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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扩容

（20

分）

1.4中高本

协同培养(3

分）

1.4.1高职本科协同育

人（3分）
定性评价 3

1.4.1.1 2020年高职本科协同育人试点报

告

1.4.1.2 学校本科协同育人专业统计表

7
2.1.1办学体制机制建

设与改革创新（1分）

学校在综合办学管理、教育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与后

勤管理、校园安全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

改革与建设，并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1.1.1 2020年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

创新报告

8
2.1.2二级院系管理体

制改革（1分）

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开展二级学院改革，向二级院

系下放人、财、事权。
定性评价 1

2.1.2.1-2020年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报

告

9
2.1.3人事制度和绩效

工资制度改革（1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教职工绩效考核制度，制定并

实施以业绩贡献为基础、以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符

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绩效工资制度，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

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优绩

优酬；深化教师职称制度和突出“双师型”导向的教师考核

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完善，破除“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唯奖项”的顽瘴痼疾。

定性评价 1
2.1.3.1-2020年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

改革报告

10
2.1.4学分制管理制度

改革（1分）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制、学分计

量制、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辅修制、学分互认制

等，实行弹性学制，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点，

开展学分制管理改革。

定性评价 1

2.1.4.1 2020年学分制管理改革自评报告

2.1.4.2 分互认管理办法（试行）（深信

院〔2019〕85号）

2.1.4.3 辅修专业管理办法（试行）（深

信院〔2018〕24号）

2.1.4.4 学分制管理规定（深信院〔2005

〕130号）

2.1.4.5 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深信院〔

2020〕109号）

11

2.1.5建立健全专业结

构调整优化机制（1

分）

根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行业需求，

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优化调整专业结

构，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定性评价 1

2.1.5.1 2020年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报告

2.1.5.2 深信院〔2019〕98号关于印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招生计划动态

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

2.1体制机

制改革（5

分）

2.提质

（45

分）

自评打分表 第 2 页 A类规划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2
2.2.1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3分）
国家、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定性评价 3

2.2.1.1 2020年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报告

2.2.1.2 国家级软件技术等2个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项目立项文件

2.2.1.3 省级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群等5个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立项文件

2.2.1.4 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立项文件

（2019年）

2.2.1.5 校级优化调整重点发展专业群立

项文件（2021年）

13

2.2.2“学历证书+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试

点（1分）

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内

容及要求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定性评价 1

2.2.2.1 2020年“1+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报告

2.2.2.2 我校获批为教育部首批1+X证书

制度试点单位立项文件

2.2.2.3 我校获批为教育部第二批1+X证

书制度试点单位立项文件

2.2.2.4 我校26个专业参与24个1+X试点

证书情况

2.2.2.5 1+X证书试点推进工作意见

2.2.2.6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管理机构

14
2.2.3创新创业教育

（1分）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健全，硬件设施完备。提

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促进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双创教育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2.3.1 2020年创新创业教育报告

2.2.3.2深信院〔2019〕128号关于印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

办法（修订）》的通知

2.2.3.3 2020年创新创业教育报告深信院

〔2019〕124号关于印发《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创客空间管理办法》的通知

2.2.3.4 创新创业学院实习实训设备资产

清单

2.2.3.5 创业导师名单

2.2.3.6 创新创业培训明细表

2.2教学改

革与管理

（7分）

2.提质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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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提质

（45

分）

2.2教学改

革与管理

（7分）

2.2.4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诊断与改进（1分）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工作方

针，建立“自定目标、自立标准、自主实施、自我诊断与改

进”的自主循环提升保证体系和可持续诊断与改进工作机

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发展能力。

定性评价 1

2.2.4.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情况报告

2.2.4.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

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

2.2.4.3 制度文件类佐证合集

2.2.4.4 智能校园质量管理平台（终验）

2.2.4.5 第三方评价：人才培养内部质量

保证检测体系建设咨询服务项目

16

2.2教学改

革与管理

（7分）

2.2.5线上开设课程数

占教学计划内课程总

数比例（单位：%，1

分）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开设的课程总

量，按学年填报，须与“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

据”一致。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指按照教学大纲要

求，拥有数字化教学资源，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授课

、答疑、讨论以及提交作业和下载课件等基本教学活动的网

络课程门数；建有课程网站但不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课程，

不能计入线上开设课程。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得0.5分；<所在规划

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1

2.2.5.1 2019-2020学年线上教学开展自

评报告

2.2.5.2 2019-2020学年线上开设课程和

教学计划课程数据表

2.2.5.3 2019-2020学年线上开设课程统

计表

17
2.3.1校企合作体制机

制改革（1.5分）

探索建立政校行企共同参与的高职院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建

设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定性评价 1.5
2.3.1.1 2020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情

况报告

18
2.3.2合作平台建设

（2分）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联合办学，共同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

资源组建职教集团或产教融合联盟，推进实体化运作；政校

行企合作共建各类技术研发机构、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实

训基地等平台，并取得实质性成效；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

投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产业学院，协同招生培养；校企协

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并取得实质性成效。

定性评价 2
2.3.2.1 2020年合作平台建设情况报告

2.3.2.2 合作平台佐证材料

19

2.3.3企业提供的校内

实践教学设备值（单

位：万元，1.5分）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校提供的实

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业，学校有使用权）的

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原值计算。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

倍，得1.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

均水平的1.3倍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得1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倍

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

平，不得分。

1.5
2.3.3.1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明细表

2.3产教融

合（9分）

2.提质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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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3.4企业订单学生所

占比例（单位：%，

1.5分）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指学校接受企业订单（指用人单

位与学校签订合同约定相关就业和服务年限的订单）学生人

数占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全日制学生总数的比例。教育类等

无法开展企业订单培养的专业学生可不纳入统计范围，学校

提供相关说明，由考核专家决定是否采纳。本指标的企业是

广义上的企业，实际上指的是用人单位。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3倍，

得1.5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水平，得0.5分；<所在规划学校

水平，不得分。

1.5

2.3.4.1 2020年企业订单学生明细表

2.3.4.2 2020年普通高职在校专业一览表

2.3.4.3 无法开展企业订单培养的说明

2.3.4.4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自评报告

21
2.3.5现代学徒制试点

（1.5分）

开展以“招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

校企双主体育人、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为基本特征

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定性评价 1.5

2.3.5.1 2020年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情况

报告

2.3.5.2 我校获批为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

徒制试点单位立项文件

2.3.5.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3个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立项文件

2.3.5.4 计算机应用技术等8个省级第二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立项文件

2.3.5.5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校企协同育

人管理办法

2.3.5.6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考核管理

暂行办法

2.3.5.7 现代学徒制学分管理办法（试

行）

2.3.5.8 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一体化管理

办法

2.3.5.9 现代学徒制岗位实践教学管理办

法（试行）

2.3.5.10 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质量监控

与管理办法

2.3.5.11 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督导管理

办法

2.提质

（45

分）

2.3产教融

合（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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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提质

（45

分）

2.3产教融

合（9分）

2.3.6标准与资源开发

（1分）

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技能等级标准、课程标准

和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将行业、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

育教学各环节。

定性评价 1

2.3.6.1 2020年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标准与

资源情况报告

2.3.6.2 校企共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统计

表（47个）

2.3.6.3 校企共同开发岗位技能等级标准

统计表（共9个）

2.3.6.4 2020年度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统计表(1361门)

2.3.6.5 2020年度校企共同开发数字化教

学资源统计表（137个）

2.3.6.6 2020年度校企合作校本教材统计

表（183个）

2.3.6.7 2020年度校企合作出版教材统计

表（17个）

2.3.6.8 2020年度校企合作开发课程统计

表（337门）

23

2.4.1生均校内实践教

学工位数（单位：

个，1分）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指学校校内实践（实习、实

训）场所进行实践教学的工位数，即实践教学过程最基本的

“做中学”单元数，按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

均水平。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得0.5分；<所在规划

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1

2.4.1.1 2020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

2.4.1.2 2020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自评报

告

24

2.4.2实践性教学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

上的专业占比（单

位：%，1分）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占比=实践性

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数/全校总专业数。

≧95%，得1分；<95%但≧85%，

得0.5分；<85%，不得分。
1

2.4.2.1 2020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4.2.2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比自评报告

25
2.4.3实习管理（1

分）

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认真落实实习组

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程中的“无协议不实习

”、学生权利保障“六不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

得”等要求；顶岗实习工作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考核评价

科学合理。

定性评价 1

2.4.3.1 2020年实习管理情况报告

2.4.3.2 2020年实习学生明细表

2.4.3.3 执行实习管理规定自评报告

2.提质

（46

分）

2.4实践教

学（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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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生师比（1.5

分）

生师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数

+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

承担的教学总学时/校内专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2号规

定要求，得1.5分。其中：综合

、师范、工、农、林、语言、财

经、政法院校达18:1；医学院校

达16:1；体育、艺术院校达13:1

。生师比每高1扣0.1分，最低得

0分。

1.4

2.5.1.1-2019-2020学年校内专任教师一

览表；

2.5.1.2-2019-2020学年聘请校外教师一

览表

27

2.5.2“双师型”专业

课专任教师占比（1.5

分）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是指同时具备中级以上教师资格

和行业能力资格，从事高职教育工作的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

2019年达75％,2020-2021年达

80%。达到年度要求得1分，每高

于年度要求1％，增加0.2分，最

高得1.5分；每低于年度要求

1%，扣0.2分,最低得0分。

1.5

2.5.2.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

2.5.2.2关于印发学院双师素质教师认定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8

2.5.3三年以上行业企

业工作经历或实习实

践经验的专业课专任

教师比例（单位：%，

1.5分）

累计值。

≥20%，可以得1分。低于20%，

每低1%减0.2分，最低0分；高于

20%，每高1%加0.1分，最高得

1.5分。

1.5
2.5.3.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行企工

作经历）

29

2.5.4年度到企业实践

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

例（单位：%，1.5

分）

年度有10%的专任教师到企业实

践，得1分。低于10%，每低1%减

0.1分，最低0分；高于10%,每高

1%加0.1分，最高得1.5分。其

中，年度连续到企业实践3个月

以上的，每5人另加0.1分，总分

不超过1.5分。

1.5
2.5.4.1专任教师下企业统计表（2020年

度）

30

2.5.5企业兼职教师专

业课课时占比（单

位：%，1分）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专

业课总课时。

≥25%，可以得1分；低于25%，

每低2%减0.1分，最低得0分。
0.9

2.5.5.1 2019-2020学年企业兼职教师一

览表；

2.5.5.2 2019-2020学年专业课课时明细

表

31
2.5.6教师队伍建设标

志性成果（3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标志性

成果。成果包括：教师师德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引进或入

选国家级和省级高层次（技能）人才项目，教师队伍方面获

得的荣誉，10名优秀教师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教师队伍

水平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3

2.5.6.1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2.5.6.2佐证材料清单

2.5.6.3优秀教师案例（13个）

2.提质

（45

分）

2.5师资队

伍（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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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6.1应届毕业生当年

创业率（单位：%，1

分）

≧5%，得1分；<5%但≥3%，得

0.5分；<3%，不得分。
1

2.6.1.1 20年应届毕业生创业情况表

2.6.1.2 深信院〔2019〕3号关于大学生

创业园第五期项目评审结果的通报

2.6.1.3 深信院办〔2019〕33号关于大学

生创业园第六期项目立项的通报

2.6.1.4 深信院办〔2020〕18号关于大学

生创业园第七期项目立项的通报

33
2.6.2毕业生满意度

（单位：%，2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90%，得2分；<90%但≧85%，

得1.5分；<85%但≧80%，得1

分；<80%，不得分。没有参加调

查或者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

的，不得分。

2 省厅尚未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

34
2.6.3雇主满意度（单

位：%，1.5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75%，得

0.5分；<75%，不得分。没有参

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

求的，不得分。

1.5 2.6.3.1 雇主满意度

35
2.6.4教师满意度（单

位：%，1.5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75%，得

0.5分；<75%，不得分。没有参

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

求的，不得分。

1.5 省厅尚未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

36

2.7人才培

养工作标志

性成果（5

分）

2.7.1人才培养工作标

志性成果（5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成果包括：获得的项目或荣誉，10名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

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5

2.7.1.1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报告

2.7.1.2 2020年教研项目成果情况

2.7.1.3 2020年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2.7.1.4 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案例

2.提质

（45

分）

2.6人才培

养质量（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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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1.1省部级以上科研

平台、项目和奖励情

况（5分）

学校以第一完成人或第二、三完成人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项目和奖励情况。

每新增一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

台，得1分；每新增一个市厅级

科研平台，得0.2分；以第一完

成单位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每项得1分；以第二、第三完成

单位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

项得0.5分；以其他排序参与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

0.1分；每新增一项国家级科研

项目得1分，新增一项省级科研

项目得0.5分。此项分值最高得5

分。平台和项目，均指的是立项

。

5

3.1.1.1 2020年新增市厅级以上科研平台

明细表

3.1.1.2 2020年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明细表

3.1.1.3 2020年新增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明

细表

38

3.1.2拨入科研经费总

量（单位；万元或增

长率，3分）

学校拨入科研经费的总量及拨入科研经费增长率情况。

年度拨入科研经费总量最多的高

校得满分3分，其余学校按比例

计算相应得分；年度拨入科研经

费增长率最高的高校得满分3

分，其余学校按比例计算相应得

分；两者中的高分作为学校本项

得分。以教育厅每年组织的普通

高校科技、社科年度统计报表数

据为准。

3

3.1.2.1.2020年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科

技社科统计年度报表（科技类）

3.1.2.2.2020年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科

技社科统计年度报表（社科类）

39
3.2社会服

务（6分）

3.2.1横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单位：万元，2

分）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指以学校名义与自然人、法人、其

他组织签订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

技术合同所涉及的经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与境外企业、

个人合作经费及科技捐赠项目经费。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

度为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

倍，得2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的1.1倍，得1.5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倍

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

不得分。

2
3.2.1.1 2020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明细

表

3.1科技研

发（8分）

3.强服

务（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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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2.2技术交易到款额

（单位：万元，1.5

分）

“技术交易到款额”指政府或企业通过技术市场购买院校的

专利和技术成果、购买技术转让、委托技术研发等支付到账

的费用。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

倍，得1.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

均水平的1.3倍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得1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倍

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

平，不得分。

1.5 3.2.2.1 2020年技术交易到款额明细表

41

3.2.3非学历培训到款

额（单位：万元，1

分）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指为社会进行的非学历性培训已到账

的收入。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得0.5分；<所在规划

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1
3.2.3.1 2020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明细表

3.2.3.2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佐证材料

42

3.2.4非学历培训人日

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

之比（1.5分）

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非学历

培训人日数/全日制在校生数。

≥1，可以得1分。低于1，每低

0.1减0.2分，最低得0分；高于

1，每高0.1加0.2分，最高得1.5

分。

1.5
3.2.4.1 2020年非学历培训明细表

3.2.4.2 非学历培训佐证材料

43

3.3科技研

发和社会服

务标志性成

果（5分）

3.3.1科技研发和社会

服务标志性成果（5

分）

学校考核年度内在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方面取得的其他标志

性成果。成果包括：10项代表性学术成果（指可以公开的本

校教师发表的论文、报告等），获得的以上考核指标外的项

目或荣誉，内容包括：应用技术研发、成果转让、职业培训

、技术服务，服务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的成果。

成果不重复统计，如已用于其他指标，不得再作为本指标的

成果。

定性评价 5 3.3.1.1标志性成果清单

44

3.4对外交

流与合作

（6分）

3.4.1合作办学（1

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引进或输出优质职

业教育资源。
定性评价 1

3.4.1.1 2020年合作办学情况报告

3.强服

务（25

分）

3.2社会服

务（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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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3.4.2交流合作项目

（1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多边人才交流，共建科技研发

平台、培训平台或实习就业平台等合作项目，并取得实效。
定性评价 1

3.4.2.1 2020年交流合作项目明细表

3.4.2.2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2个）

3.4.2.3  国（境）外人员培训量（270人

日）

3.4.2.4 教师赴国（境）外交流培训

（880人日）

3.4.2.5 国（境）外办学点数量（3个）

3.4.2.6 国（境）外留学生数（34人）

3.4.2.7 学生赴港澳交流培训量（440人

日）

3.4.2.8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数（219

人）

46
3.4.3粤港澳大湾区项

目（2分）

与港澳高校联合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包括科技

研发、合作办学、学分互认、赴港“专插本”、基地共建、

师生交流等各方面和领域的合作，并取得实效。

定性评价 2

3.4.3.1 2020年与港澳学校交流合作项目

明细表

3.4.3.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

合专题赴港学习培训班》附加协议书

3.4.3.3 港澳留学生（21人）（港澳籍学

生台账信息表）

3.4.3.4 香港职业训练局师资培训项目

（教师赴港澳交流培训量：2020年线上培

训404人）

47
3.4.4结对帮扶（2

分）

对实施一流高职院校结对帮扶计划的19所帮扶高职院校，重

点审核一流高职院校结对帮扶计划实施情况；其他高职院

校，重点审核对口支援其他高职院校情况。

定性评价 2
3.4.4.1.2020年结对帮扶情况报告

3.4.4.2.2020年结对帮扶实施情况明细表

48

4.综合

绩效

(10

分）

4.1公办学

校生均拨款

水平和民办

学校教学经

费支出比例

（3分）

4.1.1公办学校生均财

政拨款水平（单位：

万元，3分）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立完

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

业教育的意见》（财教〔2014〕352号）要求，“年生均财政

拨款水平”是指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50305高等职业教育”

中，地方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支持高职院校发展

的经费，按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

水平，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是指“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中的专项经费支出。统计截止

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1.5万元，得3分；<1.5万元但

≧1.2万元，得2分；<1.2万元，

不得分。

3
4.1.1.1 2020年财政拨款明细表

（2050305部分）

3.强服

务（25

分）

3.4对外交

流与合作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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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1公办学

校生均拨款

水平和民办

学校教学经

费支出比例

（4分）

4.1.1民办学校学费收

入用于教学经费的比

例（单位：%，3分）

教学经费指年度事业费决算表中列支的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费

、图书资料购置费、教学业务费（含实验费、实习费、资料

讲义费等）教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教学设备仪器维修费

、教学改革经费、课时补贴费等。学费收入指普通高职专业

学费收入，即按照核准收费标准实际收取的高职专业学费总

额。只统计学费，不含住宿费、教材费等其他收费。

≧30%，得3分；<30%但≧20%，

得2分；<20%但≧15%，得1分；

<15%，不得分。

50
4.2.1人员经费支出占

比（单位：%，2分）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情况或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

学费收入情况。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

比例：占比＜55%得2分，55%≤

占比＜60%得1.5分，60%≤占比

≤65%得1分,占比＞65%不得分。

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学费收入的

比例：占比＞40%得2分，35%≤

占比≤40%得1.5分，占比＜35%

不得分。

2

4.2.1.1 2020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支

出明细表

4.2.1.2 2020年公办学校总支出明细表

51

4.2.2生均信息化教学

设备投入值（单位：

元，2分）

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情况。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3倍，

得2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倍，得1.5分；<所在规划学

校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划学

校水平，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

水平，不得分。

2 4.2.2.1 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明细表

52

4.3.1公办学校预算执

行进度（单位：%，3

分）

省财政厅当年12月31日时间节点公布的学校项目支出进度

（或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项目执行进度）与省教育厅项目支出

进度相比。

差值≥10%得3分，0≤差值＜10%

得2分，-10%≤差值＜0得1分，

差值＜-10%不得分。

3

4.3.1.1 2020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明

细表

4.3.1.2 2020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支出明

细表

53

4.3.1民办学校财政专

项资金支出进度（单

位：%，3分）

财政专项资金包括：财政下达的学生奖助学金、“创新强校

工程”奖补资金、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等。

≧95%，得3分；<95%但≧90%，

得2分；<90%但≧85%，得1.5

分；<85%但≧80%，得1分；

<80%，不得分。

合计 99.3分

4.2经费支

出结构（4

分）

4.综合

绩效

(11

分）

注：5.扣分项目，由省教育厅统计计分，学校不需要自评。

4.3经费支

出进度（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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