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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学校成立了 2020 年度“创新强校工程”考

核工作小组，组织开展了学校 2020 年度“创新强校工程”考核工作。 

考核工作按照《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2019-2021 年）

考核指标》（B 类规划）中的 4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及观察点

进行全面梳理总结。经自评，2019年，《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

工程”（2019-2021年）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实施总体情况

良好，各个项目的年度完成率 100%，自评得分为 85.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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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打分简表 

（B 类规划）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得分 

1.扩容 
（20 分） 

1.1 办学定位（3 分） 3 分 

1.2 学位增量（12 分） 12 分 

1.3 办学条件（3 分） 3 分 

1.4 中高本协同培养（2 分） 2 分 

2.提质 
（50 分） 

2.1 体制机制改革（4 分） 4 分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8 分） 8 分 

2.3 产教融合（10 分） 7.5 分 

2.4 实践教学（3 分） 3 分 

2.5 师资队伍（12 分） 7.7 分 

2.6 人才培养质量（8 分） 8 分 

2.7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5 分） 5 分 

3.强服务 
（20 分） 

3.1 科技研发（5 分） 4 分 

3.2 社会服务（6 分） 6 分 

3.3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
（5 分） 

5 分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4 分） 2 分 

4. 综合绩效 
（10 分） 

4.1 公办学校生均拨款水平和民办学
校教学经费支出比例（3 分） 

0 分 

4.2 经费支出结构（4 分） 3.5 分 

4.3 经费支出进度（3 分） 2 分 

 总计 85.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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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度“创新强校工程”考核 

自评报告 

（2020 年 5 月）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

的通知》文件精神，学校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2019-

2021年）考核指标》（B 类规划）进行全面梳理总结，现自评如下。 

1． 扩容 

2019 年，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学校进一步明确办学定

位，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符合办学定位，在学位增量、办学条件、中

高本协同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激发了学校创

新发展内生动力；规划定位准确，落实有力，自评得分见表 1-1。 

表 1-1  “扩容”自评综合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得分 

1.扩容 
（20 分） 

1.1 办学定位（3 分） 3 分 

1.2 学位增量（12 分） 11 分 

1.3 办学条件（3 分） 3 分 

1.4 中高本协同培养（2 分） 2 分 

总计 19 分 

 

1.1 办学定位 

1.1.1 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适应度 

学校扎根粤北山区办教育，按“为山区基础教育和中小企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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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多能的创新型技能人才”的办学定位，根据云浮、广东经济和社

会发展要求，主动适应区域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调整人才

培养目标和规格，提高培养质量，2019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05%，

超过广东省高职专科平均就业率 1个百分点，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契

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全力办好服务云浮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

业等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发展新工科专业，为云浮市、粤港澳大湾

区培养先进制造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新材料加工、物联网技术、电

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区域紧缺人才和高水平高技术人才。 

二是优化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以师范专业认证为起点，积

极推进“新师范”专业认证与建设，举办小学（全科）教师培养专业，

招收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学生，为山区基础教育培养小学

全科人才。加强与云浮中专的合作，规范管理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院，

扩大学前教育专业规模，为云浮市、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幼师人才。 

三是优化财经类、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探索建设新商科专

业，建设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会计、市场营销和工商企业管理等现

代商贸流通类专业，推进新商科教学改革，为云浮市实现融湾发展战

略、着力打造湾区物流的“配送地”培养高素质现代商贸流通类技能

人才。 

四是认真履行服务社会职责，多措施并举积极助推云浮乡村振兴。 

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服务面向等方面定位准确，人才

培养目标和规格符合办学定位、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年度落实

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办学经费紧张等原因，学

校对云浮市经济和社会的适应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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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 

《云浮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加

速形成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集群、高端新型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推进我市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装备、高端电子装备、高端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发展。《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浮市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大力推动传

统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化改造，完善物流体系建设，提供“仓配一体化”

业务。《关于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构建广东基础教育新生态的指导

意见》指出，加强推进基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建设新时代

教师队伍，为乡村学校及教学点培养全科教师。我校作为云浮市唯一

的一所公办高职院校，担负着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的支持

的作用。在专业设置上，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紧跟区域产业需求，及时对专业进行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保持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动态对接，构建“师范传统、工科特色”的

专业布局，2019 年招生专业总数 36 个，打造能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

7 个专业集群（见表 1-2），并根据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人才的素质做

出新定位，提升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 

表 1-2  2019 年招生专业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 

专业集群 专  业 核心专业 
是否符

合 

进装备制
造产业集

群 

电气自动化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工业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共 8 个） 

电气自动化技
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 

符合 

高端新型
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 

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
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电信服务与管理、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共 8 个） 

计算机应用技术 符合 

师范教育 

集群 

数学教育、语文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英语教育、商务
英语、美术教育、音乐教育、体育教育、学前教育、体
育运营与管理、现代教育技术、小学全科教育（共 12

个） 

英语教育、数学
教育、语文教
育、学前教育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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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集群 专  业 核心专业 
是否符

合 

新材料产
业集群 

光伏工程技术（共 1 个）  符合 

电子商务
集群 

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会计、物流管理
（共 5 个） 

物流管理、市场
营销 

符合 

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共 1 个）  符合 

旅游集群 旅游管理（共 1 个）  符合 

 

由表 1-2可得出，2019 年招生专业总数 36个，完全符合区域重

点产业，匹配度达 100%,符合≧90%的条件。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2 学位增量 

1.2.1 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情况 

2019 年，学校三年制大专招生计划共 3907 人(不含五年制第四

学年转段 480 人)，其中广东省招生计划 3712 人、录取 3344 人，外

省中西部协作招生计划 195 人、录取 6 人（在 4 个外省招生：广西、

河南、新疆和甘肃）。全院实际录取新生共 3824人，完成计划的 97.9%，

其中依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录取 2131 人（后被本科录取 2 人，计划转

入普高录取），自主招生（含学前教育专业学院）录取 199 人，中职

3+证书录取 536人，普通高考录取 474 人。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是外省

的西部协作计划总体生源不好（属于政治任务协作计划）。 

三年制大专新生报到 3169 人、报到率 82.87%，报到人数比 2018

年增加 81人，增长率 2.62%。五年一贯制报到 301人、报到率 99.67%。 
 

该项自评得分为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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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情况 

（1）高职扩招基本情况。第一期高职扩招工作于 2019 年 4 月启

动，具体情况见表 1-3。 

表 1-3  2019 年第一期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录取明细表 

专业名称 录取 报到 

电子商务 16 1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5 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52 47 

旅游管理 18 1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0 9 

学前教育 18 15 

总计 139 118 

第二期高职扩招工作于 2019 年 9 月下旬启动，总计划 1775 人。

其中“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面向云浮市各幼儿园在职教师招收

985 人，“现代学徒制试点”面向指定合作企业在职员工招收 250 人，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面向社会人员招收 540 人。截止 2019

年 10 月 15 日，报名人数 1629人，完成 91.77%。经过文化素质测试

和职业技能测试，共录取合格考生 1402人，其中包括退役军人 6 人，

下岗失业人员 3 人，农民工 6 人。录取考生在 2020 年春季入学。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现代学徒制试

点招生情况具体如表 1-4。 

表 1-4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录取明细表 

类型 计划数 报名人数 录取考生人数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 540 851 732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985 675 584 

现代学徒制试点 250 103 86 

合计 1775 1629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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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根据学校现有的教学资源和师资情况，采取合

作办学原则。按照“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原则，根据生

源特点，人才培养采用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的学徒培养模式，

实行主要在企业培养的弹性学习形式，采取适合社会人员、方便就学、

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探索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和网上教学，实施学

分制管理。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开

展“走读”教学，学生平时在岗学习，工作日晚上或者节假日在教学

地点集中上课，现代学徒制通过网络课程、送教上门、在岗学习等形

式开展教学。 
 

该项自评得分为 3 分 

1.2.3 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数比例 

为贯彻国家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我校招生方

式有普通高考、春季高考、自主招生、中高“3+2”衔接、五年一贯制

等方式。由于招生方式的转变，使得我校高职生源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近几年来生源结构中中职生的比例逐年增加，2019 年我校中职生源

占普通高职招生数比例大于>30%，达到 31.93%，见表 1-5。 

表 1-5  2019 年我校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数 

招生类型 中职生报到数 

高职专业学院 103 

自主招生（学前教育专业学院） 15 

3+证书 400 

五年一贯制转段 480 

依据学考录取 13 

其他 1 

总计 1012 

 

该项自评得分为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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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办学条件 

1.3.1 生均实训场所面积 

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加强实训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培养学生动

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职业能力和践行“工匠精神”提供良好的平

台。2019 年新增“全脑思维能力培养示范性实验室”、“光伏工程技术

实训室”，完成“云浮市电子信息产业服务中心”、“创新创客实训室

(众创空间)”的提质工作，同时将校门西侧经济管理系实训基地改建

提质成“电商实训交易空间实训中心”。经过对校内实践教学基地新

增、改建提质，到 2019 年末累计实训场所总面积 56938.35m2，生均

实训场所面积 6.04m2，达到教育部规定的综合、师范、民族类院校达

5.30平方米/生的要求。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1.3.2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为满足教学需要，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投入大量的人才和

物力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特别是教学科研仪器设备。2019 年，通过

加快软、硬件建设项目建设，办学条件有所提高。到 2019 年末累计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5549.48 万元，其中 2019 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 308.48 万元（见表 1-6），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达到

5890.55元/生，超出了教育部规定的综合、师范、民族、工科、农林、

医学类院校达 4000元/生合格要求。 
 

表 1-6  2019 年学校新增教学仪器设备一览表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金额（万元） 备注 

实训室建设项目 
新建光伏工程技术实训室 74.70  

新建全脑思维能力培养示范性实验室 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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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金额（万元） 备注 

教学仪器设备提质

项目 

公共计算机实训室进行改建提质 34.77  

多媒体教学仪器设备 82.46  

艺术楼多媒体电教平台 8.69  

云浮市电子信息产业服务中心 

创新创客实训室(众创空间) 
42.32  

信息化建设项目 安装了网上巡查系统 20.69  

合计 308.48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1.4 中高本协同培养 

1.4.1 中高职贯通培养 

（1）三二分段。2018 年开始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3 个

专业共招收 200 人。2019 年增加到 8 个专业共招收 659 人。具体情

况见表 1-7。 

表 1-7  2018-2019 年学校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招生计划 

2018 年 2019 年 

专业 
招生计划

（人） 
专业 

招生计划 

（人） 

计算机应用技术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1 

学前教育 100 电子商务 6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 旅游管理（西餐烹饪方向） 51 

-- -- 模具设计与制造 9 

-- -- 数控技术 49 

-- -- 计算机应用技术 91 

-- -- 机电一体化技术 47 

-- -- 学前教育 255 

合计 200 合计 659 

（2）五年一贯制。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世行贷款农村

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2019〕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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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面向罗定、电白和化州符合中考报名条件的初中毕业生共招

收 306 名小学教育专业（全科）学生，这些学生的中考成绩都达到所

在县（市、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以上。学校

按照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录取了 302 人，最终报到和

签约 301人。具体情况见表 1-8。 

表 1-8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项目招生情况 

县级市 
报名 

人数 

录取 

人数 
录取比例 男 女 男女比例 最高分 最低分 

罗定市 1930 94 0.05 24 70 0.34 763 677 

电白区 931 100 0.11 18 82 0.22 723 613 

化州市 784 108 0.14 14 94 0.15 719 635 

合计 3645 302 0.08 56 246 0.23   

说明：罗定市中考总分为 820 分，茂名市中考总分为 790 分。 

 

该项自评得分为 2 分 

 

2. 提质 

学校积极推进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机

制，深化教学改革与管理，加快专业群建设的步伐，推进信息化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进创新教学团队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自评得分如下表 2-1。 

表 2-1  “提质”自评综合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得分 

2.提质 
（50 分） 

2.1 体制机制改革（4 分） 4 分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8 分） 8 分 

2.3 产教融合（10 分） 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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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得分 

2.4 实践教学（3 分） 3 分 

2.5 师资队伍（12 分） 7.7 分 

2.6 人才培养质量（8 分） 8 分 

2.7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5
分） 

5 分 

总计 43.2 分 

2.1 体制机制改革 

2.1.1 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 

学校以“扩容、提质、强服务”为总体目标，科学合理制定《罗

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9-2021年）建设规划）》，顶层

设计有了新变化。制定承接“放管服”改革规章 21 项，废、改、立

校内规章制度基本完成，汇编了党建、行政、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

规章制度。经市委编委批准完成了内设机构调整改革，人权事权管理

更加明晰。 

深化办学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中高职一体化办学，在云浮市中等

专业学校设立高职专业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推进现代学徒制和订单

班培养，提高“订单班”的质量，探索“车间课堂”精准育人。 

完善了“十大”育人体系，制定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队

伍建设和管理办法》，完善了易班和心理辅导“陆老师工作室”内涵

建设，制定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加强了教学基本建设，新制定教学管理制度 6 个，分类制（修）

订了各类人才培养方案 62 份，完成第一批专业教学标准 21 个，撰写

了精准育人教案 13份，深入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 

持续深化校园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大学生文明社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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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整改工作，联合公安、消防等部门定期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组织

扫黑除恶宣传教育专项活动。 

认真履行服务社会职责，制定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助推云浮乡

村振兴实施办法》，以“七个一”为云浮乡村振兴走在全省前列贡献

罗定职院的力量。 

虽然在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机制体制不活，办学机制单一，协同办学局

面还未完成，需要今后继续深化改革。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1.2 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一是内部机构改革。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内部机构管理，按需定编，

按编定岗，按岗定责，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办学

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云浮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同意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调整内设机构等事项的批复》（云编办

（2019）72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罗定职业技术

学院内设机构及领导岗位设置方案》，并按方案对机构职能进行合并、

调整，副处级党政管理机构由 11 个调整为 10 个，副处级教学管理机

构由 6 个增加为 7个，设置 2个正科级教辅单位，新设 3 个服务性工

作组织，完成了各机构领导岗位设置及换岗。 

二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激励教师勤奋

工作，建立健全教职工绩效考核制度，制定并实施以业绩贡献为基础、

以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绩效工资制度，

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直接挂钩，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完善，进一步完善

了职称评审制度，破除“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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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顽瘴痼疾。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1.3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 

一是制定实施方案，建立实施制度。制定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方案》，逐步实行学分互认、积累和转换制管理

制度，制订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辅修制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

制度，以保证学分制改革顺利实施。 

二是抓选修课程，发展学生的个性。通过超星网络教学平台提供

足够的通识课程供学生选学，补足学校课程选课体系，为学生个性化

选课提供丰富课程教学资源。公共体育课程让学生按兴趣分项目（模

块）选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太极拳、体操、游泳或柔道

等，利于个性的发展。学校配备了教务管理系统，方便学生网上选课

查询。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1.4 建立健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机制 

（1）坚持服务区域产业办专业。主动适应区域产业转型高质量

发展需要，建立了专业结构调整动态机制，专业围绕产业转，制定了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区域产业办专业的实施意见》，办好服务云

浮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专业。

2019年，新办新能源汽车技术和小学教育（全科）专业 2个，停招与

区域产业不相适应的专业 7个，优化了各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扩大了

装备制造类专业，在校生已超 2000 人。重点针对山区农村小学教师

下不来、留不住的困境，新增小学教育（全科）专业，首批招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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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制初中毕业生 302 人，报到签订协议 301 人，毕业后全部到粤西

北山区农村小学从教，其中，我市罗定市学生 94 人。扩大了学前教

育专业规模，在校生近 1000 人，优化了学校教育专业设置。 

（2）推进中高职一体化办学。发挥高职带动作用，在云浮市中

等专业学校设立高职专业学院，精准对接服务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求。目前高职专业学院设有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学前

教育等 6个专业，2019 年招收在高职专业学院就读学生 118 人，2020

年拟招生 680 人。与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郁南县职业技术学校、罗

定市中等职业学校、新兴理工学校、罗定市培英中专学校等 5 所中职

学校合作，完成高职扩招招生任务 1402 人，学生将于 2020 年春季入

学，在合作学校完成 3 年的学习任务。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 

2.2.1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9-2021）建设规划》

和《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十三五专业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结合专业

建设的实际，2019年学校招生专业共 7 大集群 36个专业，按对接进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师范教育集群、新

材料产业集群、电子商务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旅游集群原则，

校级立项建设电气自动化技术、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商务英语、计

算机应用技术和物流管理 6个专业群（见表 2-2）。，并向省厅推荐了

电气自动化技术、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小学教育和商务英语

5 个专业群，专业群围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

材与教法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技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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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等九个方面开展建

设，目前建设已有了一定的基础。 

表 2-2  2019 年校级专业群项目建设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 
专业群包含专业名称 

主要面向产

业 

1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业群 
黎一强 

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
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械制造与自

动化、物联网应用技术 

先进制造业 

2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群 
何  健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
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战略性新兴 

产业 

3 小学教育专业群 莫照发 
小学教育、语文教育、数学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服务业 

4 商务英语专业群 邓  霞 商务英语、英语教育、电子商务 现代服务业 

5 物流管理专业群 潘意志 
物流管理、工商企业管理、会计、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现代服务业 

6 学前教育专业群 余  蓉 
学前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

体育教育、英语教育 
现代服务业 

 

该项自评得分为 3 分 

 

2.2.2 “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 

2019年起，学校重点围绕服务国家需要、市场需求、学生就业能

力提升，结合学校实际和区域产业人才需求，从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应用开

发、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

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开展云计算

平台运维与开发应用（初级、中级、高级）、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初级、中级、高级）、传感器应用开发（初级、中级、高级）等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深化教师、教

材、教法“三教”改革，促进校企合作，建好用好实训基地，探索建

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构建国家资历框架。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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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信息化教学改革 

（1）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紧密结合信息技术先进性与学校管理和教学需求，夯实网络基础

设施，实施“网络与信息安全、数字化资源、数字校园信息化应用服

务”等项目，推进“统一数据标准、统一用户管理、统一门户平台”，

实现场馆、教室、实验室、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等传统教学场所的

数字化和信息化，以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建设情况见

表 2-3、2-4。 

表 2-3  校园网资源统计表 

主干网 

带宽 

互联网接

口带宽 

核心设 

备数 

汇聚设 

备数 

IP 地址资 

源数 

网络 

节点数 

无线网 

节点数 

1000M 3000Mbps 2 9 256 11399 68 

表 2-4  数字校园终端与多功能课室 

计算机数（台） 多功能课室（间） 

合计 

其中：教学用计算机 其中：机房用计算机 

网络多媒体教室 

合计 其中：平板电脑 公共机房 专业机房 

2460 2382 0 535 735 119 

 

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方面，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已达到 120G，数

字资源量 5003G（见表 2-5）。已建成学校教育网站群、校园资源规划

CRP 平台、校园一卡通、图书管理系统、教育财务综合管理系统、党

务系统等，完成各系统之间的集成对接，实现数据源头唯一性，确保

数据有效性。 

表 2-5  教育软件和教学资源 

名称 
资源平台 
（个） 

学科教学资源
（GB） 

名优课例 
（节） 

数字图书 
（GB） 

教学网站 
（个） 

数量 2 80 22 500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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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推进信

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2019 年，与东莞力拓科技有限公司共建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课

程中心，重点打造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学前教

育 3个专业群，以引领品牌专业建设，立项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 2个，

精品共享课程 9门。组织了 4门省级精品共享资源课程验收工作，并

有两门通过验收，1门暂缓通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已有一定的基

础，部分教学资源实现信息化。通过我校的精品课程网站、视频点播

系统和在线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建设，促进以学生为中心，采用任务驱

动、协作学习、自主和情景等线上线下教学方式的改革，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3）创造信息化条件，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2019年，学校引入了“超星”网络课程资源 54 门，丰富了全校

型公共选修课课程库，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开放云计算和大数据实训中心，使学生的实验、实训可以不受时

空和地域的限制，随时可以验证教学过程和从事技术创新，学生自主

学习的手段极大丰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计算机专业教师都

配备了便携式电脑，教师可以借助现实教学和虚拟网络两大平台完成

和学生的教学交互，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有效地解除了教学管理和

学生的隐忧。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2.4 创新创业教育 

一是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机构。为了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

代要求，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高

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新途径，根据《关于成立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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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学院的通知》（罗职院（2017）131号），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做

好顶层设计。我校于 2018 年 6 月参加由广州市茂名商会、广东万讯

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广东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理工职

业学院、晋中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茂名职业技

术学院、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政校行企·万讯创新创业学院高校联盟”。2019

年，充分地发挥了高校联盟、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在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中的作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促进校际联合、校企合作、

产教对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充分地发挥了区域

经济和服务社会的作用。 

二是制度健全。为进一步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

鼓励措施，例如《关于印发<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罗职院（2017）141号)、《关于成立罗定职业技术

学院·万讯创新创业学院双创工作领导小组及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的

通知》（罗职院创院函〔2018〕1 号）、《关于印发《罗定职业技术学

院·万讯创新创业学院双创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罗职院创院

函〔2018〕2 号）、《关于印发<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

分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罗职院（2017）121号)等一系

列制度，文件的实施，全面深化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是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硬件设施设备。已建有校园“众创空间”，

与优质企业合作共建创新创业基地。与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建众创空间，与广东远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东青年旅行社（罗

定社）、深南顺科技有限公司、九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罗定市怡城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合力创建以专业为单元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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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基地，精准推进大学生“双创”工作。 

四是提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根据政校行企·万讯创新创业

学院高校联盟“一五计划”工作要求，成立我校政校行企·万讯创新

创业学院高校联盟优秀导师库，导师库由校内 57 位从事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和 16 位由海信（广东）空调有限公司、佛山（高明）海天调

味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高管组成的。学校同时采用派出去和请进来相

结合的方式做好创新创业教师培训工作，紧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需

要，经常性地对教师开展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和讲座，通过这一系列活

动，教师们提高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思想认识，增强创新创业教育教学

与创业指导的能力。 

五是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把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作为学校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将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促进专业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创新

创业学院课程纳入学校统一管理，整合资源，突出专业特色，建立多

层次、立体化、满足个性化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从 2016 年起，人

才培养方案新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在专业课程中增加创

新创业教育模块，将创新创业思维融入知识讲授、课堂研讨、课程作

业等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建立“基础类课程、兴趣引导类课程、实

践拓展类课程”三层次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在“数字校园”平台引

入创新创业类网络课程作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见表 2-6），供学生在

线学习，在授课过程中强化实践性教学，提升课程实效性；探索将学

生完成的创新实验、论文发表、专利获取、自主创业等成果折算为学

分，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灵感，

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实施弹性学

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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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持，增强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表 2-6  2019-2020 学年度创新创业类课程开设情况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平台 

1 
精益——大学生创新
与创业 

Keep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超星 

2 
人力资源管理：基于
创新创业视角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超星 

3 
大学生创新创业降龙
十八讲 

Eighteen lectures o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超星 

4 创新创业实战 Operations of Innovative Startups 超星 

5 创新中国 Innovative China 超星 

6 走进创业 Introduc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超星 

7 创新创业  Innovative Startups 超星 

8 创新思维训练 Innovative Thinking Training 超星 

9 创业人生 Life for Entrepreneurship 超星 

10 创业法学  Entrepreneurship and Law 超星 

11 
商业计划书制作与演
示 

Business Plan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超星 

12 大学生创新基础 Innovation Basis of College Students 超星 

13 
创新、发明与专利实
务 

Innovation， Invention and Patent Practice 超星 

14 网络创业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et Startups 超星 

15 品类创新 Category Innovation 超星 

16 
创新创业大赛赛前特
训 

Training for Innovative Startups Competition 超星 

17 商业计划书的优化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Plans 超星 

18 大学生创业基础 Startup Basis for College Students 超星 

19 创业创新执行力 Execution for Innovative Startups 超星 

20 创业创新领导力 Leadership for Innovative Startups 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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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平台 

21 创业基础 Startup Basis 超星 

22 创业管理实战 Opera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超星 

23 大学生创业导论 Startup Introduc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超星 

六是双创教育成效明显。2019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人数为 13 人

（见表 2-7），占就业人数的 0.45%，比去年同期增长 0.36%，学校在

校生创新创业情况呈现上升趋势。2019 年云浮市“乡村振兴杯”创新

创业大赛，分别获得金奖一个，银奖一个，铜奖一个，优胜奖一个，

两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组织学生参加“云浮市第三届大中

专学生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喜获得佳绩（见表 2-8）。另外，我校被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定了我校符合条件的办学机构为创

业培训定点机构，具有资格面向社会进行创业培训的“广东省创业培

训定点机构”资格。 

表 2-7  2019 届毕业生创业情况一览表 

序号 系 创业人 注册公司 创业地点 

1 艺术体育系 郭宇钧 
怀集县武创拓展培训有

限公司 
怀集县怀城 

2 艺术体育系 梁光麒 
怀集县武创拓展培训有

限公司 
怀集县怀城 

3 艺术体育系 邓  霖 
佛山市鼎尚体育有限公

司 
佛山市三水区 

4 艺术体育系 甘婷如 
怀集县诗洞镇布兰诺奶

茶店 
怀集县诗洞镇 

5 外语系 李水华 
广州宝耐思酒店用品有

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 

6 外语系 唐彩燕 
汕头市得通贸易有限公

司 
汕头市龙湖区 

7 外语系 黄  婷 罗定市粤果棠饮品店 罗定市附城街道 

8 教育系 邱志焕 佛冈县五毛美食店 清远佛冈县 

9 教育系 甘  露 金榜优才书法交流中心 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 

10 教育系 郭  琳 启趣教育咨询服务部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 



 

- 21 - 

序号 系 创业人 注册公司 创业地点 

11 机电工程系 黄祖胜 艺德书法培训中心 梅州市五华县 

12 信息工程系 李伟锋 罗定市食梧饮食店 罗定市罗城镇 

13 信息工程系 孙铭诚 
新兴县东成镇荣定通信

品材店 
新兴县东城镇 

表 2-8  云浮市第三届大中专学生创新创效创业大赛获奖情况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 

老师 

1 
社会调研论
文类一等奖 

《云浮罗定地区全域景观旅游
开发与设计调查研究报告》 

张龙有  郑维嘉  李  鸿 

陈永权  谢国华 

戴中伟 

祁红媛 

2 
创意设计类
三等奖 

《汽车车速和位置智能检测系
统》 

杨俊强  李冠琪  黄廉旺 

林树盛 

赵  锋 

王  坤 

3 
创业计划类
三等奖 

《朴学 APP》 
周乐滨  罗俊浩  麦壮锐 

黄  健 

李健芸 

罗燕君 

4 
创意设计类
优秀奖 

《便携式多功能手机扫描摄影
盒》 

张振明  林锦乾  陈泽星 

陈盛海 

严森泉 

赵  锋 

5 
创意设计类
优秀奖 

《多功能竞赛手机抢答系统》 
龚展辉  刘燕丹  彭志鹏 

黄梓琳 

许应时 

李文鑫 

6 
创业计划类
优秀奖 

《乡村小客服》 

郑懿霖  陆柳言 陆美言 

陆颖媚  叶绮文  谢海秀 

叶雅婷  许燕婷 

廖永坚 

7 
创业计划类
优秀奖 

《北京东来》 

罗柳瑜  李君妍  陈莹莹 

莫玉敏  黎  冰  严  颖 

谢海彩  李周英 

卢俊鑫 

廖永坚 

8 
创业计划类
优秀奖 

《茂源箱箱环保共用公司》 

杨铮铭  何国浚  陈羽彬 

陈锐芬  卢小妹  冯晓玲 

钟嘉怡 

郭平章 

胡志权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2.5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实施 

深入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落实《教育部关于职

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

13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

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教

育成司函〔2019〕6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云浮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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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实际，制订 2019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贯

彻落实到教育教学全领域。完善了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

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十大”育人体系。 

（2）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①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研机制 

各专业在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前，充分做好前期调研工作，

建立校级-院系级-专业教学团队三级调研机制，对专业设置及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进行充分调研：一是区域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二是区域优

势产业发展人才的需求情况；三是毕业生去向情况。校级调研一般由

党委书记、校长、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调研组，重点对区域发展的重

大战略规划、区域经济及行业发展趋势，区域产业对人才需求等情况

进行调研。院系级及专业教学团队主要是对区域优势产业人才需求、

毕业生就业、岗位能力要求、工作过程等情况进行调研。通过积极调

研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域内支撑产业和优势产业企业情况，多与企业

沟通交流，疏通信息渠道，了解区域产业动态及行业产业急需人才动

态，做好人才需求数量、质量预测，为制订（修订）2019级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提供依据。 

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与审定 

指导意思。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严格按《指导意见》和《职

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参考格式及有关说明》文件要求，以及《罗

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精神，充分体现以下特点：第一，把立德树人作

为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对接国家教学标准，每个专业制定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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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分类指导，高职专业学院、现代学徒制、三二分段、

订单班等单独编制人才培养方案，所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容严格按

相关文件执行，学时学分均高于文件规定的数量，开齐开足公共基础

课程，选修课程种类丰富，学时学分比例不少于 10%。第二，贯彻 1+X

证书制度。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第三，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共同研究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

学内容，强化学生实习实训，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制（修）订定程序。各专业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及学校实际，

通过充分调研及论证，撰写专业调研报告，组建专业教学团队。教务

处组织各专业负责召开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研讨会暨工作布置会，组织

各系（学院）开展 2019 年招生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工

作。各专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职业能力、招生情况等对人才

培养方案进行制（修）订。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先后提交专业教学

委员、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论证，再提交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及党委会

议审定。2019年招生专业共 36个，依生源分类制（修）订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62份，其中普高生源三年制 35 份，初中生源五年一贯制 1

份，中职生源三二分段 9 份，社会生源三年制 20 份（第二期高职扩

招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 6 份，现代学徒制 8 份，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

计划 1 份）。各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于开课前在学校网站（网址：

http://www.luodingpoly.cn/rcpybg）公布，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

全社会监督。 

（3）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 

按《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各专业班

级教学严格按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如教学过程中需调整和更

改，须由各系（院）于前一学期末提出修改意见，填写“微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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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教务处审核，经分管院长批准后方可执行。对于先调整后报批的，

教务处一概不予受理。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2.6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1）建立教学质量的组织体系 

构建学校、系（学院）二级教学质量监控组织架构，学院层面成

立督导室，2019年成立了教学督导工作小组，学校主管教学副校长、

教务处人员、系（学院）负责人、专业带头人、教学秘书和学生信息

员为督导员。学校、系（学院）两级根据管理的职能，在不同层面上

实施教学质量监控及评价。构建“校级督导——二级督导——专业带

头人——学生教学信息员”四级诊断反馈系统，建设了诊改网站，及

时将教学信息反馈给教师，让教师对教学反馈信息作出应对措施，促

进实践教学改进。 

（2）建立了教学诊改常态化机制 

一是建立标准，形成标准体系。制定了 21 个专业教学标准（课

程、基地、队伍、学风建设等要素）和专业质量诊断标准、课程标准。

科学落实招生管理、学籍注册管理、实习管理、财务管理、章程，坚

持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二是建立“双月报”制和年度制。各专业持续对本专业建设进行

诊改，每双月撰写专业“双月”诊改报告和督导简报，每年度撰写学

校诊改年度报告，学校定期在网站公布，接受全社会对学校人才培养

质量的监督，通过报告制，不断促进专业、课程等五层面的诊改，提

高育人质量。 

三是教学检查常态化。强化课堂教学质量管控，由学校督导室、

教务处、二级教学单位负责人及督导员组成的课堂教学督查组，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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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工作进行经常性的动态监控。对授课计划、备课情况、实践授

课情况、实习指导、课堂考勤、教学日志、项目实施、教学辅导、调

课与停课等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座谈交流、学生访谈、问卷调查等方

式进行系统监督，及时了解实践教学的具体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持续对教学情况进行

诊改。 

四是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建立用人单位、行业协会、学生及家

长、研究机构的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

度，将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创业成效等作为衡量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评价体系。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3 产教融合 

2.3.1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着力加强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

制改革。在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设立高职专业学院，精准对接服务云

浮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对人才的需求。目前高职专业学院

设有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电

子商务、旅游管理、学前教育等 11个专业，2019 年招生在高职专业

学院就读学生 118 人，2020 年拟招生 680 人。与云浮市中等专业学

校、郁南县职业技术学校、罗定市中等职业学校、新兴理工学校、罗

定市培英中专学校等 5所中职学校合作，完成高职扩招招生任务 1401

人，学生将于 2020年春季入学，在合作学校完成 3 年的学习任务。 

二是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近年来，学校着力强化实

践教学，与佛山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云浮新区高丘六和企业、云

浮飞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建“订单班”，与云浮新区、佛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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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产业园氢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郁南县友源电气、罗定电商协会、罗

定铨欣集团、罗定宝捷电子等企业建立了协同育人关系，与广东青年

旅行社（罗定社）、罗定市怡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合作建立了

以专业为单元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与广州、佛山、东莞等合作企

业新创“车间课堂”精准育人，积极引导行业企业把生产车间作为实

训基地，建立了一批“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下一步，将深化“双

证书”一体化教学改革，支持企业参与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

实现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2.3.2 合作平台建设 

一是在成立云浮市学前教育职教联盟。云浮市教育局领导下，依

托我校，联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云浮市高职院校、中专学校、中职

学校、幼儿园（或幼教集团）等，自愿组成的互利性、非营利性的职

业教育办学联合体,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和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打造具有云浮特色的学前教育品牌，成立云浮市学前

教育职教联盟。联盟以“合作交流、共享资源、共赢发展”为基础，

以教学、培训、科研和社会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服务区域经济建设为

宗旨，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职业院校、行业学会协会、学前教育事业

单位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建立“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

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机制,实现职教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形成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 

二是积极完善校企合作管理制度。学校现有校外实践基地 188 个

长期稳定合作，已形成人才共育、专业共建、师资共享的校企合作运

行机制。其中接收 10 名以上顶岗实习基地 80 个，2020 届毕业生参

加顶岗实习的有 3433 人，2019 届应届毕业生被实习单位录取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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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94.47%。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3.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2019年，按照“面向市场设专业、校企合作建专业、建好专业促

就业”的专业建设思路，打造专业品牌，学校注重专业特色的培育，

在师资队伍、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与学校校企合

一、产学一体的合作单位——罗定市鸿祺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罗定市

劲松复印部等支持学校修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基地，改革教学模式，

形成特色，创出品牌出资出力，共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为 84.4

万元。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3.4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机电一体化专业与佛山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云浮新区高丘六

和企业、云浮飞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共建“订单班”，有

84 名学生参加“订单班”；小学教育（全科）与广东省教育厅、罗定

市教育局、电白教育局和化州教育局共建定向培养“订单班”，有 301

名学生；学校共订单学生 385 名，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全日制学生总

数 9421 人(2019 年普通高职在校生),占 4.09%。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3.5 现代学徒制试点 

为提升服务中国制造 2025 的能力，学校确定制装备制造类专业

群是学校重点建设的专业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积极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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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改革、推动专业群建设，以提升服务中国制造的水平。随着机

械、汽车、电子等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员工有提升学历

的需求，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满足合作企业对员工人才培

养的需求，使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企业捆绑发展。为此，学校与东莞

市创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等 9个企业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成功申

报了电气自动化技术等 8 个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完成 380 名自主招

生指标，见表 2-9。 

表 2-9  与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状况 

专业名称（全

称）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班

级

数 

培

养

学

徒

数 

企

业

师

傅

数 

企业承担的

教学课时数

（学时） 

合作企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 2 50 2 2636 
东莞南城新科磁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50 5 2676 

东莞南城新科磁电制品有限公司 

百汇精密塑胶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技术 2 50 6 2640 
东莞南城新科磁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数控技术 2 50 3 2622 
百汇精密塑胶模具（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 50 3 2584 
东莞南城新科磁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1 50 1 2658 广东万讯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管理 1 100 4 1098 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罗定分社 

体育运营与管理 1 30 5 2490 逸年四季（广州）运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该项自评得分为 2 分 

 

2.3.6 标准与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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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牢固树立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

心的发展观，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坚持德育为先，能

力为重；坚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

整体规划、系统培养，促进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坚持先进性

和可行性，遵循专业建设规律，制订了第一批含电气自动化技术等 21

个专业的教学标准。这些专业实现了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

设置与职业岗位、课程教材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

深度对接。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4 实践教学 

2.4.1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2019年学校根据“创新强校工程”的要求，努力加强实训实践基

地建设，对培养学习动力能力和践行“工匠”式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对原实训楼 203 投入 38.25 万元改建提质成“全脑思维能力培

养示范性实验室”，对装备实训中心东侧的原焊工室投入 74.70 万元

改建提质“光伏工程技术实训室”，投入 34.77 万元提质“云浮市电

子信息产业服务中心”、创新创客实训室(众创空间)，对原校门西侧

经管系实训基地投入 39.91万元改建提质成“电商实训交易空间实训

中心”。 

经过实验室的调配、改建和提质，到 2019 年末累计校内实践教

学工位数 5113 个，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0.54个。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4.2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 50%以上的专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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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推进国家教学标准落地

实施，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学校根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职业教育要强化实践

环节，加强实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上。

在制定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时积极推行认知实习、跟岗实习、顶岗

实习等多种实习方式，2019 年制定 45个人才培养方案（含 9 个三二

分段人才培养方案），所有专业均达到“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

例超 50%以上”的要求，占比 100%，实现了实习强化以育人为目标。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4.3 实习管理 

在实习管理方面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认真

落实实习组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程中的“无协议不实

习”、学生权利保障“六不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得”等要

求；保障学生安全顺利完成实习任务，一下是实习管理过程的一些做

法： 

（1）组织领导到位 

成立了校系两级实习工作领导组织，学校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由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党政办公室、人事处、教

务处、学生处、团委、财务处、纪检监察处、后勤处和教学系(院)主

要负责人，负责统筹管理实习工作，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

务处。各系的实习工作指导小组由系主任担任组长，各系辅导员、班

主任和业务指导教师为成员，具体落实各系学生实习管理工作。实习

工作前，以系为单位分别召开实习动员会，组织学习实习工作文件，

明确实习各环节工作要求，指导学生选择实习单位和岗位、签订实习

协议，按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组织开展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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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校企协同育人、校系齐抓共管的实习管理机制。 

（2）规章制度到位 

高度重视实习管理规章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关于印发<罗定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罗职院﹝2005﹞

73 号）、《关于印发<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聘用兼职教师指导学生毕

业实习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罗职院﹝2007﹞100 号）、《关

于加强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管理的通知》（罗职院﹝2010﹞10 号）、《关

于印发<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实施办法

的通知》(罗职院﹝2010﹞80 号)、《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实训）

基地建设方案和管理规定（暂行）》、《关于进一步落实外聘毕业实习

指导教师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

成〔2016〕3 号，以下简称《规定》）颁布后，学校迅速学习贯彻，院

长办公会议组织了专题学习，各系组织了专项学习和研究，在学习基

础上，修订原有管理规章，制定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管理

办法（试行）》（罗职院〔2017〕49 号）、《关于印发<罗定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实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试行）>的通知》（罗职院〔2017〕

109 号），从而建立了学生实习组织管理、过程管理、质量管理、成绩

考核和指导教师保障、实习基地建设等实习全过程的管理制度，有效

保证了学生实习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3）管理指导到位 

严格按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管理指导学生实习，建立了班主任、

校内指导教师和校外实习指导教师的三线协同管理机制。班主任负责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习纪律和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校内实习指

导教师负责学生业务指导和毕业设计指导，外聘实习企（事）业单位

指导教师为职业技能导师，采用“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方

式对实习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和指导。教育类专业学生实习的校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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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师主要是所在学校的教务主任、经验丰富教学名师等，对实习生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技能进行指导和训练。双方共同制订学生

实训计划，对学生的实训内容进行准备与教学。非教育类专业学生实

习的校外指导老师主要由所在企业的高管、能工巧匠、高级技师担任，

对学生的岗位技能进行指导和训练。实习指导老师还负责对学生实习

情况进行考核。校内实习指导教师负责考核职业素养、业务素质、实

践教学任务完成等情况；班主任负责职业道德、思想品质及安全教育

方面的考核。校外实习指导教师负责考核在单位期间遵守纪律、工作

态度、工作任务完成、实践技能提升等内容。各项考核结果集中登记

在《校内指导教师记录表》、《校外指导教师记录表》、《学生毕业实习

鉴定表》中，其中《学生毕业实习鉴定表》将放入学生档案。 

（4）责任落实到位 

学校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实习作为人才培养教学工作的重要环

节，认真组织开展学生的实习工作。依据 2020 届毕业生人才培养计

划拟定《关于做好 2020 届毕业生顶岗实习和车间课堂教学工作的通

知》（罗职院〔2019〕41 号），安排了 2019-2020学年学生实习工作，

具体时间安排是 2019 年 6 月份为实习准备阶段（其中 2019年 7-8 月

份为暑假）、2019年 9 月-2020 年 4 月份为顶岗实习阶段（其中 2019

年 1-2 月为寒假）、2020年 5-6月份为车间课堂教学。截止 2020 年 5

月份，2019—2020年参加实习学生共有 3433 人，有 212人校内实习

指导老师，校外有 3146 实习指导老师，其中大部分学生是由学校统

一安排在学校实习基地实习，少数学生申请自主选择实习单位，都签

订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自主联系实习单位申请表》。到目前为

止，学生实习安全稳定，没有发生事故、纠纷。 

①强化巡视指导。校领导定期或不定期到校外实习基地检查、指

导实习，各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教师每学期直接到实习单位指导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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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次，并通过学生填写的《校内（外）指导教师满意度调查表》，对

实习指导情况进行反馈。其中每一个学生都配备一个校内指导老师和

一个校外指导老师，校内指导老师全程跟踪指导，加强了学生实习工

作的全方位、全过程的指导和管理。 

②强化实习组织。学生实习开始前，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

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按专业培养目标安排学生到与学生所学

专业对口或相近的工作岗位实习；根据走访核查各实习生、实习单位，

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没有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 10%，也没有

超过同类岗位职工总数的 20%等情况； 

③强化学生权益维护。在组织学生参加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前，

严格落实“无协议不实习”规定，修订《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

协议》（2018版），与实习单位、学生签订符合规定、切实维护各方权

益的实习协议，不存在违规签署合同、签署虚假合同等情况。实习生

实习报酬，严格按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直接支付给

学生，没有通过第三方支付。不存在学校借学生实习与实习企业、劳

务中介机构之间进行利益输送，收取劳务费、中介费的情况；不存在

克扣或拖欠实习学生报酬、安排学生从事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内、

安排学生节假日实习或加班和夜班等情况。学校在学生实习前，均为

学生统一购买实习责任险，并要求用人单位也必须在学生入职时根据

工种不同购买相应的保险，保障学生实习期间人身安全和学生的基本

福利。 

④强化实习基地建设。坚持协同实习育人，根据实习工作计划，

实地考察确认实习单位，考察内容包括：单位资质、诚信状况、管理

水平、实习岗位性质和工作计划等，并形成考察评估书面报告。通过

实地考察，分别与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顺德、惠州、肇

庆、云浮等地的人社部门、行业协会及各地的罗定商会共建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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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三角地区、粤东地区、粤西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100 多个。 

⑤强化实习单位履责。与学生实习单位商议确定，由实习单位安

排专门的管理人员（校外指导老师）对实习生进行业务培训、技术指

导和日常管理，为实习生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

根据实习生实习岗位的实际情况，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须的劳动防

护用品；实习期间，除不可抗力之外，不以岗位减少等理由辞退实习

学生；按时支付实习生实习期间工资，为实习生交纳工伤保险，负责

处理实习生的疾病治疗、保险理赔等事宜；协助学校对实习学生进行

月考核和总结鉴定。从自查情况看，各实习单位均履行了双方约定的

职责。 

(五)实习情况分析 

认真落实实习组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程中的“无

协议不实习”、学生权利保障“六不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

得”等要求，并严格执行《规定》中对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实习考

核和安全职责等方面的要求，务求做好实习相关工作。 

2020届学生从 9 月份开始进行实习。其中，到企业、私营企业、

民营企业实习占主流；而到事业单位、国企等实习的比例相对较少且

多以分散实习为主；实习相关方向主要面向未来就业选择。整体上实

习岗位基本能与专业对口，实习生勤勤恳恳、坚守岗位、认真学习，

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学习进步明显，表现出

比较成熟的职业精神风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学生对以后所要从

事的岗位工作也增加了不少信心。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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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师资队伍 

2.5.1 生师比 

2019 年专任教师 486 人，聘请校外老师 107 人，折合教师数为

503 人，普通高职在校学生人数 9421 人，生师比为 18.75：1，达到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2 号规定要求。见表 2-10。 

表 2-10  2019 年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统计情况 

专任教师 折合教师数 普通高职在校学生数 生师比 

486 503 9421 18.75:1 

 

该项自评得分为 2 分 

 

2.5.2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 

2019年“双师”素质教师人数 259人，“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所

占比例 53.29%，没有达到 68％的要求，见图 2-1。 

 

图 2-1  2019 年“双师”素质教师占比 

 

该项自评得分为 0 分 

 

2.5.3 新招聘专业课教师中，具有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

高职以上学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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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招聘教师 17 人，其中研究生学历 1 人。专业涵盖计算

机、机电、外语等学科，有力地改善了我校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在

新招聘专业课教师中，具有三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

历比例为 0。 
 

该项自评得分为 0 分 

 

2.5.4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 

学校非常重视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提升教师实践教学水平，制定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到企业实践

管理暂行办法》，规范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的工作流程，并把教师到

企业实践纳入职称评审条件。2019 年我校教师共有 55 人参加了到企

业实践锻炼活动，占校内专任教师的比例是 11.32%，符合 10%的专任

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要求，而且 55 人均满足年度年度连续到企业实践

3 个月以上的加分条件。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2.5.5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促进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故特邀企业内的员工来我校兼职教师一职。其

中我校专业课总学时 158499 节，校外教师总学时为 13906，企业兼

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为 8.77%，低于 25%的要求。 
 

该项自评得分为 1.2 分。 

 

2.5.6 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 

一是引进（入选）高层次（技能）人才。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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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48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 人，广东省高

等学院“千十百人才培养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1 人。以名师引领队伍

建设，有南粤优秀教师 4 名，市级教学名师 1 名，校级师德标兵 3 人，

校级教学名师 4 人，专业领军人才 9 人、优秀教师，推进建设 15 支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按“双师型”结构教学团队要求，聘请企业

能手、劳动模范等到学校任教，“双师”素质教师 216 人，“双师”素

质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比例 51.55%，师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表 1-2  专兼结合“双师型”师资队伍情况表 

年度 

教职 

工人 

数 

专任 

教师 

人数 

高级职称 

教师 

硕士及以上 

教师 
双师型教师 

骨干

教师

人数 

校外

兼职

教师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2015 503 462 42 9.09 206 44.5 211 45.6 97 117 

2016 628 425 49 10.89 2 

 

 

55.11 216 48 97 154 

2017 584 422 50 11.85 245 58.06 233 55.21 94 127 

2018 574 455 44 9.67 239 52.53 217 47.69 92 134 

2019 584 419 48 11.46 211 50.36 216 51.55 141 113 

二是加强“师德学风”建设。通过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加强教

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教师

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在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聘、人才项目申报等

工作中，加强对师德师风的审查把关。日常工作中坚持潜心立德树人，

大力弘扬“诚朴勤学、砺能求索”的校训文化，积极传播“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校风，全面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风，着力

倡导“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学风，并经常开展各类师德学风教育

活动。例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组织管理干

部、教师前往长岗坡渡槽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等。同时还建立

较好的促进机制，例如将教师的师德学风情况纳入评优、评奖、评职

称、年度考核等众多评比活动中等。还进一步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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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师德建设的意见》（罗职院〔2017〕15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

落到实处，并且大力开展了师德教育主题活动月等活动，内容涵盖征

文、微视频征集、座谈交流等项目，期间共评出 11 篇优秀征文和 3

部优秀微视频。通过持续深入开展“师德学风”建设，使得教师的道德

水平、服务意思都有较大提升，全校上下形成了和谐共进的工作氛围，

展现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是深入挖掘教师队伍中的先进典型。通过激励党员教师争做先

锋楷模，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校教师自觉传承优良师风，

涵育校风、师风、教风正能量。其中 2019 年省级以上教学能力竞赛

4 人获奖，2019 年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获奖 24 人教

师，省级科研和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立项 34 项，教师发表科研论文 126

篇（核心期刊 10 篇）、主编参编教材 17 部，教师获得省级以上荣誉

12 项，林彩梅获“广东省五一巾帼奖”称号，何玉兰获“广东省征兵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赖育煌获“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该项自评得分为 3 分 

 

2.6 人才培养质量 

2.6.1 毕业生满意度 

2020 年 4 月 20 日-22 日，我校通过“广东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跟踪

系统”调查毕业生满意度。2020 届毕业生总人数 3433 人，参与调查毕

业生 2882 人/份，有效问卷 2639 份，回收率达 97.43%，如图 2-2 所

示。（省教育厅没有正式公布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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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学生满意度统计 

该项自评得分为 2 分 

 

2.6.2 雇主满意度 

2019年度,收回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有效问卷 409 份，用人单位

普遍反映，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政治素质高，业务过硬，工作中吃苦耐

劳，勤学好问，90%的毕业生被用人单位评价为较满意以上（详见图

2-3）。（省教育厅没有正式公布调查结果，此调查结果为学校调查） 

  

图 2-3  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总体评价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2.6.3 教师满意度 

2020 年 4 月 20 日-22 日，我校通过“广东高职人才培养质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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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系统”调查教师满意度。参与调查教师 259 人/份，有效问卷 236

份，回收率达 87.08%，如图 2-4 所示。（省教育厅没有正式公布调查

结果） 

 

图 2-4  教师满意度统计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2.6.4 新生报到率 

2019年三年制大专新生报到 3169 人，报到率 82.87%。五年一贯

制报到 301 人，报到率 99.67%。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6.5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2019 届毕业生专业有 38 个，毕业生总人数 2945 人，其中师范

毕业生 1221 人，非师范类毕业生 1757 人。截至 2019 年 9 月 1 日，

我校 2019 届毕业生已就业人数 2858 人，初次就业率为 97.05%。其

中，师范类毕业生就业率为 97.17%，非师范类毕业就业率为 96.98%。

（详见表 2-11、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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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2019 届毕业生各系初次就业率统计表 

系 学生总数 已就业人数 待就业人数 初次就业率 

教育系 543 543 0 100.00% 

外语系 420 408 13 96.91% 

信息工程系 350 343 7 98.00% 

经济管理系 734 698 35 95.23% 

艺术体育系 424 398 26 93.87% 

机电工程系 474 468 6 98.73% 

总计 2945 2858 87 97.05% 

表 2-9  2019 届毕业生各类型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生 

类型 

参加就
业人数 

已就业人
数 

未就业人
数 

专业对口
人数 

就业率 
平均薪

酬 

专业 

对口率 

师范类 1221 1186 35 902 97.13% 2688 76.05% 

非师范类 1724 1672 52 1248 96.98% 3212 74.69%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6.6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 

2019 届毕业生在广东地区工作的比例为 98.94%，其中，服务云

浮地区的毕业生有 565人，占就业人数的 19.78%；升学人数为 25人，

占已就业毕业生总数的 0.87%；毕业生就业质量较好，专业对口率较

高，对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的比例为 75.75%，没有达到≥80%的要

求，但符合<80%但≥70%的条件。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2.7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 

2.7.1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 

学校以各类各级职业技能竞赛为平台，充分调动学生提高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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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每学年，各系都组织一系列的学生技能竞赛活动，如教育系

的“模拟课堂”竞赛、“秘书”技能竞赛；外语系的“英语口语”竞

赛、“英语写作”竞赛；电子信息系的“计算机拆装”竞赛、“网络综

合技能”竞赛等等，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了人人锻炼技能、提高技能的

良好氛围。此外，学校大力倡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学生在

国内各项竞赛中捷报频传，在省级及以上大赛中获得 38 个奖项（见

表 2-13）。 

表 2-13  2018—2019 学度职业技能竞赛获奖情况 

序

号 

竞赛 

级别 
竞赛名称 

竞赛 

类型 
名次 姓名 

指导 

教师 

1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二等奖 伍宏移 苏红梅 

2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团体赛 二等奖 刘玉贞 苏红梅 

3 省级 
“新时代好少年”广东省青少年

书画大赛 
个人赛 二等奖 梁慧君 唐朗佳 

4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英语口语（非英语专

业组）赛项高职组 

个人赛 三等奖 黄晓玲 林曙梅 

5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黄文俭 
欧国成 

方开红 

6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蔡俊滨 
欧国成 

方开红 

7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龚展辉 
欧国成 

方开红 

8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曾兆锋 
罗才华 

宁建飞 

9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周翊坤 
罗才华 

宁建飞 

10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林海志 
罗才华 

宁建飞 

11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姚伟杰 
徐燕飞 

关洪芬 

12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陈美妃 
徐燕飞 

关洪芬 

13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林芷琴 
徐燕飞 

关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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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竞赛 

级别 
竞赛名称 

竞赛 

类型 
名次 姓名 

指导 

教师 

14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卓杰 
罗才华 

陈火荣 

15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邓红星 
罗才华 

陈火荣 

16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团体赛 三等奖 张达 
罗才华 

陈火荣 

17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团体赛 二等奖 罗俊浩 
罗燕君 

彭治 

18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团体赛 二等奖 钟文生 
罗燕君 

彭治 

19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团体赛 二等件 周乐滨 
罗燕君 

彭治 

20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团体赛 二等件 吴升群 
罗燕君 

彭治 

21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

大赛 

团体赛 二等奖 温小倩 
王秋玉 

李名扬 

22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

大赛 

团体赛 二等奖 卢巧纯 
王秋玉  

李名扬 

23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

大赛 

团体赛 二等奖 魏文玉 
王秋玉 

李名扬 

24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

大赛 

团体赛 二等奖 庄秋菊 
王秋玉 

李名扬 

25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现代电气控制系

统安装与调试赛项（高职组） 

团体赛 二等奖 
黄宇雄 

曹树杰 

黎一强 

曾繁玲 

26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现代电气控制系

统安装与调试赛项（高职组） 

团体赛 三等奖 
古俊强 

陈锦煜 

黎一强 

曾繁玲 

27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

务”赛项（高职组） 

团体赛 三等奖 
黄冠豪 

肖麒麟 

张永霞 

赵锋 

28 省级 

2018-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赛项

（高职组） 

团体赛 三等奖 
肖智铖 

蔡俊森 

叶金虎 

魏敏 

29 省级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导游

服务赛项 
个人赛 三等奖 陈冰玉 

郭丽 

王玲 

30 市级 
云浮市“乡村振兴”杯创业创新

大赛 
团体赛 铜奖 肖林美 

郭平章 

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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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竞赛 

级别 
竞赛名称 

竞赛 

类型 
名次 姓名 

指导 

教师 

31 省级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团体赛 优秀奖 肖林美 

郭平章 

张权 

32 国家级 
SAKURA 国际青少年艺术家大

赛中国赛区声乐项目 
个人赛 金奖 梁冬 康良生 

33 省级 

第十三届广东大中专学生校园

文体艺术节之安全生产主题海

报设计大赛三等奖 

个人赛 三等奖 郑远茹 赖育煌 

34 省级 
十二届广东省科普作品创作大

赛科普创作 
个人赛 二等奖 罗梦露 林雄 

35 省级 
十二届广东省科普作品创作大

赛科普创作 
个人赛 优秀奖 郑远茹 林雄 

 

该项自评得分为 5 分 

 

3. 强服务 

2019年，学校立项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积极承担省

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大力开展社会服务，自评得分见表 3-1。 

表 3-1  “强服务”自评综合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得分 

3.强服务 
（20 分） 

3.1 科技研发（5 分） 4 分 

3.2 社会服务（6 分） 6 分 

3.3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
果（5 分） 

5 分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4 分） 2 分 

总计 17 分 

3.1 科技研发 

3.1.1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 

科研作为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的重要

支撑。学校在重视教学质量的同时，不断规范相关科研制度，积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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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教师们参与科研。由于学校对教师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教师们参

与科研的积极性不断提升，省级课题的立项捷报不断传来。 

2019年，学校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26 项。其中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课题 2 项，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指委课题 1 项，广东

省教育厅课题 18 项，广东省科技厅项目 2 项，省团委的“攀登计划”

课题 3 项，见表 3-2。 

表 3-2  学校教师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序

号 
负责人 项目类目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1 刘小园 
关于“天诚汇智”创新促教

基金拟资助课题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分析的交

互式教学平台构建——以计算

机相关专业基础学科课程为例 

2 陈火荣 
关于“天诚汇智”创新促教

基金拟资助课题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基于知识共享的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 

3 马爱梅 
第二期“全国高职外语教

学改革课题”一般课题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大学英语

写作教学研究 

4 刘小园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

类项目 
省教育厅 

云浮市特色农产品智能营销大

数据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5 李志军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

类项目 
省教育厅 

新时代村干部角色定位研究—

—以粤西地区为例 

6 吴渝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

类项目 
省教育厅 

基于成果导向的师范生微格训

练研究 

7 赖育煌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

人才类项目 
省教育厅 

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8 郭智文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

人才类项目 
省教育厅 

反思与构建：共同体视域下乡

村实习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 

9 黎宇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

人才类项目 
省教育厅 

粤西地区休闲体育公共服务群

众参与度与时效性的调查研究 

10 何美玲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

人才类项目 
省教育厅 

政府治理视野下云浮市营商环

境优化研究 

11 蒋绍萍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项目 
省教育厅 

“新师范”建设背景下农村小学

全科教师美术素养的职前培养

研究 

12 李海霞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项目 
省教育厅 广东省儿童体适能开展研究 

13 马爱梅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项目 
省教育厅 

基于成果导向的小学全科教师

培养机制研究 

14 黄继章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项目 
省教育厅 

高职健身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

革研究 

15 苏红梅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项目 
省教育厅 

问题导向教学模式--小学全科

教师专业学科核心素养提升探

索 

16 谢碧洪 广东省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省科技厅 
面向山区农业的高效智能节水

灌溉应用研究 

17 王慧琳 广东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省科技厅 
建设校园科普馆，开展科普教

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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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彩梅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立项 
省教育厅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实践教学

质量监控与教学评价体系的研

究与实践 

19 刘小园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立项 
省教育厅 

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分析的混

合教学模式研究——以计算机

网络基础课程为例 

20 邓伟英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立项 
省教育厅 英语微格教学与微课的研究 

21 钟满田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立项 
省教育厅 

基于产教融合的山区高职院校

“新师范”专业认证研究与实践 

22 莫照发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立项 
省教育厅 

基于“SCL”和“PCK”核心理念

的教育类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

实践 

23 欧敏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立项 
省教育厅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高

职政校合作村干部班课程改革

研究与实践——基于云浮市村

干部大专学历班教学改革与实

践 

24 叶伟群 科技发明类 省团委 
汽车驻车制动器智能报警系统

（指导老师：赵锋） 

25 黄旭桐 自然科学类 省团委 

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农产品智能

营销中的应用研究（指导老

师：刘小园） 

26 张龙有 哲学社会科学类 省团委 

生态旅游视角下云浮全域景观

旅游开发与设计研究（指导老

师：祁红媛） 

 

该项自评得分为 3 分 

 

3.1.2 拨入科研经费总量 

由于办学经费紧张，学校的科研经费投入相当不足，尽管如此，

学校每年依然划拨一定经费支持教师做好科研工作。2018 年学校拨

入科研经费 10.00 万，学报经费 5.00 万元，学术活动经费 2.00 万

元，共计 17.00 万元；2019 年学校拨入科研经费 42.00 万，学报经

费 6 万元，学术活动经费 2.00 万元，共计 50.00 万元。大幅提升的

主要原因在于各项目立项政策的倾斜和教师的努力申报。另外，在学

校科研制度的支持下，课题资助也有所提升。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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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服务 

3.2.1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近年来，学校做了专业调整等较多改革性工作，并明确了服务地

方的办学定位，加强了学校各层面的地方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2019

年度横向课题到账金额为 12.70 万，学校在与罗定市恒兆蒸笼有限公

司等企业进行技术攻关的同时，也加强了学校与地方企业的紧密联系，

见表 3-3。 

表 3-3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明细 

序号 项目名称 
被委托

人 
委托单位 

到账金额

（万元） 

到账时

间 

1 
一种氮氧化合物废气处理

系统的创新设计与应用 
叶金虎 

广东金业贵金属有限公司

（2017 年省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 

3.6 2019.4 

2 

高频变压器针脚生产关键

问题分析及相关装置核心

技术创新设计与应用 

吕  莹 罗定市嘉裕电子有限公司 3.6 2019.4 

3 
关于校企共建产学研实训

基地的项目合作协议 
严森泉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品有

限公司 
1.05 2019.11 

4 中南机械车间课堂 叶金虎 佛山市南海中南机械有限公司 2.6 2019.9 

5 高丘六和车间课堂 刘海庆 
高丘六和（云浮）工业有限公

司 
1.85 

2019.9/

2019.10 

 

该项自评得分为 3 分 

 

3.2.2 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 

随着学校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我校立足于促进劳动者

素质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晋升及其他

短期培训力度，培训规模和培训质量有了长足的增长，非学历培训人

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达到了 7.21。 

职业技能晋升培训创新高。依托学校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广泛

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培训工种包括电工、焊工、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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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网商运营、育婴员、保育员、妇婴护理、花生高产栽培等 8种的

初、中、高级，培训学员 1836人次，培训时间为 30 天，合格率达到

90%以上。和上一年相比，培训工种增多了，新增加了“花生高产栽

培”这一农业种植技术工种，立足服务我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

使我校的职业技能培训更加贴近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惠及普通老百

姓。其次，培训人数大幅增加，较 2018年培训 1228人次，增长 49.5%。

再次，培训质量显著提高，其中家政服务职业培训效果尤为突出，培

训人数达 1188 人，合格率达 98%以上，被罗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推荐为云浮市级家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 

短期培训出新成果。随着学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由

于学校与云浮市委组织部联合开办的“村（社区）”、“两委”干部大

专学历办班效果突出，不仅获得了村干部学员们的高度评价，更得到

了云浮市委组织部及各地方组织部的高度认可好评。2019 年受罗定

市委组织部委托，开办了罗定市村（社区）“头雁”短期脱产培训班，

共七期 350 人，已培训两期 99人，为期 13天。还承办了“2019 年云

浮市关工委农村创业青年特色农作物培训提高班”，共培训 39人，培

训效果良好。此外，继续开展了中断一年的云浮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健

康教育 C证培训，本次培训规模庞大，覆盖罗定市、云安区和新兴县

各中小学校，共培训 2874 人，面授培训 4 天，扩宽了云浮市基础教

育阶段教师的心理健康知识面，更好地开展教育工作，见表 3-4。 

表 3-4  2019 年学校技能培训汇总表 

序号 培训种类 
2018 年 

培训人次 

2019 年 

培训人数 

培训 

天数 

1 罗定市职业技能晋升培训 1228 1836 30 

2 
云浮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 C

证培训 
0 2874 4 

3 
云浮市关工委农村创业青年特

色农作物培训 
0 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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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定市委村（社区）“头雁”脱

产培训 
0 99 13 

合计 67941 人/天 

 

该项自评得分为 3 分 

 

3.3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 

3.3.1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 

2019年度学校教师的科研热情依然不减。从中国知网数据得知，

本校教师去年共发表论文 167 篇（其中北核和南核源刊 16 篇），与

2018年相比，发文量提升了 20.1%。另外，本年度学校各项专利成果

19 项（其中实用新型 8 项，软著 7 项，外观设计 4 项）见表 3-5，与

2018年相比，专利成果数量提升了 130%。 

表 3-5  2019 年学校教师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负责人 题目或名称 发布日期 所属部门 专利类别 

1 蔡长征 一种计算机数据安全防护装置 2019.1 信息工程系 实用新型 

2 曹士玲 一种票据凭证粘贴装置 2019.1 经济管理系 实用新型 

3 符  特 机械设计用多功能测量装置 2019.11 机电工程系 实用新型 

4 叶金虎 一种全自动热处理装置 2019.11 机电工程系 实用新型 

5 刘海庆 

一种多功能折叠椅 2019.6 机电工程系 实用新型 

一种多用螺丝刀 2019.8 机电工程系 实用新型 

6 李  闯 一种电子通信柜内电器保护装置 2019.11 机电工程系 实用新型 

7 李海霞 一种防护效果好的用跨栏架 2019.12 艺术体育系 实用新型 

8 谭玉玲 

图像画线算法处理软件 V1.0 2019.11 

社区教育学院 

软著 

计算机网络安全信息管理软件 V1.0 2019.12 软著 

9 宁建飞 
“互联网+”时代企事业人力资源信息

管理系统 
2019.02 信息工程系 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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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负责人 题目或名称 发布日期 所属部门 专利类别 

10 蔡长征 

基于云计算的信息管理系统 2019.7 信息工程系 软著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管理系统 2019.5 信息工程系 软著 

11 徐小凤 

古筝教学 app 软件 V1.0 2019.11 艺术体育系 软著 

乐理视唱基础教程视频 APP 软件

V1.0 
2019.11 艺术体育系 软著 

12 张勤利 

耳坠-时尚裙 2019.10 艺术体育系 外观设计 

耳坠-旗袍 2019.10 艺术体育系 外观设计 

耳坠-T 恤 2019.10 艺术体育系 外观设计 

13 赖育煌 动漫拷贝台 2019.07 艺术体育系 外观设计 

 

该项自评得分为 5 分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 

3.4.1 合作办学 

整合各方有用资源，加快中外合作办学等项目建设，搭建合作信

息平台，畅通交流渠道，推进我校教育对外开放健康发展，加强与马

来西亚城市大学的交流合作，探索建立教师发展境外培养平台，加大

教师出境培训学习的比例，学习国外先进职教模式，全面提升教师国

际化视野,鼓励推荐有条件有意向的学生赴马来西亚城市大学短期研

修与见习，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真正做到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教职工队伍。 
 

该项自评得分为 0.5 分 

 

3.4.2 交流合作项目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引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进共建“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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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粤外教〔2018〕52 号）

进一步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要求及我校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经

与马来西亚城市大学协商，结合学校实际，2019 年 9月 26 日，我校

与马来西亚城市大学签订合作交流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两校之间实行

学生交流与互派、教师学历提升等交流与合作项目。这将大力助推我

校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开了我校对外交流合作的窗口，有利于提

高学校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合作。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3.4.3 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无项目。 
 

该项自评得分为 0 分 

4. 综合绩效 

2019年，学校加大资源统筹力度，不断完善支出结构，不断完善

内控体系，财务信息化水平和预决算水平不断提高，强化“创新强校

工程”项目管理，自评得分见表 4-1。 

表 4-1  “综合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评得分 

4. 综合绩效 
（10 分） 

4.1 公办学校生均拨款水平和民办
学校教学经费支出比例（3 分） 

0 分 

4.2 经费支出结构（4 分） 3.5 分 

4.3 经费支出进度（3 分） 2 分 

总计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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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办学校生均拨款水平和民办学校教学经费支出比例 

4.1.1 公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2019年，学校收到“2050305 高等职业教育”科目财政拨款 3174

万元，其中财政专项经费 1974.00 万元，2019年末高职学生人数 9421

人，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3369.07元，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2095.32

元，没有达到“≧1.5 万元”或“<1.5万元但≧1.2 万元”的要求。 
 

该项自评得分为 0 分  

4.2经费支出结构 

4.2.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 

2019 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支出 6396.48 万元，2019 年公办

学校总支出 10834.75 万元，2019 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

比例 59.04%。 

学校在办学经费极度紧张的条件下，在确保人员经费等刚性开支

的基础上，努力开源节流，筹措资金用于学校发展，实现在职人员经

费占总支出比例满足 55%≤占比＜60%的条件。 
 

该项自评得分为 1.5 分 

4.2.2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 

2019 年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 1507111 元，2019 年末高职学生人

数 9421 人，2019 年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 159.97 元。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4.2.3 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经费情况 

2019 年教师工资总额 5035.54 万元，2019 年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支出 76.64 万元，2019 年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支出占工资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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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学校在办学经费极度紧张的条件下，努力安排资金用于师资

队伍建设，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支出占工资总额比例＞1.5%，成效明显。 

2019 年教师总数 445 人，2019 年师均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支出

1722.29元。 

该项自评得分为 1 分。 

 

4.3 经费支出进度 

4.3.1 公办学校预算执行进度 

根据 2019 年决算报表，云浮市国库下达学校财政资金 3453.44

万元，支出 3423.44 万元，支出进度 99.13%。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省级部门预算支出进度情况表》，省直单位支

出平均进度 96.89%，学校与省平均进度的差值满足 0≤差值＜10%的

条件。 
 

该项自评得分为 2 分 

 

2019年，是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突飞猛进的一年，学校在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提高教职工培训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培训

质量、提高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新校区（西

校区）建设项目获罗定市发改局的立项，学校的扩容提质得到进一步

提升。全体教师本着忠诚、奉献、创新的精神，坚持与时代发展相融

合，价值共创，资源共享，主动对接产业，支撑行业，服务企业，为

地方经济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

为全面提高学校整体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校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结合自身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自 2014 年启动“创新提升工程”以来，自主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建设

规划“创新强校工程”，借助“创新强校工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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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断优化自身条件，在此背景下，学校将抓住机遇，迎接新技术、

新技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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