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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8年度追加奖补资金职业院校国

家级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度追加奖补资金职业

院校国家级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 2019年度培训项目需

求调研统计结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项目及其项目说明  

（一）高职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面向职业院校

参加工作 3 年以内的新进教师，围绕师德建设和教学技能提升，

进行为期 6天（32 学时）的培训。培训内容以教育教学技能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职业道德规范和教师职业

素养培训为重点，接受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理念，推动青

年教师形成积极的职业心态和良好的职业习惯。 

（二）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面向专兼职高职辅

导员，围绕心理健康知识、行为矫正技术、心理学与专业课程

教育结合技巧以及如何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为期 6

天（32 学时）的培训，培训旨在提高专兼职教师心理学技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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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运用能力，促进专兼职教师改善并塑造教师和学生的健康

人格的能力。 

二、名额分配及培训安排 

序

号 
项目号码 培训项目 

培训

时长 
培训机构 

分配

名额 

1 2018ZJGG01 
高职新入职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培训 
6 

山东师范大

学 
4 

2 2018ZJGG02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

康专题培训 
6 

山东师范大

学 
2 

 

三、工作要求  

（一） 各单位根据“项目及其说明”和“名额分配及培训

安排”要求，结合“附件 1”中的“2019年省培、国培培训需

求调研结果名单”，认真组织好 2018年度追加国家级培训报名

及推荐工作。 

（二） 各单位务必于 2019 年 5 月 7日（周二）09:00前，

完成培训项目报名。同时填写 2018 年度追加国家级培训需报名

统计汇总表发送至 jwcjsfz@163.com。 

附件： 

1.2018 年度追加国家级培训报名统计汇总表 

2. 2019年度省培、国培需求意向统计表 

 

教师发展中心 

2019 年 5月 5 日  

mailto:国家级培训需报名统计汇总表发送至jwcjsfz@163.com
mailto:国家级培训需报名统计汇总表发送至jwcjsf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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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度追加国家级培训报名统计汇总表 

院部：                                                                      

填报人： 

教师姓名 任教专业 拟参训项目 
院部 

审核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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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省培、国培需求意向统计表 

序号 院部 教师姓名 项目类别 培训项目名称 数量 

1 会计 孙学军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7 

2 会计 姚建鹏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3 会计 张晓琳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4 会计 赵铭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5 机电 王全军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6 机电 戚雯雯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7 建工 蒋婷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8 建工 刘存芹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9 建工 王淑惠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0 建工 许艳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1 建工 于永超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2 商贸 李东升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3 商贸 于然部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4 商贸 张晓路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5 商贸 朱晓琳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6 思政 陈丽 2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7 思政 刘立平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8 思政 石静怡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19 现代 李芯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0 现代 刘玉刚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1 现代 杨德山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2 现代 李海蓉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3 信息 贾卫华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4 信息 刘芳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5 信息 刘林玉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6 信息 王永军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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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信息 张梅 07-创新项目 高职辅导员心理健康专题培训 

28 会计 张玉霞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9 

29 机电 张宝强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0 建工 居玉基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1 建工 刘晨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2 建工 牛牧天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3 建工 王代礼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4 商贸 梁春辉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5 商贸 王永朋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36 思政 刘夫楠 07-创新项目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