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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4 月，校园占地 1,389 亩，建筑面积

58.48 万平方米，现有 16 院 2 部 2 所，开设信息类为主的专业 47 个。学校坚持

始终与党的教育方针同心同向、始终与特区改革开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

信息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的“三同”办学理念，开拓奋进，勇于创新，不断提升服

务能力、创新能力、治理能力，坚定把双高标杆立起来、把高职本科办起来、把

世界名校建起来的发展目标，努力把学校打造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学校。学

校植根于深圳强大的 ICT 产业集群和优渥的创新生态体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着力构建党建领航和改革活校、平台筑校、人才强

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开放办校“1+6”工作体系。目前学校为“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国家

优质高职院校。 

学校根据《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19-2021 年）建设

规划》，有序推进 9 大类共 13 个项目的重点建设，以党建为引领，包含体制机

制改革与创新、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基础能力提升（含：教师队

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治理水平提升、社会服务能

力提升、对外交流与合作、自选项目（含：产教融合、技术创新服务、信息化建

设）等内容。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考

核的通知》文件要求，学校高度重视，组织工作团队，认真研读文件精神，按照

A 类规划学校要求，从扩容、提质、强服务、综合绩效四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

二级、三级指标，全面梳理总结 2020 年度学校“创新强校工程”实施情况，认

真完成考核自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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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容 

1.1 学校办学定位准确 

1.1.1 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度达 100% 

我校 10 个二级学院共计 47 个专业、9 个重点建设专业群，专业及专业群匹

配区域重点行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数字创意产

业、绿色低碳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教育文化体育产业等

领域。新增设集成电路技术应用、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等

3 个专业，停招微电子技术专业、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专业等 3 个专业，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类优势特色专业，紧跟科技发展和社会需

求。经过专业调整后，2020 年招生专业仍为 47 个，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业匹

配度 100%。 

1.2 招生人数稳步上升 

1.2.1 普通高职招生人数增长 35.89% 

普通高职招生共录取 9155 人，实际报到总人数 8390 人。2019 年，普通高

职招生共录取 6897 人，实际报到人数 6174 人。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招生

人数（实际报到人数）增加 2216 人，增长率为 35.89%，完成省教育厅、市教

育局下达的各项高职扩招任务。详细情况如下： 

常规招生计划 6080 人（含高职专业学院 80 人），实际录取人数 6005 人（含

高职专业学院 5 人），报到人数 5513 人。具体各项招生录取报到人数情况：普

通高考招生录取 3036 人，实际报到 2719 人；自主招生录取 410 人（含中职免

试生 5 人），实际报到 394 人；学考招生录取 1342 人，实际报到 1190 人；“3+

证书”录取 1212 人，实际报到 1205 人；高职专业学院录取 5 人，实际报到 5

人。 

开展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同时开展高技能人才学历计划、幼儿园在职

教师学历提升计划、退役军人学历提升计划、现代学徒制四项专项招生，共招收

学生 2763 名，学生分别于 2020 年春季、秋季报到。其中，春季班录取 2248

人，实际报到 2081 人；秋季班录取 515 人，实际报到 467 人。 

开展 2020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动，重点开展“1 个计划”和“1 个试点”，

分别为：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企业在职员工等

社会人员开展的“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面向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企业在职

员工开展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共招收学生 387 名，其中，“社会人员学历



2 

提升计划”录取 375 人，实际报到 329 人；“现代学徒制试点”录取 12 人，暂

未报到。这批学生采用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工学交

替等弹性学习形式，教学地点在我校合作的校外培训机构。 

1.2.2 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培养保质保量 

（1）落实落细，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措施 

根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厅﹝2019﹞1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厅﹝2019﹞20 号）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高

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做好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粤教职函

〔2019〕137 号）等文件精神，基于分类实施，突出技能的原则，认真组织开

展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幼师学历提升计划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2）因材施教，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依据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

灵活”，实施弹性制学习，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幼师学历提升计划修业年

限设为 3-6 年。按照“总学时不低于 2500、集中学习不低于总学时 40%”的要

求，分类组织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编制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幼师学

历提升计划 2 类 8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学校校长办公会

及党委办公会审议通过，报省教育厅备案，并通过学校网站主动向社会公开。 

（3）立德树人，着力提升人才综合素养 

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开齐开足思想政治

理论课，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体育、军事、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和创新创业

类课程列为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各招生专业强化职业素养养成和技术技能积累，

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就业创业指导，开

设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将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进行系统设计与融合，开阔学员创

业眼界。 

（4）灵活有序，确立多样化教学组织模式 

多次组织召开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幼师学历提升计划专项工作会议，

制定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

教学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整合线上信息平台，明确自主学习要求，发挥分散

教学资源优势，各教学点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安排授课计划，合理安排教学时



3 

间，解决工学兼顾矛盾，灵活有序地开展教学活动，提升学员学习参与度。 

1.2.3 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比例达 28.53%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教二十条”，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中高职衔接，助

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打通中高职晋升本科渠道，我校不断深化招生制度改革，

积极参与中高职贯通三二分段、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招生（简称“3+证书”招

生）及中职生自主招生等面向中职生的招生试点工作。2020 年面向中职生的招

生情况如下： 

（1）“3+证书”中职招生 

春季分类招生中，“3+证书”招生对象为中专、职中、技校等中职生。“3+

证书”录取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1204 人，录取退役士兵 8 人，共录取 1212 人，

实际报到人数达 1205 人。 

（2）面向中职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及中职技能大赛获奖免试生三类

考生。其中，中职毕业生采取“文化基础+职业技能”招考方式，招生计划 535

人；中职技能大赛获奖免试生经考核通过公示后，免试录取，招生计划不限。 

中职生实际报名人数为 253 人，中职获奖免试 5 人，共计 258 人。经笔试

和面试考核环节，录取中职 175 人，中职免试生 5 人，共计 180 人，开学实际

报到人数 176 人。 

高职专业学院计划招生 80 人，报考学生 9 人，录取 5 人，实际报到 5 人。 

（3）高职扩招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共录取 2763 人（该批学生于 2020 年春季和秋季报

到），2020 年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共录取 387 人。高职扩招共计录取 3150 人，

其中中职生源 1105 人；共计报到 2877 人，其中中职生源 1008 人。 

综上，2020 年普通高职招生共录取 9155 人，实际报到总人数 8390 人，而

面向中职生共录取人数 2502 人，实际报到 2394 人。中职生源占普通高职招生

（报到人数）比例为 28.53%。 

1.3 办学条件优越 

1.3.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达 4.84 万元 

（1）业绩成果 

科学教研设备累计共 44932 台件，资产总值 85236.41 万，人均（学生数）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48369.32 元，远超教育部规定的合格要求，达优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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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举措 

按照“依规配置、保障需求、科学合理、从严控制”的原则，对全校资产进

行合理的配置，确保国有资产物尽其用，且始终保持较高的使用效率。为配合学

校向世界一流高职院校努力奋进的步伐，内各实训室结合自身专业建设特点和实

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硬件设施不断增加、软件实力、教学科研，信息化

建设项目也逐步提升。 

在资产使用方面，秉承高效节约的优良传统，最大程度地保障资产的使用效

率。为充分发挥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学校已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监控系

统。通过系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发挥好资产效益，避免重

复建设贵重仪器设备，又可以对全校范围内的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实时记录每一台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时长和使用次数等情况，为大型仪器的预算

和论证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资产管理系统 II 期项目，对现有的资产管理系统进

行升级。该系统将设备类固定资产、家具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软件类资产，低

值易耗品，资产领用与维修保养等信息集中在同一个平台进行管理，大大提高资

产管理的便捷性和使用效率。系统资产管理模块包含资产建账功能；可支持设备

附件、附属文件、照片的管理；入账单据打印功能；标签打印功能；资产变动管

理功能；资产调拨功能；资产处置功能；资产折旧功能；资产查询及清查功能等。

该系统还配备微信端口，在单位允许外网使用的情况下，教职工可通过微信完成

资产管理的各项业务，大大提升资产信息化管理的程度。同时该系统完成与我单

位数字化校园的集成对接，实现单点登录功能。在接下来的系统建设中，也将不

断地完善系统的各项功能，并完成与单位财务系统的对接，从而将现有的人工对

账升级为电子自动对账，降低对账错误率，提高资产对账效率。完成与财政局资

产管理系统的无缝链接，真正实现资产全方位信息化管理的良好局面。 

1.4 协同培养不断突破 

1.4.1 11 个专业开展高职本科协同育人招生 

（1）试点项目基本概况 

2018 年开始联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自动化 3 个专

业开展 4+0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试点，2019、2020 年继续 4+0 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试点；2019 年联合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在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开展 2+2

协同育人试点，2020 年继续开展 2+2 协同育人试点；2020 年开始联合广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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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师范大学、五邑大学、韶关学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 4 所大学开展三二分段

专升本 2+0 协同育人试点。2020 年 4+0 应用型本科专业及 2+2 应用型本科专业

实际录取新生合计 400 人，实际报到新生合计 382 人；2020 年电子商务、软件

工程、通信工程专业（数据通信）、通信工程专业（物联网工程）、会计学、数

字媒体技术、英语（师范）、环境科学八个 2+0 专业实际录取新生合计 473 人，

实际报到新生合计 471 人。2020 年 4+0 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学生 4 年都在我校开

展人才培养，2+2 协同育人项目学生大一大二两年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习，

大三大四两年在我校进行培养，2+0 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学生本科阶段的 2 年在我

校开展人才培养。 

（2）试点项目实施举措 

①完善项目对接渠道。与各合作院校建立垂直和平行的项目对接渠道。纵向

角度，各方院校领导都高度重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建立自上而下的

项目管理渠道，实现垂直管理沟通，高效解决试点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横向角度，

校领导、教务处、专业层面分别建立沟通渠道，平行对接，有效开展工作。 

②共同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合作院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单独编

班，合理设置梯次递进、内容衔接的课程体系。在编制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双

方专业教研室主任共同协商编写，经二级学院领导及教务处审核，通过多轮次修

改定稿。 

③文件互通，政策共享。有效实现与合作院校在协同育人管理办法、毕业及

学士学位授予等相关文件的互通，统一标准，保证学生享受应有的政策。各部门

认真学习文件，积极与合作院校沟通，建立共识，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权益。 

④完善大赛机制，以赛促学。与合作院校就大赛问题达成共识，按照上级部

门下发文件精神，组织本科学生参加大赛，确保学生参赛通道畅通，通过以赛促

学的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3）试点项目实施成效 

①教学资源共享。与各合作院校跨校综合利用双方的优质教学资源及实践教

学条件。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双方无偿为试点专业提供需要使用的优质教学资源

和实训场所，优势互补，实现 1+1 大于 2 的效果。 

②优势互补。通过与合作院校双方努力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既充分体

现本科层次教学应有的理论深度，又突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性，使学生在理

论上“上得去”，在动手能力上“下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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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服务社会发展。与合作院校联合招收本科生，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人才，

有利于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为广东提供更多优质的本科学位。 

④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是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综合实力较

强，人才培养特色鲜明。依托合作院校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学校的优质办学资源，

联合招收培养本科生，是对现有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开展协同育人模式的升级和

推广，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奠定扎实基础。 

⑤为争创世界一流打下夯实基础。为落实《教育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深圳职业教育高端发展 争创世界一流的实施意见》支持我校开设部分本科专

业的规定，通过协同育人试点项目积累本科办学经验，为开办本科专业、争创世

界一流打下坚实基础。 

1.5 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 

表 1.5 “创新强校工程”扩容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列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 

1.扩

容

（20

分） 

1.1 办学

定位（2

分） 

1.1.1专业设置与

区域重点产业匹配

度（单位：%，2分） 

2 

1.1.1.1 2020年专业设置与区域重点产

业匹配度报告 

1.1.1.2 2020年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与区域重点产业匹配情况 

1.1.1.3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十三

五”专业建设发展规划 

1.1.1.4 深信院〔2016〕68号关于印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十三五”建

设与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2 

1.2 学位

增量（13

分） 

1.2.1普通高职招

生人数增长情况（6

分） 

6 

1.2.1.1 深信院2019年普通高职实际报

到明细表 

1.2.1.2 深信院2020年普通高职实际报

到明细表 

3 

1.2.2高职扩招学

生分类招生培养情

况（5分） 

5 

1.2.2.1 2020年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

培养情况报告 

1.2.2.2 2020年高职扩招学生分类招生

明细表（录取+报到） 

1.2.2.3 高职扩招人才培养方案 

4 

1.2.3中职生源占

普通高职招生数比

例（单位：%，2分） 

1.5 
1.2.3.1 深信院2020年普通高职实际报

到明细表（含中职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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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5 
1.扩

容

（20

分） 

1.3 办学

条件（2

分） 

1.3.1生均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单

位：元，2分） 

2 1.3.1.1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2020） 

6 

1.4 中高

本协同

培养(3

分） 

1.4.1高职本科协

同育人（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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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9.5   

2.提质 

2.1 体制机制改革深入 

2.1.1 创新协同办学体制机制 

学校深入推进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成绩突出。 

（1）组建“产学研”创新高平台 

与电子科技大学正式签约共建“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创高

等教育“双一流”大学与职业教育“双高计划校”深度合作的先例。 

（2）大力推进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创新 

牵头组建中国职教学会微电子技术专业委员会，鲁昕会长担任专家指导委员

会主任委员；在校内设立全国首个高职院校的微电子二级学院。 

（3）大思政一体化育人机制成效卓著 

入选全省“八个相统一”高校思政课建设示范点培育单位名单；创新性地开

展“五朵祥云助教学”的“云思政”活动，各大央媒纷纷报道，阅读量过百万；

获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光电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广东高职院校金牌零的

突破；学校成为全市唯一的广东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体育文化研

究中心”获批为深圳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4）大力加强社会服务改革创新 

以总分第一入选广东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参与“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援助热线；与龙岗区同乐社区共建“党群服

务中心”和“青少年阅读基地”。 

（5）内部治理体系改革成效显著 

大力推进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正式启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

成绩显著，获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样板校”；引进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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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服务；完善财务智能化处理机制，推出智慧财政系统机器人建设项目。 

2.1.2 深化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 

根据“放管服”有关文件要求，在人、财、物等方面逐步下放有关权限，简

化工作流程，提升服务、支持、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有关举措如下： 

（1）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实现简政放权和人事管理的规范化 

自 2017 年以来，开始第二轮人事制度改革，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实现简政

放权和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先后出台或修订人员招聘、岗位管理、职称评审、部

门工作质量考核等文件，为人事制度改革提供政策保障。 

（2）落实“放管服”要求，完成二级学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 

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以下放人、财、事权为核心的二级学院管理体制

改革，根据“放管服”政策要求，扩大二级学院管理权限，将职权和职责落实到

二级学院。 

科学定岗定责。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明晰部门职责、岗位职责和工作质量

标准。分期分批做好二级学院内设二机机构和编制核定工作，为二级学院实现人

员编制总量和经费额度管理奠定基础。 

扩权赋能强化二级部门自主权。下放招生自主权、选人用人权、考核评价权、

绩效分配权等权力，增强二级学院在办学、管理中的自由度。 

建立健全二级部门人事管理制度体系。通过人事制度文件明确权力下放的范

围，明确与各部门的权责关系；各二级部门按要求制度本部门管理办法、考核制

度、分配制度等各项制度文件，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备案，以制度明确职责和规

范职权运行，实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提高学校和二级部门人事管理效益。 

（3）完善经费审批办法，下放财权；开展报账流程再造，优化报账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经费审批办法，全面落实“放管服”工作要求，拟

提高各级领导审批金额，下放财权，赋予各部门和二级学院更多自主权。 

重新梳理各项经济业务流程，优化报账制度，简化报账所需附件，让老师少

跑腿，信息多跑路。积极举办财经政策和财务报销制度培训会，加强财务人员与

教职工的沟通与交流，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2.1.3 落实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深化三项改革：深化用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绩效考

核制度改革和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完善三项机制：完善师德建设机制、构建

有效激励机制、改进教师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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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能进能出教师聘用机制，新进专任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实行预聘-

长聘制，最长两聘期内，经考核达到要求的签订长聘合同，未达到要求的终止聘

用； 

（2）实施目标管理，构建立体化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学校目标、部门目标、

个人目标三级目标管理体系和年度考核、聘期（定期）考核、部门工作质量考核

为主体的考核制度体系； 

（3）健全能上能下岗位竞聘机制。根据教职工上一聘期的聘期考核结果、

业绩成果及资格条件，在同一岗位层级内重新竞聘岗位等级，做到能上能下； 

（4）坚持以业绩贡献和能力水平为导向的工资分配机制，优化部门绩效考

核办法，量化考核确定考核系数，完善工作质量奖金分配制度，加大部门工作质

量奖金比重，实现优绩优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5）以职称领域“放管服”为契机，建立教职工职称校内自主评审制度，

规范评审流程，构建教师职称量化评价体系； 

（6）坚持师德为先，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的

原则，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教师岗前入职培训、在职提升培训的“第一课”；制

定《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处理办法》，建立健全教

师师德承诺制度，将师德师风作为校内各类人才项目选拔推荐的首要条件。 

（7）坚持克服“五唯”，改进教师科研评价，根据《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对《深圳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奖励办法》进行修订，新文件取消对论文、著作、专利、标准、

研究报告的奖励，引导教师关注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着重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社

会经济效益。同时调整部门工作质量考核中具体考核内容，不再对将各学院教职

工发表论文的数量、等级等内容纳入考核范围。 

2.1.4 实施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 

为响应国家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以一流校、双高校建设为抓手，以学分制改

革为契机，重构课程体系，优化专业课程，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完善和实施选课

制、主辅修制和学分互认、学业导师制度，深入推进改革，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大

幅提升。 

构建开放性课程体系，推广公共必修课、选修课选课模式，专业课按专业方

向或模块选课，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思政课基础和概论，大学英语Ⅰ和Ⅱ，体

育俱乐部等公共必修课，实现 496 个教学班，30004 人次的学生自主选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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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选修课 177 门，379 个教学班，28917 人次的选课；专业选修课 110 门，207

个教学班，10955 人次开展专业选课。 

优化学分管理信息系统，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计划运行、排课、选课

等各模块运行良好；实施出台《学分互认管理办法（试行）》，对国际交流生和

国内企业订单式培养学生等类型开展学分互认工作；推行补考重修和辅修专业制

度，重新修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辅修专业达 10 个，并有应届辅修专业毕业生；

开展调研、制定发布《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完善学分制收费制度；在班导师

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学业导师制”，各二级学院为每一个班级都配备学业

导师。 

2.1.5 建立健全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机制 

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管理办法》（深信院

〔2019〕98 号），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坚持“两个需求”、“一个保障”的原

则，即以考生专业填报需求和企业人才招聘需求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专业建设

成果对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 

通过对各专业招生、就业竞争力、专业就业岗位匹配度分别打分和赋予权重，

对各专业进行综合评价，每年专业综合得分排在前 4 名的专业授予学年度绿牌专

业，拥有指标增加优先权；排名后 10 名的专业，给予预警，被预警的专业如第

二年仍处在后 4 名，则给予黄牌警告，降低当年的招生计划；被黄牌警告的专业

如第三年仍连续处在后 4 名，则给予红牌警告，停止该专业的招生。 

新增设集成电路技术应用、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等 3

个专业，停招微电子技术专业、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和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

业等 3 个专业，并立项建设 9 个专业群，进一步紧密对接深圳 7 大战略新兴产

业规划，契合产业发展趋势，培养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我校共 10 个二级学院 47 个专业、9 个重点建设专业群，覆盖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现代物流业、

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教育文化体育产业等领域，软件类、通信类和计算机类

专业的特色与优势进一步彰显，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专业群实力进一步增强。 

2.2 教学管理改革有力 

2.2.1 科学布局 11 个高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是人才培养基本单元，我校一直高度重视专业群建设，本着“四

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优化专业结构、有利于发挥品牌效应，有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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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有利于形成育人特色，以“集聚化、高端化、特色化”为目标，开展

专业群建设工作。 

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建设工作方案》（深信院﹝2019﹞34

号）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建设委员会章程（试行）》（深信院

﹝2019﹞68 号）等规则制度，为专业群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有效推进专业群建

设。 

对接产业新要求，优化调整专业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深入落实“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理念，实施基于专业群建设的课程体系重构改

革工作，依据产业高端主流技术企业的新技术动态和岗位能力变迁动态优化专业

群课程体系。依据岗位群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共性要求及特定岗位对知识与能

力的专业化要求，将课程分为“底层课程共享，中层课程聚焦，拓展课程互选”

的“平台课程”、“专业+方向模块”和“拓展模块”三大类，构建专业（群）

“平台+模块”课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展职业能力模块化课程体系改

革。各专业（群）联合产业高端主流技术企业，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共同梳理本

专业（群）人才培养的职业核心能力模块，匹配职业核心能力模块进行模块化课

程体系建设。 

紧密对接深圳 7 大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将 9 个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优化调

整为11个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新增获批立项5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

重点围绕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等产业集群，以“双高计划”建设专业

群建设项目软件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两个专业群为核心，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专业

群。 

2.2.2 开展 26 个“1+X”证书试点 

（1）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 

“1+X”证书制度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是重要制度设计和重大改革举

措，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就业本领的重要抓手。自教育部启动“1+X”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以来，学校积极参与“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2019 年参与试点 3 个教育部首批“1+X”证书和 5 个第二批“1+X”证书，

2020 年新增 16 个证书，试点证书合计 24 个，参与试点专业 26 个，试点专业

数占全校专业 55.3%。在 2020 年，学校“1+X”证书制度试点任务总体完成率

为 71.55%，参与考核的学生通过率为 84.05%。 

（2）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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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1+X”证书试点推进工作意见》（深信院〔2020〕

125 号），从“X”证书与课程学分置换、落实培训考核工作相关费用、适当增

加“X”高级证书评先评优权重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学生考取“1+X”证

书，调动学生考取“1+X”证书积极性。 

按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将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将“X”证书作为毕业条件的专业技

能证书之一，考取“X”证书可与相关课程进行学分置换，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

革，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试点专业对专业课程未涵盖的内

容或需要特别强化的知识，组织专门培训。 

（3）考核站点建设与经费支出 

充分利用实训条件，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建设满足“1+X”证书考核站点

要求的实训室，已启用考核站点 21 个，满足目前已参与试点证书的学生培训和

考核需求。 

统筹落实试点经费，各试点二级学院将“X”证书培训、考核工作等相关费

用列入学院教育教学支出预算，严格按学校财务相关制度执行。学校承担学生报

名参与证书试点的培训和考核费用，已支付社会评价组织考核费用 27 万余元。 

（4）师资培训及社会培训 

鼓励支持教师参与“1+X”师资培训，组织约 124 位专业教师参与“1+X”

证书试点培训以及线上师资培训会，已有一批教师获得师资培训资格及考评员资

格，不断提升教师实施教学、培训和考核评价能力。 

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1+X”证书培训，组织举办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广东省师资培训班、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班、工业机器

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和考评员培训班等，累计面向社会培训量为

3029 人日。 

2.2.3 创新创业教育成效日趋明显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成立创新创业学院，负责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全校创新创业工作。学院下设创业就业指导教研室、创客管理办公室及教务办公

室三个科室，配备院领导 2 人，专任教师 5 人，行政人员 5 人，协同推进创新

创业教学和实践活动。 

逐步规范机制建设，双创制度健全，陆续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客

空间管理办法》、《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办法（修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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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件，形成健全的制度支持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每年遴选和立项大学生创业

项目入驻创业园，至今已有七批。 

创新创业教育硬件设施完备，联合政府、企业等资源，建成 5430 平米的大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整个基地包含专家咨询室、路演区、开放办公区、休闲

讨论区、工具区、孵化区和实验室等功能区域，并配备各类桌椅、电脑、投影设

备等常规办公设备以及 3D 打印机、摄影摄像等专业设备。 

积极提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起草制订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

业导师管理办法》，设立专家咨询室，鼓励双创导师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类培训。

推行创业导师“双 100”计划（校内导师 100 人+校外导师 100 人）。通过内培

外引逐步建设起一支优秀的双创导师队伍。在库校内校外导师共计 112 人，其中

深圳市创业导师 7 人。 

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规划政校行企合作办学之路，积极发挥“政府引导、

行业引领、企业推动、校际协同”的作用，构建全方位的“一核心、六要素（1+6）”

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的创新创业教育经验。面向基础双创通识教育，在全校

开展公共必修课教学，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创业指导》两门课

程，授课对象涉及到 282 个班级 12322 名学生。同时学校积极促进专业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有机整合，结合十个二级学院特色，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各

二级学院开设《创业财务》、《创新思维》等专业必修课，并根据不同学生特点

的双创能力提升，开设双创类选修课程，供同学们自由选择，累计开设 132 门

选修课程。 

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面向创新意识、创业意向

强的学生提供 2188 创客大赛、各项创客沙龙活动以及各类调研、讲座、培训、

演出活动。举办创业类大型活动 8 场，各类培训、讲座常规活动近 30 场，利用

社团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举办社团活动 50 余次。极大提高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业热情。 

在统筹规划下，双创教育成效明显。在 2020 年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上取得省赛 1 金 4 银 2 铜的历史最好成绩。并首次进入该项赛

事全国总决赛，获得国赛银奖、铜奖各 1 枚，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被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深圳市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

被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为第二批市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成功

当选深圳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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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借力信息化助力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强力打造信息化特色质量保证体系，持续推进质量诊改工作。 

（1）基本情况 

围绕“一个体系、一套指标、一个平台、一套机制、一条实施路径、一类文

化、一批试点专业、一支团队”的思路，强力打造“深信”特色质量保证体系，

持续推进质量诊改工作。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工作方针，立足学校“十

三五”规划和“创新强校工程”建设，建成“五纵五横一平台”+“质量立方”

两维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完善管理流程，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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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相关制度文件 8 份，完成校级主报告 2 份，智能校园质量管理平台建

设通过终期验收，完成第三方人才培养内部质量保证检测体系建设咨询服务项目。 

新增 3 个专业、停招 3 个专业，完成 9 个专业群的布局优化调整，其中 7

个立项为省级及以上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各专业累计获得“1+X”证书制度

试点项目 24 项，新增 8 个专业开展专插本人才培养。 

教师获省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称号 2 名，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 35 项，立项

2 个省级双师教师培训基地，聘任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7 名，行企领军人才 15 名。 

学生在获政府主办的各项技能竞赛获奖 113 项，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6.43%，自主创业比例达 5.03%，730 人录取到本科院校就读，报考录取率达

64.1%。 

（2）主要举措 

加强学校→二级单位→专业（课程）至上而下的三级质量管理和运行，持续

推进完成 2020 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 

外部加强利益相关方及校外第三方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完成权威第

三方机构对在校生学习与发展情况、生源质量、学生成长质量、教学质量、毕业

生三期发展、三方满意度情况的监测和评价。 

基于信息化现状，以建设质量保证指标体系，数据中心为核心，完成智能校

园质量管理平台各功能模块的设计开发与平台部署工作，逐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逐级挖掘，可视化呈现，全面多维的诊断分析。 

2.2.5 线上开设课程数占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 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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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学校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达 1622 门，线上开设课程数为

1436 门，线上可用网络课程占比 88.53%。我校致力于网络课程建设，陆续引

入学堂云网络教学平台、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职教云平台，三大顶尖网

络教学平台。 

此外，还提供雨课堂、腾讯课堂、腾讯会议、华为 welink、钉钉等五家主流

直播工具，与三大网络平台共同构成 3+5 在线教学平台体系，为师生提供更多

的教学、学习和交流资源，助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2.3 产教融合高端发展 

2.3.1 深化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 

瞄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沿，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结合一流职业院校、“双高计划”建

设，支持相关专业群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特色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基地，形成

共建共享、稳定持续的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机制。 

紧靠信息技术产业，依托特色产业学院与产教融合基地，以就业为导向，联

合行业领军企业，在“六融合”框架下共同设计构建“专业认知基本技能专

项技能职业综合能力”的“四层递进”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施校企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设专业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共同

开发专业核心课程、共同实施专业教学、共同开展教学质量评价、共同负责学生

就业，以“双核驱动、教产对接”为手段，探索并实施“校企全程共建共担融合

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机制改革，召开多次产教融合工作专题会议，全面推

动落实产教融合，启动依托“芯火产业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新途径，深

度试点产教融合合作模式，强化院校教师与企业紧密接轨，激发企业参与教育的

积极性，发挥基础设施服务产业的效能，更好地支撑国家战略及深圳、珠三角地

区的产业发展。 

2.3.2 建设一批高端合作平台 

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要求，先后与一批国际知名企业签订全方位战略性合作协议，在人才培养、应用

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1）牵头发起组建职教集团、产教联盟 

2014 年，经深圳市教育局批准，联合 90 多家国内外职业院校、信息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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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协会、企业、信息类研究机构及职业培训机构等，组建深圳首个由高校牵

头组建的职业教育集团——深圳信息职业教育集团。以职教集团为平台，积极探

索政、校、行、企多元协同办学机制体制的改革创新，在人才培养与培训、人力

资源开发、产学研结合、职业教育资源开发与共享、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与

集团内相关机构展开实质性的多元化合作，努力形成生源链、就业链、人才链、

师资链、信息链、成果转化链、产业链等可持续发展的高职办学生态链。 

2017 年，在深圳信息职业教育集团的基础之上，联合大湾区 105 家职业教

育院校、研究机构、知名企业及行业组织，牵头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

联盟。从职教集团向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的跨越，更好整合政府行业

企业学校优质资源，建立教育与产业的有效沟通机制，各方办学资源真正转化为

专业人才培养新优势，转化为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 

（2）成立微电子技术专业委员会 

2020 年，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发起成立的微电子技术专业委员会（简

称“微电子专委会”）在我校成立，并在我校设立微电子专委会秘书处、全国微

电子技术专业师资培训基地。首批入会的成员单位有 45 家，来自政府部门、研

究型高校、微电子领域领先企业、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等。 

微电子专委会是在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要承担的特殊

历史使命。微电子专委会在深圳成立并将秘书处设在我校，标志着深圳教育在精

准对接国家需求、支撑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道路上又迈出坚实

的一步。微电子专委会的成立对深圳意义重大，也将促进整个集成电路产业的发

展，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3）政校行企共建合作平台 

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合作，共建技术研发机构、培训中心、创

新中心、实训基地等各类平台 342 个，在人才培养、应用研发、技术服务与培

训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各类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和实训基地情况如下表所示，合

作开展具体情况详见专项报告。 

表 2.3.2-1 学校各类合作平台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合作平台类型 合作内容 平台数量 

1 培训中心 技术培训 18 

2 创新中心 应用研发、技术服务 6 

3 实习实训基地 人才培养 115 

4 校外实践基地 人才培养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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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平台类型 合作内容 平台数量 

5 技术研发机构 应用研发、技术服务 19 

6 其他合作平台 其他社会服务 11 

合计 342 

（4）校企共建特色产业学院 

精准对接深圳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需求，探索多元化办学体制，整合优质社

会资源，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前沿，与龙头企业、领军企业、科研机构等联合举办

特色产业学院，已建成“芯火产业学院”等 10 个特色产业学院。特色产业学院

对应的专业群、依托的学院、企业如下表： 

表 2.3.2-2 学校特色产业学院一览表 

序
号 

产业学院名称 依托专业群/学院 合作企业（单位）名称 

1 芯火产业学院 
微电子专业群/微电

子学院 

深圳市微纳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 

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 

深圳方正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立能威微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朗迅科技有限公司 

2 
深信服安服产

业学院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

业群/计算机学院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中视典扩展现

实产业学院 

数字媒体专业群/ 

数字媒体学院 

深圳中视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室内设计师协会 

4 

海目星智能制

造与装备产业

学院 

智能制造专业群/智

能制造与装备学院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为实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冰海科技有限公司 

5 龙岗排水学院 
人居环境专业群/交

通与环境学院 
深圳市龙岗排水有限公司 

6 
金拱门工商管

理产业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群/管

理学院 
深圳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 

7 
多丽电子商务

产业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群/管

理学院 

深圳市多丽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头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 
正保大数据会

计产业学院 

会计专业群/财经学

院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9 
越疆机器人产

业学院 

机器人专业群/中德

机器人学院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10 
卡奥斯产业学

院 

机器人专业群/中德

机器人学院 
海尔数字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5）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 

与 309 家国内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内容涉及人才培养、技术培训、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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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用研发等。积极响应广东省、深圳市发改委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

工作，鼓励并协助与我校有深度合作企业申报。该年度申报产教融合企业达 144

家。 

表 2.3.2-3 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1 深圳智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深圳市 IUV科技有限公司 

3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4 深圳市微纳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 

5 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7 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8 深圳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 

9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深信铁汉一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1 联想（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12 深圳市润鹏华通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3 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14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15 伟龙金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6 深圳鼎典创造体设计有限公司 

17 深圳市浩天装饰有限公司 

18 深圳市全能广告有限公司 

19 深圳市中视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0 深圳市东方信腾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21 深圳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2 深圳时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 深圳市冰海科技有限公司 

24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5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6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 深圳市华兴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28 深圳典阅科技有限公司 

29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康盈资产、汇盈学汇咨询管理公司 

31 邮政银行深圳分行 

3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龙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3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4 深圳市汇合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大厦分公司 

35 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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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36 深圳市博智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37 深圳市阿米巴数据分析有限公司 

38 深圳企税云科技有限公司 

3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分有限公司深圳市罗湖支公司 

40 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1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深圳市联洲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笋岗东路证券营业部 

4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45 百世物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46 深圳市汇深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7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48 深圳市聚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9 深圳市力嘉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0 深圳他拍档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51 深圳市头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2 沃尔玛（深圳）百货有限公司 

53 深圳市中丝园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54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55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56 深圳市昇平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57 深圳市现场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8 美集物流运输（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59 深圳零极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0 深圳市网贷东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1 深圳市黑马传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2 深圳市本地宝科技有限公司 

63 深圳市星邦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4 深圳市中海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65 深圳市华工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66 深圳市西遇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67 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 

68 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69 沛华运通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70 深圳娃哈哈荣泰实业有限公司 

71 珠海市维佳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72 深圳市益嘉物流有限公司 

73 深圳前海东方旭昇供应链有限公司 

74 深圳市马睿科技有限公司 

75 德莎国际货运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76 深圳市华商联投资发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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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77 深圳市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78 深圳市盐田港国际供应链营运有限公司 

79 深圳本地宝科技有限公司 

80 深圳微软技术中心 

81 深圳海卓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82 深圳市面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3 深圳市明讯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4 深圳市聚科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5 达飞轮船（中国）深圳分公司 

86 中海泰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7 深圳市易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 智慧融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9 诺普（深圳）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0 深圳米飞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91 深圳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2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93 深圳市新视达视迅工程有限公司 

94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95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96 高新现代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97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98 深圳采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9 深圳市风向标科技有限公司 

100 深圳骏爵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1 深圳市湛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2 深圳市宗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3 深圳新宝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104 深圳大兴通商汽车有限公司 

105 行云新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6 深圳市新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7 深圳市誉成汽车有限公司 

108 深圳市鹏奥达科技有限公司 

109 深圳市金达健水科技有限公司 

110 深圳市慧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1 深圳市利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2 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113 深圳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14 深圳中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15 深圳市国人检测有限公司 

116 深圳市景泰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17 深圳市尚善环治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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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118 深圳市升阳升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119 深圳市腾龙源实业有限公司 

120 深圳市泽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1 深圳市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2 深圳市绿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3 深圳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4 深圳市高迪科技有限公司 

125 深圳市建研检测有限公司 

126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7 深圳市山水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8 深圳市奥洁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9 深圳市万卉园绿化有限公司 

130 深圳市新厚泰电子有限公司 

131 深圳市园林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2 深圳市老花匠环境有限公司 

133 深圳市城建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4 中审联（深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5 深圳市策维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36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37 深圳市美斯图科技有限公司 

138 深圳市拓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39 深圳德龙激光智能有限公司 

140 深圳瑞新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1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142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 深圳市艾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44 深圳小宅科技有限公司 

2.3.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达 2677.39 万元 

获企业捐赠资产累计 566 件，共计¥2677.39 万元(软件类 117 件，价值

￥1813.52 万元；设备类 449 件，价值￥863.88 万元) 。数额较大，达优秀水

平。 

现有各类实训基地 61 个，其中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4 个，省级高

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16 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1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1

个，校级产教融合型基地 12 个。其中，计算机学院与华为、思科、深信服、天

融信、腾讯、juniper 等 IT 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成功入选第一批“思科校

企合作岗前实训基地”建设院校，是思科网络技术学院理事会单位。与华为合作

建有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并建设深信服等保 2.0、华为云计算、云存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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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实训基地。软件学院为培养更多优质软件技术技能人才，满足地方经济发展

需求，近年来分别与谷歌、亚马逊、腾讯云、华为云、网易、新华三等知名企业

共建、更新“移动应用开发人才培养基地”、“大数据应用开发人才培养基地”、

“人工智能应用开发人才培养基地”、“嵌入式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华为云

应用开发人才培养基地”、“亚马逊云服务应用开发人才培养基地”和“现代学

徒制软件测试人才培养基地”等六个人才培养基地。 

接受企业捐赠累计约￥2677.39 万的资产。比如，金蝶公司向管理学院捐赠

价值 1430 万元的“ERP 企业管理软件”。深圳智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四套软件，价值 178 万元，为仿真实训室建设提供服务，用于教师的教学以及

指导学生仿真实训和参与竞赛使用。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捐赠价值

181.18 万元教学软件平台一套，为加强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支持基于财务云

共享中心的现代学徒制建设。 

2.3.4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达 6.03% 

共计 725 名同学接受企业订单培养，所占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全日制学生

总数的 6.03%。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与企业行业开展“订单式”培养，主要开展的模式

有紧密型、直接型和间接型，代表企业有深圳市润鹏华通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浩天装饰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订单式

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校为产品（学生）供方，企业为产品（学生）需方，约定

校企双方严格按照企业需求的标准培养人才，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信息互

通和利益共赢，推动人才培养目标由教育标准向企业标准的转变，促进职业院校

教育教学工作的改革。 

2.3.5 开展国家、省、校三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实现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不断探索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作为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现有 4 个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

业，10 个省级试点专业及 5 个校级试点专业。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已

通过省级验收，目前待教育部公布国家级验收结果。2018 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

生数 179 人、2019 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数 216 人及 2020 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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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117 人，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数 324 人、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

数 119 人及校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数 69 人，2020 年现代学徒制在校生人数

共 512 人，占普通高职在校生数比例 2.91%。 

依托实体，建立校企“双主体”育人长效机制。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以及

各试点专业所属二级学院联合合作企业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出台《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校企协同育人管理办法》，试点专业结合专业实际

情况与合作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学生（学徒）与学校、企业签订三方协

议，明确各方权利与责任，保障各方利益，使校企双方在育人过程中相关责任、

义务可落地、可实施、可量化。校企双方业已建立起“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

任共担、成果共享”的长效育人机制。 

精准对接，校企合作培养与企业高匹配度的高素质人才。现代学徒制试点专

业与合作企业密切合作，共同编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学徒成长规律，注重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结合，精准对接岗位需求，重构课程体系，实施课证融通

制度，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更加提升人才

培养的企业需求匹配度。 

多措并举，提升校企导师专业能力。通过开展双师素质培训、推进专任教师

下企业、组织企业导师教学培训等方式，有效提升校企导师专业能力。以“传、

帮、带”方式提升企业导师教学能力，企业导师以互助互学形式传授学校导师实

践技能，促进校企导师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升。 

建章立制，形成深信特色现代学徒制管理制度体系。在现代学徒制试点实践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规则制度，出台一系列体现学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特色的管

理制度，形成深信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培养特色现代学徒制管理制度体系，

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从校企合作、招生招工、教学管理到教学质量监控进

行全过程管理，保障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顺利实施，保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

量。 

凸显信息特色，形成深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不同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易于开展现代学徒制工作，作为“点状”而非“片状”就业特征的非劳动密集型

专业本身在形式上难以开展批量化、建制化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深圳

ICT 产业世界一流，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学校地处深圳，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特

色明显。充分利用区域产业经济优势和自身信息特色，联合企业共同开展现代学

徒制试点工作，形成独具特色的深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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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校企共同开发专业标准与课程资源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产业新需求，校企共同设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开发标准、教材和课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核心技能与关键岗位的“四精准”对接，推动教

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成果丰硕。 

高度重视标准建设工作，努力打造高水平的本校特色标准体系，与合作企业

共同开发标准数 1418 项，其中专业教学标准 47 项，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

准 1 项，岗位技能等级标准 9 项，课程标准 1361 项。 

与知名企业合作，行业企业技术人员、能工巧匠等深度参与教材编写。紧跟

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及时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

教材内容。入选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25 项，与阿里巴巴集团、联想科技有限公

司等知名企业共同开发出版教材 17 项，校企共同开发校本教材 183 项，立项校

级高水平立体化教材 47 项。 

建成 2 个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和 7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教学

资源库和精品开放课程项目建设为抓手，不断推动相关课程资源的数字化、网络

化，实现专业教学资源共享。与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 337 门、校企共同开发

数字化资源 137 项，不断增大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以满足信息化教学和学生个

性化学习需求。 

2.4 实践教学管理科学规范有序 

2.4.1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为 1.5878 个 

现有教学实训（验）室 218 间，覆盖通信类、计算机类、智能制造类和财

经管理类等专业的实训基地 61 个，共计工位数为 27980，其中国家级高等职业

教育实训基地 4 个，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16 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1 个，

省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1 个。 

遵循“校企合作共建、融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四位一体’

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模式，通过学校自建、校企共建和企业捐建等方式积极增

强校内实训基地的实力，使实训基地的发展始终紧跟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步伐，

目前拥有云技术虚拟化实训室、移动互联应用安全实训室、智能产品生产车间、

仿真银行综合实训室、SCRAR 机器人实训室和智慧物流实训室等一大批前沿新

兴技术实训场所，为实训教学、一体化教学、各类竞赛、技能考证和社会服务提

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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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全部专业实现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 50% 

现有电子信息类、智能制造类和财经管理类等相关招生专业 47 个，所有专

业的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 50%以上。 

坚持立德树人，以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为培养主线，创建基本技

能、综合技能、职业技能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四级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把工匠精

神、劳动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养成贯穿全程，系统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理论和

技术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中设置的实践性教学学时主要包括理实一体化课程

中的实践教学、专业认知实践、综合集中实训和顶岗实习等教学环节。 

在实施过程中，实施“多学期、分段式”教学管理模式。依据校企合作、工

学交替的教学需求，把教学过程分为多个时间段，按照企业的生产时间，灵活调

整教学时间，采取多学期分段制的形式安排实习实训。 

2.4.3 实习管理严格规范 

学校高度重视顶岗实习教学环节的顶层设计与过程管理，在实习制度建设、

实习单位选择、实习过程监管、实习成绩评价、实习安全监管和实习教学功能上

严格把关。2020 届毕业生 5072 人中 4322 人参加顶岗实习。依托信息化实践教

学管理系统，完成实习教学管理工作。 

按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实习组织、管理、考核和安全责任等

方面要求，结合《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中相关专业顶岗实习标准，

制定并落实相应实习管理规章制度，严格落实，责任到人，进一步规范顶岗实习

管理机制。 

各二级学院成立顶岗实习工作小组负责实习企业的组织遴选、教学任务的编

排、实习过程的管理落实、实习成绩的综合评价、实习补贴的申请和审核。采用

二级学院统一推荐与学生自行选择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顶岗实习单位。层层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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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学生实

习的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引入实践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依托在线系统，在实习前

期，可以实现实习前期的实习信息采集与管理，通过技术手段严格执行“无协议

不实习”政策；实习过程中，系统的手机签到功能可以便捷地实现指导教师远程

考勤，配合实习单位现场考勤，确保学生到岗效率，学生还可以通过系统提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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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周记、实习总结、实习鉴定和申请财政补贴，系统设置一键提问与解答功能，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可以随时联系自己的指导教师；实习结束后，可以完成学生、

校内指导教师和实习企业的三方评价，实现大数据的分析，为顶岗实习工作的决

策提供参考。 

同时建立企业评价、学校评价、自我评价的三方质量监控评价体系，采用过

程性考核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顶岗实习鉴定，并将考核贯穿于实习全

过程。 

2.5 师资队伍不断优化 

2.5.1 生师比为 18.6:1 

（1）基本情况 

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714 人，2019-2020 学年专任教师承担教学总学时数

232401.1 学时，人均教学学时数 325.49 学时，聘请校外教师承担的教学总学时

数 75912 学时；在校生情况为折合在校生数 17622 人。学校 2019-2020 学年的

“生师比”为 18.6:1。 

（2）主要举措 

进一步加大专任教师的招聘力度，根据聘用制用人方案、聘用制人员薪酬待

遇，大力开展聘用制人才招聘引进工作。2020 年开展硕博招聘 15 批（次），全

年招聘（含拟聘）聘用制博士、硕士人才约 148 名（博士层次约 64 名，硕士层

次约 84 名），其中教师 73 名左右（博士 64 名，硕士 9 名）为学校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2.5.2“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占比达 86.35% 

（1）基本情况 

专业课专任教师数为 425 人，具有“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共 367 人，

占专任教师的 86.35%。拥有广东省双师型名教师工作室 1 个，广东省技术能手

2 人，深圳市技术能手、技能菁英 1 人。选派教师参加 HCIE、HCIA、CMA 等

认证证书培训 55 人次，获得顶级职业认证 25 人，其中获得华为认证证书 20 人。 

（2）主要举措 

“双师”素质教师是师资队伍建设的特色，学校重视教师的“双师”素质培

养，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与个别培训相结合，加强职业资格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教

师的“双师型”教师比例。 

①印发《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双师”素质教师培训方案》，按照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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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元的标准支持教师“双师”素质培养，结合高职教育对教师“双师”素质

的要求，鼓励教师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升职业技能。 

②充分发挥政校行企协同高端育人平台的作用，其中包括粤港澳大湾区职业

教育产教联盟、国家“芯火”平台人才实训基地、第三代半导体粤港澳大湾区人

才培养与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等重大平台，依托与华为合作举

办 ICT 学院等，组织开展双师素质教师培训进修，考取 HCIE、CCIE、OCM、

RHCA、CFA、CMA 等行业顶级职业能力证书，提升专任教师专业实践实战技

能。 

2.5.3 专业课专任教师企业实践经验丰富 

（1）基本情况 

专业课专任教师数为 425 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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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198 人，占比为 46.59%。对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

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对特殊高技

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2019 年以来，共

招聘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教师 32 人。 

（2）主要举措 

①按照分类实施的原则推进现有专任教师下企业。新入职且无企业工作经历

的专任教师全职下企业由各学院根据教学工作来安排，一般为 3-6 个月，原则上

不安排教学任务；兼职下企业由教师在业务时间或寒暑假安排；已在岗或有企业

工作经历的教师实践形式主要是寒暑假下企业实践和兼职下企业实践，每期实践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个月，实践时间可累计计算。 

②进一步加大行企工作经验人员的招聘力度，在相关专业教师岗位条件要求

中明确一是要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二是对有年龄要求的岗位，对具有行企

工作经历或高技能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 

2.5.4 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比例高 

（1）基本情况 

714 名专任教师中，到企业实践锻炼教师数为 114 人，占比 15.97%。 

（2）主要举措 

①新入职且无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在入职 3 年内，安排累计不少于 1

年的时间到相关企业顶岗实践。要求了解相应的业务流程、岗位素质、知识技能

要求，收集实际岗位工作案例和项目，改造后用于实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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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已在岗或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实训指导教师每 5 年必须

不少于 6 个月参与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要求了解本专业最新的行业动态，

学习专业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新规范以及企

业文化，收集实际岗位工作案例和项目实施课程改革，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 

2.5.5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23.85% 

（1）基本情况 

2019-2020 学年共聘请校外兼职教师 380 人，其中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教

师为 316 人，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数为 63462 学时，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

课时占比 23.85%。 

（2）主要举措 

各二级学院加强与企业的合作，聘请企业专业人员作为课程外聘授课教师。

结合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双导师”

考核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企业导师的考核和奖励；以兼职教师工作站或工作

室为平台，以提升兼职教师队伍的教学质量水平为重点，积极吸引行企选派具有

影响力的专家、一线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担任专业带头人和兼职教师，形成“聘

前培训、教学督导、奖惩相济”的教学氛围和相对稳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

兼职教师队伍。 

2.5.6 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成果丰硕 

（1）教师师德建设工作扎实 

①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要求，以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风建设，全面

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教风水平。建设方案制定由人力资源处（党

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牵头，联合教务处、质量管理中心（教学督导室）

和创新强校办公室等部门共同研究具体措施，务求在师风教风、教学行为、教学

质量提升和推动中心工作任务落实等各方面均取得实在效果。 

②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原则，将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放在教师培训的首位，建立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教师岗

前入职培训、在职提升培训的“第一课”，要求各二级学院每月安排 1 个周三下

午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并纳入继续教育学时。 

③制定《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处理办法》，将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各项要求融入教师管理各个环节，贯穿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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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教育教学管理各个方面。建立健全教师师德承诺制度，与全体教职工签订师德

师风承诺书，新教师岗前培训举行新教师宣誓仪式，承诺和宣誓的核心内容是新

时代教师行为准则。 

④将师德师风作为校内各类人才项目选拔推荐的首要条件。严把入口关，严

把教师聘用、人才引进政治考核关，人力资源处对每一位新入职教师开展组织考

察，重点对其思想政治状况的考察，要求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和无犯罪记录证明，

确保每位新入职教师思想政治、师德师风过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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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两院两所”科研创新平台，设置高层次人才岗位，采用全职引进和柔

性引进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引进杰出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及

其团队、学科（专业）带头人，同时优先支持杰出人才组建学术团队，予以研究

经费配套、实验场所提供和研发助手配备等支持，保证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

引进政策。柔性引进国家级应用研发领军人才 3 人，高层次人才领衔的创新团队

1 个，国家技术能手 1 人；全职引进全国优秀教师、广东省技术能手 1 人。 

培养全国先进工作者 1 人；全国技能大赛金牌选手 1 人；深圳市高层次人

才 17 人；认定深信学者和深信名师 16 人、选拔深信学者和深信名师培养对象 8

人；认定广东省高层次技能兼职教师 6 人；共组建以“珠江学者”、“鹏城学者”、

“国家和省级教学名师”领衔的团队 9 个；获“教育部教师风采短视频”优胜奖

1 个；获广东省第九届师德主题征文高职高专组三等奖 1 人；获广东省教学能力

竞赛奖项 13 个，其中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 4 个；获广东省教育教

学成果一等奖 1 人；获深圳市优秀教师 5 人，获深圳市优秀班主任 2 人。 

（3）优秀教师案例 

①韩丽屏，副教授，从事高职教育教学工作至今已有 16 年。主持完成全国

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重大课题项目《学校共青团工作的专业化、标准化、知识积

累及共享机制研究》；主持《基于作品导向“三递进二融合”的数字媒体应用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广东省质量

工程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两项；建设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一门，于 2020 年通过

广东省教育厅验收。建设完成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课程一门。主编、副主编教材两

本。近三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十五项，并

两次获得广东省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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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程东升，副教授，博士（后）毕业于中山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广东

省青年“珠江学者”，深圳市优秀教师，南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

事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科学与工程计算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担任高职

信息行指委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标准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

审专家、深圳市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和深圳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区域行企

的技术顾问。 

③郝智勇，博士，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深圳大学理论

经济学专业博士后。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后备级），龙岗区“深龙英才”，

学校首批“深信学者”培养对象，中国仿真学会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会员。

发表国际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5 篇、EI 收录 14 篇，主要研究成果

发表在《Applied Intelligence》、《IEEE Systems Journal》、《系统工程与电

子技术》等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权威期刊，以及 DEX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base and Expert Systems Applications) 、 ICS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warm Intelligence)等权威国际学术会议。申请并主持完成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

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主持在研校级

自由探索科研项目 1 项，获人工智能领域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④牛爱军，副教授，上海体育学院教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2009-2011），国家体育总局三十人“健身气功精英计划”培养对象之一，国

内知名健身养生专家。主要教授武术、健身气功等传统体育课程，在教学中技理

并重、循循善诱，将医学知识、传统文化等融会在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运动中

能启发思维、扩展视野、激发兴趣，为培养学生的终身锻炼习惯打下良好基础。 

⑤彭丹，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负责讲授本科和专科 4门专业主干课、3门实训课，年均教学工作量 500余课时；

进校以来，累计主持市级以上科研项目 7 项；共发表论文 44 篇（SCI 论文 22

篇），单篇最高 SCI 影响因子超过 10（建校以来唯一）；累计第一指导学生获

得国家级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 项。 

⑥任静儒，武汉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佛罗里达大学（美国）访问学者。主

要教授经济数学、高等数学、趣味经济学等课程。入校以来，以健康经济、旅游

景点游客满意度评价等为主题，共获批纵向和横向课题 4 项，包括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校级人文探索等课题，获批经费总额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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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⑦谭立静，管理学博士，副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访问学者，深圳市海外高

层次人才（C 类）。科研上，累计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近 5 年来以第一

作者发表 JCR 1 区论文 3 篇；主持 2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 项广东省

教育厅“创新强校工程”人文社科自由探索项目项、1 项校级科研培育项目，并

参与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互联网+国际贸易大赛”获得

二等奖；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报关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指导学生参加校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二等奖。承担校级精品课程《国际商务谈判》的建

设工作；参编《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贸易实务》、《跨境电商理论、操作与

实务》三部教材。 

⑧王辉静，博士，副教授。第八届广东省级教学名师，广东省级优秀教学团

队负责人，广东省高职院校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红旗 Linux 认证金牌讲师，

数据库应用工程师。近年主持完成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主持完成广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 1 项、企业横向项目等多项科研

项目；主持完成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1 项、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

奖培育项目 1 项等教研项目；发表教科研论文 20 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 项，主编出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1 部；指导学生参加开源竞赛大赛获全国一

等奖；完成多项企业技术培训、技术支持等社会服务工作，荣获推动开源文化发

展优秀老师奖。 

⑨覃国蓉，教授，系统分析师。1992 年 7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系，2000 年 7 月获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硕士学位。在企业一线软件开发岗

位工作 6 年，2003 年调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至今，目前为广东省特支计划

领军人才、广东省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广东省职业

院校首届教学名师、深圳市高层次人才、深圳市知识界联谊会常务理事、深圳市

龙岗区深龙英才、深圳市龙岗区优秀专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首届校教学名

师、软件开发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 

⑩赵妮，博士。担任《大数据金融》、《金融市场》、《金融营销实务》等

多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工作，先后被评为深圳市“十佳青年教师”、“智盛奖

教金”国家级实验教学优秀实验教师、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三八”红旗手；

2016-2020 年，连续四年年荣获校级“教学质量优秀教师”称号。 

2.6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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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毕业生创业率稳步提升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形成以培养高技能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为核心，整

合创新创业课程、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众创空间及孵化器、校友资源、社

会资本六大要素，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树立创业意识、增强创业能力，构建全方位的“一核心、六要素（1+6）”的创

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的创新创业教育经验。 

大学生创业园自2014年开园以来，已成功孵化六期共121家学生企业，成功

立项第七期创业项目31项。涌现出一批创业典范，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

取得良好成效，获得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等荣誉。 

近年学生创业率稳步提高，第五期创业园项目立项26项，其中2020届应届

毕业生65人；第六期创业园项目立项51项，其中2020届应届毕业生189人；第

七期创业园项目立项31项，其中2020届应届毕业生14人。三期创业园参加创业

的2020届应届毕业生268人，当年应届毕业生共4898人，当年应届毕业生创业

率为5.47%，高于2019年毕业生创业率。 

2.6.2 毕业生满意度 

历年来，学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和推荐度均较高。根据省厅安排，2021

年度广东省毕业生满意度预计在 4-5 月份开展。从往届毕业生反馈情况来看，教

学评价方面，本校教学质量得到学生较好的认可。学习投入方面，本校课堂考勤

管理较好，各专业学生积极配合各项管理制度。与同类院校相比，本校学生对校

园环境、学生工作、生活服务的满意度均具有优势，学生在校期间体验较好。今

年，学校将加入宣传力度，确保学生的邮箱真实有效，并客观有效的配合上级做

好调查工作。 

2.6.3 雇主满意度 

2021 年，积极配合并参与省教育厅组织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

认真收集整理企业雇主基本信息，及时制作联络台账，跟进服务，确保雇主单位

了解调查工作的具体时间与方式。从调查结果来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满

意度较高，2021 年度雇主满意度为 89.4%（五分制为 4.47 分），有效回收率为

20.44%。雇主对毕业生在服务管理、综合素养、知识评价、勤奋度、诚实守信、

工作效率与业绩、主动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表明本校对应届毕业生的

工作能力、素养和知识方面的培养与雇主需求一致。 

2.6.4 教师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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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专任教师满意度的调查工作将于 4-5 月进行。过去的一年，在专任教师

人才培养、工作环境、成长空间、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专任教师在

对教学评价工作、教学运行工作、教学创新工作的满意度也较高。同时，加强对

教师基础知识储备、继续学习、工作热情、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引导。 

2.7 人才培养成果丰硕 

2.7.1 人才培养工作成绩斐然 

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培育、推进各级项目建设和技能比赛工作，

2020年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 

（1）获得的项目或荣誉 

①“十三五”规划教材25项：本着注重吸收产业升级和行业发展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原则，加强教材建设的管理和建设力度。立项国家级

“十三五”规划教材25项，教材建设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②省级高水平专业群5个：成功立项环境工程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术、金

融管理、电子商务、商务英语等5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专业群建设水平进一步

提升。 

③省级教学成果奖6项：成功申报广东省教学成果奖6项，其中，一等奖3项、

二等奖3项，育人成效进一步彰显。 

④省级教改项目9项：获批立项省级教改项目共9项，其中，省级教改项目

高职扩招专项8项，省级教改委托项目1项，三教改革深入推进。 

⑤省级职业技能大赛获奖62项：我校65支队伍参加省厅主办的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其中62支队伍获奖，获得一等奖28项、二等奖

19项、三等奖15项。省赛获奖数量上比去年得到进一步提升，排名稳居广东省

高职院校第2位。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成效显著提升。 

⑥国家级技能大赛亮点突出：聚焦优势和特色专业，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类专

业优势，着力打造集成电路领域的优势，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开

发及应用赛项一等奖1项，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金牌1个，

实现深圳高职院校参加全国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获得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牌1个，互联网+大赛实现新突破。 

⑦教学能力大赛获奖5项：加大对参加教学能力大赛教师的支持力度，从服

务团队、拍摄团队、经费支持等多方面开展工作创新，经初赛和现场决赛等环节，

省教学能力大赛成绩显著提升，共获奖项5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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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1项。 

（2）优秀学生案例 

表 2.7.1-1 2020 年学校优秀学生案例一览表（10名） 

序
号 

姓名 学院 班级 主要成绩、荣誉 

1 蓝凯城 软件学院 

18计算机信

息管理 3-3

班 

获国家奖学金；广东省技能大赛区块链技术应

用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广东省二

等奖；深圳市高校廉洁使者；校优秀学生干部；

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2 陶佛钦 
信息与通

信学院 

18电子信息

工程 3-3班 

2020年国家奖学金；2019年深圳市电子系统制

作三等奖；2020年广东省“攀登计划”自然科

学类优秀学术论文；2020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广东省三等奖；2020年广东省大学生挑

战杯银奖；考取华为人工智能 HCIA证书，1+X

传感器应用开发中级证书。 

3 方如康 
信息与通

信学院 

18电子信息

工程 3-2班 

获 2020年国家奖学金、2019 年国家励志奖学

金、“优秀学生干部”；荣获 2019年广东省挑

战杯银奖、广东省攀登计划立项和深圳市电子

系统制作三等奖等奖项。 

4 林泽锋 
计算机学

院 

17网络技术

3-3班 

获 2019年国家奖学金；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省级三等奖；第三届“深信年度人物”；其

先进事迹作为深圳市唯一代表被《人民日报》

刊登。 

5 方淑婷 管理学院 
18电子商务

3-3班 

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深圳市武术

公开赛女子 C1组咏春拳第一名；“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共产党员” 

6 何丽 
交通与环

境学院 

18室内环境

检测与控制

技术 3-1 

2019-2020学年国家奖学金；2019年入围广东

省“互联网+”决赛，2020年进入“互联网+”

国赛总决赛，获得省级银奖四项，校级奖项十

三项。 

7 李兆康 
数字媒体

学院 

18数媒艺术

3-1班 

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其原创设计作品《“建国

70 周年-我们身边的变化”系列海报》获选参

加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新支付·妙创想”第二届云闪付进校

园创意设计大赛设计组铜奖；第十二届全国大

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广东赛区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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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学院 班级 主要成绩、荣誉 

8 廖鑫 
中德机器

人学院 
18网络 2班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荣获国家二等奖；

第九届“全国软件设计大赛”获得国家三等奖；

ROBOCOM 世界机器人开发者大赛深圳赛区“半

自动计时赛”二等奖、“自动对抗赛”三等奖、

“半自动对抗赛”三等奖。 

9 陈宏铎 

智能制造

与装备学

院 

17特种加工

技术 3-2班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全国总决赛“银奖”、广东省金奖和 2019深

圳“逐梦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二等奖”；入

校以来获得校内外创业比赛奖金和项目资助70

多万元；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各 1项；

在校期间与同学创立“深圳市子衍科技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弘镭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现担任深圳市弘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

市子衍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10 叶俊雄 机电学院 
13控制 3-3

班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高级技师，可编

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技师，自动化工程师。2017

年荣获国家五部委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职工组一等奖；2019年荣

获“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18年荣获“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2020年获评“深

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2019 年获评“深圳市

技能菁英”。 

2.8 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 

表 2.8  “创新强校工程”提质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列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 

2.提

质

（45

分） 

2.1体

制机制

改革（5

分） 

2.1.1办学体制机制建

设与改革创新（1分） 
1 

2.1.1.1 2020年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

报告 

2 
2.1.2二级院系管理体

制改革（1分） 
1 2.1.2.1-2020年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革报告 

3 
2.1.3人事制度和绩效

工资制度改革（1分） 
1 

2.1.3.1-2020年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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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4 

2.提

质

（45

分） 

2.2教

学改革

与管理

（7分） 

2.1.4学分制管理制度

改革（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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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1.5建立健全专业结

构调整优化机制（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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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2.1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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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2.2“学历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试点（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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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2.3创新创业教育（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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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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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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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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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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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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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3产

教融合

（9分） 

2.3.1校企合作体制机

制改革（1.5分） 
1.5 

2.3.1.1 2020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情况报

告 

12 
2.3.2合作平台建设（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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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3.3企业提供的校内

实践教学设备值（单

位：万元，1.5分） 

1.5 
2.3.3.1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明细

表 

14 

2.3.4企业订单学生所

占比例（单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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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3.5现代学徒制试点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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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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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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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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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4实

践教学

（3分） 

2.4.1生均校内实践教

学工位数（单位：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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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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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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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4.3实习管理（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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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5师

资队伍

（10

分） 

2.5.1生师比（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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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5.2“双师型”专业

课专任教师占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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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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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5.3.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行企工作经

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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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5.4.1专任教师下企业统计表（2020年度） 

24 

2.5.5企业兼职教师专

业课课时占比（单

位：%，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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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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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25 

2.提

质

（45

分） 

2.5师

资队伍

（10

分） 

2.5.6教师队伍建设标

志性成果（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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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6人

才培养

质量（6

分） 

2.6.1应届毕业生当年

创业率（单位：%，1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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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6.2毕业生满意度

（单位：%，2分） 
2 省厅尚未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 

28 
2.6.3雇主满意度（单

位：%，1.5分） 
1.5 2.6.3.1 雇主满意度 

29 
2.6.4教师满意度（单

位：%，1.5分） 
1.5 省厅尚未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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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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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44.8   

3.强服务 

3.1 科技研发实力雄厚 

3.1.1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与项目再创新高 

（1）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情况 

新增省部级科研平台3个、市厅级科研平台1个，省部级级科研创新团队2个。

市区级以上科研平台20个，其中省部级平台4个，市厅级平台12个，区级平台4

个；市厅级科研创新团队4个。 

表 3.1.1-1 2020 年度学校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团队一览表 

序
号 

平台/团队名称 级别/类别 立项单位 立项时间 

1 
广东省无线通信与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开

发中心 

省高校工程技术

开发中心 
省教育厅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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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平台/团队名称 级别/类别 立项单位 立项时间 

2 
城市硅铝质固废资源化利用产教融合创

新平台 

省高校产教融合

创新平台 
省教育厅 2020.9 

3 广东省第三代半导体工程技术开发中心 
省高校工程技术

开发中心 
省教育厅 2020.9 

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

心 

市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市社科联 2020.11 

5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研究创新团队 省高校创新团队 省教育厅 2020.3 

6 视频图像大数据公共安全应用创新团队 省高校创新团队 省教育厅 2020.9 

（2）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情况 

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21项。 

表 3.1.1-2 2020 年度学校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立项单位 立项时间 

1 
酶原位构筑三维秸秆基材料及其

去除溢油的机理研究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20.9 

2 
硅铝键合环境对 MSWI底灰碱溶出

动力学影响机制研究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20.9 

3 
基于先验信息的在线跟踪技术研

究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20.9 

4 
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的职业教育

专业建设研究 
国家级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7 

5 
地震勘探频率正演模拟的高性能

计算 
省部级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 
2020.4 

6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菌群优化模

型与算法 
省部级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 
2020.4 

7 
针对无人机路径规划的多目标演

化算法聚类交配限制策略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省市联合基金 
2020.12 

8 
泡沫地聚物孔结构调控机制量化

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省市联合基金 
2020.12 

9 
健康中国视阈下健康不平等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省部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20.3 

10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价值观

研究 
省部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20.3 

11 
场域理论视域下香港青年问题研

究 
省部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20.3 

12 
基于特色高水平院校建设的“头

雁领航”榜样育人培养模式研究 
省部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 
2020.3 

13 发展性语言障碍儿童分裂句习得 省部级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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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立项单位 立项时间 

研究 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 

14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创新

发展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3 

15 
基于伴随式数据收集与图神经网

络结合的高校精准教学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3 

16 
服务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创新模式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3 

17 

新媒体时代信息化教育接受度影

响因素多层实证分析：PLS-SEM模

型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3 

18 
先行与示范:“双区”驱动战略下

深圳高职教育发展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3 

19 

精准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

示范区建设的基础教育交流合作

创新机制与系统路径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5 

20 

基于就业导向的湾区影视专业高

职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及教育方法

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9 

21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软件行业的高

职 1+X证书制度探索与实践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9 

2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高职院

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9 

23 

大数据视角下高职院校全生命周

期绩效考核立体化体系的建构—

—以深圳某高职院校为例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9 

24 
斯坦福 2025:面向未来课堂投资

理财柔性人才模式实践与研究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9 

25 

移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影响机

制及干预的追踪研究──以高职

大学生为例 

省部级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9 

3.1.2 拨入科研经费总量达 5782 万元 

2019年投入科研经费总额4054.96万元，2020年投入科研经费总额5782万，

当年拨入科研经费总量同比增加1727.04万元，增长42.59%。其中归属于科技类

的科研经费共4836.9万元，同比增加1509.7万元，增长45.37%；归属于人文社

会科学类的科研经费945.1万元，同比增加217.34万元，增长29.9%。 

3.2 社会服务水平攀升 

3.2.1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达 2483.09 万元 

积极参与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深圳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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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研发，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还鼓励教师接受政府、企业决策咨询、提供技术服务，

2020年累计横向技术服务项目66项，横向项目经费达2483.09万元，为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表 3.2.1-1 2020年度学校部分横向技术服务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日期 
合同经费

(万元) 
委托方 

1 
无人超市智能监控与结算系统

研发项目 
郑玮琨 2020-1-15 10.5 

广东省南方软件有

限公司 

2 
中国品牌全球化定位的战略研

究 
金珞欣 2020-1-16 5 

上海塔望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3 教师绩效开发系统 彭保 2020-3-2 9.2 
南方教育软件基地

有限公司 

4 
区块链去中心化程度的量化评

估技术 
邬可可 2020-3-6 17 

深圳市云际通科技

有限公司 

5 
五轴数控双激光束模具纹理激

光加工装备关键技术研发 
周泳全 2020-4-1 160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6 
城市排水管道智能检测机器人

研发 
李华忠 2020-4-6 16 

阿尔法尔(深圳)科

技有限公司 

7 
客户及供应商的大数据采集与

分析 
高月芳 2020-5-9 30 

江苏高泓新材料有

限公司 

8 
高等院校科研管理系统软件测

评的要点分析 
唐飞 2020-5-13 5 

嘉润达资讯系统

（深圳）有限公司 

9 

结合物联网新技术新产品以及

创新应用案例的物联网云平台

与智能网关等的理论研究 

彭聪 2020-5-19 3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

术有限公司 

10 
激光标线仪自动化检测校准系

统 
邹海鑫 2020-6-1 20 

深圳市富士杰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 

11 
数字深圳网络安全总体规划相

关研究报告编制咨询服务 
张锦雄 2020-6-4 3 

深圳市优讯智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12 
委托《Android 高级应用编程实

战》课程开发（合作） 
李华忠 2020-6-11 2 

中国铁道出版社有

限公司 

13 

基于大气浓缩技术的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VOCs）监测分析及

其臭氧污染成因来源分析 

刘艳霖 2020-6-19 18 
深圳市澳洁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14 
自由曲面激光快速抛光智能装

备 
徐晓梅 2020-7-6 35 

深圳市普盛旺科技

有限公司 

15 
高端 IC 芯片功能测试/烧录智

能控制系统的研发 
陈树林 2020-7-28 18 

深圳市华元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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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日期 
合同经费

(万元) 
委托方 

16 

基于 5G-V2X 与区块链的智能

网联汽车多媒体数据安全关键

技术 

杨耿 2020-8-10 20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7 
未来数字实训中心规划编制服

务项目 
何承 2020-8-26 3 

深圳市信诚立科技

有限公司 

18 

为香山美墅幼儿园项目设计高

品质园林建设施工员手册技术

咨询合同 

熊缨 2020-8-26 4 
深圳市金众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19 智能电话语音分析系统 陈宝文 2020-8-26 2.88 
深圳市新奥互联网

有限公司 

20 
高科创新中心 D 株公寓工程和

室内装怖工程的技术咨询服务 
袁雄洲 2020-8-26 15 

深圳市金丰泰建筑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21 
《光明区智慧城市专项规划》

编制服务项目 
郑玮琨 2020-8-26 6 

深圳市优讯智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22 
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协同发展

路径研究 
伍星 2020-8-26 0.3 广东图书馆学会 

23 
2020 年创建平安龙岗民意测

评 
姚伟峰 2020-8-28 6 龙岗区政法委 

24 
耳机壳段差精密光学微调系统

研制 
胡涛 2020-9-4 30 

深圳市新联兴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25 
用于病毒防控的深紫外 LED 器

件研发 
王新中 2020-9-5 50 

深圳市立彩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26 
净水厂污泥资源化除重金属技

术效能研究及应用 
姚萌 2020-9-10 20 

深圳市深水龙岗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 

27 
内网门户主页产品测试及优化

技术服务 
王文泉 2020-9-27 3 

深圳市睿贵和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8 
湖北顾大嫂食品有限公司的品

牌战略研究 
金珞欣 2020-9-28 16 

湖北顾大嫂食品有

限公司 

29 
网络通信约束下网络化控制系

统的分析应用研究 
高月芳 2020-9-29 13 

深圳市众有为科技

有限公司 

30 
超高温振动式料位控制装置技

术研究 
吴培栋 2020-10-10 13 

深圳计为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 

31 
基于智能非接触式体温计的健

康云数据系统 
丘聪 2020-10-13 10 

深圳市瀚索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32 全自动系留无人机系统开发 孙亚飞 2020-10-13 10 
深圳市贝贝特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33 
基于听觉场景分析的双麦克风

全数字助听器的研发 
刘明 2020-10-15 20 

深圳市信通精邦科

技有限公司 

34 提高工业废水生物脱氮过程中 欧阳帆 2020-10-17 16 深圳市山水乐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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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日期 
合同经费

(万元) 
委托方 

硝化菌抗毒特性的技术研发 科技有限公司 

35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专业领域

智能问答系统 
杨耿 2020-10-20 9.6 

深圳旭泰互联网有

限公司 

36 
域外基金会参与公益性事业运

作机制比较研究 
张一鸣 2020-10-28 5.95 

深圳市不动产评估

中心 

37 
消费主义时代大学生的阅读素

养教育 
利燕红 2020-10-28 0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高职高专院校分委

会 

38 ETC 行业技术应用技术方案 杨耿 2020-10-29 4 
伟龙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39 
指示表自动化检测关键图像处

理技术开发 
张振久 2020-10-30 15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 

40 专业心理咨询服务项目 黄浦芳 2020-11-4 1 
深圳市哆唻咪心理

咨询有限公司 

41 
以小区为基本单元的基层社会

治理模式探索和研究 
姚伟峰 2020-11-9 10 龙岗区政法委 

42 

激光抛光次生粗糙度的生成与

抑制仿真研究及其抛光工艺优

化 

罗博伟 2020-11-12 18 
深圳市曼斯数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43 
人员面部伪装检测与判识技术

与系统 
张健 2020-11-16 10 

深圳市河汉计算机

有限公司 

44 
全向透射智能调节激光 3D 打

印光束整形元件研究 
靳京城 2020-11-18 18 

深圳升华三维科技

有限公司 

45 
深圳市土地整备相关政策法律

咨询 
张一鸣 2020-11-19 4.8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

展研究中心 

46 
飞机复合材料 AI 智能无损检测

到研发与应用 
郭婷 2020-11-31 18 

深圳市伊天行技术

有限公司 

47 
预制密肋空心楼板受力性能试

验 
董志君 2020-12-1 18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48 
卫星太阳电池片生产线的信息

化管理系统 
孙亚飞 2020-12-2 45 

重庆开拓卫星科技

有限公司 

49 
AI 高端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

的关键通信技术和系统开发 
管明祥 2020-12-2 27 

深圳前海立方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50 
基于校企合作的装修行业产业

链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技术咨询 
安冬平 2020-12-5 5 

深圳市诺德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51 
湖北荆州古城修复与保护项目

游客满意度调查 
任静儒 2020-12-4 20 武汉大学 

52 
全球城市现代化建设经验及对

深圳的启示 
李璇 2020-12-7 6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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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日期 
合同经费

(万元) 
委托方 

53 红外摄像头图像增强技术研究 赵学华 2020-12-8 1 
深圳市众安威视技

术有限公司 

54 
罗湖区莲塘、清水河街道扬尘

监测服务 
冉治霖 2020-12-10 47.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 污水处理厂智能巡检系统 赖红 2020-12-14 15 
深圳力维智联技术

有限公司 

56 

《高职会计分会提升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关问

题研究》规划研究课题委托书 

弓晓军 2020-12-15 10 中国教育会计学会 

57 
体质测试数据分析及指导组训

服务项目 
张晓菲 2020-12-15 1 

深圳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 

58 
传统体育加强香港居民民族认

同及促进文化融合的研究 
牛爱军 2020-12-21 0.3 广东省体育局 

59 

教育部 1+X 证书制度 2020 年

度专项研究课题考核与评价测

评系统建设 

彭保 2020-12-24 90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 

60 
光学模组调制传递函数检测方

案开发 
张振久 2020-12-29 20 

深圳市捷嘉德科技

有限公司 

61 工业和信息化部认证考试 黎志亮 2020-12-09 10.16 服务到款 

62 汕尾茶艺师培训 支松波 2020-12 5 服务到款 

63 自学考试专升本 支松波 2020-12-31 1046.54 服务到款 

64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骨

干教师培训 
胡锦强 2020-5 13.98 服务到款 

65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考评员培训 
赖周艺 2020-12 0.45 服务到款 

66 工程档案业务培训 王广宇 2020-12-21 1.93 服务到款 

3.2.2 技术交易到款额达 1175.18 万元 

坚持市场导向，加强科研创新要素培养，强调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项目总数为34项，技术交易到款额为1175.18

万元。 

3.2.3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达 1166.28 万元 

非学历培训到款为1166.28万元。出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培训管

理办法》深信院﹝2020﹞42号，梳理培训工作的统一领导及归口管理，加快社

会培训、社会服务工作的推进步伐。 

为切实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不断完善非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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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作，加大信息化建设，构建线上学习+线下辅导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为促

进非学历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开展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形成面授、在线、混合式三种方式的教学模式。如对口帮扶的百色

职业学院教师培训是混合式培训，以面授培训为主的同时，搭建支持学员网络在

线培训学习的培训平台。 

3.2.4 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为 7.69 

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政策优势，设立教育培训中心，主要面向政府、企业及行业开展各类型、

各层次的非学历教育培训。完成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为135465.5人日，全日制在

校生数17622人，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比为7.69。 

非学历培训既有如“1+X”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证书培训、工业机器人操

作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等就业技能提升培训外，还有走进企业、走进社

区的职工培训和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既有优秀青年教师跟岗、骨干教师

集中培训等师资培训外，还有“国际及香港职业教育与学徒训练”、中澳国际化、

中德双元制师资培训等“一带一路”高新技术培训；既有线下培训，还有诸如现

代职业教育网策划组织举办系列大型融媒体直播公益讲座、传统文化网络公益培

训等线上课程，培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 

3.3 研发服务成果突出 

3.3.1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突出 

（1）10项代表性学术成果（论文、报告） 

全体教师发表学术论文共347篇，其中SCI、EI检索的有73篇，其中10项代

表性的论文见下表： 

表 3.3.1-1 2020年度学校代表性学术成果（论文、报告）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出版

日期 
刊物/论文集名

称 
收录类别 

1 

A 

Decomposition-Base

d Local Search for 

Large-Scale 

Many-Objective 

Vehicle Routing 

Problems With 

Simultaneous 

周莹 
2020-12-0

1 

IEEE systems 

journal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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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出版

日期 
刊物/论文集名

称 
收录类别 

Delivery and Pickup 

and Time Windows 

2 

Structure refinement 

of fly ash in 

connection with its 

reactivity in 

geopolymerization 

金宇 
2020-12-0

1 

Waste 

Management 
SCI 

3 

CSI Calibration for 

Precoding in 

mmWave Massive 

MIMO Downlink 

Transmission Using 

Sparse Channel 

Prediction 

吕长伟 
2020-08-1

6 
IEEE Access SCI,SCIE 

4 

Internet of Things 

Health Detection 

System in Stee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刘庆林 
2020-07-1

6 
IEEE Access SCI 

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P neural network 

and RBF neural 

network in seis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ier 

columns 

刘庆林 
2020-07-0

1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

G 

SCI 

6 

Adaptive Weighted 

Spars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r Robust 

Unsupervised 

Feature Selection 

仪双燕 
2020-06-0

2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 and 

Learning 

System 

SCI 

7 

Hazard Analysis of 

Bidder Collusion in 

Reverse Auctions 

Based on Petri Nets 

张晓丹 
2020-05-2

2 

IEEE 

ACCESS 
SCI,EI 

8 

A Fatigue Driving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Facial 

Multi-Feature Fusion 

李克宁 
2020-05-1

6 
IEEE Access SCI,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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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发表/出版

日期 
刊物/论文集名

称 
收录类别 

9 

Effificient inactivation 

of bacteria in ballast 

water by adding 

potassium 

peroxymonosulfate 

alone: Role of halide 

ions 

冉治霖 
2020-04-0

1 
Chemosphere SCI 

10 

Preprocessing the 

Discrete Time-Cost 

Tradeoff Problem 

with Generalized 

Precedence 

Relations 

张嫄 2020-4-27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SCI,SCI,SCI

E 

（2）科研奖励情况 

科技类成果亮点纷呈，滨海土木工程技术研究所董志君博士与深圳大学团队

合作的《碳化和氯离子协同作用下海砂混凝土结构劣化机制》荣获2020年度深

圳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与佛山市政府联合举办2020年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大

会及系列展示对接活动。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靳京城老师的“超高信噪比多带通

滤光片元件研制”项目在总决赛中获得第七名，是本次路演成长组中职业类院校

最好成绩。 

表 3.3.1-2 2020年度学校科研获奖成果一览表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级别 奖励等级 完成人 奖励日期 

1 

碳化和氯离子协

同作用下海砂混

凝土结构劣化机

制 

深圳市科学技

术奖自然科学

类 

二等奖 董志君 2020年 12月 

2 
超高信噪比多带

通滤光片 

2020年广东

省高校成果路

演大赛优胜奖 

四等奖 靳京城 2020年 12月 

（3）参展作品获奖情况 

遴选29项成果参加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并荣获高交

会“优秀展示奖”，其中“高光效紫外LED封装技术研发”等10个项目获高交会

“优秀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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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3 2020年度学校参展成果获奖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所在部门 成果阶段 获奖情况 

1 高精度定位及应用 游长江 电子产业研究院 产业化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2 传感器及边缘计算 王治国 电子产业研究院 产业化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3 无线通信 游长江 电子产业研究院 产业化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4 
警用装备技术研究

及应用 
殷光强 电子产业研究院 产业化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5 智能云笔记 覃国蓉 软件学院 小样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6 水下机器人 ROV 李华忠 中德机器人学院 专利小样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7 
垃圾焚烧灰渣免烧

砖制备技术与性能 
邵宁宁 

滨海土木工程技

术研究所 
小样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8 
聚合物改性碱激发

透水混凝土 
金宇 

滨海土木工程技

术研究所 
文章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9 
高光效紫外 LED封

装技术研发 
王新中 信息技术研究所 小样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10 
国密安全可视化指

挥调度平台 
但唐仁 计算机学院 产业化 

第二十二届高交

会优秀产品奖 

（4）发明专利情况 

授权中国专利168件，发明专利29件，实用新型专利133件，获得登记软件

著作权107件。 

表 3.3.1-4 2020年度学校获授权发明专利一览表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第一发

明人 
授权日期 专利权人 

1 
一种用于台式计算机的散热风

扇 

发明专

利 
何涛 2020-01-14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 
一种时钟同步方法、装置及网络

设备 

发明专

利 
李坤颖 2020-01-17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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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第一发

明人 
授权日期 专利权人 

3 
一种海砂超高性能绿色混凝土

装配式外墙构件 

发明专

利 
袁雄洲 2020-03-10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4 
采用海水海砂混凝土的耐海水

腐蚀复合材料组合结构 

发明专

利 
袁雄洲 2020-03-10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5 
一种基于时延观测器的水厂投

药系统自适应滑模控制方法 

发明专

利 
陈宝文 2020-03-13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6 
一种适用于心理学的面部识别

方法及装置 

发明专

利 
陈伟芳 2020-03-17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7 
情绪宣泄模式的确定方法、装

置、终端设备和存储介质 

发明专

利 
陈伟芳 2020-03-27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8 
基于智能路由和聊天室机制的

远程控制系统及方法 

发明专

利 
陈建刚 2020-04-10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9 一种计算机主机防尘保护装置 
发明专

利 
何涛 2020-04-28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0 
基于广式腊肠高光谱图像的瘦

肉与肥肉自适应分离的方法 

发明专

利 
龚爱平 2020-05-12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1 
一种提高防尘效果的计算机主

机箱 

发明专

利 
何涛 2020-06-12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2 
预测双燃料发动机活塞表面最

高温度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专

利 
王辉静 2020-06-12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3 
一种双光束五轴数控激光抛光

方法 

发明专

利 
周泳全 2020-06-16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4 
一种频率域地震正演模拟的高

精度差分数值法 

发明专

利 
程东升 2020-06-30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5 
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

构抗震节点 

发明专

利 
刘庆林 2020-06-30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6 

专利证书 HAPS呼叫接入控制方

法、装置、高空平台设备和存储

介质 

发明专

利 
管明祥 2020-07-07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7 一种多维隔振装置 
发明专

利 
刘庆林 2020-08-2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8 
一种基于人脸图像的年龄识别

方法 

发明专

利 
李钦 2020-09-0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19 
一种数模转换装置及变频器调

速系统 

发明专

利 
印波 2020-09-25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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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第一发

明人 
授权日期 专利权人 

20 
一种图像抽象方法、装置及终端

设备 

发明专

利 
冼雪琳 2020-11-03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1 新型多功能家庭服务机器人 
发明专

利 
李华忠 2020-11-06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2 
基于区块链的网络通信加密方

法 

发明专

利 
郑玮琨 2020-11-20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3 
用于电子元器件的激光清洗设

备及方法 

发明专

利 
肖海兵 2020-12-0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4 物联网中的数据传输方法 
发明专

利 
张晓丹 2020-12-0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5 
基于运动特性的视频显著区的

提取方法和装置 

发明专

利 
周莺 2020-12-0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6 
一种平板催化陶瓷膜及其成型

方法和成型设备 

发明专

利 
郭建宁 2020-12-08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7 
睡眠监测方法、装置、系统及电

子设备 

发明专

利 
郭敏强 2020-12-1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8 
一种笔记本电脑硬盘的保护装

置 

发明专

利 
赵立霞 2020-12-11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29 
一种激光清洗检测设备及激光

清洗检测方法 

发明专

利 
肖海兵 2020-12-18 

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5）技术服务情况 

大力实施特色办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校战略，紧密依托产业优势和地处东

部国际大学园的优越办学环境，在推进协同创新以及成果转化方面统筹推进、多

项并举，通过加强项目培育、平台搭建、孵化对接、信息汇聚、融资放大等各环

节的探索，成立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和深信翔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团队、项目、

成果培育，依托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校企合作研发中心、中试熟化中心（拟建）、

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拟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

育产教联盟和湾区中德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基地等建设，努力提高科技创新

水平，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3.4 交流合作辐射增强 

3.4.1 合作办学取得新突破 

（1）中老“2+1”联合学历教育项目 

2019-2020 年“中老 2+1 学历教育暨深圳产业技术学院海外模式”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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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办学逆向模式，成为落实省厅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的典型

案例，签约当年招生 250 人培养，获教育部、外交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支持，

入选第三批“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 

继与老挝“2+1”联合学历教育项目签约以来，中老合作项目成果丰硕。与

老挝巴巴萨技术学院深化跨境合作，开展项目洽谈、专业研讨、技术讲座。“中

老 2+1 学历教育暨深圳产业技术学院海外模式”入围由教育部、外交部亚洲区

域合作专项支持的“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简称“双百计划”），

获得教育部及东盟教育部的肯定和嘉奖。 

（2）在海外设立ICT相关办学点 

建立海外鲁班工坊，首次在国外设立办学点，即“深圳产业技术学院（万象）”

“国际外交语言研究中心（万象）”，携手深圳高科技企业开展海外教育培训、

高新技术讲座，输出职业教育优质资源、教学解决方案，构建国际人才培养与服

务模式，完成产业技术人才培养 356 人。 

（3）与跨国企业合作共建海外分校 

围绕教育部“提质培优计划”和“争创世界一流职业院校规划”，积极谋划

联合知名跨国企业抱团出海创建海外分校。推动与埃尔斯威迪电气基金会合作办

学项目，根据埃及斯威迪电气基金会来函，邀请我校在埃及共同创办一所中国职

业教育体制的学校，为在埃及的潜在投资提供服务，培养跨国企业“种子”人才，

助力跨国企业发展。 

（4）中德合作办学项目效果显著 

依托中德机器人学院，深化德国职教模式中国化实践，“双元制”学生培养

数量再上新台阶。吸收借鉴德国先进的“双元制”职教标准，对标德国巴伐利亚

州文教部专业教学大纲和课程体系，联合德国职业教育专业机构和企业共建 ICT

专业、共建 ICT 实训室，完成国际通用的 2-4 个 ICT 领域（机电一体化、信息

技术大类）的专业对标，引进超过 100 门的国际课程；持续推动学生海外实训

和中德交换生项目，协同培养“双元制”学生 223 人。引进两门德国技术员证

书国际考试认证，德国技术员证书考试在项目生中得到进一步推广。 

我校与深圳市宝安区、德国乌尔姆 TFU 科技园（联合创新区政府）董事、

德国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等湾区中德基地双边四方高层第一次定期会议（视频

会议）召开，进一步巩固四方合作基础，在开展更多中德交流活动、推动四方合

作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深圳职业教育先行示范的实施路径研究——湾区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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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的实践研究》课题被立项为深圳市教育科

学 2020 年规划课题。 

3.4.2 广泛开展交流合作项目 

（1）总体情况 

国（境）外人员培训量达 270 人日，包括赴老挝巴巴萨学院开展新技术讲

座 200 人日及德方交换生实训 70 人日。教师赴国（境）外交流培训 880 人日，

包括中德双元制精英师资提升项目 510 人日，5 名教师赴巴巴萨技术学院开展新

技术培训 5 人日及黄杰敏老师赴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校区访学 1 年共 365

人日。国（境）外办学点数量 3 个，即国际外交语言研究中心（万象）、国际语

言实训基地（曼谷）、深圳产业技术学院（万象）。学生国（境）外交流培训量

440 人日，包括 40 名学生赴韩国京畿大学交流 11 天总计 440 人日。国（境）

外在校留学生数 34 人，其中 2020 年招收国（境）外留学生数 14 人，其中马来

西亚 9 人，印度尼西亚 3 人，俄罗斯 1 人，老挝 1 人；14 名留学生中 2 人本科

学历，4 人大专学历，留学生招生质量和规模较往年明显提升。 

（2）交流合作项目情况 

①“深圳信息-西双版纳留学生基地”项目 

以国际学生联合招生培养和对口支援为合作内容，连续八年派师资前往（面

向国际学生）技术培训和专业交流，810 名东南亚国际学生受益，推动边境跨境

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圳）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共同发起“国际网络教育

学院”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中国深圳）、亚太和非洲 11 所顶

尖高等院校、中国 3 所高等院校及 8 家高科技企业共同发起的“国际网络教育

学院”（IIOE）正式在云端发布，我校作为资源提供方，建设至少 100 门国际

课程交付 IIOE，支援亚非国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首批建设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圳）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国际网络课程

30 门，已陆续交付“国际网络教育学院”（IIOE）上线，已上线的 8 门课程获

得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国家的广泛好评，国际课程资源将推广到全球，全面辐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持续推动我校职教标准、课程理念和课程体系等“走

出去”的压舱石。 

③光电技术世界技术大赛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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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光电技术世界技术大赛组委会合作项目，联合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合作企业，

在光电技术、电子通信领域开展合作，助力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获光

电技术世界技术大赛冠军，在相关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方面合作，助力

打造光电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高地。 

④激光加工科研团队与德国科技合作项目 

周泳全教授领衔的激光加工科研团队从 2015 年至今，与德国 Raylase 

GmbH 公司、德国 Edgewave GmbH 公司和德国 Fraunhofer ILT 激光研究所合

作开发项目共计 6 项，成功开发五轴数控激光加工装备（蚀刻与抛光）及工艺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合作研发过程中经常邀请在校学生进

行技术和工艺的试验活动。2016-2019 年，德国全资子公司共招聘 20 名激光专

业（现光电制造专业）的毕业生，是该专业毕业生就职最多的就业单位；该全资

子公司已成为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校外实训基地。 

⑤学生海外带薪实习实践项目 

为丰富学生海外访学经历，基本形成多类型、多层次、多途径的学生海外访

学经历工作体系，不断加强与境外高校和企业的联系与合作，拓展联合培养、交

换生、短期访学、暑期学校、海外实习实践、短期社团文化交流、国际竞赛等各

类项目，支持学生在完成学分修读的基础上，赴中资企业进行企业及岗位实践，

为中德合作项目生 15%-20%提供境外访学或境外实践机会；基本实现全日制在

校生在校期间具有海外访学经历的人数比例达到 1%。 

2019-2020 学年共派出学生 96 人次。接纳境外来校短期交流学生 15 人次。

包括：2019 年派出第三批学生共 18 人赴加拿大交流；2019 年中德学院与德国

乌尔姆 IFB 语言学校、德国史太白集团合作开展为期六周的学生赴德实训项目；

2020 年与德国肯普滕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开展短期交换生项目；2019 年开拓芬兰

于韦斯屈莱应用科技大学、韩国京畿大学两所接收交流生项目。 

⑥开拓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推进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打造更多高层次合作平台，夯实与前期学校战

略合作伙伴的交流关系，开拓新一批战略合作伙伴，着力设计和推进高质量的教

学科研合作平台，全面提升合作层次，促进合作形式多样化。 

德国不莱梅应用科技大学芯片培训计划通过外专局初审；与俄罗斯新西伯利

亚国立技术大学在教育、科学技术及学生与学术交流领域的双边合作协议，并在

智能制造与制造专业领域、计算机及软件技术专业、电子通信专业、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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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管理专业等专业或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首次参加“一带一路”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俄罗斯线上高校国际教育展，引起

国际学生强烈兴趣和广泛关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 30 个国家的 93

所高校参加此次线上交流，此次展会覆盖国家广、高校众多，发挥连接高校与学

生的重要桥梁作用，会后收到多封国际学生的咨询邮件，参展宣传效果显著； 

推动与牙买加人力就业和资源培训信托基金 /国家服务和培训局（简称

“HEART/NSTA Trust”）、广东唯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唯康教育”）

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将与牙买加方推荐的高校展开合作，进行专业标准、课

程标准建设与输出，建设光电技术实训基地；三方将围绕世界技术大赛项目在光

电技术、电子通信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立国际化高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合作新

模式。 

⑦启动优质培训项目推动师资国际化 

启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澳国际化双语双师建设项目”和“中德双元

制精英师资提升项目”。中澳项目培训时长六个月，完成全部课程和作业，参加

结业测评且成绩合格者将获得“澳大利亚 TAE 四级证书（Certificate IV in 

Training and Assessment）”，此证书是澳大利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上岗资

格证书；中德项目培训时长为三个月，完成全部课程、作业和项目，参加结业测

评且成绩合格者可获得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德国海因策学院共同授予的职

业教育“实践导师（Master Trainer）”证书，并获得德国工商会全球驻外机构

（AHK）认可。 

3.4.3 粤港澳大湾区项目取得实效 

以“双区建设”为总牵引、总要求，积极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项

目，密切与香港、澳门的境外交流与合作关系，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关系，

在湾区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成效显著。 

（1）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 

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组织举办产教联盟年度论坛，搭

建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平台。作为教育部职成司联系和支持的职业教育产教联

盟，成员单位达 174 家。联盟已开通网站，定期举办学术论坛，论坛承办单位

实行轮值制度。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理事长单位，于 2019 年成功举办“新

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论坛”。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职业技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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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会会长鲁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广东省教育厅副巡

视员朱俊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立新等领导与嘉宾共 300 多人参会。论

坛中签订的一系列校企、校地合作项目。论坛的成功举办获得领导和与会嘉宾高

度评价。 

联盟工作获得教育厅等上级部门的认可和支持，省教育厅、财政厅拨付湾区

教育合作专项资金 10 万元，联盟工作纳入与粤港澳教育定期会商机制。联盟理

事长孙湧、秘书长黄丽萍随省厅领导访问港澳，参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香

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与澳门高教局、教青局建立工作联系，受澳门

高教局邀约加入“中国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资讯平台”。 

此外，为提升湾区职业院校教师的国际视野，联盟已征集各校意见，得到

20多所职业院校的大力支持，拟向上级部门申请为期 3-6个月的出国培训项目，

并且已在联盟成员中产生热烈反响。联盟还受邀参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创新论坛、

南方教育高峰论坛、上海进博会“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使命论坛”、

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和平发展论坛暨“两岸青年创新大联盟”2019 年会及粤港

澳大湾区音乐节等活动。 

（2）香港职业训练局师资培训项目 

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签署合作协议，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2016 年启动深

港教师联合培训和交流，连续派出多批次骨干教师赴香港职业训练局进行专业培

训（每年 100 人）。 

探索深港澳建设职业教育“一试三证”新模式，举办超过 404 人的香港职

业训练局线上培训，促进专业建设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 

（3）港澳台教师学术交流和合作教育项目数2个以上 

①香港理工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尤佳教授国际企业协作科研平台

及暨研究生、青年骨干教师联合培养合作项目 

聘请香港理工大学尤佳教授为广东省珠江学者，并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国际

企业协作科研平台，开展研究生、青年骨干教师联合培养合作项目。 

2016 年至今，建设香港理工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企业协作

的科研平台，推动群体，系列创新；联合香港理工大学、国际企业共建科研平台。

培养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 1 名。参与及指导软件学院珠江学者团队教师申报各级

教研科研项目 8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国家级教学创

新团队 1 项），省级 3 项，国际合作项目两项。参与及指导软件学院珠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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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发表学术专著 1 部，学术论文 16 篇，其中 SCI 收录 9 篇，EI 收录 5 篇，

核心期刊 2 篇。参与及指导软件学院珠江学者团队申报专利 11 项，其中发明专

利 10 项，已授权 5 项。 

②香港科技大学俞捷教师芯片设计及光通信科研及研究生、青年骨干教师联

合培养合作项目 

聘请香港科技大学俞捷教授为特聘教授，与俞捷教授的芯片设计及光通信科

研实验室开展科研合作，开展研究生、青年骨干教师联合培养合作项目，共建芯

片设计及光通信，配套相应资金，对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青年骨干教师进行联合培养。 

3.4.4 结对帮扶力度大 

根据省厅安排，我校结对帮扶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双方签署《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与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帮扶协议》。根据汕尾职院帮扶需求，制定《深

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帮扶工作方案》。 

投入帮扶经费42.78万元；共派遣4批次，26人赴汕尾职院交流；参与指导

帮扶汕尾职院教师40人，开展培训活动12次，共培训汕尾职院教师261人，挂职

锻炼教师2人。具体情况如下： 

（1）党建、团建帮扶 

软件学院党总支与汕尾职院信息工程系党总支开展标杆院系建设经验交流。

应邀对“标杆院系”申报和建设经验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经验介绍，并且就软

件学院党总支双创成果“党员素质肖像”和“职业素质银行”微信小程序技术开

发、数据存储、综合运用等与汕尾职业技术学院进行深入沟通，帮扶汕尾职业技

术学院建设“党员素质肖像”“职业素质银行”等微信小程序。 

结合自身经验及汕尾职院实际，提出“社团+”的建议，利用“社团+党建”、

“社团+思政”、“社团+创业”，希望把两校有意思的事做得有意义。两校通

过特区精神与红色精神的有力结合，让团建工作涌现出新的亮点和特色。校团委

将独具特色的“活动思政”做法和经验以汇报形式与汕尾职院进行深入交流。 

（2）师资帮扶 

举办汕尾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骨干教师培训班，来自汕尾职业技术学院49

名骨干教师参加本次集中培训。 

选派汕尾职院教师参加专业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受疫情影响，转变工作思

路，将原计划安排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下企业学习转化为选派专任教师参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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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构组织的前沿技术及高新技术专业培训。先后共选派汕尾职院37名教师参

加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微电子师资培训班、前沿科技教

师研修班（第一期）、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技能等级证书“虚实结合”考核师资

培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师资研修班、高校Unity、XR与动作捕捉案例培训等9

个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参训教师的专业能力。 

选派教师参与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新教师岗前培训授课。应汕尾职院邀请，选

派吉洁、胡光武等优秀青年教师赴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为115名新教师作师德师风

建设及科研工作方面的授课，分享先进经验，引领汕尾职院新教师尽快适应新岗

位。 

专业建设经验及业务指导。先后赴汕尾职院交流分享新型软件技术人才培养、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职称评审等方面经验，并应邀担任汕尾职院面试专家，参与

人员招聘面试工作。 

（3）教学帮扶 

对汕尾职院进行多次对口交流和帮扶工作，分享至少14份教学类文件，帮

助汕尾职院制定完善高水平专业群（计算机应用技术）建设方案、申报材料等。

组织校内专家对汕尾职院申报省级高水平专业群、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

扩招专项的申报材料及汕尾职院参加省级教学能力大赛项目进行评审。 

为汕尾职院的日常教学管理提供指导和支持。组织专家赴汕尾职院就教务教

学管理、教研项目管理、实训基地管理、教材管理、大赛管理等工作进行交流，

并就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4）科研帮扶 

针对汕尾职院的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合作需求，将科研创新体系中的“1+15”

科研改革创新系列文件与汕尾职院进行共享，帮助其完善科研管理体系。对汕尾

职院科研项目申报工作进行沟通与指导，共享2019-2020年关于国家、省、市级

等13类纵向科研项目申报指南及相关申报资料。 

面向校内征集教师、科研人员参与汕尾职院的科研帮扶项目研究，征集科研

项目17项，校内参与教师共计21人，积极与汕尾职院项目组开展项目交流和申

报工作。 

（5）职业技能培训帮扶 

为增强帮扶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汕尾职院成人教育处建立直接有效沟通，

成功分享我校在职业资格认证方面的成功经验，即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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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和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认证等认证项目的引进和实施经验，为汕尾职

院扩大技能鉴定种类，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奠定基础。 

邀请茶文化专家、茶艺师资深评委、国家一级茶艺技师、国家一级评茶技师

及其团队，为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提供茶艺师职业技能的理论和实操的教学培训。

邀请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为汕尾职院成人教育处管理人员讲解《深圳市

职业技能鉴定茶艺师考核大纲》及相关鉴定管理工作，为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完善

职业技能鉴定制度体系，建立涵盖鉴定机构建设、考务组织管理等鉴定工作规程

提供有效指导。 

结对帮扶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特点，按照广东省教育厅要求，进一步加

强领导，完善机制，健全机构，用好经费，扎实抓好与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的结对

帮扶工作，并积极探索对帮扶工作的新途径、新形式，拓宽领域，讲究实效，努

力提高结对帮扶工作水平。 

3.5 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 

表 3.5 “创新强校工程”强服务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列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 

3.强

服务

（25

分） 

3.1 科技

研发（8

分） 

3.1.1省部级以上科

研平台、项目和奖励

情况（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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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1.2拨入科研经费

总量（单位；万元或

增长率，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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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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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1.1 2020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明细

表 

4 

3.2.2技术交易到款

额（单位：万元，1.5

分） 

1.5 3.2.2.1 2020年技术交易到款额明细表 

5 

3.2.3非学历培训到

款额（单位：万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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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2.4非学历培训人

日数与全日制在校

生数之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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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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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7 

3.强

服务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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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3.1.1标志性成果清单 

8 

3.4 对外

交流与合

作（6分） 

3.4.1合作办学（1

分） 
1 3.4.1.1 2020年合作办学情况报告 

9 
3.4.2交流合作项目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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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4.3粤港澳大湾区

项目（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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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4.4结对帮扶（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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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25   

4.综合绩效 

4.1 财政拨款水平较高 

4.1.1 公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达 3.28 万元 

生均财政拨款水平较高。为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适应信息产业转型

升级以及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的需要，深圳市政府每年足额

安排办学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中高等职业教育支出经费57,765.54万元，



61 

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折算数17,622人，生均财政拨款3.28万元，高于

1.5万元。 

4.2 经费支出比例合理 

4.2.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 41.51% 

人员经费支出占比合理。在职人员经费支出46,517.15万元，总支出

112,064.13万元，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比例41.51%，低于55%。 

4.2.2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达 1.10 万元 

生均信息化教学设备2020年共计新增44815台件，资产总值19367.86万，

人均（学生数）信息化教学设备值10990.73元。远远超出教育部规定的合格要

求，达优秀水平。 

4.3 经费支出进度正常 

4.3.1 公办学校预算执行进度排名靠前 

预算执行率较高。本着“以收定支，量入为出，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

则，切实将预算执行目标与工作计划紧密结合，加强各项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

强化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并指导各部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经费支出

按计划执行预算，充分发挥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一般公共预算执行进度为

95.05%，预算执行率较高。 

4.4 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 

表 4.4 “创新强校工程”综合绩效自评得分与佐证材料列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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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1.1.1 2020年财政拨款明细表（2050305

部分） 

2 
4.2 经费

支出结构

（4 分） 

4.2.1人员经费支

出占比（单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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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2.2生均信息化

教学设备投入值

（单位：元，2分） 

2 4.2.2.1 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值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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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 

得分 
佐证材料目录 

4 

4.综

合绩

效

(10

分） 

4.3 经费

支出进度

（3 分） 

4.3.1公办学校预

算执行进度（单

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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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   

5.总体自评得分情况 

根据 “创新强校工程”考核A类规划学校在扩容、提质、强服务、综合绩

效四个方面的各项具体指标，我校总体自评分数情况如下表： 

表 5-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强校工程”考核自评得分表 

一级指标 

（4个） 
二级指标（18个） 自评得分 

1.扩容 

（20分） 

1.1 办学定位（2分） 2分 

1.2 学位增量（13分） 12.5分 

1.3 办学条件（2分） 2分 

1.4 中高本协同培养（3分） 3分 

2.提质 

（45分） 

2.1 体制机制改革（5分） 5分 

2.2 教学改革与管理（7分） 7分 

2.3 产教融合（9分） 9分 

2.4 实践教学（3分） 3分 

2.5 师资队伍（10分） 9.8分 

2.6 人才培养质量（6分） 6分 

2.7 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成果（5分） 5分 

3.强服务 

（25分） 

3.1 科技研发（8分） 8分 

3.2 社会服务（6分） 6分 

3.3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标志性成果（5分） 5分 

3.4 对外交流与合作（6分）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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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4.2 经费支出结构（4分） 4分 

4.3 经费支出进度（3分） 3分 

合计 99.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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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党委有力领导下，各部门齐心协力，在办学定位、学位增量、办学条件、

体制机制改革、教学改革与管理、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

养质量、科技研发、社会服务、对外交流与合作、生均拨款、经费支出等方面推

进效果显著，均取得良好成绩。 

同时，不断引进高端人才，搭建高水平技术技能服务平台；加强中高本协同

培养，激发学生创业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继续强化项目绩效管理，提升项

目建设内涵。 

随着职教改革深入推进，学校将在扩容、提质、强服务、绩效管理等方面持

续开展和提升各项工作，努力打造一流治理、汇聚一流资源、培养一流人才、提

供一流服务、领军开放办学，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型技能人才供给高地与一

流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基地，为争创世界一流职业院校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