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南海区中职学校
办学能力评估自评报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新定位、新要

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央有关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要求，2016 年 3 月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暂行

办法》，同年 6 月印发《关于开展 2016 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

作的通知》，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办

学能力评估第二阶段工作的通知》（佛教职〔2018〕33 号）要

求，依据我区 6 所中职学校在办学能力评估第一阶段填报的数据

采集信息和各中职学校的自评报告，利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形

成我区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主要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学校规模。2017 年，南海区有中职学校 6所，学校占地面

积 440738.48 ㎡（学校产权），67809 ㎡（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

在校生 14484 人，教职工 1212 人。

2.财政投入。南海区中职学校 2015--2017 年财政经费投入逐年

增加，达到 2017 年的 31900.33 万元，较 2015 年总增长 41.35%，



年均增长 13.78%（如图 1）；教学仪器设备逐年丰富，由 2015

年的 10895.52 万元，达到 2017 年的 16378.29 万元，较 2015 年总

增长 50.32%，年均增长 16.77%（如图 2）。在校生人数 2017 年

为 14484 人，2017 年较 2015 年下降 10.4%，年均减少 3.47%。生

均财政经费和教学仪器设备 2017 年较 2015 年均有较大增长，总

增长率达到 57.77%和 67.75%（如图 2）。（说明：1.增长率是各

项指标 2017 年较 2015 年的增减情况；2.年均增长是近三年各项

指标的平均增减情况。）

图 1 2015-2017 年财政经费总投入情况



图 2 南海区中职学校 2015--2017 年教学仪器设备情况

图 3 2015-2017 年生均财政经费和教学仪器设备情况

3.信息化教学条件。全区中职学校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 500

（Mbps)，网络多媒体教室 329 间，教学用终端（计算机）5548

台，上网课程达 111 门。



4.校内外实习实践情况。全区各中职学校共有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 72 个，校内实践基地 120 个，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10912

个，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实训时间 1258687 人时。

二、师资队伍

全区现有教职工 1212 人（其中专任教师 854 人），师生比

为 1：16.96；专任教师中有专业教师 558 人，其中双师型教师 470

人，双师型教师占比 84.23%。2016 学年，专任教师企业实践 304

人，专任教师企业实践 3952 人日，2016 学年，校企合作单位接

收教师企业实践 148 人。全区中职学校加大引进企业兼职教师力

度，近三年支付兼职教师的课酬逐年增加，由 2015 年 4.8 万元，

增长到 2016 年的 9.3 万元，再增加到 2017 年 29.37 万元，三年来

翻了 6番。

三、专业建设

2017 年，全区中职学校共开设 34 个专业，其中对接第二产

业的专业主要有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

汽车制造与检修、电气运行与控制、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运

用与维修等 7个，对接第三产业的专业有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

与管理、电子商务、学前教育、护理、学前教育等 27 个，专任

专业教师排名前 5位的专业分别为电子商务（92 人），物流服务

与管理（59 人），模具制造技术（55 人）、汽车运用与维修（48



人）、数控技术应用（46 人）、计算机应用（48 人）。在校生

人数最多的专业是电子商务，占全区在校生的 11.86%；在校生人

数最多的二产专业是汽车运用与维修，占全区在校生的 6.93%。

2017 年，我区中职学校在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区信息技术学校获得佛山市团体总分第 1

名，我区获得最佳组织奖。我区中职学校申报的项目《中职学校

物流和电商专业“一体三维 协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荣获 2017 年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排

名第 2名），并推荐申报 2018 年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

2017 年，我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的模具制造技术专业、服

装设计与工艺专业和信息技术学校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电子

商务专业荣获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双精准”示范专业建设项目，

信息技术学校牵头的佛山职业教育联盟现代服务业校企合作共

同体荣获广东省首批示范职业教育集团建设项目。

四、学生发展

1.招生。近三年，南海区中职学校全日制学生招生数、 在

校生人数和毕业人数均呈小幅下降，分别年均减少 6.01%、3.47%、

4.78%，这主要与我区初中毕业生生源情况有关。



表 1 南海区中职学校招生情况

2015 年（人） 2016 年（人）2017 年（人） 总增减 年均增减

招生数 5426 4856 4447 -18.04% -6.01%

在校生数 16166 15252 14484 -10.40% -3.47%

毕业班学生数 5946 5626 5094 -14.33% -4.78%

2.毕业去向。2017 年南海区中职学校毕业生总人数 4850

人，其中 3330 人选择直接就业，占比 68.66%，直接升学 1517

人，点比 31.28%，三年来，我区中职学生学生选择直接就业

的下降了 10.17%，选择升学了上升了 10.14%，这说明更多的

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作为教育部门应为中职学校提供更多

的升学通道。

表 2 南海区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去向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增减幅度

毕业生总人数（全日制） 6108 5590 4850 ——

其中：直接就业数（全日制) 4815 4097 3330 ——

直接就业比例 78.83% 73.29% 68.66% -10.17%

其中：直接升学数（全日制) 1291 1490 1517 ——

直接就业比例 21.14% 26.65% 31.28% 10.14%

其中：其它去向 2 3 3 ——



3.技能证书获取。2017 年南海区中职学校毕业生非信息

技术类专业计算机等级（初级及以上）证书获得数为 1505 人，

占毕业生总数的 31.03%，较 2015 年下降 2.27%；国家颁发的

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数(初、中级）2854 人，占毕

业生总数的 58.85%，较 2015 年提升 11.28%，这主要是我区中

职学校加大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力度，设立国家职业鉴定所，

促使更多的学生获得考证机会的结果。

表 3 南海区中职学校学生技能证书获取情况

2015 年（人） 2016 年（人）2017 年（人） 增减幅度

毕业生人数 6108 5590 4850 ——

非信息技术类专业计算机等级（初级及

以上）证书获得数
2034 1650 1505 ——

非信息技术类专业计算机等级（初级及

以上）证书比例
33.30% 29.52% 31.03% -2.27%

国家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

书获得数(初、中级）
2905 2859 2854 ——

国家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

书获得比例(初、中级）
47.56% 51.14% 58.85% 11.28%

行业企业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

格证书获得数
29 16 23 ——

行业企业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

格证书获得比例
0.47% 0.29% 0.47% 0.00%

五、学校特色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以“省内领先，国内闻名，建设

一流品牌专业，打造优秀现代化职业学校”作为总体发展目标，

以卓越的办学成果享誉省内外，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广东省首批示范性中等职业

学校。2017 年，学校与广东泰格威机器人有限公司共建机器人双

创中心，与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共建佛山市工业机器人公共

学徒中心，共同谋划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校企合作。学校与广州市

德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建“南信创赢 e购”线上线下体验店，

与深圳怡亚通益达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共建“南信校园怡亚通O2O

双创中心”，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基地。学校与新西兰怀卡托理

工学院联合培养商务本科生，是南海唯一的中职生留学项目。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创办于 1988 年，是南海区

直属公办学校，广东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全国教学诊断与改进

工作试点学校。为深化学校在校企合作方面的内涵，制定《校企

合作项目管理办法 》、《校企合作奖励办法》、《校企合作项

目监督考核办法》、《校外实习基地管理暂行规定》、《兼职教

师管理实施办法》等校企相关规章制度，提升校企合作质量。学

校依据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等有关文件强化校企合作精细化管

理，内涵建设，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加大统筹力度，优化资源

配置。学校根据区域产业特点，在资源配置上加大同区域产业配

合专业的投入，如高端制造业的模具、数控、电器运行与控制三

专业的投入占了学校资源的 60%以上。学校将过去三校区 20 几

个专业通过合并整合形成 13 个有发展的专业。积极推动教育创

新，服务地方经济。一是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通过与企业合作开



办现代学徒班，将企业生产流程引入教学过程，聘请合作企业专

家来校授课，共同研究开发教材等形式，实行校企深度合作；二

是与行业、企业合作，不断调整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比如电器

运行与控制、电子商务、客户信息服务、模具制造技术等专业密

切与企业合作。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创办于 1958 年，南海区直

属公办学校，广东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地处南粤名镇西樵

镇上金瓯，毗邻广东最美古村落之一的松塘村，学校对接佛山健

康产业，是佛山职业教育中一所与众不同的特色学校。学校正致

力于创建一所具有鲜明医药卫生类专业特色的综合性新型职校。

护理专业（养老护理方向）是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专业

示范点，该校是广东唯一入选的中职学校。该校按照职业能力形

成的逻辑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专项到综合，参照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的要求，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构建本专业课程体系，建立了

“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校内实训中心仿真模拟实训---校外实

习基地跟岗实习”的教学体系。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是广东省重点职业技术学

校，学校坚持面向市场培养技能人才，较好地发挥了为地方经济

社会服务的作用，实现了办学规模与办学效益的同步增长。特别

是近三年，学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充实实训设施设备，强化教

师队伍建设，完善学校管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先后被授

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南海区教育先进集体”、“国



务院扶贫办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等

荣誉称号。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教育的纲领，开展

“礼·信”德育，使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有机融合，培育诚信、

敬业、守公德、会协作、有责任意识、有开拓进取之心的现代技

能人才。2014 年初引进的“中德诺浩”高技能汽车人才培养项

目，是该校校企深度合作的代表。

佛山市腾飞职业技术学校属于属民办学校。学校开设了汽

车运用与维修、模具制造技术、电子商务、会计、中餐烹饪与营

养膳食、计算机应用 6 个专业。近几年来，该校还同禅城区残联

合作，开展了残疾人的培训，为残疾人学习技能更好就业提供了

有力的保证。注册了“行花街天天行好运”、“行通济”等历史

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商标品牌。

六、存在困难

一是校企合作的制度和法律不健全，缺少政策层面的互

利互惠共赢发展机制。二是各专业对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

养方面关注不够，本土化的课程标准比较欠缺。三是中职学

校投入体制不够完善。四是中职学生上升渠道不够宽阔，吸

引力不够强。五是学校信息化建设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

七、改进措施

第一，依据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及省的课程标准，结合我

区实际，借助区职业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和中心教研组，通

过调研，明确学生就业的核心岗位和辅助岗位，分析其职业

岗位能力，尝试在部分专业推行工学一体化课程改革，深化



校企、校际合作，共同开发课程，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关

键能力。

第二，整合中高职教育资源，推动区域中高职一体化，

推动中高职衔接五年制后两年在中职学校办学。

第三，继续开展中职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工作。依

据粤教职函〔2016〕75 号文精神，大力推进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进制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信息技术学校在教学诊改中的先行先试的示范引领作用，推

动我区中职学校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第四，与南海制造业、第三产业同步，加强专业建设，

引导职业院校错位发展。深化南海职业院校“政、校、行、

企”协同创新联盟，在佛山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广工大数

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建设现代学徒制公共实训中心。继续

推进盐步职业技术学校和信息技术学校的“双创”中心建设。

第五，培养师生的互联网思维，加强师生信息化应用能

力，持续投入打造基于信息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搭建移动互

联网络学习平台与学习质量评价体系，让学校教学与管理实

现技术跨越。开发智慧校园平台，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

园生活进行充分融合，实现信息共享，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

2018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