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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2018 年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1.学校情况
1.1 学校概况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创办于 1959 年，是一所以财经、商贸类专业为主要特色的国家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学校前身是创办于 1959 年的湛江地区财贸干部学校，

1983 年湛江地市合并后更名为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学校 2001 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中

等专业学校，2013 年被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2015 年被评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学校。学校是广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学校占地面积 185 亩，建筑面积 9.1 万平方米，建有财经一体化、信息技术、商贸、

港口物流、市场营销、高星级酒店运营与管理、中西餐烹饪等校内实训基地。开设会计电算

化、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会计与文秘、国际会计、商务英语、物流管理、市场营销、酒店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西

餐烹饪等 16 个专业，其中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4 个、市级重点建设专业 7 个。专业设置形成

了以财经、商贸类专业为特色，文、理、经、管协调发展的格局。学校已成为湛江乃至广东

现代服务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1.2 学生情况

1.2.1 2018 年学校招生情况

2018 年招生人数 1289 人，其中，春季招生 4 人、秋季招生 985 人、退役士兵培训学

员 300 人。

1.2.2 2018 年秋季学期在校生规模

2018 年秋季学期在校生共有 4598 人，其中，初中起点（三年制）3413 人，退役士兵

培训学员 1066 人，高中起点（一年制）119 人。

表一：近 5 年学校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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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类别 招生

人数

在 校

生数

招生

人数

在 校

生数

招生

人数

在 校

生数

招生

人数

在 校

生数

招生

人数

在 校

生数

初中起点 2448 4388 2011 5085 1756 4338 1073 4101 964 3413

退役士兵 152 652 248 781 380 1015 389 1017 300 1066

高中起点 110 304 106 201 53 119 46 194 25 119

合计 2710 5344 2365 6067 2189 5472 1508 5312 1289 4598

表二：2018 秋季学期招生计划数、实际招生数、招生完成比例

专业 招生计划数 实际招生数 招生完成率%

会计电算化 310 126 41

会计与文秘 100 48 48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 30 14 47

电子商务 200 210 105

商务英语 50 15 30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30 11 37

市场营销 100 17 17

民航运输 50 21 42

酒店管理 50 8 16

中餐烹饪 100 85 85

西餐烹饪 100 55 55

物流服务与管理 50 17 34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0 49 49

计算机应用 100 34 34

计算机平面设计 100 213 213

高中起点（一年制） 230 25 11

退役士兵培训班 300 300 100

金融事务 50 0 0

房地产销售与管理 50 0 0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50 0 0

体育休闲服务与管理 50 0 0

旅游服务与管理 50 0 0

合计 2250 1248 55

表三： 在校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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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总人数 男生数 女生数 湛江户口 市外本省户口 外省户籍

初中起点 3413 1892 1521 3332 42 39

退役士兵培训 1066 1059 7 1064 1 1

高中起点

（一年制）

119 31 88 117 1 1

1.2.3 学校 2018 届毕业生规模

2018 年共有毕业生 1917 人，其中，初中起点 1493 人，退役士兵 379 人，高中起点

（一年制）45 人。升入高一级学校有 139 人，直接就业人数 1746 人，就业升学率为 98%。

1.3 教师队伍

截止 2018 年底，学校共有教职工 212 人（不含外聘教师），生师比为 24 ：1 。

其中专任教师 164 人，占教职工总数的 77.36%。职称结构上，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

职称教师 41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5%；具有中级职称的教师 81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9.36%。学历结构上，专任教师全部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研究生 14 人，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 8.54%。拥有“双师素质”教师 164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100%；专任专

业课教师 127 人，其中双师型 127 人，专任专业课教师“双师型”比例为 100%。2018

年，学校实际外聘教师 9 人，企业兼职教师 1 人。

表四：近两年教师队伍对比数据表

年度 教职工数
专任教师

数

高级职称

教师数

中级职称

教师数

硕士研究

生教师数

双师型教

师数

2017 年 217 164 40 74 14 164

2018 年 212 164 41 81 14 164

1.4 设施设备

全校共有实训室面积 17286.22 平方米，共有专业实训室 65 间。全校教室合计 90 间，

其中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90 间。全校计算机合计 2709 台，其中教学用计算机 2479 台。2018

年以来，完成了电子商务实训基地提升项目的建设。

2018 年，学校实训设备采购预算 60 万元，全年实训设备采购预算金额 60 万元，将

有效提升学校的实训室建设水平，为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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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固定资产总值 14422 万元，其中教学、实习仪器设备总值 3503 万元，当年新增

资产值 59.8 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0.68 万元。生均实训实习工位数 0.7。纸质图书数

量 37507 册，生均纸质图书 8.2 册。

表五：近两年设施设备对比数据表

设备情况 2017 年数据 2018 年数据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14297.66 14422

实习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3443 3503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万元） 0.59 0.68

纸质图书数量（册） 37507 37507

生均纸质图书（册） 7.1 8.2

2.学生发展

2.1 学生素质

在校学生除了具备普通高中思想特点以外，由于受到特殊的环境影响和面临就业的现实

情况，还具有自身的特点。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参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一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以及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思想逐步趋于成熟。大多数学生已有一定的理想和信

念，他们的正确人生观正在逐步形成，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正在向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需求转变，重新树立当代青年形象的风气正在校园形成。

我校学生主要来源是湛江市的初中毕业生，其中有 1.89%是非湛江市户籍人口，学习

成绩中等偏下。

截止 2018 年 9 月，在校学生文化课合格率 94%，专业技能合格率 89.2%，体质测评

合格率 85.6%,毕业率 100%。

2.2 在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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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充分利用主题班会、黑板报、广播等教育渠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

普及，教育学生学会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言行，用法律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学校设立心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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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室，解答学生的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通过德育课程、主题班会教育，引导中职学生摆正

心态，与人为善，接受他人，不孤立自己；自尊、自爱、自强；同时也要宽容、体谅、理解

他人。

学校采用问卷形式，对在校学生开展了无记名问卷调查，收到有效问卷 1762 份，结果

如下：学生在校理论学习满意度 95%、专业学习满意度 97.5%、实习实训满意度 99%、校

园文化与社团活动满意度 95%、生活满意度 91%、校园安全满意度 92%、毕业生对学校满

意度 98 %。

2.3 资助情况

为了确保国家的资助政策家喻户晓，学生科通过班级公告栏、校园广播和黑板报等宣传

阵地加大对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家校联系，让家长了解助学政策，通过家长有效

监控学生助学金的使用，防止学生把助学金挪作他用。2018 年对学生资助情况见表六。

表六：2018 年春季、秋季在籍学生资助情况

时间 在校生人数 助学金人数 免学费人数 特困、残疾人数 总计人数 备注

春季

学期
5312 372 3919 9 4300

总计为受

助学生总

人数秋季

学期
4598 243 3125 10 3378

合计 9910 615 7044 19 7678

2.4 就业质量

2018 届学校共有毕业生 1917 人，升学就业人数 1878 人，就业升学率为 98%。

表七： 2018 届毕业生升学及直接就业统计表（不含退役士兵培训班）

毕业生人数 升学人数 直接就业人数 就业率% 对口就业率%

1917 132 1746 98 76

注：1. 数据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

2.4.1 直接升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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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届毕业生人数 1917 人，直接升学人数 139 人。其中学生参加成人高考 97 人，

上线率 82.4%， 58 人被广东海洋大学录取，录取率为 91.7%；学校与广东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合作三二分段式合作，有 81 名学生被录取。

表八: 职高 2018 届毕业生（2015 年级）升学情况统计表（不含成人中专及综高）

成人高考升学人数 三二分段制升学人数 其他方式升学人数 总计人数

58 81 0 139

2.4.2 直接就业情况

2018 届毕业生人数 1917 人，直接就业人数 1746 人。其中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1731

人，合法从事个体经营 0 人，其他方式 15 人。学生一次就业率为 99%，对口就业率 76%。

表九：2018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学生去向统计表（不含退役士兵培训班）

就业产业 就业地域 就业地点 就业渠道

去向 人数 去向 人数 地点 人数 渠道 人数

第一产业 322 本地 632 城区 1499 学校推荐 312

第二产业 45 异地 1114 镇区 226 中介介绍 298

第三产业 1739 境外 0 乡村 21 其他渠道 1137

直接就业人数 1746

注：直接就业人数：指直接上岗就业的毕业生数，不包括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的毕业生数。

表十：2018 届毕业生专业对口统计表（不含退伍士兵培训班）

专业类别 毕业生数 升学及就业人数 专业对口人数

财经类 748 710 568

信息技术类 444 444 341

商贸类 725 719 551

总计 1917 1873 1460

注：1. 专业类别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 年修订）》（以下简称《目录》）

划分的 19 个专业类别，各专业就业情况依据《目录》归入相关专业类别中予以统计。

表十一：2018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学生起薪情况统计表（共计 16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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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薪情况 社会保险情况（人数）

平均

起薪

（元/

月）

其中：（人数） 没有

社保

三险 五险 三

险

一

金

五

险

一

金

1000

及以

下

1001—

1500

1501—

2000

2001—

3000

3000

以上

2600 0 55 203 1410 12 199 628 753 55 45

注：三险指养老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五险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

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

表十二：2018 届毕业生获取证书及就业满意度统计表

资格证书情况（人数） 就业满意度情况（人数）

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

未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

无法评估 不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122 1795 77 56 76 1182 223

2.5 职业发展

2.5.1 加强就业职业发展的“四化”工作

学校就业工作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就业

质量”、“对口就业率”等中心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巩固、提高、指导、拓宽”的思路，

加强就业工作指导专业化、推荐系统化、管理服务化、职教扶贫常规化。长期以来，学校根

据湛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学生志愿，积极为学生的就业或创业提供指导和推荐，不断加

强学生创业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真正体现“就业有优势，创业有基

础”。

2.5.2 帮助学生精选就业岗位并加强就业推荐力度

2018 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对学生就业岗位进行了

精挑细选，层层把关。学校与湛江市人力资源局人才市场联合举办学校 2 场专场招聘会，

吸引了 108 家企进场招聘。招聘会针对学校学生的特点和专业，特设了会计、财务管理、

计算应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动漫设计与制作、酒店服务、市场营销、金融事务、

物流服务等各行工种 62 个，提供 3058 个毕业生岗位，学校 1736 名学生参加了双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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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加强就业及创业指导

2018 年，学校加强了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学，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就

业、创业指导课程分三个部分集中进行，就学生管理、面试技巧、就业法规政策、就业形势、

企业管理制度、人际关系、生产安全教育、诚信教育的多方面内容开设讲座，邀请合作企业

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进行指导；学校社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不同的求职心态，就求职面试技巧

对学生进行了指导；往届优秀毕业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鼓励

师弟师妹们勇于担当，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成就自己的美好人生。通过以上举措，有效解决

了学生就业中常见问题，提高学生面试技巧及职业发展能力，为学生融入企业和社会做好准

备。

2.5.4 开拓毕业生就业和升学双通道

解决中职教育面临的教育“终点”的难题，学校积极为就业学生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创

造条件。2018 年学校与广东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广东科技学院等多家成教学院开展合

作，为毕业生学生开展学历提升专题讲座，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学历提升再教育。

2.5.5 通过技能大赛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

学校历年来重视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大赛，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职业技能的平台，

2018 年来共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牌 19 枚（含优秀奖）。学生通过参加技能大

赛增强了对专业学习的热情，提高了专业技能水平，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参加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统计

年份 参赛项目数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2018 年 5 0 1 14

2017 年 4 0 0 9

2016 年 4 0 2 4

2015 年 4 0 8 8

2014 年 4 0 1 7

3.质量保障措施
3.1 专业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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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专业培养人才能够切实符合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需要，全面提升我校的人才培

养水平，学校建立了专业增设、淘汰、改造的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各专业结构与布局，提高

专业建设水平。

3.2 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在开设新专业、增强学校专业活力的同时，不断强化原有专业的建设，以课程内容

改革为核心，以教学方法、手段改革为重点，严格按照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试行）》的要求，调整课程设置，优化课程结构，促进专业教学科学化、标准化，促进课

程、教材建设的规范化、系列化。

3.2.1 打造品牌专业和精品课程

学校成立了品牌专业和精品课程建设领导小组，并由相应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

建设全过程实施指导和监控，各申报专业教研组负责项目具体实施，专业发展涉及到的品牌

专业和几门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等以及教学团队均有明确的任务。在打造品牌专业思想的指引

下，各专业教师均参与到专业建设过程当中。

通过以点带面，品牌专业和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已经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学校

的专业建设，同时其它专业与课程打造品牌和精品的工作也正在推广中。

专业建设成果一览表

序号 专业及课程 成果 负责人

1 会计电算化 国家示范校重点专业、省重点专业 李霞

2 电子商务 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双精准“示范专业 吴玉娜

3 电子商务 校企合作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吴玉娜

4 西餐烹饪 校企合作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郑旸光

3.2.2 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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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开展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使教师获得综合、全面的反馈信息，及时改进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对教学质量进行实时监控，为教学管理、教学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并为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学校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等提供基本的依据。

学校每个学期都开展期中教学检查，期中教学检查采取师、生填写有关统计表（《教学检查

登记表》、《学生测评任课教师登记表》、《教学质量综合评价表》和《教学质量督导评价

表》），召开师、生代表座谈会及安排教学公开课、相互听课评课、期中考试等方式进行。

其中开展的学生网上评教活动，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分

项量化打分，综合评价，共计 9 个小项目，每项 10-15 分，合计满分为 100 分。班级数据

提交率达到 100%，参评老师 145 人，90 分以上 77 人，学生评教优秀率为 52%、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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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规范教材管理。严格按照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开设课程，由专业科组

织专业带头人、教研组长对学期计划使用教材进行拟选，专业科决定后报教务科审核，最后

经分管教学副校长、校长审批签字通过。

3.3 教师培养培训

3.3.1 学校高度重视教师培训工作

学校高度重视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学校紧密结合学校实际扎实开展

教师培养培训工作。保障经费，创新形式，师资队伍建设收到良好效果。

学校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开展教师培训工作。2018 年总共派出 55 人次外出培

训，其中省外培训 0 人次，省内培训 55 人次。其中，学校以鼓励为原则对技能大赛辅导

教师、教师参赛人员、青年班主任传帮带等共派出 11 人外出学习。学校还邀请专家到校讲

座，开展湛江市中职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经验分享交流会，有 121 人参加培训。学校教

师在湛江市参加继续教育网选课学习 1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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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师队伍建设经费总支出 22 万元。

3.3.2 以教研促成长

在教师培养中，学校重视以教研促成长。2018 年，学校教职工参与的课题有 2 项：一

是广东省第三批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信息化建设项目《饲料工艺流程动态演示系统》，二

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中职生体质健康现状的调查与提升对策——以广东省部分职业学校为

例》。

3.3.3 落实继续教育考核制度

建立校本培训登记制度，落实继续教育考核制度。本学期教师人手一册《继续教育登记

本》，每次做好校本培训记录和考勤，要求参加培训的教师认真总结培训的体会和收获，提

交个人培训总结报告一份，与培训期间的读书笔记、《继续教育登记本》等文本资料上交存

档。将教师继续教育纳入考核与聘任、评先等。通过制度规范教师参加培训的审批、报销和

学时要求，促进教职工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4 开展教师关爱行动

开展教师关爱行动，凝聚学校团队向心力。学校充分发挥工青妇的力量，开展日常教师

关爱行动，慰问生病的教师。妇委会在三八节期间组织学校全体在岗女教职工开展妇科“两

癌” 专项检查， 关心女教职工身心健康，积极开展女性健康咨询和计划生育的指导工作。

在学校工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从今年起提高了教职工的生日蛋糕卡的金额为 300 元，并

提高了在岗女教职工生育慰问金标准，发放产妇慰问金 6300 元，体现学校对广大教职员

工的关心。工会定期组织教职工文体活动，今年开展了教师每日万步走健康行动，每年开展

对退休教师的慰问活动、发放慰问金，向退休教师汇报学校取得的成绩，得到老同志的赞赏。

3.3.5 教师培养成绩斐然

通过教师培训提升，学校教师参加各级信息化教学大赛、微课大赛、视频公开课大赛和

“创新杯”教学设计大赛成绩斐然。

序号 姓名 参加项目 作品名称 获得成绩

1 尹凤娇、陈小

聪、陈舒静

2018 年广东省中职学校老师

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
赊销业务处理流程 三等奖



12

设计比赛

2
尹凤娇、陈小

聪、陈舒静

2018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超

星杯”基于移动终端的微课

教学大赛（中职组）

赊销业务处理流程 一等奖

3
马彩霞、周开

坚、易伟婷

2018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超

星杯”基于移动终端的微课

教学大赛（中职组）

填制记账凭证 一等奖

4

房昱芳

2018 年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

“创新杯”商贸类教师信息

化教学说课示范交流活动

信用证 三等奖

5

何文婷

2018 年湛江市“学习十九大

唱响新时代”主题诗歌创作

朗诵比赛

十月的太阳东升起 一等奖

3.4 规范管理情况

2018 年，以《章程》为指导，完善学校各种规章制度，被评为广东省 2018 年广东省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先进单位。

3.4.1 规范教学管理

为使教学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从而逐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管理。教务科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了《教学

工作例会制度》、《教学常规检查管理制度》、《教学质量保证及监控管理办法》、《教师

行为规范培训实施办法》、《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听课评课暂行规定》、《教师进修

培训管理制度》、《关于教师临时调课的规定》、《教师监考守则》、《学生考试规则》、

《学生考试违规处理暂行办法》、《教学档案管理规定》等制度，形成常规教学行为的良性

循环。

3.4.2 规范学生管理

2018 年，学生科继续加强学校学生管理的章程建设，健全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的

制度体系；健全科学决策、民主管理机制，在学校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健

全学生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今年，学生科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

对《学生管理手册》进行了全面修订，对《学生出入校门管理规定》、《行政班教室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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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学生仪容仪表规则》、《学生奖励条例》、《学生考勤管理暂行规定》、《学生日

常管理扣分细则》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住宿生管理暂行规定》、《关于禁止学生课堂使用

手机的暂行规定》等多个规范性内部文件，增强可操作性，为学校严格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3.4.3 规范财务管理

为保障学校运行规范有序，形成长效机制，2018 年在市财政局和教育局的统一部署下，

学校进行了内控基础建设。通过内控基础型评价找出缺点和不足，通过完善制度流程等方式，

加强内部权力制衡，规范内部运行流程。先后制定了《费用报销暂行规定》、《公务卡结算

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保证了学校财务信息真实完整，同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3.4.4 规范后勤管理

学校以健全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为抓手，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2018 年，我校建立和健全了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内部控制环境、预决算管理、资产管理、

收入管理、支出管理、合同管理、采购管理、项目管理、经济活动信息化管理等 9 大模块

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了采购机制和预算编制工作规程，修订了学校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充分发挥现有资产设备服务教育教学和全体师生的作用。

3.4.5 规范安全管理

学校严格执行湛江市教育局有关文件精神及要求，认真开展各项安全防范工作，重点加

强学生安全教育，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保障了师生及校园的安全稳定。每学期聘请法制副

校长到校为学生作安全教育辅导报告，辖区干警定期检查学校安全工作并提出学校安全管理

方面的改进意见，效果显著。联合学生科举办有关禁毒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

全、校舍安全、活动安全、宿舍安全、防溺水安全和防自然灾害安全等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通过每周国旗下的讲话、班会课、“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提高师生和学生家长的自身

保护能力及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巩固校园及周边的安全。每学期第二周为学生安全教育周。

学校重视卫生疾控管理，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严格控制食品

购进渠道，保障食品质量，保证食堂环境卫生安全。

3.4.6 加强科研管理和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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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范科研管理制度。经多方征求意见，完善《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教科研奖励暂

行规定》和《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加强课题申报管理，开展

课题研究工作。

3.4.7 提升“智慧校园”管理水平

学校成立了由校长担任组长的“智慧校园”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提升“智慧校园”应用

水平。学校现有教学、办公用计算机共 2708 台，网络多媒体教室 90 间，计算机实训室 40

间，已建有数字化校园平台，能满足信息化教学和办公的需要。学校注重虚拟仿真实训资源

开发与应用，购买、开发了财经类、电子商务类和信息技术类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4 个，使

用效果好，三个省重点专业都建设了数字化资源库。学校互联网出口带宽 760M，实现无线

网络全校覆盖。高标准完成了校园监控系统。

3.5 德育工作情况

3.5.1 重视德育课程建设，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重视德育课教学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

教学安排的意见》、《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等文件，执行过程严格而不打折扣。每周定

期组织一次两小时的德育课教研活动，学习最新文件、研究有关问题、讨论教学疑点与难题

等。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一对一传帮带，学习气氛浓厚，互相听课、评点得失、共同进步。

我校德育课按照国家大纲要求足量开设必修课程，在必修课中有根据国家形势发展进行时事

政策教育，结合学校德育工作、学生社会实践、专业学习、顶岗实习进行预防艾滋病教育、

毒品预防教育、环境教育、廉洁教育、安全教育等。德育课程教学安排如下表所示：

表十三：德育课程教学安排表

学期 年级 课程 学时

2017-2018② 2016 德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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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心理健康 34

2016 职业道德与法律 34

2018-2019①

2017 德育 16

2017 心理健康 16

2018 职业生涯规划 34

3.5.2 积极开展德育活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新生歌咏比赛、社会实践活动（课程）、“文明班级”、“先

进团支部”流动红旗评比、学生军训、社团纳新节、校运会、教室文化节、女生节、毕业典

礼等的举办，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还通过新生入学教育和军训工作，帮助新生确

定新的学习目标，注入新的学习动力。

学校根据《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促进

活动育人的意见》的精神，创新学校德育工作形式，以竞赛形式推动活动育人，展示师生良

好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呈现职业教育成果，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学校每年举办一届校园十大歌手比赛活动，深受学生喜爱。2018 年有近 83 人报名参

加，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三轮比赛，历时近 2 个月，最后选出校园十大歌手。此项在校

园营造了良好的歌唱氛围，让学生的身心都得到了陶冶。

学校还以湛江读书月为契机，开展校园读书月活动，进一步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使

“书香满校园”，努力为学生营造积极向上、清新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帮助学生提高人文

素养。

3.5.3 组织开展服务志愿活动，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学校认真组织学生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2018 年志愿者活动开

展情况：三月份学雷锋志愿者活动、湛江市马拉松比赛志愿者活动、湛江市体育场篮球赛志

愿者活动、麻章区创文统一清洁活动、2018 北部湾城市运动会比赛活动、湛江市创文迎国

检交通管制志愿者行动。

同时，按照湛江市巩固创卫成果和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求，做好交通文明小使者，开展“校

园卫生劳动日”活动、校园卫生整治大行动和门前责任路段“三包”活动，做好卫生重点、

难点地段的治理工作；开展“每周一扫”等活动，做好校园周边区域环境卫生清洁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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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团员青年校园环境保护意识。

3.6 党建情况

学校党委现有党委委员 6 人，下辖在职教师支部 8 个，离退休教师支部 1 个。现有正

式党员 163 名，预备党员 2 名。党员干部教师数量占全校教职工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一年

来，在市直工委的领导下，在全校党员干部教师的支持下，严格履行职责，团结一心，齐抓

共管，积极做好学校各项工作。

3.6.1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精神

通过理论学习会等形式，专题组织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和各支部书记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十九大精神，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中层以上干部要以《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引领，把学习贯彻相关精神和

强力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当好党规党纪的坚定拥护者、模范执行者和有力

监督者。党委全年组织专题学习 6 次，撰写心得体会共 430 篇。

3.6.2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

学校成立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学习教育方案》，制定学校年度学

习教育指导计划，各党支部结合实际制定支部学习计划，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序开

展。学校领导带头，党员干部积极参与，每季度定期组织学习。党报党刊下科室到桌面，全

年发放党建专题学习材料 240 册。专题讨论+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教师的思

想政治意识和党性觉悟。

3.6.3 严格精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认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把从严管党治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认真履行抓党建工作职责，

细化责任清单，按季度召开党建工作推进会，及时查找自身与班子成员在党建责任落实方面

的问题，逐项制定整改措施，落实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先后召开了 11

次党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党建工作推进。在此基础上，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强力推进作风建设和正风肃纪工作。学校党委不断加强中层干部及党委委员的日常教育、监

督和管理，指导和督促他们履行“一岗双责”，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带好队伍。针对廉政

风险重点防控部门的负责人，建立季度谈话制度。



17

3.6.4 强化党建文化培育宣传

一是构建一系列党建文化宣传平台。通过党员 QQ 群、支部微信群等传播手段，搭建

党员学习交流和展示党建工作的平台，加强对优秀党建微信平台优秀案例转发力度。二是开

展一系列党建文化活动。结合建党 95 周年，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入党初心”宣誓活

动、参观雷州青年运河等活动，开展党性锤炼和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增强党员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3.6.5 大力夯实党建组织基础

一是把开展“三会一课”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工作，严格按季度、按月份

组织好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党课，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二是从严党费

收缴。落实党费收缴专人负责制，结合党组织关系排查及时摸清党员基数，严格缴交标准。

三是全面建立《党员基本信息登记表》、《支部活动记录册》，推进党员日常管理标准化、

信息化。四是从严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学校党委委员既要参加校党委领导班

子的民主生活会，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五是开展温暖党员行动。

建立党员关爱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慰问困难党员和优秀党员、看望生病党员等关爱制度。全

年慰问困难党员 6 人次。

3.6.6 做好党员发展和党内表彰工作

结合党建日活动，校内评选优秀支部 2 个，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23 名，优秀党务工

作者 10 名。

4.校企合作
截止目前，我校已与 47 家企业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的实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通过校企合作达到了合作双方共赢的局面。

湛江财贸中专业学校校外公共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名称 服务专业

1 湛江枫叶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商务英语、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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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市上园大酒店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3 湛江市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4 湛江市中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5 湛江市律德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6 湛江富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7 广州东方标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8 广东天地食品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

9 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10 湛江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11 湛江市霞山区新新格里拉酒店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12 广州民航职业学院培训中心 航空商务

13 北京中艺领秀国际传媒湛江分公司 计算机应用

14 遂溪冠龙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

15 湛江市智和力家具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会计电算化、计算机应用

16 中国电信公司湛江郊区分公司 计算机应用

17 湛江开发区华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18 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19 湛江市三八万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电子商务

20 湛江日报社 计算机应用

21 深圳西遇连锁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

22 广东北部湾农产品批发中心 电子商务、农产品营销与储运、计算机应用

23 雷州市樟树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烹饪、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

24 珠海精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

25 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酒店管理、烹饪

26 广州微易软件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

27 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物流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

28 东莞市两岸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29 湛江市合心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30 广东一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31 广东顺德金砚计算机实业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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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湛江霞山区擎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

33 深圳市万嘉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会计与文秘

35 广东三正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烹饪、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

36 湛江市麻章区广富园艺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与文秘

37 深圳市万味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38 湛江市锐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39 东信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

40 广东茗上茗茶业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41 深圳市稼贾福实业有限公司 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会计与文秘

42 湛江市远创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应用

43 广州天鲜阁酒楼 酒店管理、烹饪

44 广州四面王泰国餐厅 酒店管理、烹饪

45 深圳格兰云天 酒店管理、烹饪

46 深圳大中华希尔顿酒店 酒店管理、烹饪

47 广州逸林希尔顿酒店 酒店管理、烹饪

4.2 学生实习情况

4.2.1 将实习安排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学生实习是实现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环节，是教育教学的核心

部分。我校坚持将实习安排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

强校企协同育人，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创业能力，将职业精神养成教育贯穿学

生实习全过程。

4.2.2 严格依照实习管理制度组织实施顶岗实习

学校制定了《学生顶岗实习管理流程》、《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细则》、《学生顶岗实习

期间班主任工作职责》、《顶岗实习学生守则》、《学生顶岗实习优先推荐规定》、《学生

顶岗实习安全汇报制度》、《学生毕业实习评价方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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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严格执行学生实习管理相关规定，完善学生实习材料并存档。一方面，学校与家长、

学生都签订了《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学生校外定岗实习安全协议书》、《实习申请书》。

另一方面，学校与实习单位签订了《校企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实习单位在《实习推荐表》、

《实习接收函》上签章，并交实习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由学校存档。

学校根据教职成厅函[2012]13 号文件要求，出资为全体实习学生购买了实习责任保险

及校方责任保险。

4.2.3 与湛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校园推介会

本学年我校与湛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湛江财贸学校专场校园推介会”，

企业及学生均免费参会。招聘单位资质认定，由湛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及我校双重审

核，对不合符要求的企业及中介机构一律不得参会。凡参会的企业，必须与学校签订《校企

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明确实习学生的劳动环境、劳动时间、安全教育、薪资报酬、人身

保险等；未能达到要求的，不得参会招聘实习学生。

4.2.4 开展学生顶岗实习基本情况自查

2018 年秋季，我校共有 1206 人参加顶岗实习，占年级人数的 63%。

从 1123 份学生实习问卷调查的数据（表十四）可以看出，学生对职业上升空间比较看

重，学生实习的工资大多超过了 2500 元,多数学生实习比较稳定,对实习满意度达到了 95%。

表十四：学生实习问卷调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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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2018 年 6 月对 2015 年级顶岗实习学生问卷调查。回收有效答卷共 1123 份。

2. 多选题选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

4.2.5 与实习单位共同加强实习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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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梁志鹏副校长带队，多次深入实习单位调研，与企业代表、学生代表开展座谈，

落实教育部《职业学校实习管理》各项事宜。二是向实习单位及实习学生发放实习情况调查

问卷 300 余份，调查内容包含：实习环境、专业岗位、工作强度、薪资报酬、专业对口等，

在回收问卷表逐一检查后，未发现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情况。三是充分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实习信息化管理平台。就业部门组建了实习单位及学生的微信群、QQ

群，加强学校和实习企业及学生的沟通，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4.3 集团化办学情况

学校于 2008 年牵头成立湛江商贸职业教育集团。集团成立 10 年多来，发挥重点职业

院校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加强学校与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合作，通过集团化办学，在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校企合作、互惠共赢等方面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集团受深圳市教育局的业务指导，采用常务理事会负责制，下设办公室，现有成员单位 56

家，涉及职业院校、各类企业、培训机构、行业学会、科研单位等领域。

湛江商贸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湛江市女子中专 29 湛江市裕信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2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30 湛江市捷美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3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31 广东天地食品有限公司

4 广东省旅游商务学校 32 湛江广之旅旅行社

5 湛江市南大理工学校 33 湛江市新格里拉酒店

6 遂溪县职业技术学校 34 广东碧桂园集团凤凰城酒店

7 湛江市湖光第一初级中学 35 东莞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8 湛江技师学院 36 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9 深圳市东源客栈有限公司 37 珠海市伟创力电子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上园大酒店 38 广州民航职业学院航空运输业务培

训中心

11 湛江市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39 湛江市三八万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 湛江市中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0 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13 湛江市律德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1 广东一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4 开平市天添电子有限公司 42 广东三正集团有限公司

15 湛江富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 深圳市万味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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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湛江市糖业协会 44 深圳市禾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7 东方标准广州（达略）中心 45 湛江市饮食服务商会

18 深圳市愉园大酒店 46 深圳市稼贾福实业有限公司

19 湛江市湖光第一初级中学 47 东莞市两岸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20 湛江技师学院 48 雷州市樟树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21 湛江枫叶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49 南海奇美电子有限公司

22 廉江市华南糖业有限公司 50 深圳市万嘉惠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3 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51 海信容声(广东)冷柜有限公司

24 湛江华丽金音影碟有限公司 52 湛江叁六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 湛江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53 湛江市麻章区广富园艺

26 湛江中国旅行社 54 广东茗上茗茶叶有限公司

27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55 湛江市开发区华网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28 深圳市兴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56 珠海汇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社会贡献
5.1 人才培养和用人单位满意度

5.1.1 人才拔尖-省市技能大赛再创辉煌

参加湛江市 2018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学生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项目 奖项 指导教师

1 包茵琪 手工会计 一等奖 程序、周月霞

2 廖惠明 手工会计 一等奖 程序、周月霞

3 曾阳婷 手工会计 一等奖 程序、周月霞

4 张海媚 手工会计 二等奖 程序、周月霞

5 高洁怡 手工会计 二等奖 程序、周月霞

6 梁晓欣 手工会计 二等奖 程序、周月霞

7 陈月凤 会计电算化 一等奖 吴进平

8 秦秋婵 会计电算化 一等奖 尹凤娇

9 林金燕 会计电算化 二等奖 吴进平

10 郑华婵 会计电算化 二等奖 尹凤娇

11 卢惠娟 会计电算化 二等奖 吴进平

12 欧美华 会计电算化 三等奖 吴进平

13 陈燕娜 会计电算化 三等奖 尹凤娇

14 林小妹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15 陈丽羽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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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怡雪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17 黄子铭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17 黄婉仙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18 陈小婷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19 郑斯萍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20 谢梦绮 企业经营 一等奖 卢辉明

21 邓晓怡 企业经营 二等奖 卢辉明

22 黄安琪 企业经营 二等奖 卢辉明

23 殷观凤 企业经营 二等奖 卢辉明

24 龚曼 企业经营 二等奖 卢辉明

25 罗树溢 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李春兰

26 卢彦因 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李春兰

27 卜英德 动漫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李春兰

28 陈斌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29 杨琪淇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30 林展鹏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31 郑景华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32 郑雅倩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33 叶宇 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吴玉娜、周慧敏

34 何小露 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吴玉娜、周慧敏

35 郑卓燕 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吴玉娜、周慧敏

36 陈桂宝 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高新、蔡天敏

37 宋燕丽 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高新、蔡天敏

38 罗文霞 电子商务技术 一等奖 高新、蔡天敏

39 唐洪消 中餐宴会摆台、中式铺床 一等奖 孙嘉璐

40 庞晓雯 中餐宴会摆台、中式铺床 二等奖 刘妍伶

41 郑华健 中餐宴会摆台、中式铺床 三等奖 孙嘉璐

42 林何雨 中餐宴会摆台、中式铺床 三等奖 刘妍伶

学校参加 2018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统计

序号 姓名 项目 奖项 指导教师

1 包茵琪 手工会计 三等奖 程序、龙成家

2 廖惠明 手工会计 三等奖 程序、龙成家

3 曾阳婷 手工会计 三等奖 程序、龙成家

4 林小妹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5 陈丽羽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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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怡雪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7 黄子铭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8 黄婉仙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9 陈晓婷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10 郑斯萍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11 谢梦绮 企业经营 三等奖 卢辉明

12 陈斌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13 杨琪淇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14 林展鹏 动漫设计与制作 二等奖 李春兰

5.1.2 适应需求-用人单位满意度较高

对聘用我校顶岗实习学生较多的 16 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收回有效答卷 16 份，用人

单位满意度超过 95%。其结果汇总如下表：

指标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对实习生综合素质的评价 10 6 0

对实习生诚信守约的评价 3 12 1

对实习生专业知识及技能的评价 11 5 0

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总体评价 12 3 1

从对用人单位的调查可以看出，企业对学生的整体评价满意度及学校就业工作的整体满

意度较高。对比上一年的相关数据，用人单位对我校 2015 年级顶岗实习生诚信守约情况的

评价有显著提升，这证明经过学校岗前教育，学生信守合约的意识有较大提高。同时，调查

也反映出，学生在工作能力、吃苦耐劳精神、语言沟通能力、承受工作压力的能力及适应能

力上有一定欠缺，这和学生自身专业技能水平不高有关，也和社会大环境、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有一定关联。

5.2 社会服务

5.2.1 积极开展系列社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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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学校面向社会在计算机技术、电子商务、财务管理、英语、酒店服务类开展

了职业技能培训 32 人次，并开设了成考、茶艺培训班、会计职业资格考前辅导等，取得良

好社会效益。

5.2.2 组织好各级各类考试

2018 年，学校作为国家考场，承接了湛江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湛江市考试中心、

湛江市卫计局、湛江市旅游局等多家单位委托的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公开集中招考和各级

各类行业考试 21 场次，服务考生 19835 人次，保证考务工作正常有序、服务规范到位无

差错。

5.2.3 积极开展全民终身教育活动

由湛江市教育局主办的 2018 年湛江市全民终身学习，我校在市教育局职成科的领导下

开展了系列宣传和讲座，围绕 “推进全民继续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 的活动周主题，我

校在学术报告厅面向部分师生召开专题讲座。我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的目的在于营造人人学

习、终身学习的氛围，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此次活动有效地宣传了终身学习的理念，促

进了全民学习的氛围。

5.3 对口支援

2018 年，学校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挂点雷州市沈塘镇温宅村和徐闻县西连镇龙腋

村，继续开展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派出四名科级以上干部参加湛江市“十百千”

干部返乡促脱贫攻坚行动，一共投入帮扶资金 7 万元。

6.举办者履责

6.1 经费

湛江市政府积极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充分保障了学

校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为学校提升办学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18 年度，学校经费总收入 4527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 4185 万元；事业收入 3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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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学校经费总支出 4671 元。其中日常运行及教学支出（含工资福利及补助）

2400 万元；教学改革及研究费 12 万元；设备购置项目（含软件开发等）支出总额 535 万

元；师资培训支出 22 万元。

2018 年，市财政拨付助学金 103 万元，资助家庭困难学生。

6.2 政策措施

湛江市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大力扶植职业教育，充分尊重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学

自主权，切实开展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优化调整调研，大力推动校外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为学校发展提供有力外部保障条件。

7.特色创新

7.1 依靠信息化手段，重构课程体系，提升学校的竞争力。

课程体系改革是我校教育改革的关键，而专业课程改革是课程建设的基础，直接影响着

我校教育的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水平。我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通过校企合

作，在课程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手段与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使

专业人才培养更能满足职业岗位与岗位群的需要，对计算机类的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

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重新编订。

主要的做法：一是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学校的名师对人才培养方案研制与修订工作进行

专题研讨；二是在工作岗位、人才需求情况、素养需求情况、人才培养目标情况等方面进行

论证调研；三是由名科公司凭借“人才培养方案研制管理平台”线上进行职业能力分析，为

构建有学校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作充分准备；四是通过召开课程体系构建教育专家研讨会，

结合我校师资力量、实训室条件、生源的情况等，构建符合我校办学理念的专业课程体系；

五是形成专业调研报告、专业职业能力分析表、专业课程与能力映射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进行专业标准编制。

主要的成效：我校依托信息化手段，通过校企合作，智能化的管理平台，结合大数据分

析，高效地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结构的模式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我校举办的湛江市中职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经验分享交流会上，我校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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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山老师就学校运用职业教育标准化智能应用平台，进行计算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分

享经验。针对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开发从项目启动、市场调研、职业能力分析、

课程体系构建、课程标准编制、项目验收等方面详细地与大家分享了该专业的开发技术路径

和开发历程，引起广大到会老师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

7.2 以经济责任审计为契机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30 日，受中共湛江市委组织部的委托，湛江市审计局委派

审计组对我校校长沈彤同志任期（2013 年 7 月至今）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本次

审计的主要范围是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以及

沈彤同志任职期内湛江财贸学校的重大经济事项。通过审计评价反馈的意见，我校领导班子

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我校以此为契机依规及时进行整改，提升学校总体财务管理

水平，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是努力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和财务人员队伍建设；二是通过采取购

买服务的形式聘请专业财务公司进行账务清理借助第三方资源促进整改，健全会计账簿及报

表，完成整改任务；三是我校积极主动与审计部门、财政部门联系沟通，在“差旅费”科目

下增设“培训费”子科目，破解了我校交通费、住宿费、出差补助等相关差旅费用列入“事

业支出/基本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培训费/教师培训费用”核算不够规范难题。

8.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8.1“双师型”专业教师短缺的问题

“双师型”专业教师存在引进难、培养难的双重困难。一方面，职业院校教师的来源主

要以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为主，几乎没有实践经验，他们接受的大学本科教育主要以专业理

论学习为主，其专业实践也以在实验室的实验为主，缺少与社会、企业的联系，大多缺乏专

业实践经验和必须的专业技能，因此迫切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另一

方面，需要完善人事体制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职业学校引进一些高素质的专家型的技能人

才，破除诸如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阻力，吸纳优秀人才充实师资队伍。

8.2 教师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还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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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教师教学信息化手段运用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是学校“十三五”规划

中一项重要内容。学校教学信息化建设通过近些年的不断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但教师信息

化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还需提高，教学信息化对教师知识结构、综合素质、信息化能力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通过创新与探索加以解决，例如教师在整合教学资源、开发现代教学

课程的主动性不高；对学生信息素质、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等还要进一步提高。

要全面提升教学信息化应用水平，还需要经过不断地学习、实践与积累。

8.3 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更关注眼前利益。企业为学徒安排实习岗位、提供师傅进行辅导，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企业成本，更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学校投入的经费，

不足以弥补合作企业成本上的损失；另外，学徒合同到期后学生流失的可能性很大，企业储

备员工的愿望得不到有效保障而无法实现，也影响了企业培养人才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