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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要闻】
●学校召开四川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方案论证会。以西南交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蒋葛
夫为组长，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潘杰等为成员的专家组应邀对我
校建设方案进行论证和指导。校长张蕴启对“优质高校”建设方案进行了汇报。专家组对
我校建设方案进行了仔细查看、逐一讨论，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期
望。
●学校召开科技工作大会。学校党委书记杨建国为成都航院科协揭牌。校长张蕴启为 2
个四川省高校校企联合应用技术创新基地和 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等授牌。副校长刘建超对《学校关于全面提升科研工作水平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科技
处处长李明富就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与增强科研服务能力做了解读。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分
十三个小组对推进学校科技工作实施意见及相关文件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宝贵建议。
●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到我校帮扶村调研督导工作。在唱斗村村委会，我校驻村第一书
记重点就学校开展的教育扶贫、文化扶贫、产业扶贫以及党支部结对贫困户帮扶工作作了
详细汇报。邓小刚在我校捐建的村民活动广场主持召开了十九大精神宣讲会，他对唱斗村
树立感恩铭德、脱贫光荣、建设美丽家园意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给予肯定。
●我校参加四川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与实践座谈会。我校纪委书记武智
慧代表学校党委交流了我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主要经验和重点做法。
●我校工作组赴巴中市恩阳区开展脱贫攻坚验收考核工作。我校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武智慧担任考核组副组长。在验收考核过程中，我校工作组成员严格遵守相关工作要求和
纪律，加班加点，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及学校安排的任
务。
●我校获批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和社会科学联合会。对于构筑我校科学技术研究和社科
研究、整合科学技术资源和社科资源，促进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社科事业的发展，具
有积极的意义。
●学校开展国家宪法日主题宣教活动。学校党政办公室、宣传统战部在图书馆、校园
生活广场通过现场宣讲、师生观看移动展板和橱窗、师生关注微信并回答问题和抽奖、校
园广播等多种形式，系统、详细、生动地对近千名师生进行了党和国家相关精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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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以及学校章程、“十三五”规划的宣传教育。
●我校通过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足球运动队建设申报评估。四川省教育厅体卫
艺处副处长唐克红以及来自河南、重庆、青海、陕西、贵州的评估专家一行检查了学校相
关申报材料，对我校相关人员进行了提问，到学校运动场观看了足球队训练，并进行了评
估合议。
●2017 年中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圆满结束。我校 2017 年中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圆满结
束，本次新任中层正职领导干部 57 名，其中正职 29 名，副职 28 名。
●2017 年下半年党员发展工作顺利推进。我校 2017 年下半年党员发展工作进展顺利，
9 个学院党总支共发展新预备党员 152 名，发展新党员 93 名。

【学习十九大】
●学校举行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会。思想政治教学部副主任刘晓波作主题宣讲。全校
近百名专兼职辅导员，近 600 名来自 8 个学院的大三学生聆听宣讲。刘晓波从十九大召开
的背景和意义、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三个方面作了宣讲。
●工会组织分工会干部听取十九大会议精神报告。工会组织了 11 名分工会干部到成都
市委党校听取报告。
●工会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职工互问互学”随机挑战赛活动。经过激烈的比赛，
最终由工程实训中心和机关第一分工会获得一等奖。
●机关第二党支部积极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活动。在乐至县陈毅故居开展了以“提
振信心、凝聚共识，创新机关工作服务方式”为主题的党支部活动。会议邀请乐至县委党
校理论宣讲团陈念平老师为全体党员同志传达十九大会议精神。

【教学科研】
●学校教学督导组增补新成员。为进一步加强督导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教育教学和人
才培养质量，教学督导组增补四名新成员：袁忠、姚虹华、程小蓉、谢太熹。
●学校举行“我的第一堂课”执教能力大赛。比赛为全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提
供了一个展现教师风采的良好平台，也是教师之间相互学习的良好机会。
●我校 31 个项目获 2018 年四川省教育厅科研立项。立项率为 96.8%，其中自然科学项
目 25 项，人文社科项目 6 项，获批立项项目总经费 50 万元。
●我校科技厅项目实现“零”突破。近日，我校梁颖、顾菘申报的 2018 年科技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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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示，获得批准立项。自此，学校在科技厅项目实现了零突破。
●思政部老师参加课程教学研讨会。相继参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课 2017 年年会暨课程教学研讨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研究会
2017 年年会、《形势与政策》课协同建设暨 2017 年四川省教学院长论坛。
●图书馆开展秋季系列培训讲座。特邀孟兵老师主讲 “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陈萍
秀老师主讲“文献管理工具之 CNKI Study”课程。维普专业培训师周思源主讲 “基于维普
资源系统的论文写作与投稿”。

【合作交流】
●我校 2017 年各校友分会工作交流会在贵阳圆满举行。学校副校长刘建超以及来自全
国 11 个校友分会的近 50 名校友代表参会。刘建超简要介绍了学校发展近况，强调了校友
会工作的重要性，表示校友是母校的一笔珍贵资源，校友会工作一直是学校的核心工作之
一。
●我校与四川大诚建筑公司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的成功举行，为校企双
方进一步开展深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合作，实现校企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共
同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校与山东智筑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该公司希望与我校共
同制定装配式建筑行业人才培养方案，以订单班的合作方式培养一批优秀的装配式建筑人
才。
●松潘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兴荣一行到我校考察交流。杨兴荣对学校积极帮扶
松潘县精准扶贫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介绍了松潘县县情和当前扶贫工作开展进度，着重说
明了希望我校提供的精准帮扶内容。
●四川三秦集团领导到我校考察交流。双方就校企文化融合及下一步发展进行了深入
讨论。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黄立屏一行到我校考察交流。双方与会人员就学校
管理体系、教学体系等事宜展开了详细、深入的交流讨论。
●东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一行来我校考察交流。该校党委书记张洪生对我校的办学成
效、师资力量、学生素质表现十分赞赏，并简要介绍了东营职业学院的发展史以及近期规
划与建设。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来我校考察交流。双方就空乘专业办学思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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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空乘专业实训室建设、功能界定、设备购置、空乘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空乘专业学
生培养先进做法等方面开展交流。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到我校考察交流。双方就联合建设资源库事宜展
开详细、深入交流。双方明确了建设任务，对资源库的开发流程与标准、资源库平台的使
用都有了全面的认识。
●我校与四川晟茂建设公司举行深度校企合作座谈会。该公司介绍了企业选聘要求以
及毕业生到企业工作后的职业规划、薪酬待遇、工作范围等，表达了与我校深度合作的愿
望。

【师生活动】
●我校 2017 年初级党校培训班顺利结业。本期党校共 3550 名学员参加培训，其中 3168
名学员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 360 名学员被评为“优秀学员”。
●我校召开 2017 年优秀学生表彰大会。会上对 2016-2017 学年的“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等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获得者进行了表彰，学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陈玉华进行了
总结讲话。
●我校 2017 年赴马来西亚秋季游学活动成果满满。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我校各学
院 39 名同学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下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英迪国际大学进行了为期 7 天的
秋季学习交流。此次学习交流涵盖马来文化、语言课程、专业技能、户外拓展等多个方面，
授课内容全面、课程内容体系丰富。
●2017 年度“成航学生好人榜”出炉。本届评选活动历时两个月，分为勤学上进、孝
老爱亲、助人为乐、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五大类。最终，415321 班张鹭瑶等 11 名同学荣登
“成航好人榜”。
●我校武警士官生赴武警四川省总队参加军营开放日活动。通过近距离接触部队，体
验军营生活，进一步弘扬特战精神、提升军人意识，增强爱军习武热情、立志为校增光。
●学校召开大二本科生座谈会。会上，同学们与老师们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提出
了自己的疑问以及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对课程安排、奖助学金的评定、学校的日常管理、
寝室管理、就业去向、校园活动、易班建设等事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学校食堂员工集中学习省教育厅食品安全文件精神。饮食服务中心经理李琼向全体
食堂员工传达了《四川省教育系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文件精神，对于进一步建
立食堂食品安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加强从业人员行业自律，消除食品安全事故隐患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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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推进作用。
●学校举行 2017 年教职工迎新趣味运动会。运动会共设鸿运彩球、众星捧月、龙行天
下三个比赛项目，全校 14 个分工会的 400 人次教职工参加活动。信息工程学院分工会获得
一等奖。
●学校举行留学生辞旧迎新联欢会。学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杨湘伶老师和部分学校学生与 4 名外籍教师和 21 名来自韩国、也门、老挝、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留学生共同庆祝元旦新年。
●我校“不忘初心，做幸福的辅导员”2017 年辅导员联欢会成功举行。分为交流发言
和互动联欢两个环节。活动由辅导员协会会长郭鹏主持，校党委副书记陈玉华为本次活动
致辞。
●我校举行第二届师生消防趣味运动会。10、11 栋苑区和 12、13 栋苑区各获一个一等
奖，6、7 栋苑区共获得三个一等奖。消防趣味运动会是对师生消防技能的一次检验，也是
一种新的宣传方式，可以更好的宣传、普及消防基础知识。
●工会关心单身职工。安排了 4 位单身职工参加 2017 年教科文卫体系统“相约工会、
情定今生”单身职工联谊活动。
●实训科技楼项目取得批复同意。基建处在前期召开了项目专家论证会，对基础形式、
防火分区、配电方式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设计建议。规划调整完成后，方案设计取得了成都
市龙泉驿区规划管理局的批复同意。
●财务处财务年度结算开始。根据教育厅统一安排，学院决定从 12 月 26 日起不再办
理报销业务， 2018 年 1 月开账时间定于 1 月 15 日。
●财务处召开 2018 年度预算编制会议。会议对 2018 年度预算收入及预算支出做出了
说明

【招生就业】
●学校开展就业指导教师航空企业认知培训。学校讲授《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课程的 10 位教师赴贵州省多家航空工业相关企业开展航空企业认知培训。通过为期一周的
学习，参培教师走进航空企业，切身体会＂航空报国＂的真谛，使每一位教师在今后的就
业指导过程中更有效、更系统、更具针对性。
●学校召开学生就业与职业座谈会。会议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陈玉华主持，就
业中心负责老师及各二级学院负责就业工作的专职辅导员出席会议，大三学生代表参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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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荣誉奖项】
●我校荣获 2017 年度四川高校新媒体创新应用奖。腾讯公司、四川高校新媒体联盟颁
发了此奖。自 2017 年以来，我校官方微信共推送微信图文消息 339 条，微信图文累计阅读
量 49 万余人次。官方微博推出博文 531 余条，微博图文阅读量 377 万余人次。
●我校荣获省高校后勤绿化知识竞赛三等奖。我校作为片区主任单位与成都农业科技
职业学院、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组队参加比赛，由我校领衔的代表队最终荣获三等
奖。
【文化宣传】
●内宣工作。2017 年 12 月 1—30 日， 宣传部完成采访报道任务 47 次，发布校园网报
道 33 篇，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送 28 条原创消息，官方微博平台发布 121 条信息。成航电
视台完成并上传成航新闻共计 6 条，（其成片长度共计 10 分 58 秒），专题成片共计 537
分钟，采集素材 2883 余分钟。
●外宣工作。学校报送四川教育网文章 7 篇。

【一句话新闻】
●我校 3 个科研项目通过龙泉驿区科技处结题评审。
●科技处完成 2017 年成都市科技局和四川省教育厅思政青年专项申报工作。
●科技处启动 2017 年度教育部高校科技/社科统计工作。
●图书馆参加四川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协作组图书馆建设发展研讨会。
●校史档案馆参加数字档案室和电子文件管理培训。
●信息工程学院“筑梦十九大，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顺利完成。
●信息工程学院积极开展防艾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顺利开展第一届联合志愿维修大会。
●信息工程学院积极配合组织开展成航“仁爱学堂”之“9+3”系列功课辅导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第二届学生田径运动会顺利举办。
●信息工程学院“班级文化建设”活动总结大会圆满举办。
●信息工程学院元旦游园活动顺利举行。
●建筑工程学院 313322 班廖正江校友常年在凉山州美姑县尼哈乡村小支教奉献爱心。
●建筑工程学院举行 2018 年师生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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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学院成功举办 2017 年冬季运动会。
●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学生前往学校老校区听取王德山老师经验交流讲座。
●建筑工程学院“建工杯”五人制足球赛精彩开赛。
●建筑工程学院开展“新常态下装配式建筑发展之路”专题讲座。
●管理学院开展十九大知识竞赛。
●管理学院分工会开展油画体验活动。
●管理学院开展“学党史、学十九大精神”学习演讲比赛。
●管理学院举行师生大联欢文艺晚会。
●管理学院举行“迎新杯”足球比赛和“寝室文化节”颁奖典礼
●汽车工程学院举行党校结业典礼。
●汽车工程学院成功举办第三届汽车百科知识竞赛。
●汽车工程学院举办第一届机械制图大赛。
●汽车工程学院迎新晚会圆满举办。
●航空工程学院带领龙泉四小学生进行航空文化体验活动。
●航空工程学院召开 2017 年预备党员发展和转正大会
●航空工程学院举办第八期学生初级党校培训班结业典礼。
●航空工程学院举办“航空情、工匠心”迎新晚会。
●航空工程学院举行学风建设月暨表彰大会。
●民航运输学院举办厦门航空招聘会。
●民航运输学院开展毕业生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民航运输学院开展四川航空校友交流会。
●民航运输学院学生座谈会顺利开展。
●民航运输学院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召开交流会。
●民航运输学院第三届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完美落幕。
●民航运输学院举办空中乘务专业技能大赛。
●民航运输学院开展“昭爱国之心 扬华夏之情”爱国宣传活动。
●民航运输学院 2018“心迎新 梦起航”迎新晚会圆满成功。
●学校召开士官生培养工作季度例会
●士官管理学院召开 2017 年度先进个人表彰会。
●士官管理学院党总支党员宣誓大会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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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管理学院召开团总支学生会总结会。
●士官管理学院党校举行第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党课培训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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