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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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1.1.1学校办学定位和人

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

（1.5分）

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服务

面向等方面定位准确，人才培养目标

和规格符合办学定位、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要求，思路清晰，路径可行，

年度落实措施得力。

定性评价 1.5

1.1.1-1 学院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度报告
1.1.1-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十三五”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1.1.1-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提
升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
1.1.1-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报广东省高
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2016-
2021）建设规划
1.1.1-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战略发展规
划（2019-2025年）20190820（终稿）
1.1.1-6 汕职院发〔2019〕86号附件：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
（2019-2021年）建设规划
1.1.1-7 扩招用地有关会议纪要

2

1.1.2专业设置与区域重

点产业匹配度（单

位：%，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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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得1.5分；<90%

但≧85%，得1分；<85%

但≧80%，得0.5分；

<80%，不得分。

1.5

1.1.2-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设置与
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报告
1.1.2-2 汕职院办〔2017〕7号 关于印
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十三五”教育
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1.1.2-3 2019年专业与区域重点产业匹
配度情况统计表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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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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学位增量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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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2018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明细
表
1.2.1-2 2018—2019学年度第二学期学
生人数统计表（2019.9.27）
1.2.1-3 2019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明细
表

4
1.2.2高职扩招学生分类

招生培养情况（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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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2-1 2019年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
培养情况报告
1.2.2-2 关于编制2019年第二期高职扩
招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
1.2.2-3 第二期高职扩招招生情况明细
表
1.2.2-4 高职专业学院试点班招生情况
明细表
1.2.2-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第二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电梯工程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5

1.2.3中职生源占普通高

职招生数比例（单

位：%，3分）

招生数为实际报到数。

≧40%，得3分；<40%但

≧30%，得2分；<30%但

≧25%，得1.5分；<25%

但≧20%，得1分；

<20%，不得分。

1

1.2.3-1 2019年中职生人数一览表
1.2.3-2 2019年普通高职实际报到明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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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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3办学条件

（3分）

1.3.1生均实训场所面积

（单位：平方米，1.5

分）

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合格

要求，得1分。其中，综

合、师范、民族类院校

达5.30平方米/生，工科

类院校达8.30平方米/

生，农林类院校达8.80

平方米/生，医学类院校

达9.00平方米/生，财经

、政法类校达1.05平方

米/生，体育、艺术类院

校达1.85平方米/生。每

1.5

1.3.1-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实训场
所面积列表
1.3.1-2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实训场
所面积明细表

7

1.3.2生均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单位：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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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每少

于合格要求500元/生，

1.5

1.3.2-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明细表
1.3.2-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生均的
学生数说明

8

1.4中高本协

同培养(2

分）

1.4.1中高职贯通培养

（2分）

中高职贯通培养含三二分段和五年一

贯制。
定性评价 2

1.4.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职贯通
培养试点情况报告
1.4.1-2 2019年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申
请汇总表
1.4.1-3 2018年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
”基本情况表
1.4.1-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五年一贯制
招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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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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提质

（50分）

2.1体制机制

改革（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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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办学
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报告
2.1.1-2 汕职院发〔2019〕2号关于印发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非职务性工作酬金
发放办法（试行）》的通知
2.1.1-3 汕职院发〔2019〕7号关于印发

10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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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制度和
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情况报告
2.1.2-2 汕职院发〔2019〕35号关于印
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智能考勤打卡登
记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
2.1.2-3 汕职院发〔2019〕50号 关于印
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双师素质”教
师认定与培养办法（修订）》的通知
2.1.2-4 党办201978关于印发《汕头职
业技术学院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办法（试
行）》的通知
2.1.2-5 汕职院发〔2018〕39号关于印

11
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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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性评价 1

2.1.3-1 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报告
2.1.3-2 汕职院发〔2019〕84号关于印
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12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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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 2019年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报告
2.1.4-2 2019年专业设置情况表
2.1.4-3 拟新增专业（2020招生）汇总
表
2.1.4-4 汕职院教【2019】26 号关于做
好2020年拟新增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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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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2教学改革

与管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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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报告
2.2.1-2 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高职院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的通知（粤教职
函〔2019〕135 号）
2.2.1-3 汕职院发〔2019〕77号 关于公
布院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的通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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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2.2.2-1 “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试点工作报告
2.2.2-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申报Web前端
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佐证材料
2.2.2-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申报工业机
器人应用编程证书（中级）试点佐证材
料
2.2.2-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申报建筑信
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佐证材
料
2.2.2-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申报跨境电
商B2B数据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
级）试点佐证材料
2.2.2-6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网店运
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佐证材
料
2.2.2-7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师资培训证书

15
2.2.3信息化教学改革

（1分）

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推

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定性评价。 1

2.2.3-1 2019年信息化教学改革报告
2.2.3-2 广东省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奖
证书集
2.2.3-3 汕职院发〔2019〕82号关于公
布学院2019年度院级质量工程项目立项
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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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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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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 2019年创新创业教育报告
2.2.4-2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及开展相关
活动情况
2.2.4-3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
赛获奖情况（证书）
2.2.4-4 2019年SYB培训班培训情况
2.2.4-5 学生创新创业校外实践基地框
架协议

17
2.2.5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和实施（1分）

贯彻落实《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号），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科学制定和实施人才

培养方案，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加

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定性评价 1

2.2.5-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公开和实施的情况
报告
2.2.5-2 关于2019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编制的补充通知（汕职院教〔2019〕35
号）
2.2.5-3 关于报送2019级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相关事项通知（汕职院教〔2019
〕50号）
2.2.5-4 附件：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
级专业一览表
2.2.5-5 关于进一步修改完善2019级专

18
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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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教学诊断与改进报告
2.2.6-2汕职院发〔2019〕13号关于成立
学院质量保障与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
2.2.6-3汕职院发〔2019〕85号 关于印
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

19
2.3产教融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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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体制机制改
革报告
2.3.1-2 汕职院〔2019〕85号 关于组建
“汕头职业教育集团”的报告
2.3.1-3 汕头职业教育集团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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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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3.2合作平台建设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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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3.2-1  2019年合作平台建设情况报告
2.3.2-2 汕头职业教育集团章程
2.3.2-3 汕头职业教育集团理事会成员
名单
2.3.2-4 汕头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名册
2.3.2-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与汕头市龙
湖区政府合作框架协议书扫描件
2.3.2-6 保税产业学院运行图片
2.3.2-7 2017级超声订单班协议（模
板）
2.3.2-8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汕头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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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企业提
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明细表
2.3.3-2汕头市仁恒印务有限公司捐赠设
备
2.3.3-3深圳深软新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设备
2.3.3-4广东协本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捐赠
设备
2.3.3-5广东杰信测绘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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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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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 2019校企合作企业明细表
2.3.4-2 经管系订单班一览表
2.3.4.3  经管系订单班协议
2.3.4-4“汕头工业设计城跨境电商班”
人才合作培养协议书
2.3.4-5“汕头市大树外贸班”人才合作
培养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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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5现代学徒制试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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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3.5-1 2019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报
告
2.3.5 -2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9年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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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3 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做好2019
年第二批省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的通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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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标准
与资源情况报告
2.3.6-2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
院校实施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
2.3.6-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开
发课程标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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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校内实
践教学工位列表
2.4.1-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校内
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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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性
教学学时占比汇总表
2.4.2-2 2019级电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2.4.2-3 2019级光伏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2.4.2-4 2019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2.4.2-5 2019级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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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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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实习
管理情况报告
2.4.3-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实习
学生明细表
2.4.3-3 实习管理相关配套制度集
2.4.3-4 广东省高职院校2017-2019级学
生顶岗实习安排备案审核结果

28
2.5师资队伍

（12分）
2.5.1生师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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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生

师比每高1扣0.1分，最

低得0分。

2

2.5.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专任
教师一览表
2.5.1-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校外
教师一览表
2.5.1-3 高基表--高等教育分地市招生
生源情况表(截图)
2.5.1-4 高基表--高等学校校区分布情

29
2.5.2“双师型”专业课

专任教师占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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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20年

达70%，2021年达到75%

。达到年度要求得1.5

分，每高于年度要求

1％，增加0.2分，最高

得2分；每低于年度要求

1%，扣0.2分,最低得0分

。

2

2.5.2-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专业
课专任教师一览表
2.5.2-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专业
课专任教师具备双师素质教师一览表
2.5.2-3 汕职院发〔2019〕50号 关于印
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双师素质”教
师认定与培养办法（修订）》的通知
2.5.2-4 (汕职院发〔2010〕65号) 关于

30

2.5.3新招聘专业课教师

中，具有三年以上企业

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

上学历比例（单位：%，

1.5分）

≥85%，可以得1分。低

于85%，每低1%减0.2

分，最低0分；高于

85%，每高1%加0.2分，

最高得1.5分。

0.2
2.5.3-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新招
聘专业课教师名单一览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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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5.4-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专任教
师下企业实践锻炼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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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5.5企业兼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占比（单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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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低

于25%，每低2%减0.1

分，最低得0分。
2

2.5.5-1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情况报告
2.5.5-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兼职教
师授课情况明细表（数据来源：高等职
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
理平台）
2.5.5-3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8-2019学
年专业课总课时明细表（数据来源：高
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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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5.6-1 许慧珍老师获得汕头市优秀教
师称号证书
2.5.6-2 (汕职院发〔2019〕44号) 关于
表彰2019年度“优秀教学奖”获奖教师
的决定
2.5.6-3 广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
教育处关于2018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品牌专业拟通过评
审名单的公示
2.5.6-4 纪传英古建筑大师个人获奖佐

34
2.6人才培养

质量（8分）

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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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

2
佐证材料暂缺，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
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依据。

35
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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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证材料暂缺，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
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依据。

36
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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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

1.5
佐证材料暂缺，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
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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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6.4新生报到率（单

位：%，1分）

≧所属学校平均水平，

得1分；<所属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所属学

校分为：公办、民办。

平均水平指的是全省公

1
2.6.4-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普通
高职实际报到明细表

38
2.6.5应届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单位：%，1分）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应届毕业生就

业人数/应届毕业生人数。

初次就业率≥95%，得1

分；<95%但≥90%，得

0.5分；<90%，得0分。
0.5

2.6.5-1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19年广
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统
计表的通知

39

2.6.6应届毕业生初次就

业对口率（单位：%，1

分）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应届毕业

生初次就业对口人数/应届毕业生就业

人数。

初次就业率≥80%，得1

分；<80%但≥70%，得

0.5分；<70%，得0分。
0.5

2.6.6-1 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统计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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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工
作标志性成果统计表（2019年）
2.7.1-2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标志性成果
2.7.1-3  2019年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
果佐证材料汇编
2.7.1-3 职业技能比赛获得成果
2.7.1-4  2019年人才培养工作学生代表
案例（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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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强服务

（20分）

3.1科技研发

（5分）

3.1.1省部级以上科研平

台、项目和奖励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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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平台和项目，均指的是

立项。

3

3.1.1-1 2019年新增市厅级以上科研平
台、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
3.1.1-2 项目立项通知：关于下达2019
年广东省科技专项资金（“大专项+任务
清单”）项目的通知（汕府科〔2019〕
113号）
3.1.1-3 项目立项通知：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产学研创新基金——“智融兴教
”基金课题《基于跨境电子商务实务课
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教技发中
心函〔2019〕44号）
3.1.1-4.项目立项通知：广东省教育科
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基于汕头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的高职专业
（群）设置研究》
3.1.1-5.项目立项通知：广东省特色创
新项目（人文社科类）2项，广东省青年
创新人才项目（自然科学类）4项

42

3.1.2拨入科研经费总量

（单位；万元或增长

率，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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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厅每年

2

3.1.2-1 2019年拨入科研经费总量佐
证：教育部普通高校科技、社科年度统
计报表数据
3.1.2-2.2018年拨入科研经费总量佐
证：教育部普通高校科技、社科年度统
计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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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2社会服务

（6分）

3.2.1横向技术服务到款

额（单位：万元，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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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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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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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2.1-1 2019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明细
表
3.2.1-2 横向科研项目：汕头改革开放
40周年简史文献收集与研究（到账经
费：5万元）
3.2.1-3 横向科研项目：幼儿园文化建
设和特色办园（到账经费：3万元）
3.2.1-4 横向科研项目：小学阶段家校
合作优化方案（到账经费：0.5万元）
3.2.1-5 横向科研项目：民办幼儿园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到账经费：0.5万元）

44

3.2.2非学历培训人日数

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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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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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

3

3.2.2-1 非学历培训项目明细表
3.2.2-2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3.2.2-3 汕市教人[2018]220号 濠江校
长班批复
3.2.2-4 濠江校长班课程安排表
3.2.2-5  关于举办2019年龙湖区幼儿园
任职资格培训班的通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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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性评价 5

3.3.1-1 2019年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
志性成果报告
3.3.1-2 论文：Parallel Reliability-
Guided Algorithm for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SCI收录）
3.3.1-3 论文：地表水中甲醛的光谱吸
收曲线-线性拟合斜率-乙酰丙酮分光光

46

3.4对外交流

与合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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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与马来西亚城
市大学合作交流备忘录
3.4.1-2马来西亚城市大学签约仪式

47
3.4.2交流合作项目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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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2-1《百年韓江與潮州學術論文集》
人文系罗玉钗、陈腾教师
3.4.2-2大会流程与场次安排
3.4.2-3论文发表场次与学者信息
3.4.2-4参加百年韩江与潮州国际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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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4.3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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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3.-1 2019年4月25日下午，学院在
金园校区阶梯教室举办贯彻落实《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专题学习培训会
3.4.3-2 汕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
任郑良泽副教授莅院作专题报告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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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均财政专项经费”是指“年生均财

政拨款水平”中的专项经费支出。统

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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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1.1-1 2019年财政拨款明细表
4.1.1-2 2019年财政拨款明细表
（0106）系统截图
4.1.1-3 22019年财政拨款明细表（0101
除办学经费）系统截图
4.1.1-4 关于批复2019年部门预算的通
知(汕市财预[2019]2号)
4.1.1-5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生均的
学生数说明

50

4.1.1民办学校学费收入

用于教学经费的比例

（单位：%，3分）

教学经费指年度事业费决算表中列支

的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费、图书资料购

置费、教学业务费（含实验费、实习

费、资料讲义费等）教学差旅费、体

育维持费、教学设备仪器维修费、教

学改革经费、课时补贴费等。学费收

入指普通高职专业学费收入，即按照

核准收费标准实际收取的高职专业学

≧30%，得3分；<30%但

≧20%，得2分；<20%但

≧15%，得1分；<15%，

不得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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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2.1-1 2019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
支出明细表
4.2.1-2 2019年公办学校总支出明细表
4.2.1-3 2019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
支出及总支出明细表系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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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4.2.2生均信息化教学设

备投入值（单位：元，1

分）

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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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 2019年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统
计表
4.2.2-2 2019年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明
细表
4.2.2-3《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
工程”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合同书》摘
要

53
4.2.3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经费情况（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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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分，其他学校依据跟最

高值的比值得分。

1

4.2.3-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教
师继续教育培训经费支出
4.2.3-2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专任
教师工资发放汇总表明细表
4.2.3-3 2019年继续教育合同书
4.2.3-4师资培训服务合同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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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3.1 -1 2019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
明细表
4.3.1-2  2019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支出
明细表
4.3.1-3 2019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
及支出明细表系统截图1
4.3.1-4 2019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

55

4.3.1民办学校财政专项

资金支出进度（单

位：%，3分）

财政专项资金包括：财政下达的学生

奖助学金、“创新强校工程”奖补资

金、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等。

≧95%，得3分；<95%但

≧90%，得2分；<90%但

≧85%，得1.5分；<85%

但≧80%，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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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