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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教代会开幕
【撰稿人：何  婷】1月15日上午，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

教代会在音乐厅隆重开幕。

校领导张曦、贺永琴、唐天、李

炳昌、赵雅卫、翟理红以及一届三次

教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

就坐。101 名代表及 2 名特邀代表出席

大会。

大会由党委委员、副校长、校工

会主席赵雅卫主持。

党委书记张曦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代表学校党委，对大会的隆重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筹备此次会议

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

心的感谢！他说，2018 年是学校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深化

改革、创建省级优质高职院校的起步

年。开好这次大会，对于总结 2017 工

作，谋划 2018 年工作，在迈入新时代

的历史机遇期，立足新起点、谋划新

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学校全

面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

贵州省发展的新要求以及省委市委党

代会精神，校党委与全校师生一起，

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勠力同心、感

恩奋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

资队伍、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校核心竞

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为全省、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学前教育发

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张曦希望，在此次教代会期间，

所有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全体

教职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审议报

告及各项提交大会审议的文件，确保

大会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永琴代表

学校作了题为《知行合一 勠力同心迈

入学校发展新时代》的工作报告。报

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全校师生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省发展的

新要求，紧紧围绕贵州省“加速发展、

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贵

阳市奋力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发展

目标，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

一心、奋力拼搏，坚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依法治校、从严治校，

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

展道路，着力立德树人、教书育人，

深化综合改革，不断开拓创新，取得

了丰硕成果。 

报告指出，要以创建省优质高职

院校为抓手，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优化专业、强化师资、服务发展、促

进就业，以改革开放发展为动力，抢

抓机遇，顺势而为，进一步提高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水平，奋力建

设省优质高职院校。

报告强调，2018 年的各项工作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好全国高

校思政工作会精神，坚持党的教育方

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校党委的

全面领导下，扎根中国大地办一流幼

专；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打造大思

政格局；以优质校建设为龙头，带动

学校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持续深

化教育教学、人事制度、治理体系改革，

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进展；

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资源保障服务体

系建设；加强勤政廉政建设，进一步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依法治校环境

和教书育人氛围；以学深学透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切实做好思政评估迎检、

申报省教学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等工作，

力争在省级教学成果奖、高层次人才

引进和培育、科研项目立项和成果获

奖、对外合作交流、社会服务和专业

认证上有新突破。

报告要求，今后一个时期，全校

上下要把握好重要发展机遇，以坚持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为目标，切实推动学校各项事

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昌就《贵

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岗位目标绩

效工资实施与管理办法（暂行）》作

了说明。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财

务工作报告（2016~2017 年度）》《贵

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岗位目标绩

效工资实施与管理办法（暂行）》以

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

党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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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教代会召开主席团会议
【撰稿人：何  婷】1月15日下午，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

教代会召开主席团会议。

校党委书记张曦主持会议。校领

导贺永琴、唐天、李炳昌、赵雅卫、

翟理红以及一届三次教代会主席团成

员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讨论和审议

《2017 年学校工作报告》《2016-2017

年学校财务工作报告》《贵阳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岗位绩效工资实施办

法（暂行）》的情况；通过了《2017

年学校工作报告》的决议、《2016-2017

年学校财务工作报告》的决议、《贵

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岗位绩效工

资实施办法（暂行）》的决议，并提

请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表决。

从汇总的分组讨论情况来看，各

代表团一致认为，工作报告全面、客观

地总结了过去一年学校工作和各项事业

发展的情况，科学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

式和存在的主要问题，2018 年的工作

目标清晰明确，契合实际；财务工作报

告实事求是、内容详实，财务工作管理

规范，公开透明；岗位绩效工资实施办

法坚持“绩效优先、兼顾公平、以岗定薪，

责酬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收入分

配关系，完善工作目标的绩效考核制度，

建立起与岗位设置管理制度相配套的科

学规范的收入分配管理体系。同时，部

分代表对《2016-2017 年学校财务工作

报告》《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岗

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暂行）》也提出

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秘书

组将按照大家的意见建议进行修改。

党委宣传部供稿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教代会胜利闭幕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届三次教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撰稿人：何 婷】1月 15日下午，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

教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音乐厅召开。

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及一届三

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

台就坐。大会由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唐天主持。

会议应到代表 110 名，实到 101

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上，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工

会主席赵雅卫作一届二次教代会提案

办理情况汇报。一届二次教代会共收

到 10 件提案，已解决或基本解决的 4

件，占 40%，建议提案所提问题正在

解决或已列入计划准备解决的 4 件，

占 40%。由于客观原因暂时无法解决

的 2 件，占 20%。已办结的建议提案

满意率 100%。赵雅卫作一届三次教代

会提案征集情况说明：本次大会共征

集代表提案 3件，内容涉及教育教学、

财务工作、绩效考核，部分提案较好

地反映了目前学校工作急需进一步改

进和提高的问题。下一步，学校将根

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

有针对性地召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参加的提案承办工作会议，将代表提

案一一落实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并要

提案承办部门于规定期限内提交答复

意见，接受代表监督。

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关于《2017 年

学校工作报告》决议，关于《2016-2017

年学校财务工作报告》决议，全体正

式代表还举手表决通过了《贵阳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岗位绩效工资实施

办法（暂行）》。              

党委宣传部供稿

【撰稿人：何 婷】1月 15日下午，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届三次教

代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在音乐厅主会场胜利闭幕。

校党委书记张曦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他强调，全校上下要团结一心，迎难而上，

紧紧围绕和谐校园、省级优质高职院校

建设，促进学校教学、科研、学科、管理、

服务等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闭幕式由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

永琴主持。校领导唐天、李炳昌、赵雅

卫、翟理红以及一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

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坐。

张曦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他指出，

此次教代会是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工作报告回顾了学校 2017 年

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年的

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思路、目标和要求。

报告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其他几个

报告，也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和

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他强调，新的一年全校上下要团结一

心，迎难而上，紧紧围绕和谐校园、省

级优质高职院校建设，促进学校教学、

科研、学科、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

他要求，新的一年要抓好三个方

面的重点工作：一是要强化内涵建设促

发展。必须把学校的发展与国家发展、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必

须把服从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固

化为我们的办学宗旨，必须把培养“四

个服务”具化为我们人才培养目标，

必须把优势特色细化在专业建设之中，

必须把创省级优质高职院校作为我们

一切工作的中心。要进一步彰显专业特

色和优势；要进一步探索创新科研体制

机制；要坚守“品优行雅、仁爱乐教、

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目标；要进一步

坚持育才与引才并举。二是要凝心聚力

推动和谐校园建设。要始终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把创建省级优质高职院校作为重要抓

手，把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内

容，把建设和谐校园作为主要途径，把

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的建设作为根本保

障。三是要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全校上下、全体师生必须增强“四个意

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充分发挥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方

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为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坚

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最后，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永

琴提出，要按照校张曦的讲话和本次

会议通过的报告，做好言传部署，细

化各项工作的目标任务，落实责任人，

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各项工作任

务的落实。她号召各位代表坚定信心，

提起精神，静下心来思考，沉下心来关

注，安下心来实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为建设贵州引领、国内一流、国际融合

的现代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不懈

努力！     

党委宣传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