

08:00—09:40 

多媒体

教师 

名师

示范 

示范课学习 应用化学工程学院王雪香老师 

10:10—11:50 示范课学习 汽车工程学院郑劲教授 

14:20—16:00 示范课学习 国际商务学院刘贵生副教授 

16:10—17:50 示范课学习 机械工程学院胡相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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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引进教师入职培训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  间 地  点 模块 培训内容 主讲教师 

10 月 31 日 

（星期二） 

08:00—09:40 

圆桌会议

室 

校纪

校规 

教师工资制度，劳动纪律及社会保险等规定 组织（人事）部部长魏海明研究员 

10:10—11:50 高职教育理念，教师行为规范 教务处处长牛治刚教授 

14:20—16:00 科研管理及制度，石化学院学报介绍 科技处处长唐蓉萍教授 

16:10—17:50 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质量管理处处长李建民副教授 

19:30—21:00 校纪校规考试 

11 月 1 日

（星期三） 

08:00—11:50 

教师活动

中心 

能力

测评 
新教师教学能力测评 

（每名新教师讲授 45 分钟，分

两组同时进行。由专家组进行打

分测评） 

14:20—17:50 

11 月 2 日

（星期四） 

08:00—11:50 

14:20—17:50 

11 月 3 日 

（星期五） 
14:30—16:00 广汇厅 

结业

典礼 

新引进教师宣誓； 校长高溥教授讲话；

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宣布新教师教学

实习单位；由院领导颁发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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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新引进新教师培训人员名单 

魏元博  夏雅俊  胡甫嵩  石  勤  李  斐  赵青山  赵  状 

韩少华  杨旭生  刘  硕  王  力  杨  田  苟卫强  宋颖之 

李长生  孙永建  张维军  宋  倩  席满意  张歆婕  刘孟奇 

杨灵娟  刘兴亮  魏晓道  张富玉  宋博仕  侯志伟  刘素军 

史博源  杨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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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新引进教师入职培训管理办法 
 

为了有效保证培训工作的正常进行，现将此次新教师入职培

训管理办法明确如下，请全体培训学员认真执行。 

1．培训期间，所有参训学员要按时参加培训，不准迟到、

早退，因故不能参加培训的需向组织（人事）部负责人请假，请

假时间不能超过培训学时的 10%； 

2．培训期间所有参训学员要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培训专家

组将对学习笔记进行抽查，培训结束后将学习笔记存入青年教师

成长档案； 

3．培训期间请将手机关闭或调成振动状态，以免影响正常

培训； 

4、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要主动参与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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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任教师宣誓誓词 

 

我愿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诚信友善，严于律己，履行教师的

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关爱学生，严谨治

学，争当教书育人楷模；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恪尽职守，勇于

创新，乐做终身学习典范；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团结协作，甘

于奉献，筑就民族复兴中国梦！ 

 

宣誓人：XXX 

2017 年 XX 月 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