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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教师国家级和省级培训

需求调研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按照苏高职培函〔2020〕8 号文件关于高职教师国家级

（2020 年计划，以下同）和省级培训项目规划及要求，为提

高培训项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现根据省里有关文件精神开

展 2021 年项目培训需求调研工作，现将有关工作及要求通

知如下：

一、国家级和省级培训任务安排

1、2021 年国家级培训项目类型：

专业带头人领军能力研修、“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

训、企业实践、国际化职业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培训、文化

基础课教师培训、高职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培训、1+X 试点

院校教师培训、新教师岗前综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网络研

修等培训类别，需求调研项目见《2021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

师国家级培训部分项目需求填报说明》（附件 1）。

2、省级培训项目类型

专业带头人高端研修、青年教师企业实践、骨干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培训、国际合作职业教育专题培训、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教练培训和管理者专项培训等培训类别，需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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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项目见《2021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省级培训需求填报说

明》（附件 2）。

具体项目设置和计划人数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依据需求调研结果及国、省培项目经费总额进行确定。

二、相关工作及要求说明

1、国家级培训项目中专业类培训项目和省级培训项目

中“专业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优先填报学校紧

缺专业、重点建设专业、新增专业、前瞻性专业、以及高等

职业院校重点产业领域和民生紧缺领域专业的教师培训需

求。

2、由教务处会同各学院遴选确认拟参加国家级和省级

培训中专业类培训项目的教师，汇总后报人事处备案。

3、各学院通知拟选派教师登录省高职师培中心网络管

理系统填报具体培训需求，详细操作方法见《2021 年江苏省

高职教师国家级培训和省级培训项目需求填报操作说明（高

职教师版）》。

4、2021 年新教师岗前综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选派教师

指 2020 年 7 月后计划聘任的专任教师或实验指导教师，不

包括专任辅导员。原则上每单位申报的新教师参培人数不得

超过 6人。

5、国家级培训中专业类培训项目和省级培训中的“专

业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目按专业分类实施，所填报

专业的培训项目最终能否实施，要综合全省高职院校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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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需求以及专业发展前景等诸多因素。对于申报后未能

开设对应专业培训项目的教师可优先考虑申报国家级培训

中通识类项目、网络研修及省级培训中的基本素养提升培训、

高职教育热点专项培训、国际合作职业教育专题培训等项目

类别。

6、根据五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及

2021 年高职院校教师培训规划，国家级培训各专业需求计划

人数原则上应不低于对应专业专任教师总数的 2%，省级培训

各专业需求计划人数原则上应不低于对应专业专任教师总

数的 8%。专业类培训项目对应专业须依照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准确填报专业大类和

专业名称。

7、本次培训需求填报数据将作为 2021 年国家级和省级

培训任务指标分配的重要依据，请各学院认真组织，确保培

训需求填报的结果真实有效，按时完成培训需求调研任务。

提交截止时间为11月23日下午17:00,请在截止时间之前完

成需求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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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国家级培训需求调研项

目填报说明

2.2021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省级培训需求填报说明

3.项目需求填报操作说明（高职教师版）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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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国家级培训需求调研项目填报说明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对象 主要内容 拟定专业类别 时长 填报说明

1
专业带头人领军

能力研修

具有高级职称，主持过市级

及以上科研教改课题（项

目）、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

地市级及以上技能比赛并获

奖的教师

重点包括专业建设、课程设计与开发、

团队组织与引导、应用技术研发与推

广、教研科研方法等专项内容。

装备制造大类 4 周（160学时）

由拟参培教师通过省高

职师培中心网络管理系

统申报，需具体到专业方

向，并写明需要培训的具

体内容,各专业培训需求

总量应不低于本校对应

专业专任教师数的 2%。

如拟定专业类别未有合

适人选，各高职院校可依

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报

需要培训的专业

财经商贸大类 4 周（160学时）

2
“双师型”教师

专业技能培训

从事教学工作 5年以上的专

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

重点包括技术技能实训、专业教学法

应用与实践、课程开发技术与应用、

信息技术应用等专项内容。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4 周（160学时）

自动化类 4 周（160学时）

交通运输大类 4 周（160学时）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4 周（160学时）

土木建筑大类 4 周（160学时）

医药卫生大类 4 周（160学时）

电子信息大类 4 周（160学时）

财经商贸大类 4 周（16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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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对象 主要内容 拟定专业类别 时长 填报说明

由拟参培教师通过省高

职师培中心网络管理系

统申报，需具体到专业方

向，并写明需要培训的具

体内容,各专业培训需求

数应不低于本校对应专

业专任教师数的 2%。如拟

定专业类别未有合适人

选，各高职院校可依据本

单位实际情况，填报需要

培训的专业

3
优秀青年教师跟

岗访学

从事教学工作 5年以下，年

龄不超过 35 周岁的优秀青

年教师

重点开展备课、说课、教学演练，进

行评课、研课、磨课训练，参与教科

研活动，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文化艺术大类 8 周（320学时）

4 教师企业实践

根据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

需求，对接企业提供实践岗

位情况，确定教师企业实践

专业和人数

重点学习掌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发

展趋势、前沿技术研发、关键技能应

用等领域,以及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工艺流程、岗位(工种)职责、操作规

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管理制度、

企业文化、应用技术需求等内容,丰富

实践教学资源，推进企业实践成果向

教学资源转化，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和

途径,发掘学校技术服务企业发展的

方式和途径。

农林牧渔大类 4 周（160学时）

交通运输大类 4 周（160学时）

生物与化工大类 4 周（160学时）

电子信息类 4 周（160学时）

5

国际合作职业教

育专业类理论与

实践培训

专业课、文化基础课教师、

实习指导课骨干教师

重点学习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专业类高

等职业教育理念与方法、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定、专业及课程建设、教学法、

教学设计、专业技能训练等

药品制造类 2 周（80学时）

财经商贸大类 2 周（80学时）

通识类专题 2 周（80学时）

6
文化基础课教师

培训
从事公共基础课教学的教师

高等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教师教学理

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专业知识

和专业素养、德育教育、教育科研和

方法

教育类 2 周（80学时）

体育类 2 周（8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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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对象 主要内容 拟定专业类别 时长 填报说明

7
1+x 试点院校教

师培训

江苏省高职第三批 1+X 证书

制度试点院校对应试点专业

的教师

主要包含大数据财务分析、5G 移动网

络运维、跨境电商 B2B 数据运营等 76

个专业领域，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

织修订的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

培训方案为主要内容

第三批 1+x 试点专业
3-10 天

（24-80学时）

由拟参培教师通过省高

职师培中心网络管理系

统进行申报，在第三批中

任选专业领域，优先填报

本校获批的 1+X 试点专

业，每个专业领域填报数

量不超过 8 人。

8
高职教师教育教

学信息化培训

高职院校有提高信息化培训

需求的教师

以现代教学理论为指导，信息技术为

支持，利用教育技术手段，主要是结

合新冠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开设在线

资源建设、在线教学和信息技术应用、

在线教学策略与方法等信息化教学实

践与演练方面的内容

精品在线资源建设 2 周（80学时）
由拟参培教师通过省高

职师培中心网络管理系

统进行申报，每校填报数

量不超过 3 人。

在线教学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2 周（80学时）

在线教学策略与方法 2 周（80学时）

9
新教师岗前综合

能力提升培训

2020 年 7月后计划聘任的专

任教师或实验指导教师，不

包括专任辅导员

重点开展实践教学能力和经验、教育

教学基本知识和技能（教学设计、教

学实施、教学评价等）、职业道德规

范和适应教师职业的心理素养、职业

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等方面的内容

教师教育+跟岗研修

教师教育 4周（160
学时）跟岗实践 4
周（160学时）

由师资培训管理部门通

过网络管理系统申报，每

校总数不超过 6 人。

10 网络研修
文化基础课教师、专业课、

实习指导课骨干教师

重点针对当前职教热点、职业教育新

理论新方法、科学研究方法等开展专

题网络培训

课程思政、教学科研能力提升等通识

类专题
50 学时

由师资培训管理部门通

过网络管理系统申报，如

有建议的专题可在系统

中标明，每校总人数不超

过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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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对象 主要内容 拟定专业类别 时长 填报说明

11
卓越校长专题研

修
高职院校正、副职院校长

校长职业教育管理、依法办学治校、

现代学校制度、校企合作与产教对话、

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中高职衔

接、专业设置与建设、课程设计与教

学理念、“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

研修专题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建设策略

研修、校园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能力提

升等

2 周（80学时）

此专题研修内容为拟定

专题，由师资培训管理部

门通过网络管理系统申

报，如有建议的专题可在

系统中标明，每校总数不

超过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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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省级培训需求填报说明

培训类别 培训项目 填报说明 备注

专业带头人高端

研修

教师个人访学

研修 申报此类项目需求的老师须满足《江苏省高

职院校教师专业带头人高端研修实施办法》

中的基本条件。

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根据实际需求通过

网络管理系统申报教学、科研团

队访学研修

青年教师企业实

践培训

4 周（一月期）

申报此类项目需求的老师须满足《江苏省高

职院校教师青年教师企业实践实施办法》中

的基本条件。

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根据实际需求通过

网络管理系统申报

12周（三月期）

26周（半年期）

52周（一年期）

骨干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

专业类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培

训

需具体到专业大类和专业方向，培训需求填

报总量不超过本校专任教师数的 8%。

拟参培教师通过网

络管理系统申报，需

写明具体培训内容

需求

教师基本素养

培训

同一学校每班不超过 2 人，每校总人数不超

过 6 人。 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通过网络管理系统

申报高职教育热点

专项培训

同一学校每班不超过 2 人，每校总人数不超

过 4 人。

其他类教师和

管理者培训

包括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文体卫、思政

等其他厅类培训项目，具体项目可参考

2020 年省培任务下达文件（苏教师函

〔2020〕23 号文）。

按学校进行分配，无

需申报，根据项目数

每校预留 5‐6 个报

名名额

国际合作职业教

育专题培训

国际合作职业

教育专题培训

此培训为骨干教师专项培训，专题涉及职业

教育理念与方法、专业课程建设、教育教学

法等。同一学校每班不超过 2 人，每校总人

数不超过 4 人。

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通过网络管理系统

申报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练培训

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练

培训

此培训根据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进行专

项技能培训，申报此类项目需求的老师须有

参赛计划。每校总人数不超过 8 人。

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通过网络管理系统

申报

境外研修英语能

力提升培训

中青年骨干教

师境外研修英

语能力提升培

训

申报此类项目需求的老师须为中青年骨干

教师，且有申请赴境外研修的计划。

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根据实际需求通过

网络管理系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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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类别 培训项目 填报说明 备注

管理者专项培训

此培训为专项培训，涉及师资科长、人事处

长、院（系）主任等培训班，其中院（系）

主任培训分为理工农医和人文社科两个大

类进行，每校每班 1‐2名。

按学校进行分配，无

需申报，具体事宜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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