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
（16个）

观测点（31
类）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1体制机制改

革（4分）

1.1.1学校在

人事管理、人

才培养、科研

、资源配置等

方面的体制机

制改革，措施

得力，成效显

著。（4分）

专家定性评价 4.00

1.1.1-01学校牵头的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获批为广东省示范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单位

1.1.1-02学校牵头的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批复文件

1.1.1-03 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1.1-04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于2018年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佐证

1.1.1-05学校的“畜牧兽医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制”公开出版

1.1.1-06学校的“高职本科一体化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2018年验收证明

1.1.1-07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1.1.1-08现代学徒制相关相关制度建设汇编

1.1.1-09学校报送2018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自查的报告

1.1.1-10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工作的通知

1.1.1-11《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8年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工作的通知》

1.1.1-1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制管理办法》

1.1.1-1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积累与转换管理办法》

1.1.1-1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校企“双岗互聘”管理办法（试行）》

1.1.1-15学校“广东农村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获省教育厅批准立项证明

1.1.1-16学校“广东农村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获批由试点转示范推广

1.1.1-17 2018年学校成功获批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证明

1.1.1-18学校“广东农村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获省教育厅批准试点转示范推广

1.1.1-19学校成功获批为科技部“星创天地”证明

1.1.1-20学校成功获批为农业部“首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证明

1.1.1-21  2018年学校获批为“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证明

1.1.1-2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休学创业管理办法（试行）》

1.1.1-2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

1.1.1-24  2018年学校获批为第四批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

1.1.1-25  学校2018年省级重点专业建设项目验收通过佐证

1.1.1-26  学校2018年度省级二类品牌专业建设情况自查通过佐证

1.1.1-27  2018年学校参与会计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佐证

1.1.1-28  2018年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学校获奖情况佐证

1.1.1-29  学校师生参加2018年创新创业竞赛获奖佐证

1.1.1-3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工作管理办法汇编（2018年修订版）

1.1.1-31 关于印发《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关于深化科研评价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1.1.1-3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及2018年科研工作总结

1.1.1-3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方案（修订稿）》（粤科贸院发〔2018〕10号）

1.2“创新强校

工程”规划制

定（3分）

1.2.1规划定

位准确，目标

明确，思路清

晰，路径可

行，措施得力

。（3分）

专家定性评价 3.00

1.2.1-0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
1.2.1-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关于报送“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建设规划的
报告》
1.2.1-0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建设规划》
1.2.1-0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专家论
证意见
1.2.1-05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库管理办法》
1.2.1-06《清远市政府关于省职业教育示范基地（清远）局部地块控制性调整后详细规
划》
1.2.1-07《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省级职教基地清远校区首期建设项目规划》
1.2.1-08学校2018年度“创新强校”工程重点委托调研项目的通知

1.3“创新强校

工程”规划实

施（3分）

1.3.1规划方

案落实有力，

目标达成度、

任务完成率高

。（3分）

专家定性评价 3.00

1.3.1-0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建设规划
1.3.1-02 学校2018年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1.3.1-03 2018年度校级课题和重大委托课题立项
1.3.1-04 2018学校2018年新增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和具有3年（含）以上行业企
业工作经历的硕士学位教师所占比例91.67%
1.3.1-05 学校2018获得省级奖项一览表
1.3.1-06 确保学校清远校区2018年建设进度—清远市政府研究省级职教基地建设有关
问题会议纪要
1.3.1-07 学校清远校区首期工程2018年建设成效

2.1.1开展现

代学徒制、高

职本科、卓越

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专业诊

改等人才培养

改革试点情况

。（3分）

专家定性评价 3.00

2.1.1-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2.1.1-02 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通知
2.1.1-03 现代学徒制相关相关制度建设汇编
2.1.1-0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关于报送2018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自查的报告
2.1.1-05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8年职业院校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工作的
通知
2.1.1-06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8年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工作的通知

2.1.2深入开

展创新创业教

育，大力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改

革深度融合，

研制具有产教

深度融合、全

国一流的专业

教学标准并得

到广泛应用，

成效显著。

专家定性评价 3.00

2.1.2-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四批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的通知
2.1.2-02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获奖证书
2.1.2-03 学院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佐证--智慧树2018年秋冬学情报告
2.1.2-04 粤教职函[2018]120号文
2.1.2-05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部分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研究成果的通知
2.1.2-06 基于现代学徒制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教育专业标准研制
2.1.2-07 教师参加信息化教学比赛获奖证书

学校名称（盖章）：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附件1-1

高职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打分表（A类规划）

1.体制机制与

规划（10分）

2.人才培养

（35分）

2.1教育教学改

革（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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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
（16个）

观测点（31
类）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学校名称（盖章）：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高职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打分表（A类规划）

2.1.3积极推

进高职教育国

际化，与国

（境）外高水

平同类院校开

展师生互访互

换和学分互

认，开展国际

专业认证、中

外合作办学，

引进和输出优

质职业教育资

源。（3分）

专家定性评价 3.00

2.1.3-01  国际交流与外事相关制度汇编
2.1.3-02 学院参承办2018首届世界鸽王美食大赛暨第三届中国鸽业发展大会
2.1.3-03 澳大利亚霍姆斯格兰政府理工学院师生漂洋过海来学茶
2.1.3-04 学院承办中国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养禽专委会2018年工作会议
2.1.3-05 学院李志伟校长参加广东省“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年会并担任大会主旨
报告环节主持人
2.1.3-06 2018年仍然有效的台湾、澳洲、荷兰的框架协议（可进行师生交流、学分互
换）
2.1.3-07 2018年9月江苏农牧举办国际农牧职教联盟预备会材料（我校当选副秘书长单
位）
2.1.3-08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品牌专业负责人能力提升赴芬兰
培训班的函
2.1.3- 09 孟加拉国财政部秘书长一行来访我院
2.1.3- 10 孟加拉友人与科贸人的茶艺情缘

2.2.1普通高

考统考招生录

取中，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的

第一志愿投档

总数所占比例

（1分）；新

生报到率（1

分）。

1.第一志愿投档总数所占比

例≥100%，得1分；<100%但

≥90%，得0.5分；<90%，得0

分。2.新生报到率≥95%，得

1分；<95%但≥85%，得0.5

分；<85%，得0分。

1.50
2.2.1-01   2018年分专业普通高考投档录取情况明细表
2.2.1-02   2018年分专业新生报到情况明细表

2.2.2应届毕

业生初次就业

率（1分），

初次就业对口

率（1分），

初次就业平均

起薪线（1

分）。

1.初次就业率≥95%，得1

分；<95%但≥90%，得0.5

分；<90%，得0分。2.初次就

业对口率，最高的得1分，其

他学校依据跟最高值的比值

得分。3.初次就业平均起薪

线，最高的得1分，其他学校

依据跟最高值的比值得分。

3.00

2.2.2-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18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统计表
的通知
2.2.2-02 2018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统计表（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
2.2.2-03 2018年各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统计表
2.2.2-0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3人才培养质

量跟踪调查（6

分）

2.3.1在校生

、教师、用人

单位对学校人

才培养工作的

满意度。（各

2分，共6分）

1.在校生满意度（满意度总

分值为5分）≥3分，可以得

分；最高的学校得2分，其他

学校依据跟最高值的比值得

分；满意度<3分，得0分。2.

教师和用人单位满意度计分

方法，同在校生。

4.39

2.3.1-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8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的通知（粤教
职函【2017】80号）
2.3.1-02  广东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系统--佐证
2.3.1-03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9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附件（广东科
贸职业学院）
2.3.1-0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工作满意度总结

2.4.1新增国

家级和省级教

学成果奖、品

牌专业、协同

育人中心、专

业教学资源库

、创新创业教

育示范校、公

共实训中心、

实训基地、大

学生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精

品在线开放课

程、规划教材

或精品教材情

况等。（10

分）

新增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或特等奖、国家级专

业教学资源库，得4分。新增

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得3分。新增一项省一类

品牌专业、省级协同育人中

心、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或成为

创新创业示范校，得2分。新

增一项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省二类品牌专业、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

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得1分

。新增一项省级公共实训中

心、省级实训基地、省级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省级

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等，得

0.5分。最高得10分。同一项

目，以所获最高等级为准，

10.00

2.4.1-0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获批为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粤教毕函〔2018
〕3号）
2.4.1-02 2018年省级重点专业建设项目验收通过佐证
2.4.1-03 2018年学校参与会计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佐证
2.4.1-04 2018年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编写出版精品教材汇编
2.4.1-05 2018年度省级二类品牌专业建设情况自查通过佐证

2.4.2年度学

生参加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比赛

、“挑战杯”

和“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国赛

获奖情况。

（5分）

新增一项国赛特等奖得2分，

新增一项国赛一等奖得1.5

分，新增一项国赛二等奖得1

分。最高得5分。同一项目，

以所获最高等级为准，不重

复统计。

3.00

2.4.2-01  2018年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情况佐证材料汇编
2.4.2-02  2018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终审决赛终荣
获大赛二等奖证书
2.4.2-03  2018年全国互联网+国赛三等奖证书

3.1.1生师比

。（2分）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2号

规定要求，得2分。其中：综

合、师范、工、农、林、语

言、财经、政法院校达

18:1；医学院校达16:1；体

育、艺术院校达11:1。生师

比每高1扣0.2分，最低得0分

。

2.00
3.1.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生师比17.87比1（数据来源高基表）

3.1.2具有双

师素质教师占

专任教师比例

。（2分）

2016年达60％，2017年达

65%，2018年达70％，2019年

达75％,2020年达80%。达到

年度要求得1.5分，每高于年

度要求1％，增加0.1分，最

高得2分；每低于年度要求

1%，扣0.1分,最低得0分。

2.00 3.1.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具有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84.01%

2.人才培养

（35分）

3.教师队伍

（20分）

2.1教育教学改

革（9分）

2.2招生就业

（5分）

2.4标志性成果

（15分）

3.1教师数量与

结构（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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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
（16个）

观测点（31
类）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学校名称（盖章）：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高职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打分表（A类规划）

3.1.3新增专

任教师中，博

士学位教师和

具有3年

（含）以上行

业企业工作经

历的硕士学位

教师所占比例

（特殊专业除

外）。（1.5

》90%，得1.5分；<90%但》

80%，得1分；<80%，不得分

。
1.50

3.1.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新增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和具有3年（含）以上行
业企业工作经历的硕士学位教师所占比例91.67%

3.1.4企业兼

职教师专业课

课时占比。

（1.5分）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

比≥23.18%，可以得1分。低

于23.18%，每低2%减0.1分，

最低0分；高于23.18%,每高

2%加0.1分，最高1.5分。

0.80 3.1.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20.01%

3.2.1成立教

师发展中心并

运行有效，构

建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的支持

系统。（1

分）

成立教师发展中心，构建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系

统，且开展教师队伍建设特

色项目并取得较好成效得1分

。未建立教师发展中心或没

有开展工作或者成效不明显

的0分。

1.00
3.2.1-01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并运行有效、构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系统
3.2.1-02学校教师发展中心2018年开展工作情况总结报告

3.2.2年度参

加国家级和省

级培训专任教

师所占比例

（2分）。

年度参加国家级和省级培训

专任教师比例≥10%，可以得

1分。低于10%，每低1%减0.1

分，最低0分；高于10%，每

高1%加0.1分，最高得2分。

2.00   3.2.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年度参加国家级和省级培训专任教师所占比例20.64%

3.2.3年度到

企业实践锻炼

专任教师所占

比例。（2

分）

年度有10%的专任教师到企业

实践，得1分。低于10%，每

低1%减0.1分，最低0分；高

于10%,每高1%加0.1分，最高

得2分。其中，年度连续到企

业实践3个月以上的，每5人

另加0.1分，总分不超过2分

。

2.00 3.2.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24.29%

3.2.4年度入

选国家和省组

织的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计划

、中青年教师

国内外访问学

者项目等情况

。（1分）

开展校内优秀青年教师培养

计划，年度入选省组织的优

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中青

年教师国内外访问学者项目

或者到境外进修3个月以上

（含3个月）的，每1人得0.1

分，最高得1分。同一教师，

不重复统计。

0.50
3.2.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年度入选国家和省组织的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中青
年教师国内外访问学者项目6人

3.3高层次人才

（5分）

3.3.1年度引

进或入选高层

次技能人才人

数。（5分）

年度引进或入选国家级和省

级高层次（技能）人才项目

人数：国家教学名师、国家

特支计划等国家级高层次人

才项目（2分/人）；国家青

年千人、国家青年万人及省

级高层次人才项目等(1分/

人)。最高得5分。同一教

师，不重复统计。

5.00 3.3.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年度引进或入选高层次技能人才4人

3.4经费投入保

障机制（2分）

3.4.1经费投

入保障机制。

（2分）

1.按照教师工资总额的1.5%

足额用于教师继续教育培

训，成效明显得0.5分；不足

1.5%的得0分。2.年度师均培

训经费，最高的学校得1.5

分，其他学校依据跟最高值

的比值得分。

2.00 3.4.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教师培训经费占比1.7%

4.1.1年度科

研平台建设情

况。包括协同

创新中心、重

点实验室、工

程中心、应用

技术中心等。

（3分）

新增一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

台的，得2分；获批市厅级科

研平台的，每个得1分。最高

得3分。

2.00

4.1.1-01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批文
4.1.1-02 家禽协同创新中心应用证明

4.1.2年度承

担省部级以上

科研项目情况

。（2分）

新增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得1

分，新增一项省级科研项目

得0.5分。最高得2分。
2.00

4.1.2-01 2018年新增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
4.1.2-02 2018年新增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下达文件
4.1.2-03 2018年在研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
4.1.2-04 2018年在研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下达文件

4.1.3拨入科

研经费的总量

或增长率。

（2分）

年度拨入科研经费总量最多

的高校得满分2分，其余学校

按比例计算相应得分；年度

拨入科研经费增长率最高的

高校得满分2分，其余学校按

比例计算相应得分；两者中

的高分作为学校本项得分。

2.00

4.1.3-01 2017年拨入科研经费明细表
4.1.3-02 2018年拨入科研经费明细表

4.1.4科研诚

信与学风建设

。（1分）

学校当年存在学术失范、学

术不端行为的采取倒扣分

制，每确认一例扣0.5分，扣

完为止。

1.00

4.1.4-0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工作情况
4.1.4-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
4.1.4-0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

4.2.1年度横

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万元）

。 （3分）

最高的学校得3分，其他学校

依据跟最高值的比值得分。
3.00

4.2.1-01 横向技术服务合同佐证材料
4.2.1-02 2018年学校社会培训明细表

4.2.2年度社

会培训人数

（人日，1.5

分），年度非

学历培训到款

额（万元，

1.5分）。

1.年度社会培训人数（人

日），最高的学校得1.5分，

其他学校依据跟最高值的比

值得分。2.年度非学历培训

到款额，最高的学校得1.5

分，其他学校依据跟最高值

的比值得分。

3.00

4.2.2-01 2018年学校社会培训明细表
4.2.2-02 2018年学校社会培训到账金额明细表
4.2.2-03 2018年学校社会培训下达文件、合同扫描件
4.2.2-04 2018年学校社会服务到账凭证扫描件
4.2.2-05 2018年学校职业技能社会服务明细表

3.教师队伍

（20分）

4.科学研究与

社会服务（20

分）

3.1教师数量与

结构（7分）

3.2教师专业发

展（6分）

4.1科学研究

（8分）

4.2社会服务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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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
（16个）

观测点（31
类）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学校名称（盖章）：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高职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打分表（A类规划）

4.3.1年度获

省部级以上科

研奖励情况。

（3分）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的，得3分；以

第二、第三完成单位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研奖励的，每项

得2分；以其他排序参与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的，每

项得1分。最高得3分。

3.00

4.3.1-01 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奖佐证材料
4.3.1-02 广东省农业推广奖获奖佐证材料

4.3.2年度代

表性学术成果

或服务成果

（3分）。

专家评分。学校可列出本校

在过去一年中产出的代表性

学术成果或服务成果（不超

过10项），其中学术成果要

体现创新性和同行影响力，

服务成果要体现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

3.00

4.3.2-01 2018年度标志性成果明细表
4.3.2-02 2018年度标志性成果佐证材料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

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205

类教育拨款扣除专项拨款）

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

13%，且逐年增长，预算安排

符合要求得0.5分；决算支出

符合要求得0.5分。

1.00

5.1.1-01 2017年和2018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5.1.1-02 2017年和2018年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
5.1.1-03 2017年和2018年学费收入

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比例：

占比＜50%得0.5分，50%≤占

比＜55%得0.2分，占比＞55%

不得分。

（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学

费收入的比例：

占比＞40%得0.5分，35%≤占

比≤40%得0.2分，占比＜35%

不得分。）

0.50
5.1.1-04 2018年人员支出
5.1.1-05 2018年总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占教育事业

支出比例：

占比≥20%得0.5分，10%≤占

比＜20%得0.2分，占比＜10%

不得分。

0.50
5.1.1-06 2018年其他资本性支出明细表
5.1.1-07 2018年教育事业支出明细表

认真落实高校财务管理意见

得0.5分。

（民办院校：落实广东省民

办高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0.50
5.1.2-0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财务管理制度汇编

积极筹措资金提前偿还到期

债务得0.2分；生均负债率下

降5%以上得0.3分。如无债务

或已还清债务则得0.5分。

0.50 5.1.2-02 2018年资产负债简表

财务信息系统本身的系统化

、集成化建设情况良好；财

务信息系统与学校信息管理

平台实现对接和共享。（全

部符合则得0.5分，否则不得

分）

0.50

5.1.3-01 天财高校财务管理系统用户需求书
5.1.3-02天财财务管理系统平台6.0截图
5.1.3-03AIC智能校园系统实现数据共享情况截图
5.1.3-04财务信息化水平和预决算水平（合并后）

部门决算、企业决算报表两

类报表每项获得通报表扬得

0.2分，两项均获通报表扬得

0.5分。

（民办院校：有配套预算、

决算制度得0.3分，预算、决

算报表编制质量高得0.2分

。）

0.00

5.2.1当年12

月31日学校项

目支出进度。

(1分)

省财政厅当年12月31日时间

节点公布的学校项目支出进

度（或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项

目执行进度）与省教育厅项

目支出进度相比：

差值≥10%得1分，0≤差值＜

10%得0.3分，-10%≤差值＜0

得0.1分，差值＜-10%不得分

。

1.00

5.2.1-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2018年1-12月部门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支出进度情况
的通报
5.2.1-2 2018年1-12月省级部门预算支出进度情况表

5.2.2 绩 效 评

价 工 作 （ 1

分）

学校绩效评价制度健全和体

系完整得0.3分；按时上报绩

效评价资料得0.2分；绩效评

价资料质量高得0.3分；绩效

评价结果用于学校年度考核

或被检查单位（项目）提交

整改报告并落实整改得0.2分

。

1.00

5.2.2-01学院绩效评价的制度汇编（缩减）
5.2.2－02学院报送2018年省级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5.2.2－03部分创新强校工程项目的工作成效
5.2.2－04创新强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5.2.1学校年

检。（1分）

5.2.2 绩 效 评

价工作（1

5.3.1财务管

理制度、内部

控制制度、经

济责任制度

（0.5分）

制订制度并有效执行。（制

度健全得0.2分，有效执行得

0.3分）
0.50

5.3.1-01 财务管理制度汇编
5.3.1-0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缩减)
5.3.1-0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内部控制建设实施方案》
5.3.1-0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经济责任制实施办法》

5.3.2“三重

一大”（0.5

分）

制订制度并有效执行。（制

度健全得0.2分，有效执行得

0.3分）
0.50

5.3.2-0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贯彻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5.3.2-0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党委会议议事规则（2018年修订）》
5.3.2-0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2018年修订）》
5.3.2-0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采购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
5.3.2-05《2018年度10万元及以上采购项目上会情况一览表》

4.科学研究与

社会服务（20

分）

5.综合管理绩

效(10分）

5.1.1学校统

筹力度和支出

结构（2分）

5.1.2财务管

理（1分）

5.1.3财务信

息化水平和预

决算水平（1

分）

4.3标志性成果

（6分）

5.1资源统筹力

度及合理配置

（4分）

5.2预算执行进

度和绩效（公

办 院 校 ） （ 2

分）

5.2年检和绩效

（民办院校）

（2分）

5.3财务制度及

财经纪律执行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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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
（16个）

观测点（31
类）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学校名称（盖章）：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高职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打分表（A类规划）

5.3.3 财 务 信

息公开（ 0.5

分）

公开（包括预算、决算、收

费、专项资金分配等）及时

有效得0.5分，否则不得分。
0.50

5.3.3-01 信息公开制度截图
5.3.3-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截图
5.3.3-0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7年部门决算公开截图
5.3.3-04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2018年收费公示截图
5.3.3-05 2018创新强校专项资金预算下达文件（关于安排2018年完善职业教育资金
（高职部分）的通知_粤财教〔2018〕55号）
5.3.3-06 招标采购信息公开截图

5.3.4 财 务 检

查和审计评价

结 果 （ 0.5

分）

财务检查和审计发现较多问

题的扣0.3；发现重大问题的

学校扣0.5分。

（民办院校：发现抽逃资金

或挪用办学经费扣2分。）

0.50 5.3.4-01 《2018年度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

5.4.1 “ 创 新

强校工程”项

目管理。（ 1

分）

制订“创新强校工程”项目

遴选办法、项目库管理办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绩效

考核办法，每个办法得0.2

分，有效执行得0.2分。

1.00

5.4.1-0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库管理办法》
5.4.1-02《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项目遴选办法》
5.4.1-03《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缩减)
5.4.1-0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办法（试行）》
5.4.1-05关于印发2018年完善职业教育专项资金（高职创新强校奖补）预算安排表的通
知
5.4.1-06天财高校财务管理系统用户需求书

资金安排突出重点得0.2分，

平均分配、“撒胡椒面”或

不能体现突出重点则不得分

。

0.20

5.4.2-01  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18年完善职业教育资金（高职部分）的通知》
5.4.2-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建设规划
5.4.2-03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省财政专项资金安排总表
5.4.2-04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省财政资金预算安排一览表

统筹非财政专项资金用于“

创新强校工程”建设占“创

新强校工程”建设资金比

例：

占比≥30%得0.5分，10%≤占

比＜30%得0.3分，占比＜10%

不得分。

0.50 5.4.2-05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非财政专项资金预算

严格执行预算（支出与预算

或报备的使用方案一致）得

0.3分，否则不得分。
0.30

5.4.2-01 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18年完善职业教育资金（高职部分）的通知》_粤财教
〔2018〕55号
5.4.2-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建设规划(缩减)
5.4.2-03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省财政专项资金安排总表
5.4.2-04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省财政资金预算安排一览表
5.4.2-05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非财政专项资金预算
5.4.2-06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省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账（1535万）
5.4.2-07  2018年“创新强校工程”非财政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账(700万)

6.亮点与特色

（5分）

6.1亮点与特色

（5分）

6.1.1学校在

体制机制改革

、专业建设、

信息化、国际

化、质量保障

等某一领域，

在全国同类院

校中优势明

显，有较大影

响。（5分）

5.00

6.1.1-01  2018年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质量年报

6.1.1-02  2018年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于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

6.1.1-03  2018年学校牵头的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获批为广东省示范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单位

6.1.1-04  2018年学校开展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综合改革推广支撑项目

6.1.1-05  2018年学校接待多批兄弟院校来校考察交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平台工作佐证

6.1.1-06  学校AIC各业务平台（功能模块）佐证

6.1.1-07  2018年AIC系统诊改平台部门功能窗口截图

6.1.1-08  学校2018年开展制度修订汇编佐证

6.1.1-09  学校2018年专业诊改报告

6.1.1-10  2018年学校获省教育厅批准为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省级试点佐证

6.1.1-11 学校2018年上报广东省教育厅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试点方案

6.1.1-12 学校2018年上报广东省教育厅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总结

6.1.1-13 2018年学校主持完成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获得优秀等次

6.1.1-14  2018年公开出版“畜牧兽医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

6.1.1-15 2018年学校“高职本科一体化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教学标准研制”通过验收佐证

6.1.1-16 2018年学校成功获批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佐证

6.1.1-17 2018年学校内部支撑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主要制度汇编

6.1.1-18  学校2018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上报省教育厅自查报告

6.1.1-1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制管理办法》（2018年在用）

6.1.1-20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积累与转换管理办法》（2018年在用）

6.1.1-21  2018年学校获得省教育厅批准开展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佐证

6.1.1-22 学校2018年获得省教育厅批准开展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佐证

6.1.1-23  2018年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依托国家级平台（科技部“星创天地”）

6.1.1-24  农业部-首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6.1.1-25  2018年学校获批为“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证明

6.1.1-2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制与弹性学制管理办法》（2018年在用）

6.1.1-27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休学创业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在用）

6.1.1-28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认定与积累转换管理办法（试行）》（2018在用）

6.1.1-29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2018年在用）

6.1.1-30  2018年学校获批为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佐证

6.1.1-31  2018年省级重点专业建设项目验收通过佐证

6.1.1-32  2018年度省级二类品牌专业建设情况自查通过佐证

6.1.1-33  2018年学校参与会计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佐证

6.1.1-34  2018年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情况明细表

6.1.1-35  我校国际交流与外事相关制度汇总(2018年修订)

6.1.1-36  2018年外国友人来校考察交流佐证材料（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

6.1.1-37  2018年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佐证材料（台湾、澳洲、荷兰的框架协议）

6.1.1-38  2018年学校选派教师开展国际交流访问佐证材料（杨承鸿老师赴芬兰）

6.1.1-39  2018年学校组织开展论坛、年会等交流活动佐证

6.1.1-40  科技部-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

6.1.1-41 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93.19合计

5.综合管理绩

效(10分）

5.4.2“创新

强校工程”资

金安排及预算

执行（1分）

5.3财务制度及

财经纪律执行

（2分）

5.4“创新强校

工程”规划建

设资金管理（2

分）

第 5 页，共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