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处 2012-2015 年任期考核总结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党政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在广大企事业单位和校
内各单位的支持配合下，严格对照任期目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在处
室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培训处较好的完成了任期目标，开拓了
培训市场、强化了培训管理、优化了师资队伍、提升了培训质量、扩大
了学校影响，为教学、科研搭建了平台，为行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现总结如下：
一、任期目标完成情况
（一）强化校内培训管理工作
作为学校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教育培训
处在大力做好培训市场开拓、培训业务拓展、培训资源整合、培训质量
提升等工作的同时，扎实做好校内教育培训管理工作。2012-2015 年，
教育培训处在开展培训业务的同时，结合实际问题，积极做好建章立制
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学校教育培训工作管理体系，
推动学校教育培训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为了进一步规范校内培训
市场，提升学校教育培训工作质量，教育培训处牵头起草了《中国矿业
大学教育培训管理细则》
。2012-2013 年，教育培训处在多次调研、讨论
的基础上对《细则》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在教育培训处的积极推
动下， 2013 年 10 月，学校讨论通过并印发了《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培训
管理规定》
。该规定从管理、教学、收费、责任等四个方面对我校教育
培训工作进行了系统的规范。
2015 年 6 月，教育培训处将中央、上级主管部门、学校以及处室自
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并制定成《中国矿业
大学教育培训相关管理制度汇编》。
《制度汇编》以“国家和学校相关管

理规定”
、
“教育培训处管理工作规范”、
“教育培训处培训业务基本要求”
三部分为主要内容，共囊括 31 项规章制度。
教育培训处认真执行各项管理规定，对校内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前期
审核、过程监控、后期抽查等全方位监督，逐步规范了学校的培训市场，
确保了学校培训业务的整体质量和品牌效应。
此外，教育培训处专门刻制了用于培训事务的“中国矿业大学教育
培训专用章”。该公章主要用于与校外单位签署培训协议、制作各类培
训、进修证书。为了提高服务质量，教育培训处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
将培训审批、备案等流程和相关表格在网站进行悬挂，尽可能地简化程
序、提高效率。教育培训处对证书模版和编号等进行了统一，并向各单
位提供并协助制作各类培训、进修结业证书。
（二）创新培育“四大精品项目”
，形成强势品牌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优势和师资力量，不
断整合优化培训资源，除承接国家或行业性培训任务外，还努力打造和
培育面向煤炭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四大培训精品项目”
，即“海外
高端培训”
、
“煤矿主体专业进修”
、
“煤矿专题技术培训”、
“综合素质提
升培训”
。
2012 年 4 月-9 月，我校与德国波鸿工业大学、鲁尔集团合作，共
同举办了 4 期赴德国“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培训”
。期间，徐矿集团 91
名中高层管理人员（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等）
赴德国波鸿工业技术大学参加了专题培训。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为阳煤集团、宿州煤电集团举办采矿、
机电、通风、安全等煤矿主体专业进修班，培训学员 100 余名。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先后为国投昔阳公司、枣庄煤炭工业局、
阳煤集团、山西茂华能源、郑州登电煤业公司、河南登封君鑫煤业公司、
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永煤集团、云南煤化集团、百色百矿集团、中煤进
出口公司举办“知识更新”
、
“技能培训”
、
“灾害防治”、
“科学管理”等

各类煤矿专题技术培训 20 余期，培训学员近 3000 名。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先后与沁河能源、国投新集能源公司、
高邮市国税局、江苏地税局、淮安国土局、连云港港口股份公司、句容
安监局、宝应国税局、遵义安监局、四川煤监局、扬州市广陵国税局、
邗江国税局、省人口与计生委、兴化市委组织部、中石化中原油建、港
利投资集团等数十家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各类综合素质提升培训 30
余期，共计培训学员 2000 余名。
（三）圆满完成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
我校作为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的唯一承办单位，
自培训工程启动以来，认真按照国家安监总局的要求，精心组织培训、
严格规范管理，认真做好通知发放、学员联系、课程设置、师资配备、
教学管理、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2012 年初，教育培训处受国家安监总
局委托，为各省级煤矿安全培训机构举办了 2 期师资培训班，培训师资
129 名。2012-2013 年，教育培训处先后在徐州、成都、昆明、贵阳、
长沙、南京等地举办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师资班 2
期、总工班 16 期，培训师资 129 名、总工和副总工 1350 人次。截止 2013
年 11 月 17 日，教育培训处圆满完成了国家安监总局委办的全国“万名
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
。该培训工程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省级煤
矿安全培训机构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为安全教育储备了高水平的人
才，还促进了煤炭行业内部的安全、管理、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为各
大煤炭企业之间的沟通打造了一个新的联络平台，也为煤炭科学研究、
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新型平台。
（四）认真做好资质复审筹备工作
我校是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安全培训机构，按照国家局的规定，每
三年进行一次复审工作，为了做好 2012 年和 2015 年的资质复审工作，
教育培训处作为牵头单位从教学场所、师资力量、管理规范、档案管理
等多个方面开展了扎实的筹备工作。
（1）2012 年投资改造了 6 间多媒体

教室，基本满足了日常培训的需要。
（2）进一步充实了师资力量，先后
聘请永煤集团、徐矿集团、兖矿集团、枣矿集团等职工培训学校教师为
我校现场指导教师，并带领培训班学员进行现场教学活动。
（3）2014 年
国家对《安全生产法》进行了重新修订，我处与时俱进，多方面、多渠
道发掘优秀师资，积极联合国家安监总局政策法规司，邀请国家行业领
域资深专家，组建了讲师团，对培训班进行新《安全生产法》的宣传贯
彻、深入解读。
（4）将各类制度、规范进行收集整理、整合汇编，印制
了《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培训相关管理制度汇编》
，逐步完善教育培训管
理机制。
（5）培训组织实施阶段，我处组织专人对照复审条例进行自查，
安排专人负责培训班资料整理和归档工作，做到每期培训班结束后，档
案材料按照要求整理完毕，存入档案室，为迎接复审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五）积极承办国家级及行业性培训任务
1、圆满完成为期三年的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
，
2012-2013 年成功举办 2 期师资培训班、16 期总工程师培训班，参训学
员近 1500 名。
。
2、举办全国“50 个煤矿安全重点县煤矿负责人培训”是国家打好
“50 个煤矿安全重点县安全攻坚战”的重要举措。2014 年，在教育培
训处积极建议和争取下，我校受国家煤监局委托，承担了中南及东北片
区 6 个省（区）
、21 个重点县的培训任务。近 5 个月的时间里，我处先
后在长沙、哈尔滨两地举办 8 期培训班，培训煤矿企业负责人 657 人次。
3、2012 年，教育培训处与德国波鸿工业技术大学、鲁尔集团合作，
共同举办了 4 期徐矿集团赴德国“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培训”
，共计 91
名集团中高层管理干部赴海外参加了专题培训。
（六）搭建平台服务学校中心工作
教育培训处始终以“为学校教学科研搭建平台、为师生提供优质服
务”为根本出发点，以学校中心工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落脚点。作为学
校对外交流服务的窗口，教育培训处在培训过程中充分彰显我校鲜明的

专业特色、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广泛邀请校
内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授课，并鼓励授课师资向培训对象推广
各自领域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帮助参训对象解决工作中的实际
问题，积极搭建各类校企、校地平台，促进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2012
以来，通过培训直接促成的校企合作成果如下：
1、华电集团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积极进军煤炭产业，我们抓住
机遇为其培训煤炭科技和管理人才，并积极推荐该集团加入学校董事
会，每年向学校交纳会费 100 万元。在此基础上，华电集团与我校就人
才培养、煤炭深部开采、煤炭地下气化、煤矿产业转型、矿区生态再造、
煤矿节能减排以及煤矿现代装备与技术等达成全面合作协议。
2、教育培训处在与永煤集团合作开展“煤矿新技术专题”培训的
过程中，我校崔若飞教授的“煤矿深部开采地震勘探技术”
、李玉良教
授的“矿井机车监控系统”
、林柏泉教授的“工作面瓦斯防治、治理新
技术”
、孙亚军教授的“煤矿水害安全评价与综合防治技术” 等五项技
术成果与永煤集团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实现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3、我校为中煤集团开展总工程师培训过程中，达成了三项科研合
作意向。
4、在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屠
世浩、王德明、钱建生、肖新明、秦波涛、宋宏伟等主讲教授与煤矿企
业签订多项科研合作项目或合作意向；我校教授王作棠等人研发的“煤
炭地下导控气化技术”技术转让给山西美隆集团，合同金额近亿元；
2010-2012 年评选出来的煤炭十大科技进步成果，凡是和煤矿安全相关
的每一项重大成果都在培训中得到了第一时间得到了讲解和评价，并迅
速在现场得到了应用；在首期培训中，我们将 127 位总工程师分为七组，
分赴七个煤矿主体学院与专家教授们面对面进行交流，有效促进了学校
的科研工作，为学校后续科技推广与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在国投昔阳能源公司瓦斯安全技术培训中，我校管理学院付金

会副教授的“安全管理”软件系统被昔阳公司采用。
6、作为我校与徐矿集团开展赴德国“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培训”
的后续成果，2012 年 10 月，徐矿集团与德国鲁尔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煤矿生产自动化、机械设备研发制造、采煤塌陷地开
发、人才技术交流培训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七）注重理论研究和宣传推广
教育培训处在认真做好各类培训业务的同时，积极对教育培训工作
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提炼，及时将实践中的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近年
来，培训处职工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和报道近 20 篇，如陈仲元、刘
尊旭撰写的《铸就无形坚盾——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培训工程纪实》等四
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煤炭报》
（2012.11.23，2012.11.19，2012.5.16）；
陈仲元、杨瑾在核心期刊《煤矿安全》2014 年第 12 期发表的《从安全
文化角度谈小煤矿负责人安全培训》；王虎、杨瑾撰写的《探索提高煤
炭安全培训实效的方法与实践——以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
工程”为例》发表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哲社版）2014 年第三期；
杨瑾、倪宏娟的《安全事故与煤矿负责人安全管理培训探析》发表在《煤
炭高等教育》2014 年第六期；杨槿撰写的《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在煤矿安
全心理培训中的作用》发表在《煤炭技术》
（2012 年第 12 期）
；王伯平、
杨槿撰写的《关于推进和深化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的思考》发表
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哲社版）
》
（2012 年第 3 期）
；张双、刘学梅、
李红彦撰写的《如何提高煤矿安全培训质量》
、
《现代煤矿安全培训特征
解读》
、
《职业教育培训的意义、问题与对策分析》三篇文章分别在《中
国科技纵横》
、
《教育教学论坛》发表等。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针对开展的各类培训、进修项目进行总
结凝练，并精心设计成宣传册和宣传彩页。多年来，教育培训处通过邮
寄发放、现场发放、校友协助发放、学员协助发放等方式共发送培训宣
传彩页、宣传册一万余份。同时，教育培训处还积极利用报刊、杂志的

宣传影响作用，先后在《中国煤炭报》、
《中国矿业报》、
《中国矿业大学
学报》
、
《煤炭高等教育》等媒体进行培训项目的宣传报道和项目推广。
在教育培训处的积极努力下，我校教育培训工作在行业内外已形成品
牌，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了进一步提升。
二、任期内开展的富有特色和创新性的工作
（一）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各类教育培训活动，提升学校教育培训业务水
平及核心竞争力，推动学校教育培训事业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为学
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搭建更好的平台。教育培训处在 2012 年牵头
起草了《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培训管理细则》
。2013 年 10 月，在教育培训
处的积极推动下，学校研究决定并印发了《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培训管理
规定》
。该规定对我校的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范。此外，
教育培训处将中央、国家、上级部门、学校以及处室自设的与教育培训
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汇编成册。
为了便于学校其他单位办理培训业务的审批、备案工作，教育培训
处将《非学历教育培训班审批表》
、
《江苏省非法定培训收费标准备案表》
以及业务办理流程在部门网站上进行公开。同时，为了简化工作流程，
教育培训处积极运用网络平台，对培训单位发来的审批表、备案表进行
预审并提出建议，确保无误后，再对完善好的纸质表格进行审批、签字，
减少了不必要的折返和纸张浪费。
（二）特色工作与创新举措
1、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推行“首问负责制”和“项目负责制”工作法
教育培训处十分注重工作方法的创新和凝练，总结提出了“项目负
责制”和“首问负责制”的工作方法，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实施。
“首
问负责制”是指第一个接触培训项目的工作人员要准确掌握对方的需
求，如培训对象、培训时长、培训内容等信息，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
复，不能当场回复的要在请示汇报后第一时间向对方进行反馈，做好相

关工作的转接工作，直到整个事务办理完结；在开展培训业务时，教育
培训处将“项目管理”的思想运用于培训管理领域，采取“项目负责制”
的工作方法，明确“项目负责人”
（带班班主任）的职责要求，使每个
培训班从洽谈合作、拟定方案、确定师资、班级管理、考核考试、材料
归档等各个环节，相互联系，有机结合，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
率，确保了工作质量。
2、创新培育培训“四大精品培训项目”
教育培训处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两个面向，即：面向行业发展、
面向地方经济建设。2012-2015 年，我处在积极争取和认真组织国家或
行业性培训业务的同时，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和师资力量，努力打
造和培育面向煤炭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四大培训精品项目”
，即“海
外高端培训”
、
“煤矿主体专业进修”
、
“煤矿专题技术培训”
、
“综合素质
提升培训”
。2012 年 4 月-9 月，教育培训处分 4 期共组织 91 名徐矿集
团中高层管理干部赴德国波鸿工业大学参加了“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培
训”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面向煤炭企业举办采矿、机电、通风、
安全等各类煤矿主体专业进修班，培训学员 100 余名，举办“知识更新”
、
“技能培训”
、
“灾害防治”
、
“科学管理”等各类煤矿专题技术培训 20
余期，培训学员近 3000 名。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先后开展各类综
合素质提升培训 20 余期，培训学员 2000 余名。
3、加强基地建设，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是培训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近几年，教
育培训处不断提升现场教学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先后与徐州
矿务集团、永煤集团、淮北矿务集团、兖矿集团、枣庄煤炭工业局等单
位达成合作意向，建立了在瓦斯治理、水害防治、顶板灾害防治、地热
地压治理以及粉尘火灾防治等方面各具特色的校外实习基地。
2012 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各类学员到徐州矿业集团庞庄矿、张双
楼矿、夹河矿、旗山矿，枣庄中泰矿业集团的朝阳矿、兖矿集团的鲍店

煤矿、淮北矿务集团海孜矿、永煤集团煤化工公司、永煤集团陈四楼煤
矿、徐州传动与自动化有限公司等培训基地进行现场教学。同时，我们
还积极聘请培训基地的主管、技术骨干等作为兼职教师，为学员现场讲
授相关知识，并向学员传授发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训学
员通过参加现场学习，即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又提高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培训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4、创新突破，开拓培训新领域
2013 年以来，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的影响，教育培训处
针对煤炭企业开展的各类培训业务相对较少。面对新的形势，教育培训
处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在非煤领域开拓市场、寻求突破。2014 年初，我
处根据省、市级安监部门的实际需求，针对安监干部量身打造了以“打
牢安全生产基础，加强安监工作力度，提高安监干部监管水平”为培训
目标、以“安全监管、管理科学、财税经济、综合素质”为主要内容的
安监专题培训项目。截止到 2015 年底，我处已先后开展安监系统的培
训 15 期，培训各级安监干部近 1500 名，如：四川省煤监局、句容市安
监局、遵义市安监局、无锡市安监局、宜兴市安监局、盐城市安监局、
扬州市安监局、苏州吴江区安监局等等。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和推广，我
处开展的安监培训在省内外安监系统已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并有多个地市的安监部门主动联系我处，提出培训需求，如苏州市安监
局、连云港市安监局等等。
此外，教育培训处还充分利用校友资源，积极拓展培训市场。2015
年 4 月，在校友的积极推荐下，湖州市矿山治理办公室主动联系我处，
希望开展非煤矿山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的培训合作。2015 年 5 月-7
月，我处成功举办了三期“湖州市矿山企业矿长培训班”，共有来自湖
州市 5 个县、区近百家矿山企业的 300 余名矿长、总经理、技术骨干参
加了培训。此次培训，是我校第一次开展如此大规模的非煤矿山企业负
责人培训，为了圆满的完成此次培训任务，我处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情

况，在课程设置、师资遴选、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处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培训工作也得到了带队领导湖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矿治办、市生态文明建设办公室李世华主任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得到
了广大学员的一致认可。
（三）工作成效
1、圆满完成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
截止到 2013 年 11 月下旬，在全处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培训处
圆满的完成了国家安监总局委办的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
程”的培训任务。2012-2013 年，教育培训处科学筹划、精心组织、规
范管理，先后在成都、长沙、昆明、贵州、南京等地举办总工班 18 期，
培训总工、副总工 1500 人次。全国“万名煤矿总工程师安全培训工程”
的成功举办为煤炭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为煤炭行业
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顺利承办“全国 50 个重点县煤矿主要负责人培训”
2014 年 5-10 月，在教育培训处积极建议和争取下，我校受国家煤
监局委托，承担了中南及东北片区 6 个省（区）
、21 个重点县的培训任
务。在近 5 个月的时间里，教育培训处先后在长沙、哈尔滨两地举办 8
期培训班，共计培训煤矿企业负责人 657 人次。
“50 个煤矿安全重点县
煤矿主要负责人培训班”的开展，使煤矿负责人认清了形势、掌握了政
策，同时也为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建议。
3、成功举办赴德国“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培训”
2012 年 4 月-9 月，我校成功举办了 4 期徐矿集团赴德国 “资源枯
竭型企业转型培训”
。期间，教育培训处共组织徐矿集团 91 名中高层管
理人员参加了专题培训。徐矿集团领导表示此次培训使集团主要干部的
思想、观念有了转变，集团“突围振兴”的战略思路更加明确，同时也
为徐矿集团今后的发展走向带来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启发。教育培
训处将徐矿集团赴德国开展转型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将该项目作

为示范在我国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大型煤炭企业中进一步推广。
4、打造了四大“精品培训项目”
，形成品牌优势
2012-2015 年，教育培训处面向煤炭企业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着力打
造、培育了“海外高端培训”
、
“煤矿主体专业进修”
、
“煤矿专题技术培
训”
、
“综合素质提升培训”四大“精品培训项目”
。在过去的几年里，
教育培训处先后举办各类进修、培训近 60 期，培训学员 6000 余名。
“四
大精品培训项目”的开展，促进了煤炭企业职工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为煤炭企业的发展提升了动力、注入了活力，同
时也为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撑。
5、实现了培训领域的新突破
2014 年以来，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煤炭行业形势，教育培训处
及时作出调整，积极寻求突破、拓展新的领域。着力培育了“省市安监
干部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先后开展安监系统的培训 15 期，培训各级
安监干部近 1500 名；积极拓展非煤矿山领域的培训业务，成功举办三
期“湖州市矿山企业矿长培训班”
，培训矿长、总经理、总工等 300 余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