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本报告主要数据来源于学校办公室、教务

处、招生实训处、学生处、总务处、党支部提交

的案例和材料等。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其中，财务数据按自年

度统计，即 2017 年自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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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佛教职〔2018〕36 号--佛山市教育

局关于编制 2018 年度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

文件要求，现将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2018 年度

职业教育质量报告如下：

1.学校情况

1.1 学校概况

1.1.1 学校简介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由佛山市南海区教育

局举办，经登记批准，具有法人资格，实施三年学制的全日

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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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开设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市场营销、

物流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平面设计、

动漫制作、中餐烹饪、旅游服务与管理等 10 个专业，其中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平面设计为佛山市重点专业。

1.1.2 办学条件

学校本年度资产为 4166.52 万元，学校占地面积 57309

平方米，建筑面积 31371 平方米。全日制中职学历在校生

数 1802 人，专任教师人数 134 人，教学仪器设备值 2084 万

元。学校办学条件满足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

准》办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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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办学条件一览表

指标 标准 单位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增减

数量

变化百

分比

在校生数 不少于 1200 人 1802 2056 -254 -12.35%

专任教师人数 不少于 60 人 134 134 0 0

生师比 不小于 20:1 — 13.45 15.34 -1.89 -12.32%

专业教师占专任

教师比例
不低于 50% — 64.18% 64.18% 0 0

校园占地面积 不低于 40000 平米 57309 57309 0 0

校舍建筑面积 不低于 24000 平米 31371 31371 0 0

教学仪器设备值 元 20840000 16510000 4330000 26.23%

生均教学仪器设

备值
不低于 2500 元/生 11564.93 8030.16 3534.77 44.02%

（数据来源：学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1.1.3 本年度工作亮点

2018 年 4 月 19 日，由德育副校长黎国玉主持的广东省

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职学校“礼•信”教育模式

探索》正式结题；黎国玉副校长主编的《礼信德育》将由中

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副主编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公约图文读本》和《中职生公约学习读本》已正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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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节目《后来的我们》荣获南海区第 11 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中”金奖第一名。

2018 年 5 月本校“阳光心理社”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学

生社团”称号。

1.2 学生情况

1.2.1 本年度招生规模

2017-2018 学年招收新生 607 人，与 2016-2017 学年

招生人数 661 人相比减少 54 人。

图 1－1 近三年招生规模图

（数据来源：当年南海区新生入学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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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专业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招生人数（人） 招生人数（人）

机电技术应用 3

数控技术应用 34 37

汽车运用与维修 165 172

电子商务 129 140

会计电算化 8

计算机平面设计 26 33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33 35

金融事务 0

计算机应用 30 32

旅游服务与管理 13 16

市场营销 43 45

物流服务与管理 26 29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108 111

合计 607 661

（数据来源：当年南海区新生入学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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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近两年各专业招生人数对比

图 1－2 近两年各专业招生人数对比

（数据来源：当年南海区新生入学名册）

1.2.2 在校生规模

2017-2018 学年在校生 1802 人，其中一年级 537 人，

二年级 580 人，三年级 685 人，比 2016-2017 学年在校生

减少 254 人，具体分专业在校生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3 各年级分专业在校生规模

专业名称（全称）

在校生数（人）

总人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电子商务 305 110 91 104

会计电算化 43 0 17 26

机电技术应用 76 0 36 40

计算机平面设计 90 22 31 37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112 31 2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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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事务 39 0 0 39

计算机应用 76 27 33 16

旅游服务与管理 58 12 22 24

汽车运用与维修 453 152 156 145

市场营销 91 37 23 31

数控技术应用 141 34 46 61

物流服务与管理 100 25 32 43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218 87 68 63

（数据来源：全国中职学校学籍管理系统统计）

1.2.3 毕业生规模

2017-2018 学年，我校毕业学生数为 685 人。

表 1－4 毕业生情况统计表

年度 在校生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生去向

升学 比例 就业 比例

2018 1802 685 249 36.4% 436 63.6%

2017 2056 706 150 21.5% 556 78.5%

增减值 －254 －21 +99 +14.9 －120 －14.9

变化率 －0.14 －0.03 0.39 +14.9 －0.275 －14.9

（数据来源：实训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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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近两年毕业生数、升学、就业情况图

（数据来源：当年南海区毕业生名册与实训处统计）

1.2.4 学生结构

目前我校在校生 1802 人，其中男生 1459 人，比上一学

年减少 100 人，女生 343 人，比一学年减少 154 人，男女生

比例约为 4：1。

表 1－5 全校学生结构情况表

年度

男生

（人）

女生

（人）

第 一 产业

（人）

第 二 产 业

（人）

第 三 产 业

（人）

2018 学年 1459 343 0 670 1132

2017 学年 1642 414 0 724 1332

增减值 -183 -71 0 -54 -200

变化率 -0.11 -0.17 0 -7.5 -15

（数据来源：学校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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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巩固率

学生巩固率有所下降。2017—2018学年在校生1802人，

巩固率为 95.39%；2016—2017 学年在校生 2056 人，巩固

率为 97%，比 2016-2017 学年下降了 1.61%。

表 1－6 巩固率统计表

学年 流失生数 巩固率（%）

2018 学年 83 95.39

2017 学年 60 97

增减值 23 -1.61

（数据来源：全国中职学校学籍管理系统）

1.2.6 培训规模

学校精心组织各项职业技能证书培训与考证，2017—

2018 学年共培训 1180 人次。受到部分职业技能证书取消

的影响，培训项目数和培训人次减少。

表 1－7 培训情况表

年度 开设培训项目数 培训人次

2018 学年 11 1180

2017 学年 14 1463

增减值 －3 －283

（数据来源：学校考证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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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师队伍

截止 2018 年 8 月底，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134 人，生

师比为 13.45。职称结构上，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教师 27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0 %；学历结构上，研究生

2 人、本科 128 人，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为 96%、

专任教师硕士以上学历比例为 2%。专任专业课教师 86 人，

其中双师型 76 人，专任专业课教师“双师型”比例 88.37%，

双师型教师比例稳定。企业兼职教师 9 人。

表 1－8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17－18

学年

16－17

学年
增减值 变化率

生师比 — 13.45 15.11 -1.66 -11.0%

专任教师人数 人 134 134 0 0.0%

专业教师人数 人 86 86 0 0.0%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数 人 76 76 0 0.0%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 88 88 0 0.0%

企业兼职教师总人数 人 9 2 7 350.0%

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 人 128 127 1 0.8%

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 96 95 1 1.1%

专任教师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 人 2 2 0 0.0%

专任教师硕士及以上学历比例 % 2 2 0 0.0%

专任教师高级职称人数 人 27 27 0 0.0%

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 % 20 20 0 0.0%

（数据来源：学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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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不知足”的南海区十佳班主任－谭文思

生活上要“知足”，工作上要“知不足”，学习上要“不知足”—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优秀教师谭文思

谭文思老师 2014 年毕业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2014 年 9 月进入

九江职校。入职本校后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多次获得全期六星级文

明班。在省“文明风采”竞赛中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多篇论文获得

省一等奖、市、区等

奖项，其中《浅谈职

校德育之礼信教育》

被收录广东省中职班

主任工作优秀论文集

《实践与创新》一书

中,同时参与本校省

级“礼•信”课题 、

“礼•理”课题。2016 年被评为南海区优秀青年教师,2017 年获南海

区班主任技能大赛多项特等奖，2018 年获佛山市班主任技能大赛一

等奖，2018 年被评为南海区“十佳班主任”。怀揣赤子之心,走进学

生世界,谭文思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说到学

生心里去”为教学理念，帮学生打开心扉，走进学生的世界。她认为

教育就是一棵树去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

唤醒另一个灵魂，学生促使老师不断地学习，老师是学生的引导者，

双方都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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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施设备

全校共有 30 个实训场室，总建筑面积 7567.54 平方米，

实训设备数量共计 2277 台套，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为 2084

万元，生均设备值为 11564.92 元。生均实训实习工位数 0.75

个，学校图书馆有书库 1 座、教师阅览室 1 个、学生阅览

室 1 个，电子阅览室 1 个。学校图书馆馆藏图书 6 万多册，

电子图书 15 万册，生均纸质图书 33.68 册。

表 1－9 设施设备情况表

（数据来源：学校总务处）

年度

固定资产

总值（万

元）

仪器设

备总值

（万元）

生均

仪器

设备

（万

元/

人）

实践教

学工位

数（个）

生均工

位数（个

/人）

纸质图

书数

（册）

生均图

书数

（册/

人）

2018 学年 3367.78 2084 11564.92 1359 0.75 60704 33.68

2017 学年 2625.86 1551.89 8030.15 1164 0.57 58000 28.21

增减值 741.92 532.11 3534.77 195 0.18 2704 5.47

变化率 28.25% 34.28% 44.02%
16.75

%
31.58% 4.66%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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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发展

2.1 学生素质

2.1.1 本年度思想政治状况

本年度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良好，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学校注重发挥德育主渠道的作用，拓展德育途径，强化德育

阵地建设，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我校通过“礼信

德育模式”加强管理，在校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培养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的学生道德品行良好，纪

律观念强，富有责任感。在校生操行合格率为 99%，犯罪率

为 0。

2.1.2 文化课合格率

学校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按照教育部有关

要求，开设语、数、英、德育、体育、历史、公共艺术、计

算机等公共基础课，确保公共基础课课时量不少于总课时量

的 30%，大力推进文化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革，促进教学

方式、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的转变，激活课堂，提高教学效

果。

表 2－1 文化课合格率情况表

学年

合格率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增减值（%）

文化课合格率（%） 89.81 89.54 0.27

（来源：学校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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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专业技能合格率

近年来，学校在教学上以行动导向教学法为主轴，着力

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另外学校以各类技能竞赛辅导为抓

手，培养高尖人才，同时通过培养高尖人才在教与学方面促

进后进生的进步，从而夯实学生专业技能的学习。2017-2018

学年专业技能期末考核合格率比 2016-2017 学年上升

0.15%。

表 2－2 专业技能考核合格率情况表

学年

合格率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增减值

专业技能合格率（%） 95.15 95 0.15

（来源：学校教务处）

2.1.4 体质测评合格率

为了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学校

体育工作，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我校高度重视并落实了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相关工作。为此，学校有针

对性丰富体育锻炼活动内容：引导学生利用大课间、课外活

动等时间，有序推进跑操、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等

体育项目的开展，丰富体育锻炼形式，提升学生运动兴趣，

想方设法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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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率

学年

合格率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增减值（%）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
94.18 94 0.18

（来源：2016-2017、217-2018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2.1.5 毕业率

2018 届毕业生 685 人，除 58 人因未修满规定学分或思

想品德不达标而不能按时毕业，准时毕业率为 91.5%。

表 2－4 毕业率情况表

学年

合格率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增减值（%）

毕业率（%） 91.5 90.8 0.7

（来源：学校教务处、学生处）

2.2 在校体验

九江职校注重校园文化品位的提升。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全力推进和落实“礼•信”德育模式，

以“文明素养”作为学生的行为准则，营造和谐的校园育人

氛围，将塑造“有技、有德、有品”的优秀中职学生作为目

标，以环境文化建设为重点，营造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以

校园活动文化建设为平台，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展‚文明风

采活动。结合学校实际，将体艺技能、书香校园‛、歌唱才艺

比赛有机结合，以技能竞赛、传统节日、纪念性节日、社会

实践、军训、各类文体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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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和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道德境界，形成学校的

特色文化；学校创设优美的校园环境、优质的实训条件和丰

富的校园文化生活，使得在校学生开心、家长放心，学生在

校体验满意度较高。本年度理论学习满意度 99%、专业学习

满意度 99%、实习实训满意度 98%、校园文化与社团活动满

意度 98.8%、生活满意度 98.6%、校园安全满意度 99.6%、毕

业生对学校满意度 98.6%。

表 2－5 学生在校体验满意度调查统计

（来源：学校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实训处）

项目 单位 2018 学年 2017 学年 增减值 变化率

理论学习满意度 % 99 99 0 0.0%

专业学习满意度 % 99.2 99 0.2 0.2%

实训实习满意度 % 98.6 98 0.6 0.6%

校园文化与社会活动满意度 % 98.9 98.8 0.1 0.1%

生活满意度 % 99 98.6 0.4 0.4%

校园安全满意度 % 99.6 99.6 0 0.0%

毕业生对学校满意度 % 98.8 98.6 0.2 0.2%

图 2－1 学校体艺节 图 2－2 学校元旦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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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做一只翱翔南方民谣的雄鹰

我是 17高职 1 班的 宋广强，通过参加校歌唱比赛、校广播创

意大赛，唱吟经典、领唱校歌班歌等，让我我决定开创南方民谣，让

大众都来认可南方民谣。为了提升自己的才艺水平，我参加了各级各

类比赛，曾获第二届中国新歌声佛山市海选高明区人气榜的第二名，

第二届中国新歌声佛山市海选 K 歌大乱斗第二名等。2017 年 10 月，

我出了自己第一张专辑中第一首自作词曲的单曲《南荒》，渐而步入

独立音乐人的行列，入驻网易云、酷狗、腾讯，并成为腾讯音乐人与

网易云音乐人。此后，又陆续推出自创单曲《荒途》《沉遥鸣》《少

念》。我专辑短短两个月就收获了 2 万多的点播量，也收获了大众的

一致好评。

2018 年 3月，我参加广东省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考试，

以优异的文化、专业成绩，成功入读该校的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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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青春怒放，梦想飞翔——九江职校“体育·艺术·技能节”

青春，是生命的源泉，奔流不息；青春，是昂扬的斗志，气贯长

虹。2017 九江职业技术学校首届“体育艺术技能节”于 11月 15 日

盛大开幕。一场绵绵细雨，为我们洗去前行的微尘，让我们沐浴在清

新喜庆的氛围中。出席此次开幕式的有南海区教育局长张苑发等局领

导﹑广东省德育中心主任汪永智等教授﹑20 多名南海区中职学校和

初中学校校长﹑20 多名优秀企业家代表以及全体九职师生和家长朋

友们。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品质教育，学在南海”教育理念指引下，

九江职校全体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九江职校全体同学，为大家

献上一场气势恢宏的体艺阵式表演，呈现了一场动与美的盛宴！

图：学校体艺技能节开幕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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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资助情况

我校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

于中学生资助政策，严格按要求做好免学费和助学金信息的

上报工作，保证学生的各项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到位

表 2－6 近两年免学费和助学金落实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当年南海区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助学金统计表）

2.4 就业质量

2.4.1 各专业就业、升学情况

学校历来重视学生的就业工作。今年我校共有中职毕业

生685人，直接就业人数 436 人，直接升学 249人。各专业

就业率达到100%，对口就业率达到 78.21%，比往年减少了

3.6%，2018届毕业生中，共有249人选择通过自主招生、3+

证书和其他方式升学途径继续升学学习，升学率占毕业生的

36.35%，比往年上升15%，学生创业率较低，占就业人数的

2.2%。

学年

享受免学费政

策学生数

（人月次）

享受免学费

金额（元）

享受助学金政

策学生数

（人月次）

享受助学金

金额（元）

2018 15770 5520000 100 20000

2017 20820 7025150 130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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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应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情况表

（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专业名称（全称）
毕业生

数（人）

毕业生就业情况

9月 1日前就业

起薪线

（元）

对口就业

直接就

业数

(人)

本地（区

县）就业数

(人)

就业

数

(人)

对口率

（%）

电子商务 104 52 48 2500 38 73.08

会计电算化 26 17 15 2950 12 70.59

机电技术应用 40 27 23 2500 19 70.37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

作
37 16 12 2450 11 68.75

计算机平面设计 56 34 31 2350 28 82.35

计算机应用 39 18 16 2650 14 77.78

金融事务 16 6 6 2510 5 83.33

旅游服务与管理 24 23 21 2850 18 78.26

汽车运用与维修 145 88 80 2300 65 73.86

市场营销 31 25 25 2450 20 80

数控技术应用 61 35 33 2850 27 77.14

物流服务与管理 43 35 34 2500 28 80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63 60 55 2450 56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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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近两年学生升学就业对比图

（数据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2.4.2 就业区域

2018届毕业生9月1日前直接就业有436人，比2017届556

人减少120人，其中在本区域就业人数399人，91.51%的学生

首次就业选择留在佛山本区域。

图2－4 2018届学生就业区域情况图

（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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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用人单位满意情况

学校实训处定期开展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用人单位

（2018 届）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显示，92.89%的用人单位认

为学校毕业生实践能力满足工作需求，对学生表现满意或基

本满意；6.03%的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的能力一般满意；

1.08%的用人单位认为学校毕业生能力有待提高。

图2－5 2018年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情况

（数据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2.5 职业发展

2.5.1 技能比赛获奖情况

学校重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注重“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每年 10－12 月份举办校内“技能节”活动，竞赛项

目达 20 多项，学生参与率 100%；通过技能竞赛，形成学

技能、练技能、比技能的氛围，涌现一批“技能之星”。学

生参加专业技能大赛屡获殊荣，2017－2018 学年学生技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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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省级奖项 2 个，市级技奖项 4 个，区级技能大赛获奖

23 个。

图 2－6 2017 年九江职业技术学校技能节

案例 4

技能导向，以赛促教，培育技能人才

10月 22 号，阳光普照，以“弘扬工匠精神，成就精彩人生”为

主题的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2017 年技能节开幕式暨机电部第 7 届技能

节在学校篮球场上举行，何江华校长出席了本次开幕式并对我校学生

给予深切的厚望。

本届技能节将历时 1 个多月，将以丰富多彩的技能比赛为同学

们搭建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技能节活动内容分为现场比赛项目和作

品展示项目，其中现场比赛项目有营销活动策划创意比赛、轮胎对调、

起动机拆装等 21项，作品展示项目有艺术作品展、技能成果展等 3

项。一年一度的技能节已经成为我校师生培养素质、锻炼能力、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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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重要途经，也是我校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和谐校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图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技能竞赛现场

2.5.2 考证通过率

我校现推行“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相关技能证书”

多证书的考核制度，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取得初步成效。 每

一学年均组织学生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全国计算机等

级考试（NCRE）等各种证书的考试，通过率情况如下表。

表 2－8 考证通过率情况表

年度

职业资格证书等级
计算机等级证书

中级

考证人次 通过人次 通过率 考证人次 通过人次 通过率

2018 学年 750 560 74.7 430 232 54

2017 学年 900 571 63.5 534 158 30

（数据来源：学校考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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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创新创业能力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呼唤。职校生

要走向创业，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我校从 2010

年就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切实实施，从课内走向课外，联合

学生处、团委每学期举办一场创业一条街活动，并定期邀请

企业名家、创业导师到我校进行创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走

出了自己的新路子。

案例 5

赢在“练摊”，三方合力促创业

学校积极响应教育厅《关于实施职业教育创业行动工程的意见》

的文件精神，积极为学生搭建“创业街市”，由校团委负责部署，优

先提供创业场所、设施，并配备老师与相关工作人员帮助运作。同时，

主动联合家长、企业加入到学生“练摊”活动，三方合力共促学生创

业。

以指导促创业。学生尝试创业前前后后也要准备几周，先是向学

校申报，上交创业项目计划书；学校审批后，得到摊位使用权，签订

各种协议书。学生承揽项目后，就会有相应的老师指导他们制定创业

方案，如市场调研、进货渠道、运作方式等等，同时让学生与家长、

企业联动，做好各种练摊准备。

以竞赛促创新。九江职校开展的校园创业职场体验活动，不仅仅

是让学生“练摊”，更重要的是提升中职生创业创新能力。为此，学

校专门组织评委团，对摊位进行评分。比赛之前，学校就为各摊主提

供人流量、环境等基础数据作创业参考。“练摊”学生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商品摆放，有些还开了微店，顾客可以网上下单，送货上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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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最终以竞赛的方式展示学生创新创业方向的成果、经验，乃至于教

训，这样将更有利于学生今后稳健地创新创业。

图 创业街市

3.质量保障措施

3.1 专业动态调整

学校成立了由高职院校、行业企业专家和本校骨干教师

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本学年全校各专业均结合行业

和企业的标准和需求，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检讨、修订和完

善。汽修专业、烹饪专业通过下企业调研、召开专业建设研

讨会等手段，对现有专业方向进行适当调整，不断优化调整

学校专业结构。

表 3－1 专业设置调整情况表

序号 开设专业 重点专业 备注

1 汽车运用与维修 市重点专业

2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校重点专业

3 电子商务 校重点专业

4 计算机平面设计 市重点专业

5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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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机应用

7 旅游服务与管理

8 市场营销

9 数控技术应用

10 物流服务与管理

11 会计电算化 17 年停止招生

12 机电技术应用 17 年停止招生

13 金融事务 16 年停止招生

（数据来源 ：学校教务处）

图 3－1 我校汽修教师到 4S 店进行专业调研

3.2 教育教学改革

3.2.1 公共基础课

本年度学校除了根据广东省中职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了

公共基础课，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德育、计算机应用基

础、体育、公共艺术等课程外，还新增开设历史课程，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每个专业的学生都掌握必备的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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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同时又根据各个专业的特点设置文化课的职业模

块，将文化课和专业课以及学生的就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

文化课的基础作用和为专业学习和就业服务的理念。

3.2.2 专业设置

学校根据“立足三产，服务二产”的专业设置思路，面

向需求建专业，立足基础创特色。紧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在深入本地企事业用人单位展开调查研究、了解各

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地方产业结构以及学校

专业设置与调整规划，在广泛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

专业方向调整与优化。

表 3－2 学校专业设置情况表

（数据来源：学校教务处）

专业类别

2018 学年度 2017 学年度 变化幅度 变化率（%）

专业

（个）

学生数

（人）

专业

（个）

学生数

（人）

专

业

学生

数
专业 学生数

加工制造 2 217 2 221 0 -4 0 -1.81%

交通运输 1 453 1 503 0 -50 0 -9.94%

信息技术 3 278 3 371 0 -93 0 -25.07%

财经商贸类 5 578 5 648 0 -70 0 -10.80%

旅游服务类 2 276 2 313 0 -37 0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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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师资队伍

学校认真执行教育部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

准（试行）》，着力打造和培养了一支师德高、业务强、技

能硬的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师资队

伍建设制度，形成《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师资队伍

建设制度汇编》。学校现佛山市名班主任工作室 1 个，拥

有佛山市名班主任 1 名，区级学科名师 4 人、区级名班主

任 1 人、专业带头人 10 名。

表 3－3 2018 年优秀教师一览表（部分）

姓名 获奖项目

谢小梅 佛山市优秀教师称号

陈 虎 佛山市优秀班主任称号

麦毅强 南海区优秀教师称号

唐鸿雁 南海区优秀班主任称号

郭秀文 南海区优秀班主任称号

谭文思 南海区优秀班主任称号（十佳班主任）

陈述颖 南海区优秀优秀青年教师称号

李淑青 南海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谭湛森 南海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数据来源：学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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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课程改革

各专业课程改革牢牢把握教学过程与生产（服务）过程

相对接，继续组织开发专业 课程和课程资源，不断完善专

业课程体系。学校每年都进行专业论证和调研工作，各专业

根据岗位工作实际和岗位核心技能的的要求，滚动修改完成

了各专业的核心课程标准的编制工作。

3.2.5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各专业主动适应佛山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积

极开展产教融合办学，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我校汽车运

用与维修专业引入“中德诺浩高技能人才”项目，开办中德

诺浩国际班，建立了双元制本土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中餐烹

饪与营养膳食专业实施家校企三层融合，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电子商务专业与佛山点赞电子商务公司合作，开设“新

媒体电商实战特训营”，将电子商务专业的教学实践与企业

真实项目结合起来，形成了 “商学一体双岗培养”的人才

培养模式。数控技术专业与广东台一精工有限公司合作，形

成了现代学徒制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表 3－4 骨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一览表

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特色

中餐烹饪与

营养膳食

三层融合，工学

交替人才培养模

式

学校、家长、企业 三个层面融合，以此

为基础工学多次交替，有效实现学校和企业

两个环境培养人才。

汽车运用与

维修

双元制本土化人

才培养模式

以中德诺浩校企合作为资源平台，采用

创新的本土化双元制办学和培养模式，采用

小班授课，实操为主，直接对接国际通用资

格证书课程，同时引进和实施国际先进的教

学方法，课程体系采用工作流程导向法、项

http://www.so.com/link?m=alfl8frHHAaSVColU06NuMmAFmqYj/QhLbfSkZiDt8RCdD9dkfsEREEJDIWBoSe4WU2XW0PNGWgVE+SnRejOmRQHsOdwMJLRzNPdsyPqeg5f9kxs2ffiAV2rUmxad0f/TReWuCOZhDeJsY3T4tE0zFA9I2vQyKCpYBLwmy19GddKUs9PMTpEkQlhKyuHO70sR+mvlD2W/s75jJX8XbnTqYnhUuUtiXKtlf0wftd8lBWh8w6bAt5kUIVxwgizAoPAe80fWwz6ZP1bRpFqUEqbZ1dHCe495+xcjLtGL9m3wF4Tfg4V5ybhTT5NwrUngQ7zP6yxgETCw/F/TTufUQ9mr5yeqNkJSwsp9SUZoaoIBCxAM26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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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教学方法，以学生

为主体，让学生做中觉，觉中学，并采用第

三方企业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实现教考分离模

式，以企业标准来衡量教学效果与质量，从

而保证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充分满足企业需求

数控技术应

用

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

明确校企双方的职责与分工，校企紧密

合作、协同育人。对双导师进行选拔、考核、

激励，校企人员互聘共用。学生接受企业文

化教育，专业素养明显提高，自觉培养产品

质量意识。采用多方参与评价的双主体育人，

试行第三方评价。构建了以就业为导向、以

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

基于工作流程和工作岗位的工学结合课程体

系。

电子商务 商学一体，能力

渐升

集学校、企业、专业和行业协会四方力

量为一体，形成“商学一体”，让学生在学

校进行电子商务专业学习，又可以同时进行

电子商务真实项目实践活动，在实施过程中

提升学生的岗位技能，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

3.2.6 教学评价

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确立全面质量管理理念，把

学习者职业素养、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作

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强化人才培养全程的质

量监控，完善由学校、行业、企业和社会机构等共同参与

的质量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全面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案例 6

实施第三方考核,考出真质量

第三方考评自从创办中德诺浩班以来一直是我校的一个特色考

评方式。让企业的第三方技术人员、专家直接参与到学生的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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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会监考中，从而让企业直接考核我们的学生，检验学校培养的学生

是否符合企业对专业人才能力要求。

考前做好充分准备，召开考试前考务会；根据以往第三方专家考

试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任课教师与考试教师、企业专家相磋商交

流，认真对照各学习领域考试科目的故障设置项目；学习领域考试科

目的工位准备，实行责任到位；教师考前对学习领域考试科目进行认

真辅导，手把手教学生故障设置及排除故障思路、方法，学生考前做

好各学习领域考试科目的知识与技能准备；线上线下任课教师与企业

专家磋商交流技能。

*

图 中德班进行企业第三方考核

通过第三方考核，学校更了解汽车行业的现状及用人需求，不断

完善行业人才需求的设备设施，提升办学要求。企业根据用人需求的

标准考核学生，可与学校合作培养储备人才方案，提高 4S店技术力

量。



第 32 页 共 70 页

3.2.7 信息化教学

学校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积极教学管理教学手段的信

息化，通过建数字化校园，教学资源库，开展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培养。本年度通过组织教师参加信息化大赛，超星杯微

课比赛，多媒体课件大赛等，促进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

表 3－5本学年教师信息化比赛奖一览表

（数据来源：学校教务处）

姓名 项目 等级

蔡克平、潘永基、罗凯 广东省超星杯微课制作大赛 一等奖

黄金淼、马友坤、吴云芳 广东省超星杯微课制作大赛 二等奖

欧彩霞、邓穗平、黎恒勇 广东省超星杯微课制作大赛 三等奖

黄棋昌、冯晓东 佛山市计算机教育软件评选 一等奖

黎恒勇、蔡克平、黄棋昌 佛山市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三等奖

陈旻旋、黄金淼、马友坤 佛山市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三等奖

黄思艳 佛山市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三等奖

卢惠贞、谢小梅、周毅容 佛山市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三等奖

徐咏雄 2018 年南海区教学信息化大赛 二等奖

翁桂哗、胡稳成 2018 年南海区教学信息化大赛 二等奖

欧彩霞、邓穗平、黎恒勇 2018 年南海区教学信息化大赛 一等奖

蔡克平、潘永基、罗凯 2018 年南海区教学信息化大赛 一等奖

黄金淼、马友坤、吴云芳 2018 年南海区教学信息化大赛 一等奖

卢惠贞、谢小梅、黄思艳 2018 年南海区教学信息化大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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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实训基地建设

学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基本能满足学生实验实训的需

要，校内共有 6 个专业群实训基地，共有 30 间实训场室，

实训场室面积为 7567.54 平方米，实训设备数量共计 2277

台套，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为 2084 万元，生均教学仪器值 1.68

万元，2017-2018 年新增设备 433 万元。

本年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共计 22 所，并保持与企业

持续合作，为每个专业至少配备 2 个以上的实践基地，接待

学生,712 人次，其中接收毕业生就业人数 338 人。

3.2.9 教学资源建设

我校重视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 4 个虚拟仿真实训平

台，包括汽修专业景格虚拟实训平台、电子商务专业虚拟实

训平台、物流管理与实务虚拟实训软件、中德诺浩 KTS 教

学平台，建有专业摄影室 1 个，以及各专业的教学资源库，

包括电子教案、PPT 课件、教学视频等资源，全校师生在校

内外随时进行访问和学习。

图 3－2 电商专业摄影室 图 3－3 汽修虚拟仿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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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教材选用

严格规范教材的选用、征订和发放流程。按照国家、省、

市有关上级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文化基础课统一选用国家

大纲指定的教材版本；专业课教材按《广东省中职学校教材

目录》选取；自编教材使用经学校审定后选用，无向学生收

取自编教材费用情况。教材选用规范，无违规选用情况，全

年教材使用投诉率为零。

3.2.11 国际合作

2014 年我校依托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与

德国 F+U 萨克森职教集团合作,引进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

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实践与创新汽车专业办学模式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等内

容取得初步成效。

2017 年我校成为广东省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理事单位，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紧密合作，发挥好“广东省一

带一路职教联盟”对外合作的平台作用，在推动广东职业教

育对外开放、扩大教育领域国际合作交流、深度融入世界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等方面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义务，为南

海区区域职业教育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图 3－5 广东省“一带一路职业

教育联盟理事单位”

图 3－4 德国 F+U 萨克森职教集

团教师到我校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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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师培养培训

3.3.1 教师培养培训（含企业实践）

我校实施师资层级培训 继续落实名教师、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四个层级师资培训计划，全面提升师资

队伍素质。本学年教师参加国家、省级、市级、区级各类培

训 952 人日，专业教师参加企业实践 52 人次，累计 2230

天，人均 16.64 天。教师教研、科研成果显著，公开出版教

材 7 本，公开发表论文 7 篇，获奖论文达 53 篇，在各级承

担课题 9 项。

表 3－6 2018 年度教师编写教材统计表

序号 作者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书号

1 蔡克平
汽车电器设备构造与维

修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6

1-1892-9

2 潘永基 汽车文化与概论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6

1-1890-5

3 何道材 汽车保险与理赔务实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6

1-1923-0

4 蔡克平 汽车维护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533

1-9564--9

5 毛晓慧 音乐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13-107

82-4/J

6 区平安
Photoshop cs6 平面设计

基础教程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9787502292102

7 区平安
计算机应用基础

Windows7+Office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787300258782

（数据来源：学校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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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2018 年度教师课题统计表

（数据来源：学校教务处）

3.3.2 名师引领，开展青年教师结队培养

学校的“名师课堂”向所有青年教师开放，通过学习观

摩“名师课堂”，提高了青年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促进了

青年教师的成长与进步。结对子工程，鼓励、督促青年教师

积极参与各级各类课题申报及研究并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各

级论文评比等活动。名师与青年教师分享经验和成长历程，

分享自己在教学中的所学所悟，促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3.3.3 开展全校性师德教育专题学习

本学年学校邀请曹永浩、邓兵，梁刚慧等教育专家，来

校作专题师德报告，弘扬教师职业精神，我校 2018 年 5 月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及编号 进展情况 级别

1 黎国玉 中职学校“礼·信”教育模式探索 结题 省级

2 崔庆荣
中职学校“礼·理”教育模式的研究与探

索
进行中 省级

3 何继斌
创业视角下的中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进行中 市级

4 席锡春
《粤菜烹调技术》课程中“行动导向教学

法”应用的研究
进行中 市级

5 谢小梅
互联网+时代下中职电子商务实践教学的

新策略研究
进行中 市级

6 区平安
中职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课岗融合教学

模式研究
进行中 市级

7 黎恒勇
在汽修专业常规班中实施行动导向教学

模式的探究
进行中 区级

8 曾艺飞 图像处理员岗位技能教学有效性研究 进行中 区级

9 陈旻旋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案例教学研究 进行中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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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业活动周开展“最美教师”评选表彰活动，机电部冯

晓东等 10 位教师在评选活动中“最美教师”奖。

图 3－6 邓兵校长作师德讲座 图 3－7 我校最美教师颁奖仪

案例 7

沐“礼信”之风，做快乐的班主任－王萌萌佛山市名班主任工作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礼信”德育的引领下，

王萌萌佛山市名班主任工作室一直坚持“快乐的做班主任，做快乐的

班主任”的工作思路，成绩显著。

（一）潜心指导，赢在比赛

为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

建设，促进班主任专业化发展，

工作室以赛促学、以学促长，

其本人2014年9月荣获广东省

班主任能力大赛一等奖以来，

工作室成员张君尧、陈虎、黄

雪梅、周丽娜、陈述颖、谭文思、唐鸿雁等先后在佛山市班主任能力

大赛的舞台上荣获“一等奖”以及个人单项“第一名”等奖项。

（二）课题研究，多处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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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带领成员积极开展课题研究，目前，工作室主要参与的广

东省重点资助项目的“礼信

德育”课题已经开花结果，

《礼信德育》一书即将已经

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

行。另一省级课题《礼理教

育的探索》也已经开花、引

领着中职学生知礼、明理、

守礼。市级德育课题《创建有“中职味”家长学校探索与研究》也已

经立项。

3.4 规范管理情况

3.4.1 教学管理

（1）紧抓常规教学管理。以常规教学管理为抓手，规

范教学秩序，努力做到：实施性教学计划有效合理；教学阶

段检查到位；教材管理规范；课程表编制科学合理；调课、

代课、停课管理程序化；班级教学日志管理规范；考务管理

严谨；学生学业评价质量分析科学；学生座谈会常规化；毕

业证办证公开透明；教师业务档案完备。

（2）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保证体系。实行校领导、教

务处、专业部、学生处联合巡堂制度，加强课堂教学管控；

建立课堂教学情况反馈机制，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 教务

处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改

进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每学期第 17 周左右，教务处组织

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测评，把结果反馈给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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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试行按学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量化考核，促进教

师提高教学水平。

3.4.2 学生管理

1、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养成教育。

（1）丰富德育活动促进养成教育。认真学习贯彻《学

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文明礼仪手册》，同

时深入开展了文明礼仪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等等。通

过法制讲座、专题演讲、消防演练等多形式的活动来促进学

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与提高学生法制意识，通过感恩演讲

教育学生学会感。

（2）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我们要求班主任积极思考，

加强班级制度建设、班风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

树立班级形象，争创班级特色，开展三评活动，争创“文明

班级”、“文明寝室”、“文明之星”。各班要做到学生操

行上墙，各类布置合理，好人好事有记录，学生出勤有考核。

并以此考核来促进学生增强集体荣誉感，做班级的主任翁。

（3）加强后进生的教育与转化。一直坚持以通过“家

校互动”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专门的管理与教育，通过

让这些学生学习制度，参与劳动与锻炼，逐步转变学生的习

惯。德育处还要求各班对这些学生的转化工作做到及时地了

解掌握有关情况，做好个别学生的帮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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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财务管理

有效财务管理能为学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物保障体

系，在此背后隐藏着，与时俱进管理团队及一流的服务理念。

具体体现如下：

（1）长期高意识学习了解上级下达职业教育政策、法规、

制度和标准，在日常工作中有效地全面落实，每笔业务做到

合理合规。

（2）建立健全财物管理制度，抓好开源节流，加强内部管

理，务实发挥资金作用，规范手续和票据，实行上级领导、

校内财务监督小组、经办人、财会人员集体负责制。成立校

内财务监督小组、采购督查小组，对学校财务管理实时监控，

有效提高财物管理力度。根据学校财力，全力以赴为师生营

造一个优美、和谐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3）绩效评估为抓手，以制度规范为支撑，有效提高

资金使用率，执行财政精神，“谁用钱，谁绩效”。资金的

投入前，提前预见项目，持有高度、远见目光，科学地评估

项目绩效，把财政经费用到点子上，充分利用好纳税人的钱。

建设持续性、稳定性的项目工程，让上级领导认为投入值得

有效，让上级领导投入放心。

（4)建立中职学校生均拨款制度，按学籍系统数据，以

校长负责，部门落实制度，如实以学生人数申报生均款项，

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套用财政资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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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后勤管理

自始至终遵循学校总体工作思路和后勤工作计划,以提供

良好的物质条件和优质的教育教学环境为重点,在工作中坚

持以“服务”为宗旨,强化后勤工作人员素质,提高办事的实

效性。

1、按照广东省学校食品安全标准管理食堂，建立健全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聘任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操作人员，积极

响应上级要求，组织从业人员参加食品安全培训，按要求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场所卫生和设施设备摆放整齐卫生，容

器定期消毒；食品原料采购具有索证索票齐全的食品，贮存

方法符合要求。

通过校园 LED 屏宣传节能教育、绿色环保宣传教育，

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分区负责管理，定期清理下水道。

后勤功能室设施条件齐全、日常管理制度完善、消防安

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有相应的制度执行记录和档案归档。

校医室医疗设备基本保障，医疗保健宣传工作到位，定

期更好宣传资料及内容。

2、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优化后勤工作人员的素质作

为长期工作。加强实行每周例会制度，利用会议时间学习，

交流思想，把学校每周的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工作处理及决

定意见，都通过小组成员慎重决定，每项工作决定，做到合

情合理，员工满意。

每学期初、末二次校内培训，保安人员参加安全、消

防培训，宿管人员安全培训，厨工人员参加市区组织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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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卫生培训，通过各种培训达到提高人员素质的目的，整个

后勤队伍在和谐中进步。

3、规范各类规章制度，理顺管理程序、落到实处。进一

步完善《固定财产登记、管理制度》、《日用品购买管理、

使用制度》、《学校医务人员岗位职责》、《学校保安岗位

职责》、《饭堂员工岗位职责》、从而达到后勤管理规范化

要求，把后勤的各种管理工作和服务工作通过制度达到规范

和约束，使后勤工作更好地为师生和教学服务。

3.4.6 安全管理

安全是学校的首要任务，安全应时刻记在心中，时刻提

醒自己，因此学生处利用早上大课间集会、教师例会、专业

部会、班会课等场合对师生进行安全教育，还创新了安全教

育方法,充分利用家长微信群扩大宣传及时教育，同时利用

校园户外大屏幕不间断地播放安全视频，做到时时、处处、

事事讲安全。在每学期开学典礼、散学典礼、每周升旗仪式

等固定时间进行相应的法制教育、禁毒知识、交通安全、网

络应用安全等讲座，学校定期举行消防演练、防震演练、应

急逃生等活动。同时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相结合。通过组织

开展了消防安全、防灾减灾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防溺水、安全生产月、食品安全宣传周、防艾滋等主题教育

活动，加强了对学生法制、文明、安全、禁毒等教育，起到

了很好的教育目的。师生违法犯罪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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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学生安全教育

3.4.7 管理队伍建设

学校重点打造一支具有事业心、责任感、肯担当，战

斗力和凝聚力强的班子团队和高效的行政队伍，九职行政

班子和管理队伍最大的优势在于各司其职又能团结务实，

顾全大局。班子和行政成员能自觉遵守党章和党内各项规

章，持之以恒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上级职能部门的文

件精神。

在队伍建设过程中，学校实施了多项措施强化队伍建

设。一是重视管理队伍的培养工作，派多名校级领导和中

层领导到国内知名大学和企业培训，培养了一支党性强、

业务精、观念新、作风实、勤政廉政、真抓实干的管理队

伍。二是加大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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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管理信息化水平

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完整 计算机房、多媒体课

室、网络教室、校园网等硬件建设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校

务、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信息化应用广泛, 如教务管理系

统、财务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图书

管理系统, 以及利用网络发布信息、电子邮件系统等校务

管理和学习支持服务方面基本能满足日常教育和教学要

求。

3.5 德育工作情况

九江职校德育中心工作，围绕以实现“中国梦”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落实“礼·信”德育模式、

"中职生守则"和“文明素养”作为学生的行为准则，营造安

全和谐的校园育人氛围，同时大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校园活动，共同提高全体师生的幸福感。

德育课的实施情况：我校严格执行中职生人材培养方

案，开足、开齐德育课程，并以“礼·信”德育模式标准，

大力推进德育课程创新。由教师到学生、再到一般的职员和

图 3－9学校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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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员工都“礼·信”德育模式高度认可，校园内外时时听

到“老师好”的声音，天天涌现诚信的行为。

星级文明班、文明风采活动开展情况：德育线中心工作

继续以“创星”为抓手，深入推进“关爱”行动升级。通过

优化“星级文明班”和“星级宿舍”的双星评比活动，进一

步完善了班主任工作管理制度，实现班级管理的规范化、科

学化、绩效化。本校一如既往的开展以“关爱”为核心的“全

员德育、全程德育”模式，通过全员德育（家访、宿舍）、

全程德育（课堂渗透）、全面德育（文体艺活动），进一步

提高了德育实效性。第十四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文明风采伴我行，成就出彩人生梦”中，我校再

创佳绩，获奖人数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社团活动、团组织学生会建设及活动：本学年进一步健

全了以学生处为领导、德育副部长为主管、班主任、心理教

师、德育课教师和宿舍生活老师为主体的德育网络，树立“人

人都是德育工作者，处处事事皆育人”的思想，学生处（团

委、学生会）在日常工作中以身作则，兢兢业业，脚踏实地

带领全校教师积极探索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新途径。包括雷

锋“九职志愿者精神”团员义工服务队敬老院献爱心活动，

校园广播“我健言我快，心理手抄报比赛，文明素养综合文

艺晚会等等！各项活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深受学生喜爱，

并收到了显著效果，学生明礼、守信，综合素质得到质的提

升，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犹如春风吹拂在整个九职校园。

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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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7 年 12 月第十二届南海区十二届“立德树人”高

中（职高）学生（家长）法理综合素养知识现场擂台赛团体

一等奖。

②2018 年 6 月，广东省健美操舞特等奖。

③2018年5月，南海区“书香伴我行，好书我推荐”展

示活动特等奖。

④2018年6月，南海区第十二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艺术

表演金奖。

图 3－10 德育活动系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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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与心同行，阳光人生—九职阳光心理社团

本着“把阳光洒进你心里”的原则，我校阳光心理社，被评为“广

东省优秀社团”。近年来，我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

帮助我校学生缓解学习、生活和成长遭遇到的各种心理困惑，在学校

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赵凌玲和唐鸿雁两位心理老师的牵头努力下，

阳光心理社应运而生。该社团本着“热情服务，求真务实，共同协作，

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宣传，普及心

理健康知识，优化学生心理素质，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为学生成

长为素质全面的社会主义优秀合格人才做出贡献。

阳光心理社有效地发挥了学生社团的优势，成员来自于学生，让

知识回归学生。成功编印《心晴小站》社刊宣传栏，完善心理网站，

组织好心理知识宣传画、报比赛等活动，拓展了学生的心理教育渠道；

在学生中开展心理状况调查，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有针对性地

开展团康辅导，不断提高社员们的心理素质。阳光心理社团成立以来，

一直积极活跃在同学中间，不仅使自身的心理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也

有效帮助了身边的同学。

图：阳光心理社系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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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党建情况

九江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现有党员共 47 名。设党总支

书记 1 名，副书记 1 名，委员 3 名，党务工作者 1 名。下设

三个党支部，各支部设支部书记 1 名。第一党支部党员共 17

名，第二党支部党员共 19 名，第三党支部党员共 11 名。（其

中女党员共 20 人），党组织机构健全，各党支部在党总支

的领导下正常开展各项活动，党建工作落实责任到人，工作

到位、有序，形式多样，效果良好。

学校贯彻执行在党总支领导下的校长兼书记责任制,进

一步健全完善党内制度。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党

支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决策程序符合要求。建立健全党员教

育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日活动

制度，完善党内组织生活会制度，党费收缴制度、党员学习

制度、党员发展制度等。各部门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谁

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做到党建工作与教

育、教研、管理等工作一起部署、落实、检查、考核、与教

学诊改工作。

表 3－8 九江职校党员会议、活动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主题 形式

每年一次 党员活动室 年初制定党支部工作计划，明确年度

工作目标及分解计划，并提交上级党

组织备案。12 月 15 日前向上级党组

织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党 总 支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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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一次 党员活动室 传达学习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文件、决

议、批示；

党 员 大

会

每年一次 党员活动室 检查、总结支部班子成员的思想作

风、执行民主集中制、相互团结、勤

政廉洁、遵纪守法、联系群众等情况，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回顾上次

民主生活会查找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民 主 生

活会

每年一次 户联系对象居

住地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党员直联

工作

探 访 交

流

2017年10月25

日

九江镇南方柳

一村养老活动

中心

“中国梦，九职在行动”党员敬老

志愿活动

探

访交流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5 月

旺阁渔邨等企

业

走访校企合作企业开展“四看”专题

学习讨论活动

探

访交流

（数据来源：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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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企合作

4.1 校企合作开展情况和效果

2018 年，九江职业技术学校努力开拓产学合作企业，与

当地知名企业签订合同，接受教师企业实践，接受顶岗实习

学生，向输送兼职教师，接受毕业生就业，取得了显著效果。

2018 年，九江职业技术学校产学合作企业总数为 22 家

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数 357 人，输送兼职教师 9 人次，

接受毕业生就业数 270 人。

表 4－1 分专业校企合作情况表

专业名称
接受顶岗实习

学生数

输送兼职教

师

接受毕业生

就业数

电子商务 41 1 25

会计电算化 17 0 6

机电技术应用 27 0 18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16 1 9

计算机平面设计 21 1 20

计算机应用 18 1 9

旅游服务与管理 23 0 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52 1 50

市场营销 25 1 19

数控技术应用 35 1 21

物流服务与管理 35 1 29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41 1 36

（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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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校企合作一览表

（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序

号
企业名称 主要面向专业

1 佛山中元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

2 广东凯仕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3 凯丰模具有限公司 数控技术应用

4 顺德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技术应用

5 旺阁渔村西樵店 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

6 西樵山大酒店 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

7 佛山市雍憬明珠大酒店 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

8 南海区西樵樵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

9 中山 TCL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机电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

10 富士宝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技术应用

11 佛山南海颖大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数控技术应用

12 九江医用无纺布产业基地 机电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会

计电算化
13 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与管理、会计电算化

14 南海汽车协会 汽车运用与维修

15 中德诺浩 汽车运用与维修

16 佛山置佳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17 广东台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数控技术应用

18 佛山市捷必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运用与维修、市场营销

19 广州点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20 佛山市点赞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21 佛山市金福麟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汽车运用与维修、市场营销

22 广州多迪 平面设计、动漫与游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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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实习情况

4.2.1 学生校外实习情况

顶岗实习是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学校根据教育部等五

部门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及学校《顶岗

实习管理办法》，制定学生顶岗实习计划，购买学生实习责

任保险，选派 16名巡点教师跟踪指导，解决实习中出现的

问题。实习学生、巡点教师、班主任每月定期汇报实习、巡

点情况，确保顶岗实习秩序和质量。2018届毕业生中，参加

顶岗实习的学生总人数436人，比2017届556人减少了121人；

离校实习前，学校出资为学生购买学生实习险（人身意外险、

人身伤害险），参保的学生人数为436人，参保学生比例均

达到100%。

学校实训处及时了解学生实习状况，指导教师与企业技

术人员一起负责指导实习生技能，实习结束后由实习结束后

由实习单位和指导教师出具书面鉴定意见和成绩并盖公章；

指导教师将学生本人实习报教告、考核、实习周记等资料收

齐交实训处。实习成绩视同一门专业课成绩，不及格者，按

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实习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

及格四级记分制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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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顶岗实习情况表

专业名称（全称）
毕业生

（人）

应届毕业生顶岗实习情况

顶岗实

习毕业

生（人）

企业录用顶岗实

习毕业生数（人）

顶岗实习对口

毕业生数（人）

电子商务 104 52 50 51

会计电算化 26 17 17 15

机电技术应用 40 27 25 27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37 16 15 16

计算机平面设计 56 34 32 33

计算机应用 39 18 18 18

旅游服务与管理 24 23 23 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145 88 82 85

市场营销 31 25 23 24

数控技术应用 61 35 33 31

物流服务与管理 43 35 32 35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63 60 59 60

（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4.2.2 企业评价

实训处定期开展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用人单位（2018

届）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显示，92.89%的用人单位认为学校毕

业生实践能力满足工作需求，对学生表现满意或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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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的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的能力一般满意；1.08%的用人

单位认为学校毕业生能力有待提高。

图4－1 2017年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情况

（数据来源：实训处统计数据）

4.3 集团化办学情况

学校是佛山市南海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开展联合培

训教师、联合培养学生、举办学生技能大赛、共享教育资源、

合作与共建开发课程、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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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引企入校，校企共育技能人才

2017 年，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

式，与广东台一精工有限公司合作，进行承接产品加工、参与模具研

发等项目合作。承接广东台一精工有限公司产品加工, 每月交由学生

校内实训承担的产品加工量能达到 1000 件以上，产合格品率达到

90%以上。

韦嘉豪是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2016 级数控班的一名学生。今年六

月，他就报名参加了由学校和广东台一精工有限公司组建的现代学徒

制试点班，学生自愿报名组成，并签订了就业保障协议和教学协议。

自此，他的学习方式与其他班级的学生有所不同，除了在学校完成基

本的基础理论课程外，大部分时间将在实训基地跟着指定的师傅见习

和顶岗实习，掌握实际操作技能，成为一名准工人。毕业之后，韦嘉

豪将成为广东台一精工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

图 钟红砖工程师指导学徒韦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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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贡献

5.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学校主动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了区域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摇篮。2018 年，我校向社会输送全日制毕

业生 685 名，其中就业 436 人，升学 249 人，就业率 100%，

对口就业率 72.81%，毕业生得到用工企业好评，满意率为

92.89%，为地方经济发展输送了一大批合格人才。

5.2 社会服务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服务社会”的理念，将公益活动

与学生专业实践相结合。学校与九江镇公安局、九江镇教育

局联合举办禁毒宣传晚会；学校与佛山市南海区国家税务

局、九江国税分局、地税分局联合开展“税校结对闹元宵 齐

猜灯谜宣税法”活动，宣传国家税务政策；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到九江红棉公园开展献爱心活动、走进九江敬老院开展关

爱老人慰问活动等。学校通过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不仅服务

了社会，也促进了同学们的成长。

图 5－1学校志愿服务队进行社区服务 图 5－2 税校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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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在南海九江，龙舟这民族传统运动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校开展龙舟传统特色

体育教育以来，本着为学生着想，为学生谋出路，把“龙舟

扒进大学”，为地方龙舟运动发展与传承输送人才。我校龙

舟队与九江龙舟队合作，共为九江龙舟队输送所需人才达 15

人。

案例 10

龙的传人，续写龙舟故事

在南海九江，龙舟这民族传统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

基础，九江传统龙舟内涵非常丰富，包括起龙舟、龙船采青、会阿契、

吃龙船饭、游龙、竞渡、竞艳、龙船出海、收龙等，2012 年，九江

传统龙舟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 2006 年，学校开始创设以龙舟这一民族传统体育特色的教学

班。自开办以来，学生在文化课学习之余，南征北战，已在国际、国

内及省、市、地方等比赛中屡获殊荣。共获得金奖（含金牌、金杯）

33个，获奖名次不计其数。

我校开展龙舟传统特色体育教育以来，本着为学生着想，为学生

谋出路，把“龙舟扒进大学”，为地方龙舟运动发展与传承输送人才。

学生通过我校的龙舟特色体育教学，参加国际、省、市等多级比赛，

获得荣誉。因显著成绩，受到多所高等院校伸出的“橄榄枝”，如有

广州体育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上海海事学院等到

我校特招龙舟特长的学生。除了与高校合作外，我校龙舟教学与当地

九江龙舟队合作，为九江龙舟队输送大批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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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我校龙舟队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大学生龙舟赛 图 5－4 张家培（九江龙舟队队长）

5.3 对口支援

我校扎实推进对口支援工作。配合地方政府协助相应的

职能部门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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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工作，并派出林万元副校长到疆

喀什地区伽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支教、陈矿辉专业组长，

蔡克平老师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职业技术学校支教。

表 5－1 对口支援统计汇总表

（数据来源：学校办公室）

对口支援单位 支援形式 支援时间 支援内容

新疆伽师县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
派出林万元支教 2017.2-2020.2 学校管理与建设

四川凉山州甘洛

职业技术学校

派出蔡克平支教 2017.10-2018.2 专业建设

四川凉山州甘洛

职业技术学校

派出陈矿辉支教 2018.3-2019.7 专业建设



第 59 页 共 70 页

6.举办者履责

6.1 经费

本年财政收入 4953.37 万元，其中专项收入 1433.12 万

元，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 3520.25 万元，生均拨款 2.75 万

元。

表 6－1 2016、2017 年财政收入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2017

财政总收入 3799 4953.37

专项收入 999 1433.12

财政补助收入 2800 3520.25

人均拨款 1.85 2.75

(数据来源：2016-2017 年财务报表)

图 6－1 近两年财政收入对比图

(数据来源：2016-2017 年财务报表)

财政支出 4709.3 万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 130 万元，设

备采购 674.37 万元（其中教学仪器设备 433 万元），日常

教学经费 149.39 万元，师资队伍建设 29.54 万元，教学改

革及研究费 12 万元，其他支出 37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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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财政支出占比图

(数据来源：2016-2017 年财务报表)

表 6－2 2016、2017 年财政支出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2017

财政总支出 3652 4709.3

基础设施建设 0 130

设备采购 555 674.37

日常教学经费 102 149.39

师资队伍建设 28 29.54

教学改革及研究费 5 12

其他支出 2962 3714

(数据来源：2016-2017 年财务报表)

图 6－3 2016、2017年财政支出对比图
(数据来源：2016-2017 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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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的使用上，学校严格执行事业单位财经制度，并

加强了内部控制和管理。规范校内民主决策行为，所有专项

经费的使用都经过专业部的充分调研及校务会议的专题讨

论，属于定点采购目录范围的设备，一律通过通过省政府采

购平台进行采购，保障了专项经费的合法、合规、高效使用。

职业教育财政经费的落实和逐年的提高，为学校职业教育的

品质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6.2 政策措施

佛山市、南海区二级政府历来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发

展，政府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

作为民生的一件大事，出台各类文件将职业教育列入政府对

相关部门的考核目标；南海区政府重视职业教育的创新发

展，支持中高职衔接等现代职教体系建设。重视职业教育招

生工作，将职业教育学生入学率作为初中的考核指标，普职

比逐年提高。大力推行“现代学徒制”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办学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学校教学需要，通过聘请一

定比例的实习指导教师和临时聘请企业专业兼职教师，可对

教师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和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

正常开展和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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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色创新

7.1 课题引领，打造中职学校“礼•信”教育模式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打造中职学校德育的创新育人模式。2015 年 5 月，九江职业

技术学校申报的项目《中职学校“礼·信”教育模式探索》

被评为 2015 年度广东省学校德育创新重点项目，同时列入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重点资助的研究

项目（德育专项）。

一、2018年 4月19日

李季、王蓓蓓、曹永浩 、

冯小凤 专家组到学校参

加课题的成果鉴定报告

会，听取课题主持人黎国

玉所做的结题报告，课题

结合时代特点，立足学校

办学实际，总结出了“礼.

信”教育模式，解决了“中职学校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学校以此为契机，不断改进工作，创新德育教学思路，

加强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扎实工作，取得了可喜成果。

课题组成员撰写了《论著》1 本、参编论著 2 本、在各种期

刊公开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奖论文 17 篇；省级立项子课题

1 项（粤教思函【2017】25 号 2017ZXDY033）。拍摄 3 个视

频和编印《中职生“礼•信”德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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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水平线，其含金量决定学校教育

的水准。理想的学校文化必须以教育科研为支撑，通过校企

合作、技能比武等多种方式，把校园建设成“求知学园、活

动乐园、精神家园”。为了运用教育科研的力量将学校送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学校注重研究实效，让每一位教师，既是

知识的传播者，又是实践研究的探索者，在课题研究中提升

教师的业务素质和科研能力，让研究成为教师的职业特征，

促进校园文化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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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汽车人才“双元制”本土化培养模式的实践与创新

2014 年我校依托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与

德国 F+U 萨克森职教集团合作,引进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

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实践与创新汽车专业办学模式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等内

容取得初步成效。

一、实施过程

1.“技能课室＋4S 店”校企联合培养

依托校内的技能课室，模拟企业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实

训；依托中德诺浩公司落实实习就业安排，将顶岗实习等实

践教学环节放在 4S 店校企联合培养。按照一年级夯实专业

基础技能，二年级学习专业通用技能，三年级熟练掌握专业

技能的培养思路循序渐进地组织专业教学。

具体培养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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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教学模式

采用德国“双元制”培养思路，每班不超过 30 人的小

班授课模式，为校内大量实训+企业内对口实习提供了极大

的保证。

3.改革评价模式

实施第三方人才评价体系，“教考分离”，阶段性考试

企业专家负责，毕业考试由企业和德国专家负责，多维度评

定教学质量和效果。

二、实施成效

1.企业级师资培训打造优质教学团队

中德诺浩合作项目为我校提供统一的师资培训和资格认

证服务，协助学校建立了一支与企业技术同步的“双师型”

汽车专业师资队伍；参训教师历经了KMT、KDT、KSMT、KSPT

四个级别的企业实景化专业培训，培训合格者，将获得中德

两国联合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由持证教师任教。

lenovo
要体香项目实施前后的效果对比。有柱状图等图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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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参加中德诺浩师资培训 德国考官测评学校教师实训能力

2.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到2018年8月为止，我校已完成二届中德诺浩项目学生

的全程在校教学实践。该批学生专业技能颇为出色，已全部

进入到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及学校满意的品牌汽车4S店进行

实习，实习地域范围包括深圳、广州、佛山等汽车行业发达

的城市，对学生日后的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 2016 届毕业生中已有 29 人参加德国证书考试，有 27

人通过并获得证书。学生凭该证书及中德诺浩平台，有到大

众、奔驰、奥迪、宝马等德系车为主的汽车高端服务企业实

现高端高质就业的便利和优势。

中国技能证书通过率对比 德国技能证书通过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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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方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客观有效

中德诺浩的课程由第三方进行人才质量评价，学校、企

业、德方专家共同组成专业考试委员会，实施教考分离，阶

段性考试企业派人监考，毕业考试德国派专家督考。我校

2017年首次作为中德诺浩项目德国证书华南地区认证考点，

每学期中德诺浩模块考试都邀请佛山市当地品牌4S店负责

人员来校监考，企业监考人员对学生的能力和表现赞许不

已，甚至提出提前预定学生将来到店工作。

中德班学生入职前培训 我校 2018 届学生入职品牌企业

德国考官现场监考 企业人员现场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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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8.1 主要问题

8.1.1 专业开设数目较多，抗风险能力不足

从专业发展的现状来看，主要问题在于：主干专业方向

还没有把握好，部分专业显示不出鲜明的办学特色，形成不

了错位竞争的优势，吸引力不强。部分专业还没有形成稳定

的教学团队，办学质量不高。

8.1.2 教师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专业调整出现教师结构性缺编，专业教师数与师生比在

专业之间不均衡，教师职称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与引进没

有跟上专业发展的需要。

8.1.3 招生面临困境，力求突破

受初中毕业生整体减少和区内国示学校扩大招生规模

的影响，2018 年度招生数有所下降，部分专业招生规模没

有达到预期目标；生源素质结构差异扩大，优质生源有所减

少。

8.1.4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完善

质量保障体系仍不够完善，现代质量文化需要进一步培

育。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的工作中，只是停

留在问题的提出阶段，缺乏针对问题的有效措施，更没有设

置专门负责处理问题的部门或者人员，缺乏对问题的解决效

率和解决情况的反馈，导致质量监控工作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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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改进措施

8.2.1 优化专业结构

在对市场进行认真调研，形成报告的基础上，在本次专

业设置调整中，学校将在优先发展主干专业，重点建设支撑

专业的同时，及时调整短线专业：形成的新专业体系包含了

交通运输、旅游服务、商贸（信息）三个专业群，以交通运

输专业群为龙头，引领其它 2 个专业群协同发展；确立汽修

专业的核心地位，作为国家重点建设专业申报。

8.2.2 外引内育，引育并举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为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搭建更多的

平台，在教师培训的人员安排上进一步做到统筹安排，二是

学校制定更科学的考核激励措施，让更多的教师有参加高层

次高规格培训的机会。三是依托教师聘任制度，积极争取上

级政策，引进专业师资；向社会招聘师资，外聘专业技术人

才到学校任教，弥补师资不足。

8.2.3 完善招生办法，拓宽生源渠道

第一是要人人重视，形成工作合力，实行全员发动，

全员招生。第二是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途径、多措施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构建招生网络。

广泛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外，

组织多个招生组到各中学和学生见面，宣传我校的办学优

势，争取更多的学生报考我校。第三是错位发展，加强特

色专业培育，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专业特色打造，同时开

拓个别有“区域特色”的新专业，和兄弟学校错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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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面向社会和经济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创

新办学思路，拓宽办学渠道，寻求校企合作、校校联合和

其他合作办学，充分挖掘办学潜力，更多地为社会培养人

才。

8.2.4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要从创新发展的新视野，把完善质量保障机制作为

今后创新发展的一项主要任务与举措，完善学校质量保障体

制机制，建立人才培养工作状态“大数据”、建好数据分析

队伍、完善内部保障系统、构建质量预警机制，充分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推动学校更有质量、更有保障的发展，以确保

有能力持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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