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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学校”）是一所隶属于广东省教育厅、“农业”

特色鲜明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前身是广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校是广东省

示范性高职院校、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

基地。学校属于进驻省级职教城的五所省直公办高职院校之一，也是省教育厅厅属职

业院校中高职一体化改革院校。学校围绕着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培养了一大批能适应广东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所需的“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型“乡村工匠”。

目前，学校占地面积 1094 亩，现有广州白云校区、天河校区和清远校区三个校区，

分设园林园艺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动物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商贸与外

语学院、人文艺术学院、信息与自动化学院等 10 个二级学院、部，全日制高职在校学

生 13290 人。

学校涉农办学时间长、涉农办学特色鲜明。学校承担了一批国家或省级涉农类行

业协会、学会等组织的工作，在农业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村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中国现代畜牧业职业教育集团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畜牧业协会鸽业分会会长单位

◇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

◇中国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理事单位

◇广东省农村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广东省高职教育农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

◇广东省农村经济学会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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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肉鸽行业协会会长单位

◇广东省家禽业协会名誉会长单位

◇广东省茶叶收藏与鉴赏协会副会长单位

◇广东省“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广东省餐饮职业教育集团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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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项目建设的总体成效

1.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依照《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9-2021 年）建设规划》要求，学

校全面完成2019年建设任务。其中，8大类17个建设项目共93个任务点完成率达100%。

2019 年学校“创新强校工程”建设规划任务完成情况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任务
观测
点

完成率

体制机制改革与
协同创新类项目

1
“开放、合作、共赢”的多元办学模式改
革

5 100%

2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广东省示范性农业
职业教育集团建设

2 100%

3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广东省示范性农业
职业教育集团建设

5 100%

高水平高职院校
和专业群建设类
项目

4 基于产业链的专业群建设 6 100%

教育教学改革类
项目

5 落实“三教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4 100%

6
专创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示范与
推广

3 100%

7
基于德智体美劳“五育协同”的学生职业
核心素养“175”核心体系建设

3 100%

基础能力提升类
项目

8 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 7 100%
9 智慧校园建设 6 100%
10 精准就业指导与服务平台建设 6 100%
11 扩容背景下“一校三区”实训条件建设 11 100%

12
“粤港澳大湾区”物业管理应用型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

5 100%

治理水平提升类
项目

13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4 100%

社会服务能力提
升类项目

14 科技创新团队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建设 5 100%

15
“一懂两爱”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建设

4 100%

对外交流与合作
类项目

16 “粤菜师傅走向世界”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4 100%

自选项目 17 以茶为媒的“两化一心”文化科贸建设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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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学院“创新强校工程”资金预算安排 476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882 万元，

学校配套 3880 万元），明显地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竞争力。2019 年度学校在省教

育厅组织的“创新强校工程”考核结果为第 13 名（A 类建设规划）。

按照《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的通知》的要求，对

照 A类规划“创新强校工程”考核数据指标，学校逐项自评，满分为 100 分，自评得分

96.5 分。

“创新强校工程”考核指标自评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4个） 自评得分

1.扩容（20 分） 19

2.提质（45 分） 44

3.强服务（25 分） 23.5

4.综合绩效(10 分） 10

合计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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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分项自评

1.扩容

扩容，是“创新强校工程”建设的重点，旨在着力增加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本年

度，学校把握职教“百万大扩招”的良机，顺利进驻清远省级职教城清远校区，进一

步优化提升办学条件，主动对接广东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区域重点发展产业，通

过建立完善高职扩招分类招生制度，持续推进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搭建技术技能人才

成长“立交桥”等举措，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和硬件等方面的支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1. 扩容

（20 分）

1.1 办学定位（2分） 1.1.1 专业设置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单位：%，2分） 2

1.2 学位增量（13 分）

1.2.1 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情况（6分） 6

1.2.2 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情况（5分） 5

1.2.3 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比例（单位：%，2分） 1

1.3 办学条件（2分） 1.3.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单位：元，2分） 2

1.4 中高本协同培养

(3 分）
1.4.1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3分） 3

合 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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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办学定位

1.1.1 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

一级指标 1.扩容 二级指标 1.1 办学定位（2 分）

三级指标 1.1.1 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单位：%，2 分）自评得分： 2

计分方法
≧95%，得 2分；<95%但≧90%，得 1.5 分；<90%但≧85%，得 1分；<85%，

不得分。

自评依据：

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达 100%。

自评得分：2分。

一、精一产、扩二产、强三产

2019 年，学校围绕广东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要求，根据“精一产、扩

二产、强三产”的专业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建立与区域经济

发展及人才需求相匹配的专业结构，使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发展、职

业变化更加吻合。根据《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广

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粤经信规划〔2017〕32 号）等政府文件，学

校积极响应广东省政府近年来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

大力发展绿色现代农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产业发展指

引，大力发展与上述产业对应的专业（群）。

二、39 个专业全部与广东重点产业直接对接

截止 2019 年，学校已经开设的 39个专业，园林工程技术、园艺技术等专业紧密

对接现代农业、工业机器人技术等专业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专

业紧密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物业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紧密对接现代服务业，2019

年招生的 39 个专业，全部与广东重点产业直接对接，完全符合学校 “立足广东、辐

射华南、培养面向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把学院建设成为国内

知名、省内一流的高水平涉农农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对接专业数

占 2019 年招生专业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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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材料：

1.1.1 学校 2019 年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报告

1.1.1-01 学校 2019 年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情况表

1.1.1-02 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

1.1.1-03 学校 2019 年第二批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名单

1.1.1-04 学校“创新强校工程”（2019-2021 年）建设规划

1.1.1-05 有关媒体报道：

(1)清远日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清远校区迎来首批 5000 多名新生报到

(2)人民日报社：广东清远为乡村新闻官办技能大赛

(3)世界粤菜厨皇会：粤菜师傅哪家强？广东科贸职院决出冠军

(4)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打赢进驻清远校区攻坚战

(5)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服务学生谱新篇

(6)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助力乡村振兴

(7)南方农村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 年职业农民经理人培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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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位增量

1.2.1 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情况

一级指标 1.扩容 二级指标 1.2 学位增量（13 分）

三级指标 1.2.1 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情况（6 分） 自评得分：6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2018 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数为 3654 人，2019 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数为 6690 人

（清远校区 5225 人），2019 年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率为 83.09%。

自评得分：6 分。

2019 年，学校清远校区投入 63091 万元（含征地款 17760 万元），教学实训设备

投入约 3300 万元，新增总建筑面积 113062.49 平方米：教学实训用房 53353.57 平方

米 （含地下室 3628.8 平方米 ）、学生宿舍 40801.05 平方米（5500 个床位）、后勤

附属用房 13982.87 平方米，运动设施（含 400 米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

羽毛球场等），室外配套工程（含校内道路、校区内排水、配电与照明、广场、校门、

园林绿化等）。

2018 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数为 3654 人，2019 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数为 6690 人

（清远校区 5225 人），2019 年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率为 83.09%。

佐证材料：

1.2.1-01 2018 年我校招生录取情况一览表

1.2.1-02 2019 年我校招生录取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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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情况

一级指标 1.扩容 二级指标 1.2 学位增量（13分）

三级指标 1.2.2 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情况（5 分） 自评得分：5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作为公办省示范主动承担扩招任务 2019 年招生 9643 人。其中，面向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在职职工及应（往）届毕业生等高职扩招 1701

人，比 2018 年招生数 3636 人净增加 6007 人。

根据生源情况，制定和实施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强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分

层、分类培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降低。

自评得分：5 分。

一、高职扩招分类培养多措并举，保障质量

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高职扩招

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职业教

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等文件精神，我校主动

适应高职扩招后生源多元化、发展需求多样化对教育教学的新要求，调研并出台《关

于做好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 2020 年春季班学生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关于制

订 2019 级“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

并严格落实，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切实保障质量型扩招。

二. 校企齐抓共管，实施分类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

为保证扩招质量，学校根据生源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针对性、适应性和

实效性强的分类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分层、分类培养，坚持标准不降低、质量

不下降。学校积极推进高职专业学院试点改革和高职扩招学生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和教育教学管理改革，校级教改项目立项众多扩招专项课题，更好地支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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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做好高职扩招人才培养工作。

为抓好人才培养质量，学校积极调研并出台《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人才培养工

作基本要求》、《关于制订 2019 级“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并严格落实。建立并完善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严格制订学

期教学计划、授课安排表、授课教师情况表等，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打造重

点或特色专业进行课程对接，完善教学培养设置，多方共管，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三、开展高职扩招分层、分类培养，按需施教，坚持宽进严出

学校本次录取高职扩招学生共 1701 名。其中，注册报到人数 1506 名，报到率达

88.53%。包含学历提升（三年制），现代学徒制（二、三年制）。其中，学历提升学

生共 1265 人，现代学徒制学生共 241 人。

针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在职职工及应（往）届

毕业生等高职扩招生源教育教学，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坚持因材施

教、按需施教，坚持宽进严出，严把毕业关口。在已录取学生当中，退役军人报到数

39人，下岗失业人员普通高职报到数 7 人，农民工普通高职报到数 111 人，新型职业

农民普通高职报到数 517 人。

本期高职扩招，我校学历提升（三年制）共开设 7门专业，现代学徒制（二，三

年制）共开设 12门专业。我校 7 个二级学院对接 31家校外教学点，其中包含 17家继

教点或中职院校，14家新型学徒制企业，教学点每个专业独立行政班，总共分为 52

个行政班级。

佐证材料：

1.2.2-01 2019 年学校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情况报告

1.2.2-02 学校各教学点分类学生情况一览表

1.2.2-03 学校 2019 年校外教学点学生信息表

1.2.2-04 广东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单位）关于印发《广东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

1.2.2-05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试点招生录取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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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1.2.2-06 学校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专项计划招生简章

1.2.2-07 2019 年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含农民职业经理人）专项计划招生简章

1.2.2-08 学校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校外教学点管理办法

1.2.2-09 学校教学点沟通日常情况

1.2.2-10 学校学历提升计划校外教学点合作协议一览表及教学点协议模版

1.2.2-11 学校公布 2019 年校级教改项目高职扩招专项立项名单的通知

1.2.2-12 校外教学点调研活动通讯稿

1.2.2-13 制订 2019 级“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见

1.2.2-14 远智教学点教学计划、授课安排表、师资配备表等

1.2.2-15 学校“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学徒制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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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数比例

一级指标 1.扩容 二级指标 1.2 学位增量（13分）

三级指标 1.2.3 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数比例（单位：%，2 分）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30%，得 2分；<30%但≧25%，得 1.5 分；<25%但≧20%，得 1分；<20%，不得分。

自评依据：

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数比例为 20.73%。

自评得分：1分。

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数为 6690 人，其中：普通高中生源为 5303 人，中职生源

为 1387 人，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数比例为 20.73%。

佐证材料：

1.2.3-01 2019 年学校各类型招生报到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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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办学条件

1.3.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一级指标 1.扩容 二级指标 1.3 办学条件（2 分）

三级指标 1.3.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单位：元，2 分） 自评得分：2 分

计分方法

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合格要求，得 1分。其中，综合、师范、民族、工科、农林、医

学类院校达 4000 元/生，财经、政法、体育、艺术类院校达 3000 元/生。每高于合

格要求 500 元/生，增加 0.2 分，最高得 2分；每少于合格要求 500 元/生，减少 0.2

分，最低得 0分。

自评依据：

截止 2019 年，学校校内实践基地设备总值 10821.566 万元，学校生均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值 8142.64 元/生，综合得分可达 2.65 分。

自评得分：2 分。

一、新增实训仪器设备 1000 多万元，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为满足清远校区的实践教学需要，重点建设畜牧兽医、软件技术、园艺技术、市

场营销、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药品生物技术、物流管理、茶艺与茶叶营销等 8个专

业群清远新校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增加实训仪器设备采购资金投入，招标、竞价采

购“植物与植物生理实训室建设项目” 等 25个实训项目 1158.61 万元；电商及零散

采购 15个项目 27.57 万元；合计招标采购 1182.4851 万元，新建专业实训室 23个和

15 个 IT 类实训室。投入 11万元，购置更换了天河和白云校区 31 台功放和 6 台投影

仪。

二、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8000 多元

22019 年省教育厅质量工程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项目中，“动物（宠物）诊疗实

训基地”等 4个校内实践教学基地被广东省教育厅认定为省高职教育基地。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学校校内实践基地设备总值 10821.566 万元，生均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8142.64 元/生）, 设备 17232 台件，2019 年教学仪器设备新增设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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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11 万元，校内实训基地 24 个，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支持的国家级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 4 个，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9 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1个、省级协同育

人基地 1 个，承担的实训项目覆盖了学校的所有专业，实训设备配置和各项指标符合

教学需要，运行维护符合国家规范。

佐证材料：

1.3.1-01 2019 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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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高本协同培养

1.4.1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

一级指标 1.扩容 二级指标 1.4 中高本协同培养(3 分）

三级指标 1.4.1 高职本科协同育人（3 分） 自评得分：3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持续推进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搭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

自评得分：3 分。

一、 与两所本科 3 个专业开展高职本科协同育人

2019 年，我校作为省首批开展高本协同育人试点高职院校，继续巩固生物技术应

用专业与韶关学院生物技术专业进行了高职本科改革试点，完善畜牧兽医专业、园艺

技术专业分别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开展高本对接试点工作。

2019 年 4月，根据省普通高等学院本科插班生（含本专科协同培养三二分段转段

考核）招生录取公布，我校参加专本转段班考试的 78人中，有 56 人超过省录取分数

线分别被韶关学院和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录取，过线率约 71.8%。 2019 年底，我校与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继续联合申报 2019 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畜牧兽医

专业对接动物科学专业；园艺技术专业对接园艺专业获省厅批准开展试点，招生 100

人。

二、推广应用学校研制的高本衔接标准

2019 年度，学校在全省推广应用“高职（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物技术专

业）衔接专业教学标准研制”项目实践成果，以药品生物技术专业为研究对象，研制

高本衔接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并且实施，构建职业发展路径、制定职业能力标准和课

程标准、建立课程实施标准，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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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材料：

1.4.1-01 2019 年学校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报告

1.4.1-02 学校开展 2019 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

1.4.1-03 学校获批 2019 年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

1.4.1-04 学校获批 2019 年职业院校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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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质

“提质”，是“创新强校工程”建设的核心，旨在大力培养高素质产业生力军。

本年度，学校以“职教 20条”为指引，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二

级院系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学分制管理等方面持续推进改革，

通过实施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和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搭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平台，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等举措，为学校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体制机制、平台、师资和实践等方面的支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2.提质

（45 分）

2.1 体制机制改革

（5分）

2.1.1 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1分） 1

2.1.2 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1分） 1

2.1.3 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1分） 1

2.1.4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1分） 1

2.1.5 建立健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机制（1分） 1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

（7分）

2.2.1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3分） 3

2.2.2“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1分） 1

2.2.3 创新创业教育（1分） 1

2.2.4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1分） 1

2.2.5 线上开设课程数占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

（单位：%，1分）
1

2.3 产教融合（9分）
2.3.1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1.5 分） 1.5

2.3.2 合作平台建设（2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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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单位：万元，

1.5 分）
1.5

2.3.4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单位：%，1.5 分） 1.5

2.3.5 现代学徒制试点（1.5 分） 1.5

2.3.6 标准与资源开发（1分） 1

2.4 实践教学（3分）

2.4.1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单位：个，1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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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分）
1

2.4.3 实习管理（1分） 1

2.5 师资队伍（10 分）

2.5.1 生师比（1.5 分） 1.5

2.5.2“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1.5 分） 1.5

2.5.3 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

的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单位：%，1.5 分）
1.5

2.5.4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单

位：%，1.5 分）
1.5

2.5.5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单位：%，1

分）
1

2.5.6 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3分） 3

2.6 人才培养质量

（6分）

2.6.1 应届毕业生当年创业率（单位：%，1分） 1

2.6.2 毕业生满意度（单位：%，2分） 1

2.6.3 雇主满意度（单位：%，1.5 分） 1.5

2.6.4 教师满意度（单位：%，1.5 分） 1.5

2.7 人才培养工作标

志性成果（5分）
2.7.1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5分） 5

合 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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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制机制改革

2.1.1 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1 体制机制改革（5 分）

三级指标 2.1.1 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学校大力推动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在综合办学管理、教育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财务与后勤管理、校园安全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改革

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自评得分：1 分

一、深化“校企所协”协同育人模式。依托农业行业背景形成“校企所协”富有

科贸特色的高职办学模式。以“校”为人才培养主体；以“企”为人才培养基地；以

“所”为校企合作依托；以“协”为校企合作平台。在此办学模式下，以广东农业职

教集团为依托，开展产教融合；以广东省高职农业教指委为抓手推动改革；以省级协

同育人平台为载体培养人才。

二、构建“一校两地”办学格局。

随着清远校区首期工程的建成及各项办学功能的逐步完善，我校“一校两地”办

学格局进入实际运行阶段。为规范各项管理行为,确保清远校区顺利启用和各项工作的

正常开展，学校制定了清远校区管理方案。方案明确按照“统一领导、职能延伸;精简

高效,确保稳定”的原则，在维护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和校园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探

索清远校区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创新,并从管理机构设置及运行模式、人员编制

及经费管理、日常管理运作机制、教学工作、学生工作、校园文化建设、后勤保障工

作、安保工作等 8个方面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有效保障了 5000 多名新生的顺利入驻

和教学生活的高效运转。

三、搭建“立交桥”构建职教体系

以服务三农为契机，适应广东现代农业企业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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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本专对接试点、中高职三二对接试点

和自主招生试点职教体系探索，健全完善技能人才工作新机制，为提高劳动者职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

四、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学校发挥专业优势，大力推进“粤菜师傅”工程相关专业建设，集中资源致力于

“粤菜师傅”人才培养和粤菜文化、岭南文化传承创新，落实“粤菜师傅”工程，取

得明显成效。与世界中餐联签订协议确定共同国际粤菜学院，制定了规划建设方案并

通过专家论证，启动“一个团队、六个平台”建设方案和“五大行动”计划。

五、建立内部质量保证机制

学校在以自定目标标准、自我诊改为核心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与诊改建设获

批为省级试点校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的主要环节，打造目标

链标准链和诊改引擎，自行开展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诊改。

搭建集信息采集、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画像、数据监测及预警等功能于一

体地教学诊断与改进系统平台，提升教学诊改的信息化水平。

六、建立完善学生教育评价机制

落实“三全育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一是建立学生第二课堂成绩

单制度；二是建立学校劳动教育和美育专门机构；三是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四是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

七、建立完善重大成果奖励机制等内部质量保证制度

在已实施绩效工资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教科研及竞

赛等项目奖励办法》，明确年终部分奖励性绩效工资用于当年重大教科研项目及技能

竞赛项目奖励的操作方案，建机立制做好重大教科研及竞赛等项目的评价工作，充分

调动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

八、建设完善后勤、保卫制度

制定《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食堂管理规定》、修订完善《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公务用

车管理规定》、《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公寓（宿舍）管理办法(2019 年修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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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10多项制度，为平安和谐校园提供支撑。

佐证材料：

2.1.1-01 2019 年学校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报告

2.1.1-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2.1.1-03 有关媒体报道：

(1)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打赢进驻清远校区攻坚战

(2)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服务学生谱新篇

(3)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助力乡村振兴

(4)光明日报：广东，非遗文化传承人进校园弘扬茶文化

(5)南方+、南方农村报：广东涉农赛以技能论英雄

(6)南方+：广东科贸职院与农财大数据共筑农业“育匠”工程

(7)南方农村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 年职业农民经理人培训招生

(8)清远日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清远校区迎来首批 5000 多名新生报到

(9)人民日报社：广东清远为乡村新闻官办技能大赛

(10)世界粤菜厨皇会：粤菜师傅哪家强？广东科贸职院决出冠军

(11)中国青年报：以茶为媒，传承美德

(12)广东扶贫公众号：党建+农村科技特派员，赋能贫困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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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1 体制机制改革（5 分）

三级指标 2.1.2 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根据学校事业发展，明确二级学院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工作目标和相关制度

建设等，建立了以院（部）为基点的二级管理体系。

自评得分：1 分。

根据单位事业发展，学校明确二级学院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工作目标和相关

制度建设等，建立以院（部）为基点的二级管理体系，明确二级学院（部）的职责范

围，在人权、财权、事权等方面实现学校管理重心下移和校、院（部）的适度分权。

一、人事权限的适度下放

人才引进：二级学院（部）根据学生人数、专业发展、现有师资情况等自主提出

岗位需求、招聘计划和招聘条件，全程参与招聘，面试评委以二级学院评委为主，充

分保证二级学院在选人用人方面的自主权。

兼职兼课教师聘任：学校二级学院（部）的兼职兼课教师由二级学院根据办学需

要自主聘任和管理，建立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专业教研室主任聘任：二级学院按照《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教研室主任管理办法》

自主聘任和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

专业带头人的选聘：二级学院按照《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专业带头人管理办法补充

规定》自主选聘和管理相关专业带头人。

二、有关财权的适度下放

绩效工资的部分（20%）下放：《广科贸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方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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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学校教职工绩效工资总量的 20%于每年 12 月份下拨二级学院，由二级学院党政

联席会议制定分配方案和进行分配。

日常管理经费的部分下放：2019 年的年度经费预算中，学校根据二级学院（部）

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及事业发展情况等，下拨一定额度的专项经费，由二级学院掌握

和使用。

三、有关事权的适度下放

明确部门职责范围：学校明确各二级学院（部）职责范围、年度工作任务，二级

学院领导在职责范围内自主履职尽责，组织部门力量完成年度工作目标，看好自己的

门，管好自己的人。

负责部门工作人员的过程管理：学校实施“学校领导-中层干部-部门工作人员”

分级考核管理办法，二级学院负责本部门教职工的平时考核、专项工作考核、年度考

核，负责教职工的评选推优等工作，并向学校报告考核结果，二级学院领导的考核由

学校负责。

佐证材料：

2.1.2-01 学校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报告

2.1.2-02 学校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和中层干部岗位设置方案

2.1.2-03 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

2.1.2-04 学校编制外人员管理办法

2.1.2-05 学校外兼职、兼课教师管理办法

2.1.2-06 学校教研室主任管理办法

2.1.2-07 学校专业带头人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2.1.2-08 学校专业带头人管理办法

2.1.2-09 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2.1.2-10 学校教职工绩效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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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一级指标 2.提质（45分） 二级指标 2.1 体制机制改革（5 分）

三级指标 2.1.3 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1 分） 自评得分：1 分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有效推进。

自评得分：1 分。

学校不断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推动教师队伍管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以教

师绩效考核为核心，继续完善和大力推进“聘任、考核、分配” 三位一体的人事和薪

酬制度改革，构建“科学配置、目标管理、优绩优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目前，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取得较大进展，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

更加完善，有利于吸引人才、稳定队伍、激励人才茁壮成长的良好氛围和内部心态环

境逐步形成。

一、目标管理，岗位考核，构建科学评价机制

1.完善学校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和中层干部岗位设置方案，确定学校内设机构编

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实行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

2.对人员编制实行总量控制。非教学科研人员编制适度从紧，保证教学、科研和

重要管理岗位的需要，对关键专业技术岗位或专业建设与发展，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3.根据工作职能制订岗位说明书。做到岗位结构合理、一岗多能、多职合一、任

务饱满。凡属突击性、临时性任务不单独设立岗位。

4.完善和实施教职工绩效考核方案，继续推进“学校领导-中层干部-部门工作人

员”的分级考核管理办法。

5. 确定各类人员考核指标、考核评价权重及考核分值，进行分类量化考核。

6. 以业绩为导向，根据岗位工作目标，对学校教职工进行平时考核、专项工作考

核、年度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考核等次、评先评优以及年终绩效工资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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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优先，绩效分配，彰显优绩优酬

1.完善和实施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编外聘用制人员绩效工资分配方案。二级

学院在学校统领下进行二级分配，依据考核结果，允许差异性分配及拉开一定档次。

2.制定并实施学校教科研及竞赛等项目奖励办法。对省级及以上的教科研项目、

指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获奖项目等进行重奖，鼓励出成果出人才。

3.明确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公共服务工作量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将课堂教学

效果、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担任学生导师、指导学生技能大赛、应用技术研发与社

会服务开展情况等纳入绩效分配。

4.修订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实行“关键人才满足模式”，科学界定关键人

员，对其聘任、薪酬等实行一事一议，确保留住和稳定人才队伍。

三、评聘结合，竞聘上岗，实行全员聘任制

1.完善和实施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管理办法、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实施方案，

坚持制度优先，按章办事。

2. 推进学校教师职称评价标准，突出考核教师师德表现、工作实绩和能力水平与

岗位要求的匹配度，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3. 完善和实施学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方案，将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职务）

评审、岗位聘用的首要条件，在考核、职务晋升、评选推优等方面严格执行“师德一

票否决制” 。

4.坚持职称评审与岗位聘任相结合，坚持业绩优先、竞聘上岗，将课堂教学效果、

教改成果等作为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的主要内容；设置破格条件，为特殊人才发展打

通绿色通道，真正破除“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唯奖项”的顽疾。

5.推行全员合同制管理，学校与教职工在自愿、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签订聘任合同，

并依合同实行续聘、解聘。

6.对于一些特殊技能人才或特殊岗位人才，采用灵活多样的聘任制度，实行低职

高聘、高职低聘，促进教师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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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1 2019 年学校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报告

2.1.3-02 学校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和中层干部岗位设置方案

2.1.3-03 学校教职工绩效考核方案

2.1.3-04 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2.1.3-05 学校编外聘用制人员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2.1.3-06 学校教科研及竞赛等项目奖励办法

2.1.3-07 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

2.1.3-08 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管理办法

2.1.3-09 学校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实施方案

2.1.3-10 学校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实施方案补充规定

2.1.3-11 学校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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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1 体制机制改革（5 分）

三级指标 2.1.4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效。

自评得分：1 分。

一、 建立健全选课制，实行弹性学分制

2019 年，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选课制，加大公选课课程的开放

和线上网络课程的开设，并拟开设辅修制度，并在学校实行弹性学分制。

二、建立和执行相关配套制度 3 个

推行学分制以来,不断完善学分制管理办法、学分积累与转换管理办法、弹性学制

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三、79位同学通过审核获得学分认定

2019 年,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学分认定与积累转换,统计共 79 位同学通过审核获得

学分认定，并积累转换相应学分录入课程学分管理系统。同时并对接职业教育国家“学

分银行”。通过学分认定与置换工作的开展，学生更加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各等

级技能竞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创意成果、创业实践等活动，对全面培养高质量人才

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佐证材料：

2.1.4-01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情况报告

2.1.4-02 关于做好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学分认定和置换工作的通知

2.1.4-03 关于公布我校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学生学分认定与积累转换结

果的通知

2.1.4-04 关于做好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分认定和置换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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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5 关于公布我校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生学分认定与积累转换结

果的通知

2.1.4-06 关于印发《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分认定与积累转换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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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建立健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机制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1 体制机制改革（5 分）

三级指标 2.1.5 建立健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机制（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学校强化专业建设，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自评得分：1 分。

一、做好专业结构顶层设计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成立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小组等工作组织机构。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业结构和布局

优化调整工作的统一组织、协调和领导工作，做好专业结构顶层设计、优化调整、资

源调配、政策制定等工作。

二、整合优化 8 个校级专业群

根据学校和市场发展要求，提升专业内涵，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在保有现有

专业的基础上，渐进稳妥新增专业，拓展新工科专业，不断优化调整专业结构。

发挥龙头专业的作用，整合优化 8个校级专业群，依托产业链开展专业（集）群

建设，通过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

位融合，带动学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争创一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三、逐步完善专业结构

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建立并完善专业预警与专业动态调

整机制，使专业链全面对接产业链，形成了服务地方具有涉农特色的专业布局。2019

年，围绕“培优、扶特、组群”的专业建设理念，聚焦需求导向、优化专业结构，使

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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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

2019 年开展专业层面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结合专业诊断的结果，与第三方评价

机构麦可思合作开展对专业、学生培养质量情况等进行诊断评价，以《广东科贸职业

学院专业预警与退出管理办法》为依据，配合做好专业预警与退出工作，避免专业在

招生、培育、就业等多个方面恶性循环。

五、做好专业 3-5 年发展规划

制定院、校二级 2019-2021 年、2022-2024 年专业发展规划，对接学校中长期发

展规划，做好专业群建设规划。每个专业每年按照生源不同分别制（修）订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性，突出学校的专业

特色，使专业设置更能符合市场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佐证材料：

2.1.5-01 学校 2019 年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工作报告

2.1.5-02 学校专业预警与退出管理办法

2.1.5-03 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

2.1.5-04 学校开展专业诊断与改进工作

2.1.5-05 学校各专业诊断与改进报告

2.1.5-06 学校各专业 2019-2021 年专业发展规划

2.1.5-07 关于制（修）订 2019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2.1.5-08 学校学生成长评价报告

2.1.5-09 学校专业诊断报告（麦可思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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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改革与管理

2.2.1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7 分）

三级指标 2.2.1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3 分） 自评得分：3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建设 6个高水平专业群。

自评得分：3分。

学校坚持“服务需求、示范引领、持续推进”的基本原则，围绕国家和省重大发

展战略，面向区域或行业重点产业，重点建设了畜牧兽医等 6个定位准确、组建逻辑

清晰、生源质量好、人才培养质量高、综合实力强的高水平专业群，并已成功申报 2019

年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序

号

专业群名

称
面向产业 师资团队情况 专业群综合实力

1 畜牧兽医 现代农业

省名教师双师工作室主持人 1 名，

省级教学名师 1 名，南粤优秀教育

工作者 1名。专任教师 52 人，正

高 5 人，副高 16 人，博士 9 人，

具有海外学习和培训经历的 7 人。

校外兼职教师 40 人，均为企业技

术能手或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素

质优良。

龙头专业畜牧兽医专业是省一类品牌建设

专业，骨干专业动物医学专业是广东省二类

品牌专业、国家骨干专业。以畜牧兽医专业

及专业群人才培养为主要内容的“育训双轨

的广东三农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实践”获

2019 年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5-2018

年（2019 年未举办省赛）连续 4 年承办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高职组鸡新

城疫抗体水平测定赛项。

2

视觉传播

设计与制

作

战略性新

兴产业

专业群现有专任教师 45 人，正教

授 1 人，副教授 7 人，硕士以上学

历学位教师有 40 人，占 93%，双

师素质教师有 38 人，占 90%，50%

具有企业工作经历。有“南粤优秀

教师”1 名、省技术能手 1 名、校

级“教学名师”2 名。校外兼职教

师 50 人，均为行业领军人才、知

名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工匠型人

才，专兼职教师比为 1：1.15。

获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省信息化教学设计比

赛二等奖，主编“十二五”国家规划及精品

教材 6 部，国家专利 3 项，发表论文、作品

近 20 项，主持参与省级课题近 10 项，个人

参赛获省级奖项 8 项，指导学生竞赛获国家

级及省级奖项 18 项。

3 软件技术
战略性新

兴产业

“软件开发”已贯穿渗透到“智慧

物联”、“智能制造”产业链中各

软硬件程序开发类岗位之中，适合

作为引领专业；各专业特色鲜明，

行业之间互补性强，专业之间具有

极强的内在联系，专业群组建模式

专业群已建成 2 个校内省级实训基地，2 个

省级校外大学生实践基地，拥有 16 个校内

实训室、4个专业技术工作室和 30 个校外

实训基地。实验设备总值达 2000 多万元，

实训设备充足，实验、实训课开出率 100%，

基础实训和专业实训均可以做到 1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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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联合“课程资源、师资资源、

实训资源”，共建高效、共享的联

合育人资源。

设备，专业建设经费每年大于 200 万元。学

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蓝桥杯软件

设计大赛、省高校杯软件设计大赛、挑战杯

大赛、互联网+大赛等，获得全国奖项 11

项，省级奖项 80 余项。

4 园艺技术 现代农业

有专任教师 62 人，其中，高职称

33 人，高级职称占教师总数 50%；

研究生学历教师35人（博士13人，

硕士 32 人），占专任教师 72.58%，

100%教师具有生产一线经历；有全

国优秀教师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1 人，省技术能

手 4 人。

园艺技术专业从 1995 年开始招生，为省重

点专业，有大型设备仪器一批，设施设备总

值 1037.718 万元；6个校内专业技能实训

中心，7 个生产性实训中心，实训基地是中

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省级高职实训基地，

是国家级生产性实训中心；建成了省级精品

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4 门、在建

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1 门。获得 2 个全国一等

奖，4个全国二等奖。

5
药品生物

技术

先进制造

业

现有专任教师 42 人，其中副高及

以上职称 16 名，博士 6 名，南粤

优秀教师 1 名，省高校优秀青年教

师培养对象 1 名，广州珠江科技新

星 1 名，省师德先进个人 1 名，省

科技厅农业科技特派员 7 名，中国

轻工业职教名师 1 名，国家公派赴

美访学教师 1 名。生物技术及应用

专业教学团队和商检技术专业教

学团队分别获批省级教学团队。

校内实践基地面积 4711.78 平方米，设备总

值为 1266 万元，建有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

基地 1 个、省级实训基地 3个，广东省农产

品检验技能竞赛基地 1 个。建成 3 个省级专

业实训基地，成立校级天然产物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和企业专家工作站，先后承办了

5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协办岛津分析

仪器使用及维护技能培训。职业技能竞赛国

家级奖项 7 项、省级奖项 45 项，获“攀登

计划”广东大学生创新培育专项立项 7 项、

广东省高职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立项 3 项。

6 市场营销
现代服务

业

有专任教师 99 名，校外兼职教师

97 名，高级职称 28 人， 83.83%

以上教师具有硕士学位，91.91%

以上具有“双师素质”。专业群有

教授 3 名 ，南粤优秀教师 3 名，

省级教学名师 1 名，校级教学名师

5名，省级技术能手 1 名，国家级

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6 名。

校企共建省级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3

个，省级校内实训基地一个，校内实践实训

教学场所 40 个，共计 3024 平方米，设备总

值 2293 万元，工位数 1237,提供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商务英语、会展策划

类实训项目 185 个；校企共建工作室 7 个，

年均承接企业项目约 30 个，指导老师 55

人，参与学生数近 1000 人次。

佐证材料：

2.2.1 2019 年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报告

2.2.1-01 学校高水平专业群明细表

2.2.1-02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2019-2021 年）

2.2.1-03 学校“十四五”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规划

2.2.1-04 学校重点建设专业群立项通知

2.2.1-05 学校申报广东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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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7 分）

三级指标 2.2.2“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建立 4 个“1+X”证书制度试点。

自评得分：1 分。

学校作为首批试点院校，全校大力支持并认真贯彻落实职教 20条和“1+X”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的总体部署，精心组织“1+X”证书制度试点的相关工作，根据试点要求

在组织建设、师资建设、培训实施、教学改革等方面全面推动试点落地工作，共建立

4 个“1+X”证书制度试点，包括首批参与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的证书为建筑

信息模型（BIM）、web 前端开发、物流管理 3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第二批为网店

运营推广 1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覆盖 8个专业共 3167 个学生。

一、制订学院“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管理办法

从分工与职责、试点申报程序与方法、资金使用与管理以及检查监督等方面不断

完善相关标准和工作程序，提升工作质量，确保试点建设取得成效。做好每学期的学

生学分积累和认定工作，探索“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分银行制度，规

范学校学生“学历、在线课程学习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培训证书、业绩类成果”等方面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

二、推进“1”和“X”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结合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的修订，及时将招募到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有机衔接。

将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统筹教

学组织与实施，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将职业技能等级考核与相关专业课程考试统

筹安排，同步考试（评价），同时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学历证书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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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工作动态周报定期报送制度，认真落实好试点工作动态定期报送制度，及时、

准确报送工作进展，总结工作经验，汇聚典型案例，反映有关困难问题，提出政策建

议等。

试点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情况。选派教师参加“1+X”证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宣贯及

师资能力研修培训，将行业培训与教学实践进行融合探索，提升学校开展试点工作的

整体师资水平，打造能够满足教学与培训需求的专业教学团队，提升教师的专业实践

教学能力。

三、有 30多名学生通过考试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学校结合教材内容及教师培训资料为学生开设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证职业基础课

程,设立必修课及选修课程。根据各个“1+X”技能等级证书考试需求完善实训室建设，

安排学生集训，针对考试大纲定制培训方案，并认真实施。截至 2019 年底，共有 14

位学生通过考试取得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另有 17位学生通过考试取得建

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佐证材料：

2.2.2 2019 年学校“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报告

2.2.2-01 学校 2019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2.2.2-02 学校 1+X 证书制度试点明细表

2.2.2-03 学校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管理办法

2.2.2-04 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

2.2.2-05 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

2.2.2-06 学校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通过学生名单

2.2.2-07 学校 1+X 证书制度试点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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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创新创业教育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7 分）

三级指标 2.2.3 创新创业教育（1 分） 自评得分：1 分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学校获评第四批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2019年按照复评标准开展

建设成绩显著。

自评得分：1分。

一、第五届“互联网+”大赛中我校学生参赛人数 2414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

省分赛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学校组织发动了全校师生积极参赛，共征集作品 674项

进入校赛。其中主赛道+高职赛道 572支团队，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102支团队；累计

参赛人数 3205人次。无论是参赛团队还是参赛师生，项目数量都大大超过上届。

经省厅确认，学校推送 7个项目参加职教赛道复赛；2个项目参加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赛道。经过复评，两个项目进入了 8月举行的省分赛决赛。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

及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参与情况的通知，我校的“穿

越室内外界限的竞技无人机”项目获得职教赛道创业组银奖，“蔬而不漏&果然是你-

岭南特色果蔬制品研发”项目获得职教赛道创意组铜奖。此外，4个项目获优胜奖。

获奖名单如下：

1、银奖：空中 F1——穿越室内外界限的竞技无人机；

2、铜奖：“疏而不漏&果然是你”岭南特色果蔬制品研发 ；

3、优胜奖：宜我者好，用我者酷——时尚厨电新飞跃；

4、优胜奖：聆距离”织造“岭南文化，彩丝驿路引领世界——提升广府非遗文化

产值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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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胜奖：“绿天使”原创品牌移动互联网+室内垂直绿化设计；

6、优胜奖：智绿宝。

二、多方面推进创新创业常规工作

（一）出台学校创新创业团队入驻孵化基地评审办法、创新创业教育指导教师管

理办法。成立了 99个创新创业团队，共 618名学生、128位指导老师参加。

（二）规范创业团队管理；对新一轮入驻创业基地的团队开展了创业培训。

（三）开展创新创业训练营开营仪式暨“科贸茗谈”校友经验分享会。92企管黄

天旭等校友分别就创业过程、投资人如何选择投资项目、参加国赛、在校生如何创业、

企业经营管理与团队精神等主题做了分享。10月在清远举行了 3场讲座近 1000多人

次参加。

（四）开展创新创业交流活动。

1.2019年，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余喜文一行 3人到我校交流

2.学校成为广东女性职业教育集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创新创业

学院李伟章院长当选为委员；

3.我校创业团队师生应邀参加青岛国际院士港“协同创新成果展示与对接合作研

讨会”，我校获得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赛省赛金奖、第五届银奖、国赛铜奖的

深圳市新木木科技有限公司“空中 F1—穿越室内外界限的竞技无人机”项目获邀；

4.我校创新创业学院应邀请参加了在英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的“英德市 2019

年退伍军人全员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仪式；

5.我校参加万迅高校联盟年会，签约加入该联盟，并当选为理事长单位，李志伟

校长当选为理事长。

（五）组织申报农科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2019年立项 1个：“实施岭南绿色

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项目建设;新入驻星创天地企业 2家，成功申报国家级星创天

地建设项目补助资金 20万元。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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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019年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报告

2.2.3-01 学校获得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铜奖

2.2.3-02 学校获得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银奖

2.2.3-03 学校获得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铜奖

2.2.3-04 学校获得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优胜奖

2.2.3-05 学校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营场景

2.2.3-06 学校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场景

2.2.3-07 学校入驻校内孵化基地创新创业团队汇总表

2.2.3-08学校成为政校行企万讯创新创业学院高校联盟理事长单位

2.2.3-09 广东省第四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

2.2.3-10 我校 4名老师获得创业讲师“SYB”培训证书

2.2.3-11 创新创业教育课题和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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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7 分）

三级指标 2.2.4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1 分） 自评得分：1 分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学校于 2018 年底获批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省级试点院校。2019 年度，

根据“扩提强”要求完善了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层面目标链和标准链，

打造“8”字型质量诊改螺旋，发布全校诊改工作安排，利用 AIC 智能校园平台持续推

进诊改运行。自评得 1 分。

一、打造学校 5 个层面目标链标准链和“8”字质量诊改螺旋。

打造学校未来 3年“扩提强”发展总体目标以及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 5个层

面发展目标和标准。目标链和标准链实现自上往下延伸、自下往上支撑；对应 5个层

面，在 AIC 智能校园平台支撑下，构建了五个层面的“8”字质量诊改螺旋。

二、利用诊改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了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质量保证制度体系流程化并在 AIC

智能校园平台上线流转，使得办事有依据、审批有流程、监督有机制，持续推进 5个

层面诊改运行，学校发布诊改工作年度安排，明确每年工作任务、完成时间节点、牵

头部门，责任到岗位。

三、推动“8”字质量诊改螺旋运行，全面推行诊改。

完善学校数据中心，提高学校 AIC 智能校园平台大数据能力和水平，把源头采集

的质量数据进行分类归整并发布信息预警，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给相关部门和责任人，

有效推进即知即改。

1.月度诊改。每月开展质量预警和推进诊改工作，每月编写质量工作简报推送给

相关部门和人。

2.年度诊改。根据月度质量工作简报，及时向学校领导决策层汇报学校存在的质

量短板，提出整改思路和措施，此项改革，有效提高师生员工的积极性，逐步形成自

我诊改的内生动力。

3.专业诊改。2019 年对 39 个专业开展了诊断与改进工作，促进各专业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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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

4.课程诊改。校内专任教师自行选择 2019-2020（1）学期所授课程的其中一门进

行诊改，共有 228 门课完成诊改，有效提升立德育人质量。

四、诊改成效

2019 年学校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提出的“扩提强”目标逐步实现，学校取得的

标志性成果主要有：

1.学校顺利进驻清远校区。新增校舍面积 11万平方米，新增床位 5500 个，实际

报到新生 5225 人，使学校的在校生规模达 13290 人。

2.学校 2019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跃升至全省第 13名。

3.学校顺利通过省教育厅验收，成为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4.学校获成果一批。分别为省级教学成果奖 3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5.专业建设成果显著，斩获国家级骨干专业 2 个、省级一类品牌专业 1个、二类

品牌专业 2个、省级重点专业 4个、1+X 证书试点专业 5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2

个。

6.科研成果和师生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竞赛一等奖、二等奖项等一大批。

佐证材料：

2.2.4 学校 2019 年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诊断与改进情况报告

2.2.4-01 学校获批为广东省第二批内部质量保证诊改试点院校

2.2.4-02 学校内部质量保证诊改工作安排的通知

2.2.4-03 学校质量保证制度与标准

2.2.4-04 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制度文件清单

2.2.4-05 学校 2019 年科研和师生各类竞赛获奖佐证

2.2.4-06 学校专业诊改与 2019-2021 年专业发展规划

2.2.4-07 学校 2019 年部分课程诊改情况表

2.2.4-08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 年质量工作简报

2.2.4-09 学校 2019 年创新强校工程考核成绩位列全省第 13名

2.2.4-10 学校 2019 年获得国家和省级实训基地

2.2.4-11 学校 2019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2.4-12 学校 2019 年毕业生满意度

2.2.4-13 学校 2019 年毕业生雇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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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4 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2.2.4-15 学校获得 2019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二等奖 2 项

2.2.4-16 学校 2019 年专业建设成果丰硕



44

2.2.5 线上开设课程数占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7 分）

三级指标
2.2.5 线上开设课程数占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

（单位：%，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线上课程 567 门，线上开设课程数占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为 75.6%。

自评得分：1 分

一、按照“共享、能学、辐教、便捷”原则，不断推进线上课程发展建设。

2019 年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为 750 门，其中线上课程 567 门，线上开设课程数占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为 75.6%。567 门线上课程均拥有数字化教学资源，包括微课

视频、动画、PPT、自测题、作业等，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授课、答疑、讨论以

及提交作业和下载课件等基本教学活动，开发手机端和 PC端访问界面。

二、出台系列制度，加快推进线上课程建设。

2019 年出台了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

网络教学平台课程等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操作指引、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管理办

法等指导性文件。目前，学校共有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8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1门、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36门、校级网络课程 77门，为开设线上课程储备了

丰富的教学资源。

佐证材料：

2.2.5-01 学校 2018-2019 学年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情况表

2.2.5-02 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 2018-2019 学年课程运行统计信息

2.2.5-03 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络课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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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4 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2.2.5-05 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

2.2.5-06 学校网络教学平台课程等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操作指引

2.2.5-07 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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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教融合

2.3.1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3 产教融合（9 分）

三级指标 2.3.1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学校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自评得分：1.5 分。

一、成立组织机构。依托“企、所、协”协同育人 平台在广东农业职教集团框

架下，由我校牵头，依托 5 家核心协同企业、3 家教学科研单位、4 家协会，教授、

教授级高工 30 人以上，博士生导师 2 人，副高级 109 人，企业技术主管 60 名以

上，校企所协各方人才联动，以确 校企合作组织目标得以实现。

二、落实校企双理事长制。 成立了校企双理事长制理事会，其职责主要是加强

平台建设的组织、管 理、实施和协调工作。

三、完善校企合作项目建设组制度。项目建设组主要职责：负责编制平台建设方

案、任务书和实施计划；组织填写和审阅平台任务书，组织实施平台建设任务；检查

和监督建设平台的实施情况等。

四、完善了校企合作内设机构。成立 3 个分集团和 7 个工作委员会，更进一步

明确了各小组的主要职责、任务与主要完成指标，以保证项目的实施。

五、规范管理运行方式。校企合作在广东农业职教集团框架下，通过建立理事会，

制定广 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章程，依托牵头单位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协调 核心协同

单位，根据签订的“校企所协”科技创新及协同育人协议书，通过 3 个分集团和 7 个

工作委员会，协同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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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1 2019 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情况报告

2.3.1-02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2019-2021 年）

2.3.1-03 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和整改情况报告

2.3.1-04 学校成立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内设机构

2.3.1-05 学校“厂中校”运行管理办法

2.3.1-06 学校“校中厂”运行管理办法

2.3.1-07 学校工作站管理办法

2.3.1-08 学校企业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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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合作平台建设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3 产教融合（9 分）

三级指标 2.3.2 合作平台建设（2 分） 自评得分：2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合作平台建设有新进展。

自评得分：2 分。

一、依托职教育集团推进平台建设

2019 年政校行企合作共建各类技术研发机构、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实训基地等

平台，正在开展服务的合作平台共有 6个（包括：国家级科研平台 1个，省级科研平

台 5个），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 25家，并取得实质性成效。 其中：由我校

牵头的省首批科研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曾

在省教育厅组织的中期考核中获优秀等次。该研究平台自成立以来先后完成“粤禽皇

5 号”蛋鸡新配套系的研发并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认证、“天翔 1 号”

成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审定的肉鸽新品种。该科研平台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累

计推广蛋鸡新配套系 150 万套、肉鸽新配套系 660 套，新增产值 24.2915 亿元，新增

利润 6.1678 亿元，并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广东省农业推广奖 3 项。

二、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

我校园林园艺学院与广东飘之绿古树名木保护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古树名木保护

及景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致力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人才的培养与研究。

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投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棕榈园林

学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问山茶学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世界中餐联

合会—国际粤菜学院”，世界中餐联合会粤菜产业委员会主席梁日东先生担任“餐旅



49

学院”名誉院长、“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美誉教育集团-国际高职教育创新研究院”等

多个政校行企合作共建混合制学院及各类中心，协同招生培养。

政校行企合作平台明细表

序号 名 称 平台状态 立项或合作单位

1 广东省农业职业教育集团 正运行 广东省科技厅

2 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 正运行 国家科技部立项

3 特色农业与深加工“星创天地” 正运行 广东省科技厅立项

4 广东省生态野化茶科技创新中心 正运行 省科技厅

5 广东省肉鸽科技创新中心 正运行 省科技厅

6 省级现代农业（肉鸽）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正运行 省农业农村厅

7 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正运行 省教育厅

8 棕榈园林学院 正运行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 问山茶学院 正运行 广州问山茶叶有限公司

10 国际粤菜学院 正运行 世界中餐联合会

11 国际高职教育创新研究院 正运行 美誉教育集团

12
古树名木保护及景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正运行 广东飘之绿古树名木保护

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

2.3.2-01 2019 年学校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情况报告

2.3.2-02 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建设报告

2.3.2-03 广东家禽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建设活动情况

2.3.2-04 广东省应用型茶叶技术人才协同育人基地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总结

2.3.2-05 学校设立国际粤菜学院

2.3.2-06 棕榈园林学院召开 2019 年产学研用会议

2.3.2-07 棕榈学院理事会章程

2.3.2-08 学校——问山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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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9 广东现代园艺园林公共实训中心项目年度工作总结

2.3.2-10 关于成立学校家禽科学研究所的通知

2.3.2-11 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信息联络员管理暂行办法

2.3.2-12 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走访调研工作制度

2.3.2-13 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信息化建设方案

2.3.2-14 学校与广东飘之绿校企合作成立古树名木保护及景观生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3.2-15 餐旅学院 “粤菜师傅”工程项目总结

2.3.2-16 学校认定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的通知

2.3.2-17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 年新增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2.3.2-18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与美誉教育集团共建“国际高职教育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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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3 产教融合（9 分）

三级指标
2.3.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单位：万元，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得 1.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912.7万元。

自评得分：1.5分。

2019 年，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收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提供

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合计 912.7 万。本校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1664 学生在校内实习实训

中受益于企业的捐赠设备。

序号 企业名称
设备值

（万元）
设备值提供时间 主要用途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分公司
701.7092 2019.4 校企共建实训室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107.00 2019.10 实践教学设备

3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

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04.00 2019.12 实践教学设备

合计（万元） 912.71



52

2019 年 11 月，信息与自动化学院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共建广东

科贸职业学院校网络技术研究中心，为计算机网络专业学生提供下一代防火墙、上网

行为管理设备、核心交换机、dhcp 服务器、dns 服务器、网络存储、模块化机柜等实

际企业生产设备，价值 701.7 万元，可以开展网络操作系统、网络安全、无线网络、

网络存储、路由交换等课程项目教学活动，具体可完成的教学内容见下表。

课程项目 教学内容

网络操作

系统

服务器可以完成配置 dns、dhcp、web、vpn 等网络服务的

架设、配置等项目的教学。

网络安全

可以完成包过滤技术、应用代理技术、会话机制和状态检

测、行为管控、关键字过滤、内容过滤、文件过滤、邮件

过滤、URL 过滤、安全认证、IEEE 802.1x 认证、攻击防

御、恶意扫描防御等

上网行为

管理设备

可完成多链路上网行为的管理配置、禁止访问某些网站配

置、禁止发送包含某些关键字邮件的配置、监控服务器和

数据库分离的配置、上网行为设备与其他设备联动的配置

等。

无线网络

可完成组建会议室无线网络、实施教学楼无线覆盖、组建

家庭无线网、组建单核心无线办公网、组建单核心无线校

园网、配置 FITAP 本地转发组网技术、配置会议室无线安

全加密等项目实训

路由交换

可以完成静态路由、rip 动态路由、ospf 动态路由、is-is

动态路由、bgp 动态路由、策略路由的配置和管理等实训

项目。

2019 年 10 月，信息与自动化学院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广东科贸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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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RFID 综合实训中心，为嵌入式技术与应用及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提供智能卡

读写器、密钥终端卡、充值机、证卡打印机、数据网关、消费机、水电管理系统、单

相电子式电能表、集中器、自助购电机、水控、电源、购水机等实际企业生产设备，

价值 107 万元，可以开展自动识别技术、嵌入式技术、物联网工程项目实训、物联网

应用程序开发及移动应用开发的项目教学活动，具体可完成的教学内容见下表。

项 目 教学内容

自动识别

技术

可完成自动识别技术相关内容的教学,包括自动识

别系统的结构组成和设计方法、射频识别技术的应用和识

别方法，小型自动识别应用系统设备选型、安装调试与测

试等。

嵌入式技

术

可完成嵌入式技术相关内容的教学，包括嵌入式系统

体系结构和开发过程；嵌入式处理器结构，嵌入式系统的

存储器及各种 I/O 接口；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网络

与安全；嵌入式系统的综合开发应用。

物联网工

程项目实

训

可完成物联网工程项目实训部分内容的教学，以卡务

管理系统、智能消费系统、集中电控管理系统、热水水控

管理系统等典型物联网系统为载体，讲解物联网综合项目

的规划、感知层、传输层及应用层环境的设备安装部署和

装调，相关软件的安装与调试，以及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物联网应

用程序开

发

可完成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部分内容的教学，围绕物

联网系统设备进行 PC端应用软件开发，包括串口读写程

序、三层架构及 SOCKET 通讯程序、应用界面开发等等。

移动应用

开发

可完成移动应用开发部分内容的教学，围绕物联网系

统设备进行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包括设备读写、应用界面

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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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提供全自动

码垛机器人、四工位立式分桶机器人、0.25-1L 自动灌装线、在线分选秤、皮带秤、

失重秤实训设备，价值共计 104 万元。

佐证材料：

2.3.3 2019 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明细表

2.3.3-01.中国电信公司捐赠实训设备共建学校校网络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协议

2.3.3-02.中国建设银行捐赠实训设备共建学校 RFID 综合实训中心

2.3.3-03.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公司捐赠实训设备共建学校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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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3 产教融合（9 分）

三级指标 2.3.4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单位：%，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 倍，得 1.5 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 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水平的 1.1 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 倍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

得 0.5 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高。

自评 1.5 分。

2019 年，学校与龙光集团有限公司龙光物业总公司、广东百佳永辉超市等 80多

家企业开展了“订单培养”模式的合作，共计有 638 名学生参加了“订单培养”，可

开展企业订单专业全日制学生总数 1069 人，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59.68%。按上年

水平估算，达到 A类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

佐证材料：

2.3.4-01 学校 2019 年企业订单专业明细表

2.3.4-02 2019 年普通高职在校生专业一览表

2.3.4-03 学校开展企业订单培养情况说明

2.3.4-04 联合开展“龙光班”定向式培养人才协议

2.3.4-05 联合“时代班”定向式培养人才协议

2.3.4-06 校企合作“订单班”合作协议

2.3.4-07 订单班校企协议书

2.3.4-08 联合创办“正邦班”合作协议书

2.3.4-09 联合开展“百佳永辉创业班”定向式培养人才协议-曾志鹏

2.3.4-10 联合开展“宝岛眼镜订单班”定向式培养人才协议-蔡海花

2.3.4-11 联合开展“OLE 储备干部班”定向式培养人才协议-敖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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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2 订单班三方协议-陈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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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现代学徒制试点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3 产教融合（9 分）

三级指标 2.3.5 现代学徒制试点（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现代学徒制试点改革成效显著。

自评得分：1.5分。

一、通过了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中期检查

主要依托的是畜牧兽医和连锁经营管理两个专业，持续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试点改革。在国家试点的引领下，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第二批省

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经学校申报、教育厅审核，同意新增 14

个专业开展 2019 年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试点计划为 498 人，具体招生专业和招生

计划见附件。

二.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改革成效

建立并完善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完善制度六项；校企双方联合成立了现代学

徒制试点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进一步完善校企双主体育人，企业在岗教学 1294 学时，

占整体人才培养学时 57%，；主要根据工学交替的特点安排教学，企业在岗教学 1294

学时，占整体人才培养学时 57%，以在企业集中授课、企业网络课程和师徒带教三种

教学形式相结合开展; 深入探索现代学徒制教育教学改革实践，2019 年，“现代学徒

制模式下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获省级教改立项。

三、企业参与热情大幅提高

2019年6月学校和上市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公司旗下分公司共同开展的畜

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2016 级 26 名学生领取了毕业证圆满毕业。毕业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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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名学生（学徒）升职为技术场长、生产主管等。畜牧兽医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受到

企业肯定，获温氏集团股份公司授予“总裁创新奖”表彰。

经过试点，行业企业增强了对现代学徒制的认识和了解，看到了联合培养对提高

企业职工素质的好处，因此参与热情逐步提高。现分别有温氏集团下属公司开平市温

氏畜牧有限公司开平分公司、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主动申请联合开展 2018 级、2019

级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

佐证材料：

2.3.5-01 2019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报告

2.3.5-0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 年第二批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名单

2.3.5-03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

知（粤教职函[2019]60 号）

2.3.5-04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项目省级年检及验

收工作的通知

2.3.5-05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关于报送 2019 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自查的报告

2.3.5-06 “现代学徒制模式下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项目

获 2019 年省级教改立项

2.3.5-07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制订现代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

2.3.5-08 校企联合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准入标准

2.3.5-09 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课程

标准等 14项

2.3.5-10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等 1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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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标准与资源开发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3 产教融合（9 分）

三级指标 2.3.6 标准与资源开发（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研制标准，开发资源，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自评得分：1分。

一、以 3 个省级专业标准项目引领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建设

目前，全校 39个专业均有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其中：畜牧兽医专业和连锁

经营管理专业开展了校企合作类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师傅带徒弟标准等；畜牧兽医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现代学徒

制专业教学标准研制工作方案；现代学徒制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标准和隐形眼镜护理液

推荐作业标准 33项标准，校企共同研发行业标准。

二、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109 门、开发教材 28 部、参与建设 3 个资源库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能够体现符合要求的课程的教材，包括新编教材或修订教材，

因材施教。因此学校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了教材 4 部，跟企业合作编写校本教材 28

部，将行业、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学校参与“职业教育商务英语专业

教学资源库、职业教育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资源库升级改造、职业教育食品冷链品控专

业教学资源库”等国家专业资源库项目建设工作。

修订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技能等级标准和课程标准，认定校企合作

开发课程 109 门。

佐证材料：

2.3.6-1.2019 年标准与资源开发情况报告

2.3.6-2.畜牧兽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课程

标准等 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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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等 18项

2.3.6-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与壹品设计公司共同研发企业标准融入生产性实训

2.3.6-5.2019 年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3.6-6. 2019 年度参与“职业教育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佐证材料

2.3.6-7.2019 年度参与“职业教育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资源库升级改造项目”佐证

材料

2.3.6-8.2019 年度参与“职业教育食品冷链品控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佐证材料

2.3.6-9.关于公布 2019 年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及教材的通知

2.3.6-10.课程实习校企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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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践教学

2.4.1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4 实践教学（3 分）

三级指标 2.4.1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单位：个，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重视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有效增加实践教学工位数 7088 个，大于规划水平

的 1.1 倍。

自评得分：1 分。

一、新增清远新校区实践教学基地 1000 多万元

2019 年清远校区通过招标、竞价采购“植物与植物生理实训室建设项目”等 25

个实训项目合计招标采购 1182.4851 万元，涵盖：新建机器人实训室、电子电工实训

室、生物化学实训室、动物生物化学实训室、饲料常规分析实训室、生理药理实训室、

食品微生物实训室等专业实训室 23个和 15 个 IT 类实训室。

二、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达 7088 个

2019 年通过校企共建等方式，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现有校内实践教

学基地 24个。其中：

1.央财支持的国家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4个；

2.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9 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1个，省级协同育人基地

1 个；

3.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7088 个，实训面积 91308.3 平方米，实训设备配置和各项

指标符合教学需要，开展实训项目 2342 个，承担的实训项目覆盖了学校的所有专业。

佐证材料：

2.4.1 2019 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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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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4 实践教学（3 分）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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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95%，得 1分；<95%但≧85%，得 0.5 分；<85%，不得分。

自评依据：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 50%以上的专业达 100% 。

自评得分：1分。

学校不断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实践性教学，所有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学时均占总学

时数 50%以上。2019 年度招生专业 39个，招生专业中，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

超50%以上的专业数39个，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占比100%。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一览表

二级学院 专业 所占比例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570101） 55.80%

药品生物技术（生物制药）（570103_1） 54.96%

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加工与营销）（590101_1） 55.30%

商检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检验）（630603_1） 65.39%

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 55.43%

化妆品技术（化妆品技术与营销）（580106_1） 65.69%

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 58.59%

园林园艺学院

园艺技术（都市园艺）（510107_1） 61.91%

园艺技术（花艺与环境设计）（510107_2） 55.43%

茶艺与茶叶营销（茶叶鉴评与营销）（630704_1） 63.93%

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62.01%

园林工程技术（园林规划设计）（540106_1）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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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540301） 50.25%

风景园林设计（540105） 57.82%

动物科技学院

畜牧兽医（510301） 50.90%

饲料与动物营养（510308） 51.01%

动物医学（宠物医学）（510302） 50.96%

水产养殖技术（510401） 50.52%

经济管理学院

物业管理（540703） 52.76%

会计（630302） 60.04%

工商企业管理（630601） 51.04%

连锁经营管理（630604） 51.54%

物流管理（630903） 50.68%

酒店管理（640105） 52.71%

投资与理财（630206） 52.76%

人文艺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 54.09%

影视动画（660209） 55.12%

文秘（商务秘书）（670301_1） 60.20%

文化创意与策划（文案与策划）（610203_1） 60.93%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 56.23%

材料：

2.4.2 学校 2019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4.2-01 关于制（修）订 2019 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2.4.2-02 2019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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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实习管理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4 实践教学（3 分）

三级指标 2.4.3 实习管理（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实习管理严格规范。

自评得分：1分。

一、出台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学校出台了《关于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粤科贸院发〔2019〕52

号），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明确了具体要求，将顶岗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开

展并规定不超过 6个月时限，且明确不能突破《规定》第十条、十六条的规定。同时，

在新生教育中加强实习宣传和政策解读，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树立顶岗实习是“教

学”而不等同于“就业”的正确认识。

二、实施校院两级实习管理机制

根据《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实习(跟岗、顶岗)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实习管

理办法”），学校成立领导小组，二级学院成立工作小组，采用学校、二级学院二级

管理，各司其责，开展顶岗实习工作。依据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7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制定《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 年学生实习工作方案》，有序组织开展 2019 年

各层次的学生实习工作。2016 级学生 2784 人 2019 年 3月 2 日开展顶岗实习；2017

级学生 1349 人开展了认知实习、跟岗实习及专业实习。

佐证材料：

2.4.3-01 学校 2019 年实习管理情况报告

2.4.3-02 学校 2019 年实习学生明细表

2.4.3-03 学校印发《关于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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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4 学校 2019 学年学生实习管理工作方案

2.4.3-05 学校 2016-2017 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项目合同书

2.4.3-06 学校二年级学生 2018-2019 年实习责任保险单

2.4.3-07 学校三年级学生 2019 年实习责任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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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师资队伍

2.5.1 生师比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5 师资队伍（10分）

三级指标 2.5.1 生师比（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2 号规定要求，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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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生师比每

高 1扣 0.1 分，最低得 0分。

自评依据：

学校 2019 年生师比为 17.58:1。

自评得分：1.5 分。

2019 年，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学生总数为 13290 人，校内专任教师 599 人，聘请校

外教师承担教学总学时为 68261 学时，校内专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为 434.15 学时，

折算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为 157 人，合计教师总数为 756 人，折合生师比为 17.58:1，

低于文件要求的 18:1，满足目前教学需要。

佐证材料：

2.5.1-01 校内专任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2.5.1-02 校外兼职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2.5.1-03 学校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凭证

2.5.1-04 教育部数据中心有关学校兼职教师课时量的数据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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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5 师资队伍（10分）

三级指标 2.5.2“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2019 年达 75％,2020-2021 年达 80%。达到年度要求得 1分，每高于年度要求 1％，增

加 0.2 分，最高得 1.5 分；每低于年度要求 1%，扣 0.2 分,最低得 0分。

自评依据：

学校 2019 年“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为 85.11%。

自评得分：1.5 分。

为加强专业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建立一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专业实践能力

的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队伍，学校继续实施双师型素质教师培养计划，通过外引内

培， 2019 年，学校具有双师型的专业课专任教师共 440 人，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517

人，占比为 85.11%，超过文件要求的 75%的占比要求。

佐证材料：

2.5.2-01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

2.5.2-02 关于聘任陈茂群等 500 名同志为学校双师素质教师的通知

2.5.2-03 学校双师素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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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的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5 师资队伍（10分）

三级指标
2.5.3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的

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单位：%，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20%，可以得 1分。低于 20%，每低 1%减 0.2 分，最低 0分；高于 20%，每高 1%加 0.1

分，最高得 1.5 分。

自评依据：

学校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的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为

45.07%。

自评得分：1.5分。

学校依托职教园区、职教集团、产教融合性企业等建立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协作，

大力支持专任教师下企业锻炼，2019年依据数据平台统计得到，学校具有三年以上行

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的专业课专任教师共 233人，占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比例为 45.07%，高于文件要求的 25%。

佐证材料：

2.5.3-01 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的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

2.5.3-02 教育部数据中心有关学校具有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数据截图

2.5.3-03 学校教师参加专业培训及实践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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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5 师资队伍（10分）

三级指标
2.5.4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单

位：%，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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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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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自评依据：

学校 2019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为 15.36%。

自评得分：1.5 分。

学校充分发挥教师发展中心作用，大力推进专任教师下企业锻炼。2019 年，我校

年度共计 92名专任教师到企业锻炼，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15.36%，超过文件要求的 15%。

佐证材料：

2.5.4-01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

2.5.4-02 学校教师参加专业培训及实践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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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5 师资队伍（10分）

三级指标 2.5.5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单位：%，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25%，可以得 1分；低于 25%，每低 2%减 0.1 分，最低得 0分。

自评依据：

学校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33.49%

自评得分：1分

2019年，学校聘任企业兼职教师 598人，负责专业课课时总数 64419学时，

2018-2019学年四类教师专业课课时总数为 192352学时，占比为 33.49%，超过文件规

定 25%。

佐证材料：

2.5.5-01 企业兼职教师一览表

2.5.5-02 2018-2019 学年专业课课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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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5 师资队伍（10 分）

三级指标 2.5.6 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3 分） 自评得分：3 分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2019 年我校大力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以提高师德素养和业务能力为核心，打造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建设

标志性成果丰硕。

自评得分：3 分

2019年我校以提高教师师德素养和业务能力为核心，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在师德建设、教科研及技

能竞赛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具体如下：

一、学校 56人获全员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9年，学校坚持育人为本、育德为先，在第 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学校开展

全员育人先进个人的评选和表彰活动。授予管俊岭等 18位同志“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杨泽利等 10位同志“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荣誉称号、黄仔等 10位同志“优秀兼职教师”

荣誉称号、朱启平等 5位同志“管理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刘虹娟等 10位同志“服

务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沈奕彤等 4位同志“优秀辅导员”荣誉称号、马玉全等 8位

同志“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二、学校 28人入选省级人才项目

学校邱深本荣获教育厅“双师型”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立项（建设期 3年）；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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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教授通过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被聘为教授二级；廖伟平等 22人入选 2019年省

级农村科技特派员；谢婧副教授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审批，作为国外访问学者公费

到新加坡访学 3个月；伍斌缠、林素真、何受倩 3人通过国内访问学者申请。

三、学校 13个教学团队获得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一类品牌专业和教学、科研项目验收或立

项

耿静超书记主持的《“育训双轨”的广东“三农”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实践》获广东

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李琳副教授主持的《依托行业优势的高职思政“三三联动、四化五同”育人模式创

新与实践》、高广宇副教授主持的《“一体两翼四融合”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分别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刘思伽教授负责的畜牧兽医专业被认定为省级一类品牌专业；

杨承鸿副教授负责的商检技术专业、张君博士负责的动物医学专业通过教育部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认定，并通过广东省第一批二类品牌专业验收；

杨承鸿带领的商检技术教学团队被确定为省级教学团队；

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琳、邱秋云副教授主持的项目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立项；

欧阳紫君博士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立项；

李志伟教授主持的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被科技部认定为第二批“星

创天地”；

唐玲博士主持的特色农业与深加工“星创天地”被广东省认定为第二批“星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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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廖伟平副教授主持的广东现代园艺园林公共实训中心被教育部认定为生产性实

训基地。

四、学校 10名优秀教师潜心育人的典型案例

2019年，学校教师潜心育人，他们在课堂教学改革、教科研项目申报、技能竞

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成效显著，学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以

吴霞教授为代表的 10名优秀教师的典型案列体现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序号 姓名 优秀案例简介

1 吴霞 爱岗敬业，立德树人；开展培训，服务三农；教研教改，成效显著。

2 朱庆竖

勤学善思，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实训基地

建设；以身作则，积极开展专业建设与剖析；与时俱进，有效开展

社会服务工作。

3 黄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倾心尽力，教书育人；双师素质，成果丰硕。

4 张君 为人师表，乐教敬业，业绩突出。

5 高广宇

为高职生打开人生的另一扇窗。创新教学方法，探索长效育人模式；

挖掘学生专长，指导竞赛成绩斐然；坚持立德树人，做好青年学生

的引路人。

6 曾凤
植根教学，努力耕耘；以身作则，教书育人；努力提升，为教学、

社会服务。

7 黎红
爱国守法，潜心教书育人；以赛促学，培养职业技能；校企所协，

建设教学团队；善于研究，教科研成果丰硕。

8 赵建群
以立德树人为本，深耕专业实践教学；以专业发展为任，为教育教

学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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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琳
扣紧新时代脉搏，探索高职思政教育，突破高职思政育人难题，创

新思政育人模式。

10 姜喜平 恪守职责，尽心尽力；勤于思考，提高科研；辅导学生，任劳任怨。

五、典型成果列表

（一）广东省教学成果奖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成团队 获奖等级

1 “育训双轨”的广东“三农”人才培养改革探

索与实践

耿静超、汤贞敏、吴霞、肖

智远、石大立、关善勇、李

志伟、潘伟洪、张立忠、邓

文辉、孙洪凤、姜文联、罗

泽榕、何敏、张岐、曾松荣、

邹永新

一等奖

2 依托行业优势的高职思政“三三联动”、“四
化五同”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琳、钟发斌、吴巨贤、周

曦、黄静潇、沈奕彤、郭浩

东、卢俊松、邱秋云、高玫、

任建霞、陈满玉

二等奖

3 “一体两翼四融合”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高广宇、赵璐、蔡彤宇、张

涛、饶瑞、杜平霞、熊昕、

周国丽、李厚龙、廖伟平、

周罗军、陈徐佳

二等奖

（二）2019省级及以上标志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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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教育部人文社科

专项（国家社科基

金）

粤港澳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进展与现实路径

比较研究
李琳

2
农业农村部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

会

天翔 1号肉鸽配套系 家禽所

3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茶文化（第二批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

地）
耿静超

4
广东省社科规划

办（省社科基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的

传播现实及路径研究
吴巨贤

5 广东省科技厅 特色农业与深加工“星创天地” 唐玲

6
广东省国防教育

课题领导小组

融媒体视域下“00”后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研究
沈奕彤

（三）2019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一类品牌专业 畜牧兽医 刘思伽

2 教学团队 商检技术 杨承鸿

3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岭南茶文化教学实践基地 罗泽榕

4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动物（宠物）诊疗实训基地 王亚欣

5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公共实训中心 李欣

6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食品加工与检验实训基地 谢婧

7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软件技术专业校外实 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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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基地

8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深圳黑马传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电子商务专业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艾于兰

9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深圳百果园实业有限公司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叶丽

10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市食品检验所商检技术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刘智钧

11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

协同创新理念下教学管理探究--基于职教“立交桥”
构建的视阈

孙洪凤

12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

高职现代学徒制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开发

与实践
叶丽

13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

以 SpringBoot技术为核心基于现代学徒制创新平

台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以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业为

例

张雷

14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

基于产教融合的广东绿色农的广东绿色农业研究

与实践业研究与实践
邹永新

15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

人机交互的跨境电商英语文境电商英语文案翻译

能力培案翻译能力培养研究养研究
赵惠

16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实心圆”校园水果微商创业 陆燕

17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就职易工作室 林素真

18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广州乐食食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李咏梅

19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科软创客空间 王磊

20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科贸物流服务中心的研究与分析 傅冬兰

21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朕装”校园正装微商创业 孙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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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计划项目

22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洋洋休闲进口食品网建设 黄顺丽

23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中药绿色优质鸡养殖 刘思伽

2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低影响开发技术（LID）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研究
孙丽静

25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啤星戴月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 姚莉

（四）2019教育部 1+X证书试点

序号 试点批次 项目名称 所属学院

1 第一批 建筑信息模型 BIM 园林园艺学院

2 第一批 web前段开发 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3 第一批 物流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4 第二批 网店运营推广 商贸与外语学院

佐证材料：

2.5.6-01 2019 年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报告

2.5.6-02-01 学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方案

2.5.6-02-02 学校 2019 学年全员育人先进个人

2.5.6-03 学校 2019 年省级高层次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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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04-01 2019 年学校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教学成果奖

2.5.6-04-02 2019 年学校获得教育部、广东省品牌专业及教学团队

2.5.6-04-03 学校获得国家级课题立项

2.5.6-04-04 学校获得国家级、省级基地立项

2.5.6-05 学校 10 名优秀教师案例

2.5.6-06-01 学校获得省级以上科研立项

2.5.6-06-02 学校获得广东省横向课题

2.5.6-06-03 学校获得技能竞赛成果

2.5.6-06-04 教师个人获奖

2.5.6-06-05 学校获得创新创业成果

2.5.6-06-06 2019 年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省培、国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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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才培养质量

2.6.1 应届毕业生当年创业率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6 人才培养质量（6 分）

三级指标 2.6.1 应届毕业生当年创业率（单位：%，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5%，得 1分；<5%但≥3%，得 0.5 分；<3%，不得分。

自评依据：

应届毕业生当年创业率为 5.07%。

自评得分：1分。

2019年普通高职应届毕业生为 3118人，创业毕业生人数为 158人，应届毕业生

当年创业率为 5.07%。

佐证材料：

2.6.1-0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报告

2.6.1-02 2019年届毕业生自主创业名单

2.6.1-03 2019年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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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毕业生满意度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6 人才培养质量（6 分）

三级指标 2.6.2 毕业生满意度（单位：%，2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90%，得 2分；<90%但≧85%，得 1.5 分；<85%但≧80%，得 1分；<80%，不得分。没

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自评依据：

毕业生满意度有待提升。

自评得分：1 分。

1.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毕业生满意度得分为

4.09分（满分为 5 分），满意度为 80.8%，有效回收率为 39.15%。

2.根据麦可思-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成长评价数据显示，本校 2019 学年大一至

大三学生对人才培养的总体满意度为 75.00%。具体来看，大一至大三学生的总体满意

度分别为 66.00%、77.00%、88.00%，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提升。

图 2-1 本校大一至大三学生对人才培养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学生成长评价数据。

佐证材料：

2.6.2-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的

通知

2.6.2-02 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系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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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雇主满意度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6 人才培养质量（6 分）

三级指标 2.6.3 雇主满意度（单位：%，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85%，得 1.5 分；<85%但≧80%，得 1分；<80%但≧75%，得 0.5 分；<75%，不得分。

没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自评依据：

雇主满意度为 91.6%。

自评得分：1.5 分。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雇主满意度得分为 4.48

分（满分为 5分），满意度为 91.6%，有效回收率为 10.95%。

佐证材料：

2.6.3-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的

通知

2.6.3-02 雇主满意度调查系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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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教师满意度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6 人才培养质量（6 分）

三级指标 2.6.4 教师满意度（单位：%，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85%，得 1.5 分；<85%但≧80%，得 1分；<80%但≧75%，得 0.5 分；<75%，不得分。

没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自评依据：

教师满意度为 88.8%。

自评得分：1.5 分。

在教育厅组织的 2020 年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中，教师满意度得

分为 4.44分（满分为 5分），,满意度为 88.8%，超过文件规定的 85%要求；有效回收

率为 44.61%。电子邮箱有效的教师超过 80%，教师满意度调查回复率超过 20%。

佐证材料：

2.6.4-0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的

通知

2.6.4-02 教师满意度调查系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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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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2.提质（45 分） 二级指标 2.7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5 分）

三级指标 2.7.1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5 分） 自评得分：5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2019年，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丰硕。

自评得分：5分。

学校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

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等文件精神，制定了《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教

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2019-2021年）》，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教

学管理制度，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成效显著。

人才培养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序号 成果类别 标志性成果名称

1 专业建设 商检技术、动物医学认定为国家骨干专业

2 示范校建设 学校被确定为省示范性高职院校

3
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
“育训双轨”的广东“三农”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实践

4
省教学成果二等

奖

依托行业优势的高职思政“三三联动、四化五同”育人模

式创新与实践

5
省教学成果二等

奖

“一体两翼四融合”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与实践

6 专业建设 畜牧兽医获省一类品牌专业立项

7 专业建设 商检技术、宠物医学 2个二类品牌专业通过验收

8 专业建设 市场营销专业通过省级重点专业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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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课程建设 学校《花卉生产技术》等 5门省级精品开放课程通过验收

10 师资建设 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11 师资建设 商检技术师资团队获批为省级教学团队

12
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

岭南茶文化教学实践基地等 4个校内实践教学基地获批为

省级实践教学基地

13
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
学校的广东现代园艺园林公共实训中心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14
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

学校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实训基地等 3个实训基地项目通

过验收

15
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学校的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软件技术专业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等 5个基地认定为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6
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实心圆”校园水果微商创业”等 10个项目认定为省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7 教改项目验收
学校的《广东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等 6个教改项

目通过验收

18 教改项目立项
学校的《协同创新理念下教学管理探究--基于职教“立交桥”

构建的视阈》等 5个教改项目获得省级立项

19
质量工程项目立

项

学校《广州市昊卉花卉园林有限公司园艺技术专业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 7个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

获得省级立项

20
质量工程项目验

收

《七叶薯蓣提取物抗菌活性的研究及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等 11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过验收

21 技能大赛 获世界级亚军

22 技能大赛 获世界级铜奖

23 技能大赛 等 3项获国家级三等奖

24 技能大赛 等 5项获省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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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技能大赛 等 9项获省级二等奖

26 技能大赛 等 14项获省级三等奖

27 承办大赛

学校承办 2018-2019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

赛（高职组）“园林景观设计、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鸡

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3个农业类赛项，来自全省 46所兄

弟院校、75支队伍、400多名师生参加了本赛。

10名学生培养典型案例

序

号
姓名 案例名称 典型事迹

1 国旗护卫队
我自豪，我为校园升

国旗

第一届广东省学校国防教育成果

交流展示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2 黄仔 黄仔花艺，惊艳世界 2019世界花艺大赛亚军

3 黄燕峰
“武夷山”竞茶我夺

魁
全国评茶员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4 郑旭文 放飞无人机的梦想 创办新木木无人机公司

5
林汉樟、李伟

源
物流竞技我争锋

“物流企业经营赛”全国总决赛

团体一等奖

6 余金雄 外卖，也很艺术 FAST外卖平台负责人

7 朱思业
脱下军装的“新农

人”
创立 E品优农工作室

8 张金煌 让花艺走进生活 创办初蕊花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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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晃
打造飞悦英语培训

品牌
创办英语培训公司

10 庄家然 金龟创业链接财富 养殖黄额闭壳龟

佐证材料：

2.7.1-01 学校 2019年国家骨干专业获得认定佐证材料

2.7.1-02 学校 2019年国家级实训基地获得认定佐证材料

2.7.1-03 学校 2019年度省级一类品牌专业获得立项佐证材料

2.7.1-04 学校 2019年度省级教学团队获得立项佐证材料

2.7.1-05 学校 2019年省级校内实践教学基地获得认定佐证材料

2.7.1-06 学校 2019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获得认定佐证材料

2.7.1-07 学校 2019年度省级教改项目获得立项佐证材料

2.7.1-08 学校 2019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得认定佐证材料

2.7.1-09 学校 2019年省级二类品牌专业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0 学校 2019年省级重点专业建设项目验收通过佐证

2.7.1-11 学校 2019年省级公共实训中心项目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2 学校 2019年省级实训基地项目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3 学校 2019年省级精品开放课程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4 学校 2019年省级教改项目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5 学校 2019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6 学校 2019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过验收佐证材料

2.7.1-17 学校完善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佐证材料

2.7.1-18 学校 2019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材料

2.7.1-19 学校 2019年学生获奖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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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0 学校 2018-2019年度教师教学能力大赛（高职组）获奖信息表

2.7.1-21 10个学生典型案例



88

3.强服务

强服务，是“创新强校工程”建设的目标，旨在提高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

本年度，学校突出“涉农”特色，坚持服务面向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

大湾区战略，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村科技特派员行动、国际粤菜师傅工

程等活动，同时在应用技术研发、成果转让、职业培训、技术服务，服务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服务成效。其中，科技特派员

行动受到多家媒体关注，收获了 “天翔 1 号肉鸽配套系”等 7 项省部级以上标志性

成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强服务

（25 分）

3.1 科技研发（8分）

3.1.1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5

分）
5

3.1.2 拨入科研经费总量（单位；万元或增长率，

3 分）
3

3.2 社会服务（6分）

3.2.1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单位：万元，2分） 2

3.2.2 技术交易到款额（单位：万元，1.5 分） 1.5

3.2.3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单位：万元，1分） 1

3.2.4 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

（1.5 分）
1.5

3.3科技研发和社会

服务标志性成果

（5分）

3.3.1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5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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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对外交流与合作

（6分）

3.4.1 合作办学（1分） 1

3.4.2 交流合作项目（1分） 0.5

3.4.3 粤港澳大湾区项目（2分） 2

3.4.4 结对帮扶（2分） 1

合计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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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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1 科技研发（8分）

三级指标 3.1.1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5 分） 自评得分：5

计分方法

每新增一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得 1分；每新增一个市厅级科研平台，得 0.2 分；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 1分；以第二、第三完成单位获省部

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 0.5 分；以其他排序参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

0.1 分；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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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

分值最高得 5分。平台和项目，均指的是立项。

自评依据：

2019年，新获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

自评得分：5分。

本年度我校新增两个省级科研平台：

1.唐玲博士主持的“特色农业与深加工 ‘星创天地’”获得省科技厅立项；

2.李志伟教授主持的“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运营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获得省科技厅立项。

3.本年度新增 10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级 4项。

4.本年度新增 6项省级以上科研究奖励。

2019年新增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级别 项目来源 立项文件

1
粤港澳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

进程与现实路径比较研究

国家

级

教育部人文社科

司

教社科司函

〔2019〕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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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肿瘤干细胞标志物的T7-多

糖-多肽“三明治”式多靶点疫

苗的抗肿瘤效应与机制研究

国家

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医学科

学部

项目批准号：

81803081

3 国家农村农业部认定-天翔 1号
国家

级
国家农村农业部

农 09新品种证

字第 82号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高校的传播现实及路

径研究

省级

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学科共建项

目

粤社科规划办

通【2019】 15

号

5 无花果种植与加工项目 省级
广东省乡村振兴

战略专项

粤科函资字

〔2019〕1566

号

6

“一体两翼四融合”高职艺术设

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项目

2019GXJK223

7
职艺术设计专业技能竞赛与常

规教学融合的实践研究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项目

2019GXJK278

8
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立德树

人”深度融合机制探析
省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

项目

2019JKDJ022

9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涉农专

业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研究

国家

级

教育部人文社科

司
20YJE7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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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

地”运营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省级 广东省科技厅 2019年 12月

佐证材料：

3.1.1-01 2019年新增市厅级以上科研平台明细表

3.1.1-01-01 第二批省级和第三批国家级星创天地备案名单

3.1.1-01-02 2019年度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

3.1.1-02 2019年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明细表

3.1.1-02-01 学校获得 2019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3.1.1-02-02 2019年学术年会获奖论文

3.1.1-02-03 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获奖论文证书

3.1.1-03 2019年新增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

3.1.1-03-01 立项文件-教社科司函〔 2019〕54号 （李琳）

3.1.1-03-02 立项文件-81803081 （欧阳紫君）

3.1.1-03-03 国家农村农业部认定文件（天翔 1号）

3.1.1-03-04 立项文件-粤社科规划办通【2019】 15号（吴巨贤）

3.1.1-03-05 立项文件-粤科函资字〔 2019〕1566号（李文）

3.1.1-03-06 立项文件-2019GXJK223（高广宇）

3.1.1-03-07 立项文件-2019GXJK278（杜平霞）

3.1.1-03-08 立项文件-2019JKDJ022（熊飞）

3.1.1-03-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通知

3.1.1-03-10 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运营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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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拨入科研经费总量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1 科技研发（8 分）

三级指标 3.1.2 拨入科研经费总量（单位；万元或增长率，3 分） 自评得分：3 分

计分方法

年度拨入科研经费总量最多的高校得满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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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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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厅每年组织的普通高校科技、社科年度统计报表数

据为准。

自评依据：

2018 年度我校科研经费为 359.597 万元，2019 年我校科研经费拨入总金额

460.9882 万元。自评得分：3 分。

国家社科、自科及各类横向课题立项拨款总额 293.033 万元，省教育厅立项项目

到款 21.5 万元，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到款 8.5 万元，校级课题到款 18.1 万元，

教职工科研竞赛奖补 119.8552 万元。2019 年度拨入科研经费的增长率 28.06%.

2019 年拨入科研经费明细表（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拨款单位 金额

1
石橄榄引种驯化、繁殖及应用推广研究项

目
杨运英 广东省财政厅 45

2 荒藻化治理技术研究 廖伟平
广州市山水生态环保

建设有限公司
2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高校的传播现实及路径研究
吴巨贤 广东省社科规办 4

4
粤港澳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进程与现

实路径比较研究
李琳 教育部人文社科司 5

5
野化白云黄茶加工闷黄过程微生物及其

对主要化学影响研究项目
刘展良

台山市四九镇瓶山野

化白云茶场
3.238

6 天然植物精油在肉鸡采油调控中的研究 方心灵 华农大动物科学学院 3

7 德启精英班对接项目 陈春梅
佛山市德启首饰包装

有限公司
5

8 广东单丛茶“走出去”人才专题项目 王江锐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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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面向 ABB-IRB机器人的虚拟现实示教实训

系统研究
王磊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1

10

基于肿瘤干细胞标志物的 T7-多糖-多肽

“三明治”式多靶点疫苗的抗肿瘤效应与

机制研究

欧阳紫

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医学科学部
21

11
话梅熬制糖工艺优化及货架期糖成分变

化规律的研究
黄百祺

广东同享食品有限公

司
3.75

12 无花果种植与加工项目 李文 省科技厅 30

13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地方卷 潘伟洪 省农业农村厅 5

14 省农业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项目 学校 广东省科技厅 100

15
稻谷新陈度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快速检测

盒的研究
万娟 广州市科技局 15.045

16
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

地”运营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石大立 省科技厅 20

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17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质量保证管理平

台设计研究
汪海涛 省教育厅 3

18
基于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探索棕矢

车菊素治疗 2型糖尿病的机制研究

欧阳紫

君
省教育厅 3

19 人畜共患鸽沙门氏菌病原特性的研究 余双祥 省教育厅 3

20
广府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创设计视觉

营销体系中的融合应用研究
赵璐 省教育厅 2

21
基于智能电网监控运行大数据分析的电网

企业运营效益研究
刘文静 省教育厅 2

22
鸡病原微生物的 RAA 快速检测技术的研究

及初步应用
刘向楠 省教育厅 2

23
干酪乳杆菌胞外多糖促结肠癌细胞线粒体

凋亡通路的研究
邸维 省教育厅 2

24
乡村振兴战略下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保护

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香嘉豪 省教育厅 1

25
带有晃动约束开放式容器运动的学习控制

研究
李光 省教育厅 3

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深度

融合机制探析
熊飞 省教育厅 0.5

2019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

26
基于微波辅助提取枇杷叶中熊果酸和齐墩

果酸的工艺开发
黎朝旭 团省委 6

27
鸽子中毒模型复制及临床症状观察和剖检

变化检查
谢明龙 团省委 1.5

28
政治社会化视域下高校学生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实践研究
黄炜钰 团省委 1

校级课题

29
农业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熊 飞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8



95

30
多校区高职院校建筑安全与维护管理研究

——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阳梦花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5

31
提高岭头单丛茶品质的干燥技术的筛选研

究
王 睿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5

32 共享农业理念推动城市家庭园艺发展 李智多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5

33 华南野牡丹科抗性种质筛选与新品种创制 谭卫萍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5

34
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与路

径研究
张 岐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5

35 EI-MS耦合GC-FID法测定低聚甘油的组成 付尽国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5

36
多校区格局下的排课管理探索与优化--以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吴巨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

37 物业管理专业资源库的教学改革实践 尹 文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

38
组织变革视角下的高职院校二级管理构建

研究 ----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孙洪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39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研究-以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现代

学徒班“宝岛班”“友琪班”为研究对象

陆 燕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0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园林专业创新创业教

学与实践模式研究
孙丽静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1
互联网+背景下的 V财务信息综合实践课

程开发的研究
赵建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2
移动信息化背景下现代学徒制课程改革

“五贯通”的探索
黄彦婷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3
基于“乡村振兴”理念下的移动互联网与

农产品信息相结合的互助平台建设
吴 嵘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4
产教融合共育人才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以

化妆品技术专业建设为例
杨承鸿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5
基于雨课堂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

以《生化分离技术》课程为例
续 倩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6

经济管理管学院工商企业管理和物流管理

专业与京东合办“京苗班”的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杨曼丽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7
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王艳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8
“四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基

于我校近三年心理测评的追踪研究
苏勤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49
扩容、提质、强服务背景下学分银行制度

实践研究—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林晓敏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50
广东高职院校专任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

调查研究--以 KM 学院为例
吕玉颜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51
清远省级职教基地多院校体育资源供给与

共享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路径研究
化中新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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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标乡村振兴人才需求的涉农类高职院校

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 任建霞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53
自媒体视域下高职学生网络舆情分析及引

导机制研究——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为例
彭 江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54
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党建沟通机制研

究
陈丽梅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0.4

55 广东绿色农业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邹永新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

56 天然产物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李 欣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

57
信息化语境下高职英语教学多元评价体系

的构建与反拨作用研究
杜宏丽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5

58 教科研奖补 教职工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119.8552

合

计
460.988

佐证材料：

3.1.2 2019 年拨入科研经费明细表

3.1.2-01 拨入科研经费下达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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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服务

3.2.1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二级指标 3.2 社会服务（6 分）

三级指标 3.2.1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单位：万元，2 分） 自评得分：2分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得 2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得 1.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2019年横向课题立项数达到 18项，实际到款额达到 215.458万元。

2019 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拨款单位 资金到位时间 金额（万）

1 荒藻化治理技术研究 廖伟平
广州市山水生态环保建

设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

2
野化白云黄茶加工闷黄过程微生物及

其对主要化学影响研究项目
刘展良

台山市四九镇瓶山野化

白云茶场
2019 年 4 月 3.238

3
天然植物精油在肉鸡采油调控中的研

究
方心灵 华农大动物科学学院 2019 年 5 月 3

4 德启精英班培训 陈春梅
佛山市德启首饰包装有

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5

5 广东单丛茶“走出去”人才专题培训 王江锐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19 年 5 月 30

6 省农业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项目
广东科贸

职业学院
广东省科技厅 2019 年 5 月 100

7
面向 ABB-IRB 机器人的虚拟现实示教

实训系统研究
王磊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2019 年 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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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得分：2分。

佐证材料：

3.2.1 2019年度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明细表

3.2.1-01 2019年度横向技术服务部分合同截图

8 课程实习校企合作 张琼玉
广州市展易行会务服务

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3

9
话梅熬制糖工艺优化及货架期糖成分

变化规律的研究
黄百祺 广东同享食品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75

10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地方卷 潘伟洪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19 年 11 月 5

11 数控珩磨机床定量进给加工工艺 卢勇
宁夏银川大河数控机床

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5

12广东壹号高产优质蛋鸡配套系培育卢桂强
广东壹号食品有限公

司
2019 年 10 月 32

13禽用中药制剂的研发 卢桂强
广州市白云山宝神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5

14水生植物水体净化能力的研究 廖伟平
广州市山水生态环保

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0

15全国剑桥少儿英语考试广东省考点杜宏丽
广东省教育考试服务

中心
2019 年 11 月 0.6

16
水稻矮化育种 60 周年纪念暨广东

水稻产业科技大会会务服务

广东科贸

职业学院

广州骄阳农业有限公

司
2019 年 6 月 5.87

17第七届“博导前程杯”竞赛服务 张盈
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2

18禧禧文创项目 林素真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2019 年 11 月 5

合计 215.458

http://www.gdkm.edu.cn/UploadFiles/cxqx/2020/5/2020051816480111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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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2 社会服务（6 分）

三级指标 3.2.2 技术交易到款额（单位：万元，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得 1.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 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2019 年我校与国家、省内外 10 个单位进行技术合作，技术交易到款额 188.488

万元。

自评得分：1.5 分。

2019 年技术交易到款额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拨款单位 金额（万元）

1 荒藻化治理技术研究 廖伟平
广州市山水生态环保建设

有限公司
2

2

野化白云黄茶加工闷黄过程微

生物及其对主要化学影响研究

项目

刘展良
台山市四九镇瓶山野化白

云茶场
3.238

3
广东单丛茶“走出去”人才专

题培训
王江锐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30

4
省农业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项

目

广东科贸职

业学院 22 人
广东省科技厅 100

5
面向 ABB-IRB 机器人的虚拟现

实示教实训系统研究
王磊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1

6
话梅熬制糖工艺优化及货架期

糖成分变化规律的研究
黄百祺 广东同享食品有限公司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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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控珩磨机床定量进给加工工

艺
卢勇

宁夏银川大河数控机床有

限公司
1.5

8
广东壹号高产优质蛋鸡配套系

培育
卢桂强 广东壹号食品有限公司 32

9 禽用中药制剂的研发 卢桂强
广州市白云山宝神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
5

10 水生植物水体净化能力的研究 廖伟平
广州市山水生态环保建设

有限公司
10

188.488

佐证材料：

3.2.2 2019 年技术交易到款额明细表

3.2.2-01 2019 年技术交易到款额部分合同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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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2 社会服务（6 分）

三级指标 3.2.3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单位：万元，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 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本年度学校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736.6万元，突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职业经理人

培育，技能培训和考证等“三农”特色项目。

自评得分：1分。

2019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1 云安县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30000

2 丰顺县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123575

3 汕尾城区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4 兴宁市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5 龙湖区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6 连平区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7 平远县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第一期） 16040

8 平远县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第二期） 14831.25

9 始兴县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19831.5

10 南雄市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19097

11 大埔县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10735

12 郁南县 2018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1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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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年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班（第二阶段）
760941

14 2018年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班（第三阶段）

15 2019年农业经理人培训班（第一、二、三阶段） 3200000

16 2019年广东省“领头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385000

17 全省财政专项扶贫办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培训班 362600

18 惠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中青年干部跟岗学习研修班 20700

19 广州市从化局 2017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77000

20 广州市从化局 2017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40000

21 广州市从化局 2016年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160000

22 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公司订单式培养班 50000

23 茶艺技能提升培训 8050

24 2019年职业技能鉴定费 109359.18

25 2019年专升本培训费 1944550

合计 736.6万

佐证材料：

3.2.3 2019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明细表

3.2.3-01 2019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部分合同截图

3.2.3-02 2019年非学历培训到账凭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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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2 社会服务（6 分）

三级指标 3.2.4 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1.5 分） 自评得分：1.5

计分方法
≥1，可以得 1分。低于 1，每低 0.1 减 0.2 分，最低得 0分；高于 1，每高 0.1 加 0.2

分，最高得 1.5 分。

自评依据：

2019 年在校生 13290 人，非学历培训人日数 31253，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

在校生数之比 2.35。

自评得分：1.5 分。

其中：

1.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695 人次，5462 人日；

2.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 528 人次，5720 人日；

3.职业技能鉴定 1388 人次，13067 人日；

4.畜牧兽医、人文艺术、园林园艺等专业的其他培训 1897 人次，7004 人日。

佐证材料：

3.2.4-2019 年非学历培训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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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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3科技研发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5分）

三级指标 3.3.1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5 分） 自评得分：5 分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2019年学校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

自评得分：5分。

2019年学校大力推进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在应用技术研发、成果转让、职业培

训、技术服务，服务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一、培育“一懂两爱”的新型职业农民

学校是农业农村部首批确认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发挥新型职

业农民教育培训、实习实训和创业孵化的服务平台作用，培育“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 会技术善经营的职业农民队伍，服务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

二、实施五项工程，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

学校依托 40多名现代农业专家、26个省级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6个协同创新培

育建设平台等三类抓手，深入实施“职教扶贫”工程、“百师百村百场”、“职教强

县”工程、 “协同创新交流”工程等五项工程，积极拓展服务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

服务“三农”工作成效显著。其中，科技特派员行动收到多家媒体关注，农村科技特

派员案例《党建赋能脱贫攻坚 打造“党建+农村科技特派员”品牌》获得省教育厅“学

校党委党建工作创新案例”三等奖。

三、10项代表性学术成果

2019年学校获得了 “天翔 1号肉鸽配套系”等 10项代表性学术成果，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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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1 天翔 1号肉鸽配套系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

会新品种审定

2 粤港澳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路径比较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专项

3 基于肿瘤干细胞标志物的 T7-多糖-多肽“三明治”式多靶点

疫苗的抗肿瘤效应与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

4 特色农业与深加工“星创天地”
广东省科技厅“星创天

地”备案平台

5 无花果种植与加工项目
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

项资金项目

6 广东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管理和预警机制研究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

7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研

究
团中央学校课题

8 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深度融合机制探析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

9 转型期高等职业院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专著

10 Sex identification of pigeons using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alysis with simple DNA extraction SCI，SSCI

佐证材料：

3.3.1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

3.3.1-01国家农村农业部认定文件（天翔 1号）

3.3.1-02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立项通知书（李琳）

3.3.1-03立项文件（欧阳紫君）

3.3.1-04立项文件（李文）

3.3.1-05结题证书（潘伟洪）

3.3.1-06 立项文件（唐玲）

3.3.1-07 立项文件-2019JKDJ022（熊飞）

3.3.1-08结题证书（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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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9著作(张立忠)

3.3.1-10学校教师在外文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陈明霞）

3.3.1-11 农村科技特派员案例获得省教育厅三等奖

3.3.1-12 学校参加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选派对接情况

3.3.1-13 学校参加广州市乡村振兴“百团千人科技下乡”工程专家服务团队

3.3.1-14 学校农村科技特派员下乡活动

3.3.1-15 有关媒体报道：

(1)广东扶贫公众号：党建+农村科技特派员，赋能贫困村脱贫

(2)广东农村科技特派员（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科贸职院农村科技特派员下乡收

获多

(3)南方+、南方农村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农村科技特派员开展三下乡

(4)南方+：广东科贸职院与农财大数据共筑农业“育匠”工程

(5)南方农村报：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年职业农民经理人培训招生

(6)人民日报社：广东清远为乡村新闻官办技能大赛

(7)世界粤菜厨皇会：粤菜师傅哪家强？广东科贸职院决出冠军

(8)学习强国：广东科贸职院，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助力乡村振兴

(9)中国青年报：以茶为媒，传承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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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外交流与合作

3.4.1 合作办学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6 分）

三级指标 3.4.1 合作办学（1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合作办学有序推进。

自评得分：1分。

一、开展与韩国又石大学、波兰热舒夫大学等合作办学。

2019 年，拓展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如，5月，与韩国

又石大学双方就市场营销、园林工程技术、食品与生物工程、市场营销、工商企业管

理等相关专业进行合作办学。11月，与波兰热舒夫大学签订双方合作办学。

二、与广州美誉教育公司共建“国际职业教育创新研究院”推进国际化办学。

2019 年，与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共建“国际职业教育创新研究院” 。

此举加快推动国际人文、商业发展、科技创新、应用型教育与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加

强“一带一路”多语种人才培养进度，铺设高水平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中外创业创

新平台建设等等。

佐证材料：

3.4.1 2019 年合作办学情况报告

3.4.1-01 中外合作办学协议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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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交流合作项目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6 分）

三级指标 3.4.2 交流合作项目（1 分） 自评得分：0.5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交流合作项目有新的进展。

自评得分：0.5 分。

一、承办国际厨艺大赛，邀 6 国领事交流。

2019 年 11 月，首届“清远杯”国际粤菜厨艺大赛暨 2019 世界粤菜厨皇大赛中国

区总决赛在我校清远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瑞士等

14个国家 50 多个地区的 150 多位粤菜精英选手参加了此次大赛。韩国、斯里兰卡、

越南、马来西亚、科威特、泰国等 6 国驻穗总领馆官员专程来到现场，观看比赛。

二、参加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交流会并作主题报告。

2019 年我校校长李志伟教授参加“共建共享共有优质教学资源”“促进师资和学

生交流”“联合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等主题圆桌讨论，并发起共同筹备成立“中国—

东盟农业职业教育联盟”倡议，与会单位共同签订了同意筹备成立“中国—东盟农业

职业教育联盟”协议。

三、拓展与韩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际交流合作。

2019 年度，拓展了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如，5 月韩国

又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金东柱莅临我校进行交流访问，对学生联合培养，教师培

训等，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双方达成广泛共识。11月，波兰热舒夫大学代

表 Jakub Czopek 博士一行来访我校。

佐证材料：

3.4.2 2019 年交流合作项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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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6 分）

三级指标 3.4.3 粤港澳大湾区项目（2 分） 自评得分：2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项目，服务区域经济。

自评得分：2 分。

一、建设餐旅学院和国际粤菜学院，落实“粤菜师傅“工程

2019 年学校调整专业群，成立餐旅学院，将食品加工技术、烹调工艺营养、茶艺

与茶叶营销、酒店管理专业集群，设立餐旅学院，集中力量，聚集资源落实“粤菜师

傅”工程。同时，着眼“粤菜师傅 走向世界”，积极与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合作，共商

共探粤菜国际化发展，筹备设立“国际粤菜学院”。目前学校与世界中餐联建立了良

好的“校协”合作关系，在清远市共同组织 2019 年粤菜国际厨艺大赛，校协双方还签

订了“国际粤菜学院”共建框架协议，开启共同实施“粤菜师傅”工程，致力于培养

“粤菜师傅”人才，促进城乡就业，助力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粤菜

师傅走向世界”，提升岭南饮食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

行示范区建设大局。

二、构筑“一个团队、六个平台”，系统推进粤菜师傅工程项目

2019 年，学校专程到香港职业训练局及下属中华厨艺学院交流，探索引入香港先

进的烹调及餐旅课程及培训标准，课证融通服务粤港粤大湾区的学员。邀请世界中餐

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邢颖、常务副秘书长牟栋梁、粤菜产业委员会主席梁日东、香港

中华厨艺学院首席教导员刘惠平、香港国际厨艺交流协会会长陈国强等嘉宾到指导和

参与学校“粤菜师傅”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工作，共同制定并论证通过了国际粤菜学院

建设方案。方案明确了以“一个团队、六个平台”建设和“五大行动”为重点的工作

计划，并立即启动相应工作，对标法国蓝带学院、德国中央烘焙学院、香港中华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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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台湾国立餐旅大学等高水平院校，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标准、国际化的粤菜学院，

将其打造成为高职学历教育的大本营、非学历教育的培训中心、岭南文化的国际交流

中心、粤菜的研发中心、粤菜文化和茶文化的游学基地，成为在国内有鲜明特色、国

际有影响力的现代产业学院。到 2022 年，学校将开展粤菜师傅培训 5000 人次以上，

直接带动１万人实现就业创业，将“粤菜师傅”打造成弘扬岭南饮食文化的国际名片。

佐证材料：

3.4.3 2019 年与港澳学校交流合作项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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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结对帮扶

一级指标 3.强服务（25 分） 二级指标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6 分）

三级指标 3.4.4 结对帮扶（2 分） 自评得分：1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依据：

发挥优势，搭建平台，结对帮扶。

自评得分：1 分。

一、发挥涉农类省级示范校的作用，结对帮扶其他兄弟高职院校。

我校是农业部首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教育部“1+X”证书制度首批

试点单位，科技部第二批国家级“星创天地”项目单位，学校牵头成立的“广东家禽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和“基于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协同育人平台”分别

被认定为“首批广东省协同创新培育建设平台”和“首批广东省协同育人平台”，广

东现代园林园艺公共实训中心 2019 年获批省级公共实训中心。我校在第四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省级金奖，第五届获省赛一银一铜两个奖项。畜牧

兽医、商检技术、园林和园艺工程专业是我校优势专业，在人才培养质量、特色实训

基地建设、师生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一直处于同类院校领先水平。

二、搭建农业类职教平台，扶持结对帮扶院校交流学习。

例如：2019 年 1月，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5 名教师到我校园林园艺学院学习交流；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8 名教师到我校学习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实训场地建设；

3 月，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来访我校开展创新创业工作交流；4 月，吉安职业技术学

院 3名教师到我校园林园艺专业学习；6 月，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3名教师到我校风景

园林设计专业对口交流学习；10月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余来我校学习交流。

三、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共邀结对院校教师交流。

5 月，由广东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广东省茶叶收藏与鉴赏

协会、广东省茶文化研究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 2019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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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石井校区隆重举行。广东开放大学鸥、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等学校的领导参加。

佐证材料：

3.4.4 2019 年结对帮扶情况报告

3.4.4-01 2019 年结对帮扶情况报告明细

3.4.4-02 我校李志伟校长应邀参加中国—东盟农业职业教育交流会

3.4.4-03 我校和鹤山市茶艺协会主办第二届鹤山红茶文化节

3.4.4-04 职业教育背景下传承岭南盆景文化培训

3.4.4-05 我院举办“惠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中青年干部跟岗学习研修班”

3.4.4-06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教师到我校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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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绩效

综合绩效，“创新强校工程”建设的成效体现，旨在评价“创新强校工程”

建设过程学校资金预算的执行情况及其产生综合成效。本年度，为确保“创新强校工

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学校加大资源统筹力度,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

理体制，管理层级分明,确保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有效，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高效配

置。“创新强校工程”是学校重点保证专项,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学校制定了《广

东科贸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本年度在清远校区建设财

力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创强”工程专项资金 4700 多万元，确保本年度“创强”建设

目标的顺利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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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公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单位：万元，3分）
3

4.2 经费支出结构（4分）

4.2.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单位：%，

2分）
2

4.2.2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

（单位：元，2分）
2

4.3 经费支出进度（3分）
4.3.1 公办学校预算执行进度（单

位：%，3分）
3

合 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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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办学校生均拨款水平

4.1.1 公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一级指标 4.综合绩效(10 分） 二级指标 4.1 公办学校生均拨款水平（3 分）

三级指标 4.1.1 公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单位：万元，3 分） 自评得分：3

计分方法 ≧1.5 万元，得 3分；<1.5 万元但≧1.2 万元，得 2分；<1.2 万元，不得分。

自评依据：

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为 1.62 万元。

自评得分：3 分。

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

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财教〔2014〕352 号）要求，“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是指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50305 高等职业教育”中，地方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用于支持高职院校发展的经费，按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

水平，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根据我校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全年“2050305

高等职业教育”项支出合计数为 21490.71 万元，而我校 2019 年年末在校生人数为

13290 人，计算得出“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值为 1.62 万元，大于 1.5 万元。

佐证材料：

4.1.1-01 2019 年财政拨款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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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费支出结构

4.2.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

一级指标 4.综合绩效(10 分） 二级指标 4.2 经费支出结构（4 分）

三级指标 4.2.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单位：%，2 分） 自评得分：2 分

计分

方法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比例：占比＜55%得 2 分，55%≤占比＜60%得 1.5

分，60%≤占比≤65%得 1 分,占比＞65%不得分。

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学费收入的比例：占比＞40%得 2 分，35%≤占比≤40%得 1.5

分，占比＜35%不得分。

自评依据：

我校 2019年度人员经费支出占比 44.42%。

自评得分 2分。

按照我校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表》，全年在职人员经费支出为 13932.93

万元，总支出为 31369.81 万元，占比 44.42%，小于 55%。

佐证材料：

4.2.1-01 2019 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支出明细表

4.2.1-02 2019 年公办学校总支出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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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

一级指标 4.综合绩效(10 分） 二级指标 4.2 经费支出结构（4 分）

三级指标 4.2.2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单位：元，2 分） 自评得分：2 分

计分方法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 倍，得 2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 倍但≧所在规划

学校水平的 1.1 倍，得 1.5 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 倍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

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不得分。

自评依据：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 1,339.09元。

自评得分：2分。

2019年，我校认真贯彻“统筹规划、应用驱动、分类推进”的方针，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坚持以“信息化助力教学办公更有效率”为建设目标，从整体科学规划，

到细则落实规范化，再到管理服务全面化，校园信息化工作全面稳步铺展开来。

1.自行采购信息化教学设备。根据我校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记录，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共增加信息化教学设备 1061件（台），资产

原值 8,669,449元；

2.中国电信公司投入校园网络综合建设项目 7,017,092元，与学校信息与自动化学

院共建校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网络技术研究中心；

3.建设银行联合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入一卡通项目 1,070,000元，与学校信

息与自动化学院共建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RFID综合实训中心；

4.珠海长陆公司与我校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工业机器人专业进行校企合作，投入设

备 1,040,000元。

以上四项合计 17,796,541元，2019年年末在校人数为 13,290人，计算得出年生均

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为 1,339.09元。

佐证材料：

4.2.2 2019年度新增信息化教学设备清单

4.2.2-01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19年（清远校区）校园一卡通清单

4.2.2-02 学校清远校区校园网络综合建设项目（校企合作）设备清单

4.2.2-03 学校清远校区引入网络服务供应商进行校园网络建设与信息化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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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4.2.2-04 学校清远校区综合电脑室建设采购项目合同（包 1）

4.2.2-05学校多媒体设施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项目合同（包 2）

4.2.2-0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清远校区校园网络综合建设项目》落款说明函

4.2.2-07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协议

4.2.2-08学校智能校园软件系统采购项目合同

4.2.2-09 学校清远校区 2019年综合电脑室建设项目合同

4.2.2-10 2019年度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一卡通项目

（校企合作）设备清单

4.2.2-11广东省省级批量集中采购项目（710台长城计算机采购）合同

4.2.2-12学校精品化智能录播室与实训辅助系统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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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经费支出进度

4.3.1 公办学校预算执行进度

一级指标 4.综合绩效(10 分） 二级指标 4.3 经费支出进度（3 分）

三级指标 4.3.1 公办学校预算执行进度（单位：%，3 分） 自评得分：3 分

计分方法 差值≥10%得 3 分，0≤差值＜10%得 2 分，-10%≤差值＜0得 1分，差值＜-10%不得分。

自评依据：

学校预算执行进度好。

自评得分：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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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省教育厅81个预算单位中，我校的预算支出进度（项目支出进度）排名18，为98.32%，

执行情况优秀。

佐证材料：

4.3.1-01 2019 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明细表

4.3.1-02 2019 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表

4.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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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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