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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专刊第 3 期（2019 年总第 3 期）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督查室 2019 年 4 月 19 日

我院召开作风建设专项整治暨

规范办学工作部署会

为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关于作风建设的指示精神，落实省教

育厅关于全省高校规范办学确保安全稳定的要求，配合市委以“转

作风、优环境、促发展”为主题的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4 月

16 日上午，我院在行知楼 207 会议室召开了作风建设专项整治暨

规范办学工作部署会。学院党委书记李德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学

院院长马大奎、纪委书记李高东、副院长童加斌，各二级单位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胡洪波主持。

会上，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高东部署学院作风建设专项整

治工作，解读了《中共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2019 年行动方案》，针对存在的七个方面

问题，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党委委员、副院长童加斌传达了全省

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提出了落实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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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党委副书记、院长马大奎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在实际工作中要转作风，促发展，懂得

换位思考，增强服务意识。各单位负责人签订了《随州职业技术

学院关于落实湖北省教育厅全省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座谈会有关要

求的备忘录》。

党委书记李德荣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强化认识，切实增强作风专项整治

和规范办学等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院上下必须把此项工作

上升到推动学院事业发展的政治高度，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加以

推进。二要牢牢抓住重点，认真查找，精准发力，全面解决影响

作风建设和规范办学等工作的各类问题。要在问题查摆、思想教

育、制度建设、队伍建设、服务师生、考核考评、执纪问责等方

面狠下功夫。三要增强责任意识，上下联动，互相配合，全力把

作风建设和规范办学等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要在明确责

任、通力合作、提高效率、深入持续等方面狠抓落实。

李德荣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持久战，

全院上下要坚决打好作风整治、规范办学、安全稳定这场硬战，

为人才成长营造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为学院发展凝

聚众志成城、同向同行的磅礴力量，为建设品质随职、促进学院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充分展示新时代随职人新作风、新形

象、新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胡洪波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特别强

调，要提升政治敏锐性，备忘录即军令状，一失万无；要提升思

想自觉性，胸怀全局，努力向学院党委看齐；要提升落实精准性，

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

（党委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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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清缴学费进展情况统计表（2016-2018 级）

单位名称
2019.03.27--2019.4.16 清缴比例

（%)年级 应收金额（元） 实收金额（元）

汽车与机电

工程学院

2016-2017 级本院 5,336,233.00 4,917,728.00 92.16

2016-2017 级合作办学 4,844,000.00 194,845.00 4.02

2018 级 2,597,570.00 2,400,400.00 92.41

合计 12,777,803.00 7,512,973.00 58.80

医护学院

2016-2017 级本院 17,618,605.00 16,814,960.00 95.44

2016-2017 级合作办学 17,571,966.00 10,288,677.00 58.55

2018 级 10,637,411.00 10,419,481.00 97.95

合计 45,827,982.00 37,523,118.00 81.88

服装与艺术

设计学院

2016-2017 级本院 4,601,662.00 4,498,685.00 97.76

2016-2017 级合作办学 24,003,241.00 12,259,792.00 51.08

2018 级 2,193,675.00 2,062,145.00 94.00

合计 30,798,578.00 18,820,622.00 61.11

旅游与经济

管理学院

2016-2017 级本院 1,929,166.00 1,905,976.00 98.80

2016-2017 级合作办学 646,620.00 646,120.00 100.00

2018 级 838,760.00 832,365.00 99.24

合计 3,414,546.00 3,384,461.00 99.12

土木与建筑

工程学院

2016-2017 级本院 4,060,450.00 3,929,657.00 96.78

2018 级 281,715.00 274,715.00 97.52

合计 4,342,165.00 4,204,372.00 96.83

合 计 97,161,074.00 71,445,546.00 73.53

备注：2019.3.27-2019.4.16 期间共实收：720085.30 元。

（计划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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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晚班会情况通报（2019.04.14）

单位 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 到会率 备注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 1781 1752 98.37% 请假 28 人、旷会 1人。

医护学院 2644 2521 95.35%
请假105人、旷会1人、

其他 17 人。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62 162 100.00%

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 224 218 97.32% 请假 6 人。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1725 1668 96.70%
请假 39 人,旷会 3人，

其他 15 人。

合 计 6536 6321 96.71%

（学生工作处）

学院商贸门店消防安全隐患抽查情况通报
商贸门店 安全隐患 说明

学子超市 无

4 月 11 日，学院保卫处

组织消防隐患排查，定向抽

查后勤服务公司所辖商贸

门店共计 16 家。从抽查情

况来看，绝大多数门店注重

消防安全，消防意识强，消

防设施配置到位。其中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的共 3家，情

况不明共 2 家。请后勤服务

公司督促相关门店切实加

强整改，消除消防安全隐

患，为全院师生努力营造安

全消费环境。

派大馨奶茶店 无灭火器

鲜果多水果店 无

手机维修店 无

西苑超市 灭火器数量不足

饰品超市 无

邮政快递 无

72 变美颜坊 无

菜鸟驿站 无

精美小苑 无

蔬菜水果超市 无

联通营业点 无

移动营业点 无

电信营业点 关门

图书馆超市 仓库门前堆放易燃物

学院影像 关门

（保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