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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打分表（A类规划）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

1.扩容

（20分
）

1.1办学

定位（2
分）

1.1.1专业设置与

区域重点产业匹

配度（单位：%，
2分）

指符合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并与区
域重点产业直接对接专业数占当年

招生专业总数的比例。区域的界定
要与学校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相匹

配，重点产业以政府机关发布的规
划或调研报告等文件为准。各专业

是否属于与区域重点产业直接对接
专业，由专家根据学校提供的相关

佐证材料予以认定。

≧95%，得2分；<95%但

≧90%，得1.5分；<90%

但≧85%，得1分；
<85%，不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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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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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未增加的，不得分。年度增加
的，由专家根据学校性质（公办或
民办）、招生增长率、招生增加人

数等，综合判断给分。招生人数指

的是实际报到人数。

定性评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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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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2高职扩招学

生分类招生培养
情况（5分）

高职扩招学生包括：高职专业学院
学生和扩招专项行动招收的退役军

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
职业农民等社会人员，分类招生培

养情况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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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性评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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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3中职生源占

普通高职招生数
比例（单位：%，
2分）

招生数为实际报到数。

≧30%，得2分；<30%但

≧25%，得1.5分；<25%
但≧20%，得1分；
<20%，不得分。

1 1.2.3-01  2019年我校各类型招生报到情况一览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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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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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3.1-01 2019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明细表

6

1.4中高

本协同培
养(3分）

1.4.1高职本科协

同育人（3分）
定性评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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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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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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在综合办学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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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

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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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1.2二级院系管
理体制改革
（1分）

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开展
二级学院改革，向二级院系下放人
、财、事权。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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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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1.3人事制度和
绩效工资制度改

革（1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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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师职称制度和突出“双
师型”导向的教师考核评价改革，
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完善，

破除“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唯身份、唯奖项”的顽瘴痼疾。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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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1.4学分制管理
制度改革（1分）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

选课制、导师制、学分计量制、学
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辅修制
、学分互认制等，实行弹性学制，

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

点，开展学分制管理改革。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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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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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5建立健全专
业结构调整优化
机制（1分）

根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围绕区

域产业发展和行业需求，建立健全
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
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提升专业建设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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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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
（7分）

2.2.1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3分）

国家、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
定性评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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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2.2“学历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试点（1分）

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将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内容及要求

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优化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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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2.3创新创业教
育（1分）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制度

健全，硬件设施完备。提高创新创
业师资队伍素质，大力加强创新创
业教育，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有机融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双
创教育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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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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2.4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诊断与改

进（1分）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
诊断、重在改进”工作方针，建立

“自定目标、自立标准、自主实施
、自我诊断与改进”的自主循环提

升保证体系和可持续诊断与改进工
作机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

创新发展能力。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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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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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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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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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指按照教
学大纲要求开设的课程总量，按学

年填报，须与“高等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一致。其中，

“线上开设课程数”指按照教学大
纲要求，拥有数字化教学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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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基本教学活动的网络课程门数；
建有课程网站但不完全符合上述条

件的课程，不能计入线上开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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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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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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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3产教
融合（9
分）

2.3.1校企合作体
制机制改革（1.5
分）

探索建立政校行企共同参与的高职

院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建设校企命
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
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

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定性评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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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评打分表 第 6 页 A类规划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8
2.3.2合作平台建
设（2分）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联合办学，共
同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资源组建

职教集团或产教融合联盟，推进实
体化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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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实质

性成效；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投
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产业学院，

协同招生培养；校企协同建设产教
融合型企业，并取得实质性成效。

定性评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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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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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3.3企业提供的

校内实践教学设
备值（单位：万
元，1.5分）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指企业为学校提供的实践教学设
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业，学

校有使用权）的总资产值。按照企
业采购原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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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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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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3.4企业订单学
生所占比例（单

位：%，1.5分）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指学校
接受企业订单（指用人单位与学校

签订合同约定相关就业和服务年限
的订单）学生人数占可开展企业订

单专业全日制学生总数的比例。教
育类等无法开展企业订单培养的专

业学生可不纳入统计范围，学校提
供相关说明，由考核专家决定是否

采纳。本指标的企业是广义上的企
业，实际上指的是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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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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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2 订单班三方协议-陈科向

21
2.3.5现代学徒制
试点（1.5分）

开展以“招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
工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校企双主
体育人、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

合”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

定性评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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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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6标准与资源

开发（1分）

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
技能等级标准、课程标准和教材、

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将行业、企业
岗位需求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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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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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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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指学

校校内实践（实习、实训）场所进
行实践教学的工位数，即实践教学

过程最基本的“做中学”单元数，
按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

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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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4.1 2019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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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

以上的专业占比=实践性教学学时占
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数/全

校总专业数。

≧95%，得1分；<95%但
≧85%，得0.5分；

<85%，不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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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4.3实习管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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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工作
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考核评价科
学合理。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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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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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5师资
队伍（10

分）

2.5.1生师比
（1.5分）

生师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教师总

数；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数+聘请校
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

数=聘请校外教师承担的教学总学时
/校内专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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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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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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5.2“双师型”

专业课专任教师
占比（1.5分）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是指同

时具备中级以上教师资格和行业能

力资格，从事高职教育工作的校内
专业课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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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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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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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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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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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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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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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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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5.5企业兼职教
师专业课课时占

比（单位：%，1
分）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

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专业课总课时

。

≥25%，可以得1分；低

于25%，每低2%减

0.1分，最低得0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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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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5.6教师队伍建
设标志性成果（3

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教师队
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成

果包括：教师师德建设工作取得的
成效；引进或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高

层次（技能）人才项目，教师队伍
方面获得的荣誉，10名优秀教师案

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教师队伍水
平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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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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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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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得1分；<5%但≥

3%，得0.5分；<3%，不
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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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6.2毕业生满意
度（单位：%，2
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

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90%，得2分；<90%但
≧85%，得1.5分；<85%

但≧80%，得1分；
<80%，不得分。没有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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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6.3雇主满意度
（单位：%，1.5

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

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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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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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6.4教师满意度
（单位：%，1.5

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
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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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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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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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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人才培

养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成果包

括：获得的项目或荣誉，10名在校
生或应届毕业生案例，其他可以证
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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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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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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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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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以第一完成人或第二、三完成

人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
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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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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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1.2拨入科研经
费总量（单位；

万元或增长率，3
分）

学校拨入科研经费的总量及拨入科

研经费增长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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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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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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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指以学校
名义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签

订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等技术合同所涉及的

经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与境外
企业、个人合作经费及科技捐赠项

目经费。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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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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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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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2.2技术交易到

款额（单位：万
元，1.5分）

“技术交易到款额”指政府或企业
通过技术市场购买院校的专利和技

术成果、购买技术转让、委托技术
研发等支付到账的费用。统计截止

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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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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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3.2.3非学历培训

到款额（单位：
万元，1分）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指为社会进

行的非学历性培训已到账的收入。
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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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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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3.2.4非学历培训

人日数与全日制
在校生数之比

（1.5分）

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
日制在校生数之比=非学历培训人日

数/全日制在校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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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2.4 2019年非学历培训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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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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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考核年度内在科技研发和社会
服务方面取得的其他标志性成果。

成果包括：10项代表性学术成果

（指可以公开的本校教师发表的论
文、报告等），获得的以上考核指
标外的项目或荣誉，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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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战略等方面的成果。成果不重
复统计，如已用于其他指标，不得

再作为本指标的成果。

定性评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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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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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3.4对外
交流与合

作
（6分）

3.4.1合作办学

（1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合作

办学，引进或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
源。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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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3.4.2交流合作项

目（1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多边
人才交流，共建科技研发平台、培

训平台或实习就业平台等合作项
目，并取得实效。

定性评价 0.5 3.4.2 2019年交流合作项目明细

46
3.4.3粤港澳大湾

区项目（2分）

与港澳高校联合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的交流合作，包括科技研发、合
作办学、学分互认、赴港“专插本

”、基地共建、师生交流等各方面
和领域的合作，并取得实效。

定性评价 2 3.4.3 2019年与港澳学校交流合作项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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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3.4.4结对帮扶
（2分）

对实施一流高职院校结对帮扶计划

的19所帮扶高职院校，重点审核一

流高职院校结对帮扶计划实施情
况；其他高职院校，重点审核对口
支援其他高职院校情况。

定性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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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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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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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均财政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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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1.1-01 2019年财政拨款明细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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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情

况或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学费收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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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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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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2.2生均信息化

教学设备投入值
（单位：元，
2分）

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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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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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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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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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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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0≤

差值＜10%得2分，-10%
≤差值＜0得1分，差值
＜-10%不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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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
注：5.扣分项目，由省教育厅统计计分，学校不需要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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