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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1.1 发展历程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是 1999 年 7 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国家级重

点中专黄冈农业学校、省部级重点中专黄冈财贸学校和黄冈机电工程

学校合并组建的一所公立的、全日制、综合性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地

处湖北省黄冈市。2010 年 4 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原国家级重点

中专黄冈卫生学校、黄冈护士学校整体并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经过 71 年职业教育的积淀，21年高等职业教育的洗礼，学校已

建设成为全国文明单位、国家优秀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高等专科

职业院校、A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学校、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单位、

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全国“高等职业院

校服务贡献 50 强”、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第六届黄

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湖北省高校平安校园、湖北省职教先进单位。

学校办学特色鲜明，人才培养卓有成效，社会服务影响广泛，是大别

山革命老区一颗璀璨的职教明珠。 

1.2 办学理念 

学校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用

结合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坚持“用老区精神办好高职教育，办好

高职教育服务老区经济”的办学思想，全面实施“树品牌 创特色 建

示范”的办学战略，全面贯彻“崇德 强能 务实 创新”的校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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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艰苦建校、质量立校、文化治校、机制活校、服务兴校、特色强

校”的办学思路，立足黄冈市，对接大武汉，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大别山

革命老区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现代信息化建设，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1.3 学校概况 

学校现有教职工 1042 人，其中专任教师 705 人，教授、副教授

289 人；建设有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3 个；

学历教育在校生总数 16156 人，高职在校生 16156 人，其中，应届毕

业生 4834 人；校园总面积 1278.51 亩（其中黄州校区 96 亩），建筑

面积 40.5 万平方米；内设有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机电学院、建筑学院、交通学院、商学院、护理学院、医药学院、成

人与继续教育学院等 9 个学院，公共课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部

等 3 个教学部，就业与创业教育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公共实训

中心等 3 个中心，共 15 个教学单位和 1 个附属医院；开设高职专业

58 个；建有 10 大实训中心、20 个实训基地，学校构架初具规模。 

1.4 育人模式 

学校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创造性地将黄冈

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黄冈李时珍、李

四光、闻一多等名人文化，现代企业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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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主线四融合”校园文化育人模式。学校坚持以

人为本，对学生实施成人、成才“两成教育”和父子情、手足情“两

情教育”；注重职业理想、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四职教

育”；创造家的环境、提供家的服务、营造家的温馨、培养家的情感，

推行“四家建设”；坚持出勤率、就寝率、卫生合格率、事故发生率、

毕业率、就业率“六率考核”；推进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环境育人、资助育人、情感育人。学校创建“红色精神家园”被评为

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校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多次被评为湖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高校、湖北省五

四红旗团委。 

1.5 服务地方 

学校发挥人才技术优势，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社会服务工程，

与十县对接、与百村共建、与千企合作、促万户致富，为促进黄冈及

大别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科技示范基地，

实施科技扶贫开发；开办技术培训班，培养科技致富带头人；校企合

作研发，提升企业竞争力；建立国家“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参与发

展公益事业。近五年，学校 32 名教师分别担任湖北省农业科技专家、

黄冈市科技顾问，累计培训社会人员 20 余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 146

项。学校先后荣获黄冈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先进单位、湖北省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品牌基地、湖北省阳光工程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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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展愿景 

立足黄冈，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以支撑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为

导向，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途径，以专业群建设为基础，以人才

培养为核心，汇聚多元支撑资源，强力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建设。 

切实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

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着力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和高水平双师队

伍，切实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将学校建设成为世界水平、国内一流、老区标杆的高职院校。 

二、自我评估 

2.1 办学基础能力 

学校积极推进国家优质高职院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群建设，教学和服务设施日益完善，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 

2.1.1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2019 年度，学校积极主动面向社会筹措各项教育教学经费，全

年办学经费总收入 32691.5 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

19478.6 万元，事业收入 12653.3 万元，事业收入的 68..74%为学杂费

收入，占 8697.5 万元，其他收入 233.1 万元，社会捐赠经费 326.5 万

元。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同比 2018 年度增长了 8.78%，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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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拨款 14759.3 万元，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

541.5 万元，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 4177.8 万元，年生均财政拨款

12056.57 元。 

自评结论：按照《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提高公办高职

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的通知》（鄂教财〔2013〕14号）文件要求：

至 2017年，湖北省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达到 1.2万元/生。而我校

年生均财政拨款 12056.57 元，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刚达标，学校办学

经费依然紧张。 

表 1 本校 2019年度办学经费收入一览表（万元） 

年度 2017 2019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13682.1 19478.60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 3800.1 14759.3 

  其中：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 658.8 541.5 

  其中：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9223.2 4177.8 

社会捐赠经费 88.5 326.5 

事业收入 11210.8 12653.3 

  其中：学杂费收入 9716.2 8697.5 

其他收入 654.1 233.1 

合计 25635.5 32691.5 

2.1.2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2019 年度，学校新投入 10920.00 万元改善办学条件，新增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为 15.31%，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0167.17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293.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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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结论：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

例均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

〔2004〕2号）文件对综合性高职院校的要求。 

2.1.3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学校校园占地面积 851485 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 54.00 平方米；

教学科研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241473.31 平方米，其中，教学

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 223231.41 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18241.9

平方米，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14.95 平方米。 

表 2 本校 2019年度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分项一览表（平方米） 

教室 图书馆 
实验室 

实习场所 

专用科研

用房 
体育馆 会堂 

86，859.60 17500 95，641.70 5942.6 6473.2 10，814.31 

自评结论：生均占地面积、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满

足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

2号）文件对综合性高职院校的要求。 

2.1.4 信息化教学条件 

学校主动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要求，积极推行智慧校园

建设，加强校园信息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益。一是建设学校网上办事

大厅，开发黄冈职院 APP，理顺工作业务流程，实行在线办公，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为师生服务；二是加强网络基础建设，信息网点分布到

每间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和实训工位；三是推进无线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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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四是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整合各类

信息化管理平台，逐步消除“信息孤岛”；五是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

开展教师信息化应用能力培训，全面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学校教学用计算机数 4935 台，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计

算机）数 30.55 台；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10000Mbps，数字资源总量

44301GB。 

表 3 本校 2019年度信息化教学条件一览表 

信息化教学条件 数量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计算机）数 30.55 

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 8100 

无线覆盖 全覆盖 

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Mbps） 10000 

网络信息点数（个） 10678 

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GB） 2042 

电子邮件系统用户数（个） 5000 

数字资源总量（GB） 44301 

表 4 本校信息化管理系统一览表 

系统名称 系统类型 系统名称 系统类型 

凌展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 得实学生实习管理平台 教务 

正方学生管理系统 学生工作 
湖北省干部在线学习中

心 
党政 

正方科研管理系统 科研 用友财务通 财务 

正方人事管理系统 人事 迎新管理系统 学生工作 

校园一卡通管理系统 后勤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

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其他 

得实数字化学习中心平台 网络教学 图书管理系统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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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名称 系统类型 系统名称 系统类型 

资源库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信

息平台 
其他 就业管理系统 招生就业 

招生管理系统 招生就业 资产管理系统 国资 

协同办公系统 行政办公 网络及信息安全系统 门户 

动易网络管理系统 门户 学生离校系统 学生工作 

邮件管理系统 邮件   

学校积极组织开展教学资源建设。2014 年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共同主持了国家“制冷与冷藏技术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2018 年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主持的“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学校参与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 24 个，

建设校级专业（课程）教学资源库 20 个。 

学校现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10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

门、省级精品课程 21 门、校级精品课程 346 门，信息化教学课 351

门；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与企业共建课程 295 门，共同开发教材 241

本。 

表 5 本校 2019年度教学资源建设情况一览表 

资源类型 数量 

参加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个） 24 

校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个） 20 

国家级精品课程（门） 10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门） 5 

省级精品课程（门） 21 

校级精品课程（门）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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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门） 351 

校企共建课程（门） 295 

校企开发教材（本） 241 

自评结论：学校教学资源建设丰富，信息化教学条件很到位；每

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计算机）数远高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对综合性高职

院校的要求。 

2.1.5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2019 年度，学校建设校内实践基地 20 个，共建有校内实验、实

训室 241 个，实践场所总面积 9.56 万平方米，生均实践场所面积 5.92

平方米；学生实践教学使用频率达 7871162 人时，生均校内实践基地

使用时间 487.20 学时；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13616 个，生均校内实

践教学工位数 0.84 个。 

自评结论：校内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完善，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能

满足学生实验实训教学活动的开展；生均实践场所面积符合教育部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教高〔2008〕5号）文件

对综合性高职院校的要求。 

2.1.6 生师比 

学校专任教师 705 人，生师比为 1：22.92。其中，专业教师 556

人，2018 学年授课企业兼职教师 526 人。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 号）文件规定：“聘

请的校外兼职教师按 0.5 计算”，我校 2018 学年授课的企业兼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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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折算人数为 263 人，专兼教师折合数为 968 人，生师比为 1：16.69。 

自评结论：学校生师比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对综合性高职院校的要求。 

2.2“双师”队伍建设 

学校探索了从合格教师、双师素质教师、骨干教师、带头人到教

学名师的“五级递进”教师发展成长途径，出台了《合格教师认定办

法》、《双师素质教师认定与考核办法》、《骨干教师选拔与考核办

法》、《专业（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与考核办法》和《教学名师

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以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研究、实践教

学、实践技能、企业经历、承担课题、产出成果、科技活动、联系企

业、技术服务、合作研发等活动为载体，培养高职教师的教育教学能

力、专业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加强分类、分层

次的能力考核，打造了一支双师素质优良、双师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2.2.1“双师型”教师比例 

  学校专任教师 705 人，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573 人，“双师型”

教师比例为 81.28%。2019 年度，学校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145.00 余万

元，74 人次出国（境）培训，共有 944 人次培训进修，人均进修 8.7

天；323 人次挂职锻炼（顶岗实践），人均 35.6 天；264 人次社会兼

职，人均 49.5 天。 

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 246 人，占 34.89%，中级职称教师

284 人，占 40.28%，初级职称教师 124 人，占 17.59%；取得硕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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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师 275 人，占 39.01%。2018 学年，专任教师共授课 1019 门，实

际完成教学工作量 183619.00 学时，占总教学学时的 70.51%。 

学校根据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从企业聘请富有实践

经验的高层次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以及能工巧匠到我校兼职任教，

建立了由 800 人组成的稳定的兼职教师库。2018 学年，学校根据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从企业聘请富有实践经验的高层次技

术骨干以及能工巧匠 526 人到校任教，完成 51096 学时的教学课时任

务，占总教学学时的 19.62%。 

自评结论：学校建立了一支“双师”结构的教师队伍，专任教师

中“双师型”教师比例高。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和具

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均满足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对综合性高职院

校的要求。 

2.3 专业人才培养 

2.3.1 课程开设结构 

2018 学年，学校共开设课程 1107 门（含公共选修课和自主学习

课程），其中理论课（A 类）182 门，占开设课程总数的 16.44%，理

论+实践课（B 类）802 门，占开设课程总数的 72.45%，实践课（C

类）123 门，占开设课程总数的 11.11%。 

全校 58 个专业教学总课时 152646 学时，其中，公共基础课课时

41185，占专业教学总课时的 26.98%，专业技能课课时 111461，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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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学总课时的 73.02%，实践性教学课时 78258，占专业教学总课时

的 51.27%。 

表 6 本校 2018学年课程开设情况及教学课时分布一览表 

课程类型 理论课（A类） 理论+实践课（B类） 实践课（C类） 

课程数量 182 802 123 

课程数量比例 16.44% 72.45% 11.11% 

课程性质 公共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 实践课 

教学时数 41185 111461 78258 

教学时数比例 26.98% 73.02% 51.27% 

自评结论：学校开设的理论课（A类）、理论＋实践课（B类）、

实践课（C类）比例基本合理。 

2.3.2 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 

学校创新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和管理理念，一是在企业建设教室和

学生宿舍等教学和生活设施，完善教学条件，将企业的生产场地变为

学生的实习实践场地。二是成立由学校和企业人员共同组成的管理机

构，共同管理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三是重视实践基地发挥教学、生

产、职业技能鉴定、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等功能，实现资源共享，产

学研并重。通过共建、共管、共享，学校增加了校外实践基地的数量，

提升了基地建设和管理水平。 

学校现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423 个，专业平均 7.29 个，2018

学年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实训时间 3196630 人日，年生均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实训时间 197.86 人日。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为学生的实

践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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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结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数量多，条件好，年生均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实习时间长，能满足在校学生实践教学的需要。 

2.3.3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2019 年度，全校企业订单学生 2589 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16.03%，每个教学学院平均企业订单 324 人，每个专业平均企业订单

45 人。 

表 7 本校 2019年度企业订单学生数一览表 

教学学院 专业名称 
企业订单

学生数 
教学学院 专业名称 

企业订单

学生数 

机电学院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2 

电子信息

学院 

软件与信息服务 32 

工业机器人技术 2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5 

工业设计 7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40 
应用电子技术 4 

机电一体化技术 54 

模具设计与制造 60 

生物与制

药工程学

院 

畜牧兽医 21 

数控技术 45 药品生产技术 20 

制冷与空调技术 97 园林技术 30 

护理学院 
护理 412  动物医学 10 

助产 98  食品加工技术 13 

建筑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6 

商学院 

财务管理 46 

工程测量技术 40 电子商务 65 

工程造价 90 会计 50 

环境艺术设计 12 酒店管理 38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44 旅游管理 17 

建筑工程技术 62 烹调工艺与营养 10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5 商务英语 16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30 市场营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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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学院 专业名称 
企业订单

学生数 
教学学院 专业名称 

企业订单

学生数 

税务 34 

医药学院 临床医学 257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16 

交通学院 

物流工程技术 28 

交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5 

物流管理 60 汽车营销与服务 10 

航空物流 45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60 

新能源汽车技术 339 

自评结论：学校积极推行订单培养，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企业订

单培养学生有一定比例，符合教育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文

件精神。 

2.3.4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2018 学度，学校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526 人，完成授课任务 51096

课时，全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171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企业兼职

教师在校内开展专业课教学活动的课酬支出。我校学生在校外实习实

训基地进行综合实习、顶岗实习期间，企业兼职教师承担的实践教学、

实训指导等工作量没有支付课酬。 

自评结论：学校支付给予企业兼职教师相应的教学课酬。但是学

生在校外实习实训期间，企业兼职教师实践指导课没有给予相应的课

酬，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有一定的影响，建议改进。 

2.3.5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2019 年度，正在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数有 423 家，其中当地企

业为 187 家。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631.05 万元，占到学

校实践教学设备总值的 6.21%，同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19.32%，企业提

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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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近三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一览表（万元） 

年度 2017 2018 2019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

践教学设备值 
205.50 528.86 631.05 

自评结论：企业对学校实践教学设备的捐赠和准捐赠在逐年增

加，进一步改善了学校的实践教学条件。 

2.4 学生发展 

2.4.1 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 

学校设有职业技能鉴定所 1 个，鉴定站 4 个，全校具有鉴定资质

工种 40 个，较好地满足了学校专业建设和社会服务需求。2019 年度，

当年获取所学专业国家资格认定体系内职业资格证书（中、高级）的

毕业生 2443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0.54%；当年获取行业企业颁发的

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 1565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32.37%；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总获取率 82.91%。 

在课程设置中，有 315 门课程实现了课证融通，占总课程的

28.46%，其计划课时 25359 学时，占计划总学时的 17.75%。 

自评结论：学校积极推行“双证书”制度，毕业生“双证书”获

取率达到 82.91%，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满足教育部《高等职

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教高〔2008〕5号）文件对高职院

校的要求。 

2.4.2 直接就业率 

学校十分重视就业服务工作，为学生提供全程、全员、专业化的



- 16 - 

就业服务。一是学校广筑教育平台，充分发挥了职业素质培训中心、

人才市场、实习基地的教学阵地功能，全面提升学生职业素养；二是

与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培养，校企协同育人，打通就业后端市场与人

才培养前端市场的通道，促进优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三是开展专业

性的就业指导和一对一的就业咨询，在校园网上嵌入“大学生就业一

站式服务系统”，开通困难学生就业绿色通道等优质服务，促进充分

就业；四是主动对接本地企业，送服务上门。主动上门为本地骨干企

业（如晨鸣纸业、稳健药业、伊利乳业、索菲亚家居等）服务，组织

校内专场招聘会，到学生实习点宣传发动，并现场招聘，多方发力为

企业选聘优秀人才。通过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毕业生就业质量明显提

高。 

我校 2019 届毕业生 4834 人，其中，183 名学生专升本进入本科

学习，占毕业生总数 3.79%，截止 2019 年 8 月 31 日，应届毕业生直

接就业学生 4629 人，直接就业率 95.76%。 

据第三方调查机构北京乐易考公司调研数据显示，本校 2018 届

毕业生的就业率 98.43%。 

自评结论：我校应届毕业生直接就业率高，得到第三方调查机构

的佐证。 

2.4.3 毕业生就业去向 

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学生 28 人，占就业毕业生

的 0.60%；当地就业学生 2573 人，占就业毕业生的 55.58%；中小微

企业及基层就业学生 3488 人，占就业毕业生的 75.35%；国家骨干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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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学生 383 人，占就业毕业生的 8.27%；就业与专业相关的学生

3697 人，专业相关度为 79.87%。 

表 9 本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一览表 

 
2017届毕业生 2019届毕业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毕业生数 5351  4834  

直接就业人数 5154 96.32% 4629 95.76% 

自主创业数 22 0.43% 28 0.60% 

当地就业数 2614 50.72% 2573 55.58% 

中小微企业及基层就业数 3842 74.54% 3488 75.35% 

`国家骨干企业就业数 381 7.39% 383 8.27% 

专业相关度 3998 77.57% 3697 79.87% 

据第三方调查机构北京乐易考公司调研数据，本校 2018 届毕业

生本省就业率为 53.39%，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 3773 元，工作与专业

相关度为 80.82%，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83.15%，职业与目标岗位一致

性为 78.56%，学校各项就业指标略高于全国骨干校平均水平。 

自评结论：我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质量高，并得到第三方调查机构

的佐证。 

2.5 社会服务能力 

2.5.1 专业点学生分布 

学校共设置高职专业 58 个，其中，“3+2”全日制普通专本连读

专业 2 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3 个，“双高”建设专业群 2 个、国家

级重点建设专业 7 个、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2 个、省级重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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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省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支持专业 3 个、省级品牌专业 3

个、省级特色专业 6 个、优质校骨干建设专业 9 个，专业涉及文、理、

工、农、医、经、管、艺等学科门类。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为 91.38%，

并建立了校企共同参与、跟踪产业发展、适时调整专业结构的专业建

设动态优化机制，基本形成了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的专业体系。 

现有高职在校生 16156 人，按教学学院分布，平均每个教学学院

2020 人，按专业点分布，平均每个专业点分布学生 279 人。 

自评结论：从总体分布情况看，学生分布基本合理；但各专业点

学生规模分布严重不均，大于 300 名在校生的专业点有 13 个，低于

90名在校生的专业点有 26个，低于 50名在校生的专业点有 13个，

如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在校生数 32 人）、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在

校生数 12 人）、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在校生数 5 人）、应用电

子技术专业（在校生数 14人）、物流工程技术专业（在校生数 28人）

等，部分专业在校学生数量少，甚至不够开展一个行政班的教学，因

此，撤销一些不合理的专业，缩减专业数量，调整专业结构，有利于

专业的良性发展。 

2.5.2 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 

学校围绕黄冈市建筑业、制造业、医药卫生业、食品生产加工业、

信息产业、旅游服务业等主导和支柱产业的人才需求，开设普通全日

制高职教育专业 58 个。其中，与当地支柱产业相关专业 53 个，专业

与当地产业匹配度 91.38%；学生人数 500 人以上的专业 6 个，与当

地支柱产业相关专业 5 个，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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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结论：学校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高，专业布局基本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2.5.3 招生计划完成质量 

2019 年度，我校统招招生计划招生数 6371 人，实际招生 5976

人，统招计划完成率 93.80%，其中，报考学生数 7750 人，统招招生

报考率 121.64%；自主招生计划招生数 501 人，实际招生 501 人，自

主招生计划完成率 100.00%，其中，自主招生报名总数 820 人，自主

招生计划报考率 163.67%；面向社会招生计划数 224 人，实际招生 224

人，面向社会招生计划完成率 100%。学校 2019 年度招生计划总完成

率 94.43%。 

自评结论：学校招生计划总完成率达到 94.43%，招生计划完成

效果好。 

2.5.4 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 

2019 年度，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 2691.57 万元，其中，扶贫专项

1739.57 万元，社会人员培训 827.3 万元，其他服务 124.7 万元，其他

服务主要涉及到学生奖学金、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和西藏籍涉农专业学

生补助等。 

自评结论：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

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助学方面，支持力度大。但在为社区提供公共

服务、政府购买的技术交易方面，学校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提升服务空

间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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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技术服务到款额 

2019 年度，学校技术服务到款额 3645.7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

401.8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 1768.4 万元，培训服务 1294 万元，技术

交易 181.5 万元。 

自评结论：学校是 2016、2017年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强，

特别是在服务“三农”方面，积极推进“十百千万”社会服务工程，

在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5.6 社会职业培训 

2018 学年，学校开展职业培训 22211 人次，73334 人日，参加职

业培训授课的校内教师总数为 195 人，职业培训授课的企业兼职教师

总数为 206 人。同时，学校牵头成立的职业教育集团数为 2 个，加入

职业教育集团数为 14 个。 

自评结论：学校积极推进“十百千万”社会服务工程，开展社会

职业培训，在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改进计划 

3.1 积极筹措办学经费 

学校地处革命老区黄冈，地方经济欠发达，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

足，学校 2019 年度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12056.57 元，刚刚达到省教育

厅、财政厅规定的全日制普通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 1.2 万元的

标准。学校应多方筹措办学经费，确保办学的需要。一是加强与地方

政府的沟通联系，落实生均经费拨款制度，并建立生均拨款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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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二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办学水平，积极

向教育主管部门争取教育奖补资金；三是加大产教融合力度，提高社

会服务能力，以科技创新和合作服务䊨得企业、社会的资金支持。 

3.2 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改革的深入，学校生涯结构日益多样

化。学校在保持普通高考招生为主体的基础上，实行了单独招生、对

口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一村多名大学生”、高职扩招等招生方

式改革，在校学生中既有普通高中毕业生，也有对口升学的三校生、

“3+2”分段培养学生、中高职贯通的五年一贯制学生，还有社会学

生。不同的招生模式和生源结构造成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

基本素养的差异，给教学组织、教学管理形成了冲击，必须打破传统

的、单一的、刚性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建立与多元生源教育接轨的

教育教学管理体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源采用不同的培养方案、培养模式，实行分层、

分类、分班教学；改革教学内容，加大各教育类型衔接的教学改革研

究，制订相应衔接类别的专业教学标准；改革教学方法，引导教师采

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改进教学

手段，针对 00 后学生的学习特点，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丰富网络

教学资源，推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线上、线下互

动性学习，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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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2019 年度，学校技术交易到款额 181.5 万元，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1294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1768.4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

经济效益近 7 千万元，相比较一些先进发展地区的高职院校，我校的

社会服务能力差距还很大。 

学校坚持“用老区精神办好高职教育，办好高职教育服务老区经

济”的办学思想，在实施“十百千万”社会服务工程过程中，为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实现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加强学校社会服务能力的规划和

指导，拓宽社会服务渠道，引导和帮助教师走出去，到行业企业发挥

人才和技术优势；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调动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积

极性；主动联系本地企业，针对性地帮助教师与企业结对子，为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改进生产工艺，解决技术难题，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益

的提高；建立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团队，成立应用技术研究所，研发和

推广新技术、新应用，推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