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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市财经 学校是一所全 日制中等职业学校 ,是 由创办
于 1974年 的佛 山市财政学校和创办于 1973年 的佛 山市财贸
学校于 1999年 7月 合并重组而成 。办学 四十多年来 ,学 校
积极开展 中等职业教育 ,毕 业生遍布各行各 业 ,为 社会输送
了数万名 中专层次的技术人才 。学校还 努力拓展成人培训 业
务 ,每 年为 4O0ll7000多 名专业技术人 员的再教育提供强有
力的帮助。很多毕业生经过多年的历练后更走上 了重要的领
导岗位 ,或 者成为单位倚 为股肱的技术 骨干,成 为领军人物

,

为珠 三角地 区的经济发展作 出了贡献。
⒛18年 ,学 校 以习近平总书记 的治国理念挂帅,坚 定执
行国家职业教育政策 ,致 力队伍建设 、深化基础 改造 、推动
课堂改革。乘党中央 “一带一路”政策的东风 ,积 极响应 “
大
众创 业 、万众创新” 的号召 ,深 挖财经 类专业 的潜力 ,以 浑
厚的财经类职业教育为基 础 ,不 断强化职业教育 内涵 ,努 力
拓展相近专业平台,形 成新 、老专业搭 配 ,各 专业相辅相成 、
稳 步发展的 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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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进一步地做好职业教育 ,更 好地 向本 区域各行各 业及
社会 大众提供 更优质 的
职业教育服务 ,我 们特编
制本年度报告 ,既 让各界
对学校进行深入 了解 ,又
让 我们 回顾 2018,总 结
经验 ,砥 砺前行 。

1、

学校情况

11学 校概况
学校全称为佛 山市财经 学校 ,隶 属于佛 山市禅城 区教育
局管辖 ,位 于繁华的佛 山大道侧 ,毗 邻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

,

地址是 佛 山市禅城 区江湾北一街 1号 。学校现有 占地面积
21.59亩 ,建 筑面积 11577.4平 方米 。资产总值约 2455万 元 。
占地面积
(亩

)

21.59

财经学校 基 本情 况 一 览表
建筑面积 在校 图书馆苡 资产 J总 值
(M2)
(万 册 )
(万 元 )
生数
11577.4

895

11,02

各注

2455

学校是 一所 公 立 的全 日制职 业 学校 ,开 设有会 计 电算
化 、金融事务 、电子商务 、国际商务等多个颇受社会 欢迎的
财经 类专 业 ,主 要的教 学任务是把学生培 养成为有人 生理
想 、有职业道德 、有 一定技能的,能 从事与所学专 业相适应
工作的中等职业人才 。
学校积极 贯彻 落实 《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近
年来更 以习近 平总书记 在全 国职业教育 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
指示为核 心 ,树 立正确人才观 ,培 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
值观 ,着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人才培养 目标和学生实
际需要 ,按 照 “以服务为宗 旨、 以就业为导向、 以能力为本
”
位 的职业教育宗 旨,积 极打造 重点专业 ,深 化校企合作
,

把产教融合推 向更深 的层次。学校致力形成重基强技特色

,

努力办成适应禅城 区经济发展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财经 类
职业学校 。
在做好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学 校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

,

向社会人 士提供学历进修 、专业培训服务 ,积 极开展成人教
育工作 。设在校 内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佛 山函授站 ,向 社会
输送 了大量学历层次更高的专 业人 才 ,为 众多财经专业人士
的专业技 能进修给予帮助 ,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先进 函授
站 、红旗 函授站。学校还 向政府行政部门提供支持 ,是 多项
技能考 证 的常设考 点。

学校还积极参与 区域 内的经 济发展研 究 ,是 佛 山市禅城
区会 计学会单位会 员 、理事单位 ,电 子商务协会理事 。

12学 生情况
学校现有全 日制在校 中职学生 895人 。根据 禅城 区的相
关政策 ,学 校 zO18年 起停止招收春季 生。与上一学年度 的

977人 相 比,相 差 82人 ,这 一定程度 上是受到停 止春季招 生
所造成的。在校 生 中,男 女生比例 约 ⒈ 1.09,比 较平均 。

⒛17学 年 ,学 生年入 学巩固率达 97%以 上。
⒛18年 ,学 校的全 日制中职毕业生数 380人 。

13教 师队伍
学校现有在编教 职工 76人 。其 中,专 任教 师 63人 ,⒛ 17
年 生师 比 12。 ⒋ 1。 ⒛18年 生师 比 11。 ⒏ 1。 专任教师中,本
科 以上学历 62人 ,占 98.4%;硕 士 以上学历 9人 ,占 14.3%;
具有高级职称 资格的 28人 ,占 教师总数的 44.4%。
专任教师中,专 业教师 36人 (占 专任教 师 57.1%)。 专
业教师中, “
双 师型”教师 27人 (占 专 业教师 75%)。
佛 山市财经学校教 职工构 成图

佛 山市财经学校 专任教师构成 图
圃 高级讲 师 (高 级 教师 )
■ 讲 师 (一 级教 师 )
□ 助 理 讲师 (二 级 教师 )

佛 山市财经学校教师学历分布 图

14%

2%

84%
学校还有禅城 区名教师 1人 ,名 班 主任 1人 ,名 班主任
培养对象 2人 。
⒛ 17、 ⒛18年 教 职工 变化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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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蚝 龀‰髭
从数字上分析 ,教 职工数 、专任教 师数及高级讲师数有
微少的下降 ,这 主要是 因为学校今年部分在编在职教 职工退
休 后 ,没 有招聘在编教 职工补充。而专业教师数与双师型教
师数则略有提升 ,是 因为在编在 职教师在专业发展 上取得 了
ll

一定的成绩引起的。

14设 施设备
学校 立足财经商贸类专业实训 、实 习的特点,搭 建 了功
能完善 、配置先进 、门类齐全 的仿真教学平台,充 分满足学
生校 内实 习实训 、培训 、考 证、竞赛 的需要。学校现有多功
能实训室一间,企 业经营 (沙 盘 )实 训室一 间,会 计 电算化
实训室二 间,电 子商务实训室 三间,专 业技能鉴定室一间

,

校 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总计 395个 。另外 ,兼 具教学与实训功
能的新综合大楼 已经进入 竣工验收程序 ,计 划新增实训室 三
间,学 校校 内专业实 习、实训条件将大为改善。
☆ 案例 :重 视制度建设 ,坚 持依法治校
依 法 治校是现代 化管理
的重要手段,而 规章制度则
是依法治校 的重要基石。学
校坚持依 法 治校,制 定有各
种各 类的规章制度 ,用 以规
范教 职工 的工作 ,确 保学校
教学任 务的完成 。并能随着
时间的推 移 、情况的改变 、
要求 的提升来对原有的规
章制度进行修订。对新 出现
的情况则及 时制定相 应的
制度 ,做 到有章可循。近 年

,

为 了让教 职工更方便地 了解 、
I2

学 习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自 觉地依照要求开展 工作 ,学 校
把所有规章制度进行 了一次重大整理 ,修 订 、增补后装订成
《佛 山市财经学校管理制度 汇编》一书,发 给每 一位教 职工
,

人 手一本 。书中共收录 9大 类别 68篇 ,包 括部 门职责 、 岗
位 职责 、任职条件 、行政管 理 、人 事党务管理 、教学管理 、
科研管理 、激励制度 、学 生守则 、安全 制度等。在实际使用
过程 中,规 章制度的成册确实为学校的管 理带来帮助,提 高
了教 职工依规办事 的自觉性 。一些兄弟单位来校进行学术 交
流 的时候 ,对 学校把规章制度装订成册的做 法深表 认同,并
要求相赠借鉴 。
2、

学生发展

2,1学 生素质 :重 视养成
目前我校有春招 生
和秋 招 生两种学生 ,秋
招 生的素质较为稳定

,

理解能力与操作能力
春招 生的总
相对较好 。
体 水平则相对较弱 ,入
学时无论是学 习成绩
还是 思想政治状 态 ,个
体 间的素质水平有一

德 育研 耐 会

“
定的差异 。针对学 生群体 的这 一特点,学 校 以 大处着 眼
”
小处着手,强 化教育 ,注 重养成 为工作原则 ,坚 持先学做
,

人 ,后 学做事的教育方法 ,加 强德育建设 ,把 在德育工作过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