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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教育志》编写大纲 

（第五稿，批复稿） 

2013 年 10 月 29 日 

序  言 

图  片 

凡  例 

综  述 

大事记 

第一篇  管理体制 

第一章  管理机构 

第一节  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机构 

第二节  院校内部管理机构 

第三节  企业内部管理机构 

第二章  管理体制与模式 

第一节  行业管理体制 

第二节  地方管理体制 

第三节  院校内部管理体制 

第四节  企业教育管理模式 

第三章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二节  职能 

第二篇  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 

第一章  国家、行业和地方教育法规、政策与规定 

第一节  国家法规与政策 

第二节  行业和地方政策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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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院校规划与规章制度 

第一节  规章制度 

第二节  发展规划 

第三章  企业教育规划与规章制度 

第一节  规章制度 

第二节  发展规划 

第三篇  高等教育 

第一章  本专科教育 

第一节  专业建设 

第二节  学位管理 

第三节  教学计划 

第四节  课程体系 

第五节  教材建设 

第六节  教学管理 

第七节  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学建设 

第八节  教学评估 

第二章  研究生教育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学科、专业建设与导师遴选 

第三节  硕士研究生培养 

第四节  博士研究生培养 

第五节  研究生教育管理 

第三章  学科及重点建设项目 

第一节  学科建设 

第二节  硕士、博士学位授权 

第三节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第四节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学科设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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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211工程”建设 

第四章  教职工 

   第一节  教师 

第二节  职工 

第三节  职称评定 

第四节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第五节  院士、著名学者、名师 

第六节  离退休教职工工作 

第五章  学生 

第一节  招生与规模 

第二节  管理 

第三节  就业 

第六章  体育 

第一节  体育课 

第二节  体育活动 

第三节  体育竞赛 

第四节  体育设施建设 

第五节  学生身体素质 

第七章  继续教育 

第一节  函授教育 

第二节  夜大学教育 

第三节  成人脱产班 

第四节  自学考试 

第五节  企业委托培养 

第六节  现代远程教育 

第八章  财务、审计与资产管理 

第一节  办学经费 

第二节  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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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监察与审计 

第四节  仪器设备运行管理 

第五节  土地与房产管理 

第六节  基本建设管理 

第七节  国有资产管理 

第九章  公共服务体系 

第一节  图书馆 

第二节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第三节  档案馆 

第四节  博物馆 

第五节  出版社 

第六节  信息化服务 

第十章  校办产业、安全保障与后勤服务 

第一节  校办产业经营与管理 

第二节  安全保卫工作 

第三节  后勤管理与服务 

第四节  中小学、幼儿园、医院 

第四篇  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章  管理体制与学校布局 

第一节  管理体制 

第二节  中等专业学校布局 

第三节  技工学校的布局 

第二章  教学工作 

第一节  专业设置和课程 

第二节  实习实训 

第三节  校企合作 

第四节  职业技能鉴定和技能大赛 

第五节  就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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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节  师德培养 

第二节  业务培训 

第四章  院校建设 

第一节  院校管理 

第二节  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节  技师学院 

第四节  高级技工学校 

第五篇  职工教育 

第一章  职工教育培训机构 

第一节  工人夜校 

第二节  “七·二一”大学和职工大学 

第三节  职工中专 

第四节  党校、干校 

第五节  管理干部学院 

第六节  职工教育培训中心 

第七节  远程教育培训网 

第二章  工人培训 

第一节  扫盲与“双补”  

第二节  岗位技术练兵 

第三节  高技能人才培养 

第四节  技能大赛 

第五节  职业技能鉴定与评聘 

第三章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第一节  继续工程教育 

第二节  专项培训 

第三节  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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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六五三工程” 

第四章  管理干部培训 

第一节  企业负责人岗位培训 

第二节  职业经理人培训 

第三节  工商管理培训 

第四章  安全技术培训 

    第一节  安全培训基地 

第二节  安全法规培训 

第三节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第四节  安全技术培训 

第六篇  基础教育 

第一章  布局与管理 

第一节  布局 

第二节  管理 

第二章  教学工作 

第一节  办学条件 

第三节  课程设置 

第三节  教学质量 

第四节  重点学校建设 

第三章  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节  师资管理 

第二节  师资培训 

第三节  师范院校建设 

第四节  边远矿区“支教” 

第五节  教师职称评聘 

第七篇  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 

第一章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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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第二节  重大科研项目 

第三节  科研团队 

第四节  重点实验室建设 

第五节  科研成果 

第六节  学术期刊 

第二章  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一节  国际学术交流 

第二节  国际合作项目 

第三节  留学生 

第四节  对外汉语教师 

第八篇  党群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章  中共党的建设 

第一节  党的组织建设 

第二节  党的思想建设 

第三节  党员教育与管理 

第四节  纪律检查和反腐倡廉工作 

第五节  宣传和统战工作 

第二章  民主党派与社团 

第一节  民主党派 

第二节  职代会、教代会和工会 

第三节  共青团 

第四节  学生会、研究生会和校友会 

第五节  文化社团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政治理论教学 

第二节  日常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8 

  第九篇  人物和荣誉 

  第十篇  单位简介 

附  录 
（难以在正文中表述的重要文件、讲话、书信和其他资料） 

编后记 
（简述编纂始末，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