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高职院校评估工作自评报告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全国

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8〕17 号）和《山

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山东省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

（鲁教督函〔2018〕3 号）要求，我院围绕《高等职业院校适应

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国教督办〔2016〕3 号）评估指标，

积极开展评估自查工作并形成自评报告。

一、学院概况

学院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所处的烟台开发区分布

有 4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学院是开发区唯一一所高等院校，

多年来承担着为社会培养越来越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重任。

学院秉承“好学敏行、自强不息”的校训，建设“团结、勤

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厚德、精技、严谨、关爱”的教风

和“明德、尚能、友善、笃行”的学风，取得良好的办学实绩。

是“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

国首批国家级示范职业技能鉴定所”、“山东省德育优秀高校”、

“山东省技师工作站”、“烟台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以优异成

绩通过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二、自评情况

（一）办学基础

1.基础办学条件

学院现有占地面积 57.6 万平方米，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



高职学历教育在校生总数 9756 人，各项办学条件均符合国家对

工科类高职院校设定的标准。其中“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7540.16 元/生，较大幅度高于国家标准。

学院 2015-2017 年办学经费收入依次为 16114.38 万元、

17450.09 万元、19207.8 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

依次为 12009.21 万元、12400.21 万元、12263.58 万元，办学经

费收入逐年增长，具体情况如表 1：

表 1 学院办学经费收入（2015-2017 年）

办学经费收入（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12009.21 12400.21 12263.58

事业收入 3499.86 4540.15 6518.02

其他收入 605.31 509.73 426.20

合计 16114.38 17450.09 19207.80

对比 2016 年、2017 年生均财政拨款分别为 19038.17 元、

19251.03 元，由于财政给学院拨款方式的限制，虽然拨款金额逐

年有所增长，但增幅小于学生数量增加幅度。

2.信息化教学条件

学院教学用计算机数共计 2999 台，网络信息点数为 2202 个，

数字资源总量为 4401GB。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为 1.9G，其中用

于教学、科研和办公等综合信息服务的带宽为 200M，教育网带宽

为 100M，其余为学生使用带宽。学院已实现有线网络校舍全覆盖，

图书办公楼、学生宿舍、食堂及广场等主要区域实现无线覆盖。

2017 年，学院全面实施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对校园网主干

网络进行了升级，现有数据中心采用先进的 H3C CAS 和 VMware



虚拟化技术架构，设备包括 H3C 刀片、IBM 和 HP 等高性能服务器、

H3C、IBM 和 HP 等大容量存储设备、爱数高性能数据备份设备等，

为学院重要系统提供系统支持、数据备份和灾难恢复保障。同时，

积极推进学院各平台整合，为数字化校园应用提供坚实保障。

3.实习实训教学条件

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学院建有校内实训基地共 28 个，建

筑面积达到 80,895.61 平方米，覆盖各类校内实训室（车间）135

个，较上一年度增加 5 个实训基地。实训工位数 6251 个，较 2016

年增加 1646 个，实习设备总值达 7,356.18 万元，拥有主要设备

有各类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四（五）轴加工中心、电火花、线

切割、三坐标测量仪、模具加工等实习实训设备 5300 余台套，

平均利用率在 80%以上，能够满足全院半数以上学生同时进行实

训，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习环境。

（二）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757 人，专任教师 563 人，生师比达到

1:18。专任教师中专业教师 447 人，“双师型”教师 286 人，双

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为 64%。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155

人,占专任教师的 27.6%；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教师 229 人，占专

任教师的 40.7%；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教师 194 人，占

双师型教师比例 67.8%。近三年聘请校外兼职教师 171 人，其中

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28 人。学院以建设高水平职业

院校为目标，全面提升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建设水平，形成

与学校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教师队伍建设格局。

1.校企双向挂职，打造专兼结合教师团队

出台“校企双向挂职制度”，鼓励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大



力扶持教师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高技能水平。本学年，教师赴

企业挂职 1548 天，社会兼职 129 天；同时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73

人，兼课教师 12 人，聘请兼职教师所用经费 74.45 万元。以上

举措有效加快了“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速度，具有双师素质

专任教师 266 人，占专任教师的 68.21%，用于师资培训的经费近

84.33 万余元。

2.政策激励，教师科研成果喜人

利用学院政策，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收效显著。专任教

师独立或第一作者出版著作、论文等 84 部，专任教师获技术专

利 29 项，其中 22 项为主持发明，专任教师获技术专利数/专任

教师数为 7.44%，远高于同类院校的 1.28%和全国的 1.57%。

3.高端引领，着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学院积极引进和培养优秀中青年专业领军人才，构建一支师

德高尚、学养深厚、技艺精湛、知识渊博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成

效显著，提高了学院师资队伍的核心竞争力。

2017 年，建成学院省级教学团队 2 个，培养了省级教学名师

1 名、烟台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名、烟台市首席技师 2

名，学院教师获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12 项，其中省级精品课 8 项，

省级教改项目 4 项，科研成果获省级科研成果奖 4 项。引进具有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高层次人才 4 人，硕士研究生 22 人，

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三）专业人才培养

1.紧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专业布局，提升专业发展能力

学院 34 个专业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财经商贸、交通

运输、轻工纺织、食品药品与粮食、能源动力与材料和文化艺术



8 个大类，形成了高端制造、汽车技术、信息与传媒、商贸流通、

航空服务和城市轨道交通六大专业群。从专业分布来看，装备制

造大类仍是学院的强势专业，专业人数占总在校人数的 52.29%；

财经商贸、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类专业发展形势良好，三个大类

学生数占比已达 41%。与 2016 年相比较，专业分布日趋均衡。各

专业大类在校生人数所占比例如图 2 所示。

图 1 专业大类学生分布情况

2.做好专业布局，对接烟台区域产业

根据《2018 年烟台市政府工作报告》“聚焦主导产业培育，

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上持续加力……围绕培强做大电子信息、

食品加工、有色及贵金属、高端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汽车制

造、医药健康等 7 个优势产业，……促进‘快递+电商’深度融

合，打造特色电商小镇。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学院主动对接

烟台区域发展需求，聚焦现代制造业、服务业，贯穿从设计、制

造、营销、管理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精心梳理现有专业现状，

重点打造高端制造、汽车技术、信息与传媒、轨道交通、商贸流

通、现代服务六个专业群，以“群”的理念、“群”的思维、“群”

的方略整体推进专业建设。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是山东省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学校，参

与 2 个国家级资源库建设项目，拥有省级示范和品牌专业群 2 个，

省级特色专业 4 个。

图 2 百人以上专业在校生情况

学院专业与烟台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保持高度一致。34 个专业

均为当地支柱产业相关专业。人数较多（超过 300 人）的专业依

次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会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算机应用

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模具设计与制

造、物流管理，他们分属为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和财经商贸

大类。

3.持续推进“一体化课程改革”与“赛教融合”教学模式改

革，成效显著

学院持续推进一体化课程改革，目前，开设 ABC 三类课程中

B类课程占到课程总数的 71.8%，C 类课程占到课程总数的 21.7%。

同时，学院推行“赛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成立大赛专班，积

极举办全院学生参与的院级竞赛，以及学生创新创意作品展。



表 2 2016-2017 学年各专业开设课程情况一览表

按课程类型划分 按课程性质划分

课程类型 课程数 所占比例 课程性质 课程数 所占比例

A类课程数（门） 32 3.68 公共课（门） 60 6.90

B 类课程数（门） 658 75.72 专业基础课（门） 183 21.06

C 类课程数（门） 179 20.60 专业课（门） 626 72.04

总数 869 100.00 总数 869 100.00

两项工作的有效推进，切实提高了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

2016-2017 学年，学生获得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奖励 54 项，省级以

上科技文化类奖项 30 项，均远超过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取得

了教学质量和大赛成绩双丰收。

毕业生获得国家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中、高

级）以及行业企业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获证数连年

提升。

图 3 证书获取情况



4.加强校企融合，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

学院建立专业与合作企业常态互动机制，在合作开发课程、

教材、共同制定专业发展规划、顶岗实习、学生教育管理、为企

业开展技术服务、联合科研等方面建立常态的互动关系。此外，

学院积极参与职教集团建设，深化校地、校企合作与交流。注重

加强与政府、行业的沟通联系，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和信息资源

优势，积极争取校外资源支持办学，开拓校企合作新渠道。

凭借与企业和政府保有的良好关系，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79 个。2016-2017 学年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时总量 1444960

人时，企业提供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87.07 万元，企业订单培养

学生数 317 人，2017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总额 85.60 万元。

同时，学校也向企业、向社会输送出大批合格人才，2017 年，学

院有高职毕业生 2497 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网上签约 1268 人，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1102 人，专升本录取 29 人，入伍当兵 54 人，

自主创业 11 人，出国留学 2 人，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8.76%，较

2016 年增长 0.4%。通过回访企业了解到我院毕业生在用人单位

思想稳定，工作热情比较高，得到企业的一致认可，满意或基本

满意 97.26%。

（四）社会服务能力

近三年学院当地就业数、中小微及基层就业数、直接就业率

均有大程度的提升，这与学院“立足开发区、服务烟台市”的办

学定位是高度吻合的。学院积极联系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各职能

部门和企业，进行对接和服务工作，取得良好的成绩。



图 4 毕业生就业情况

1.政府购买服务

学院与政府开展多方面合作，近三年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较

为平稳增长态势。学院 2015-2017 年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分别为

77.65 万元、212.06 万元、125.44 万元。具体项目数如表 5 所示：

表 3 学院 2015-2017 年度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

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扶贫专项 5.10 11.38 9.70

社会人员培训 72.55 200.68 115.74

合计 77.65 212.06 125.44

三年差异主要为社会人员培训中市劳动就业办招标的培训

项目收入分别为 42.55 万元，143.68 万元，69.74 万元（2017 年

的培训收入于 2018 年初到账未计入本次统计范畴）。

2.技术服务

学院 2015-2017 年技术服务到款额分别为 349.92 万元、

672.08 万元、313.85 万元。具体项目数如下表所示：



表 4 技术服务到款额

技术服务到款额（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纵向科研 22.00 385.00 41.4

横向技术服务 242.28 103.93 195.88

培训服务 85.64 183.15 76.57

合计 349.92 672.08 313.85

技术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持续增长，纵向科研包含财政教

改、科研、专业群等项目经费，2016 年金额较大是因为获得专业

群建设资金 300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包括喜星电子、富士康的招

工服务费。近两年，学院共立项承担各级各类纵向科研课题 111

项，其中 2016 年 57 项、2017 年 54 项。与此同时，学院还立项

了以学院为主导的校企合作科研项目 19 项，其中 2016 年 7 项、

2017 年 12 项。

3.社会培训

学院是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示范鉴定所，2016-2017 学年通

过拓宽培训项目，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挖掘各方面资源，社

会培训成效显著。学院为社会培训 101,964 人天。2017 年承担山

东省“金蓝领”高级技师培训 89 人，技师 50 人；烟台市“金蓝

领”技师培训任务 73 人；与烟台监狱合作培训刑满释放前人员

200 名，鉴定取证率达 96%。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学院在规范办学、内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

了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专业结构不均衡

结合招生情况和在校生数，可以看出在校生数小于40人的专



业有8个，在校生超过600人的专业有5个；录取率低于60%，录取

人数低于50人的专业（含方向）有13个，录取人数超过300人的

专业有4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院特色，但也说明各专业发

展能力的不均衡。

（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不够

学院现有的管理信息化系统12个，学院在逐步推行统一门户

认证，各管理系统的信息孤岛现象逐步消除，但是由于资金等因

素影响，建设速度较慢，高水平的大数据和云管理平台没有建立

起来，直接影响到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的效果。

（三）高水平师资力量有待加强

1.“工匠型”师资队伍有待进一步强化

近几年，学院一批具有高超技艺技能型教师逐步退休，中青

年教师中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相对较少，兼职教师中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行业企业管理专家、技术专家、能工巧匠聘请数量不

足，“技能大师型”教师比例下降。

2.“教学研究型”教师队伍水平仍需提高

年轻教师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缺乏经验，兼职教师的教

学能力也有待提升，相关的专项培训需要增加。教师缺乏有质量

的横向课题，成果转化率低。

（四）教学改革应用不足

教学改革的深度仍需进一步加强，让教学改革的成果真正

的、广泛的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难题；课程体系

仍需进一步完善，课程与职业资格考试、课程与职业技能大赛、

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仍需不断提升；网络课程、资源共享

课等在线类课程的实际运用程度不够。

（五）产教融合度仍需进一步深化



1.合作企业参与实习教学的力度和质量尚有提升空间

2017年度社会捐赠为34.71万，实现了零的突破，但是通过

数据分析对比可见，企业参与学院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少，说明学

院缺少对社会企业投资的吸引，企业参与度积极性不高。当前，

学院信息与传媒系、经济管理系与合作企业联合培养学生的管理

模式和教学模式已成规模，实习成果显著。但是合作企业真正能

够大批量接受实习学生就业的数量较少。这是今后我们重点研究

的课题，合作企业的选择、双方合作的目标方向性等方面存在进

一步理顺的问题。

2.技术服务能力还应进一步增强

虽然教师获取专利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学院产品研

发能力和成果转移转化水平相对较弱，横向课题较少，一定程度

上缺乏对合作企业的吸引力。另外，自2017年起国家社会鉴定职

业工种大量取消，社会培训规模明显下滑，导致培训收入减少。

四、具体改进举措

（一）积极调整专业布局，倾力打造优质品牌专业

1.六大专业群建设

2017 年学院申报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供

配电技术加上已招生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已初步形成了城

市轨道交通专业群。经广泛论证，确定学院目前已形成高端制造、

汽车技术、信息与传媒、商贸流通、航空服务和城市轨道交通六

大专业群。

2.优质专业品牌建设

根据 2017 年学院新修订的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管理办法，

以及专业诊断性评估指标，开展优质专业诊断与考评工作，通过

建设省级品牌专业群、省级示范专业群以及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建设项目，切实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二）校企共建，共同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

学院与中国联通网络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共建数字化校园。

建设目标是将学院各系统整合，实现数据融合、相通，消除信息

孤岛；稳步推进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新一代云数据中心和校园

硬件设施等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对中心机房基础设施升级改

造工程以及“一卡通”项目主体建设部分，基本完成了网络硬件

升级工程，数字化校园软件正在实施中，新一代云数据中心和校

园网硬件设施等项目建设正在论证中。

（三）模范引领，科学管控，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1.名师引领，提升师资队伍综合素质

启动名师带动工程和名师工作室工程。要求名师每学期开展

一次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全院示范课。同时，鼓励企业中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和学院获省市级首席技师的教师在学院设

立“技能名师工作室”，鼓励其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研发、一体化

课程改革、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等，充分发挥其专业上的辐射、

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通过其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为青年教

师的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

2.科学管理，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实践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扎实的专家

级校外兼职、校外兼课教师力度，完善校外教师资源库；组织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改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出台相关政

策进行岗位评聘，科学考核、选拔专业教研室正副主任，选聘专

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充分发挥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在专业建

设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打造以专业带头人为核心，以骨干教师为

主体，以教研室为载体的专业教学团队，促进学校专业建设和教



学质量的提高，提升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

3.校企合作，共育专兼结合团队

搭建校企合作共育教师平台，实施“教师实践基地”建设，

确保教师能够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在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的指

导下，锻炼提高实践能力、了解专业技术发展动态和生产管理模

式，并能与行业、企业保持紧密联系，从而促进教师“双师”素

质实现实质性提升。同时，完善落实兼职教师聘任管理制度。建

立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资源库”和“外聘专家库”，使身为能

工巧匠的兼职教师能够真正参与到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建

设、实验实训室建设等项目中来。

（四）探索教学模式改革，建设高效课堂

1.深化“赛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

推进竞赛内容的普及化教育，实现竞赛资源向教学资源的转

化。将职业技能竞赛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健全技能大赛基本制度，

建立常态化竞赛指导教师团队，相关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的良性循环模式。

2.深化一体化课程改革

学院建设“一体化课程改革示范专业”共三个批次七个专业，

课程指导专家和企业高层次技术专家全程参与，及时发现、解决

课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持续改进，提升课堂效率。

3.提升信息化教学水平

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来提高课堂效率是我们一直研究课题。激

励教师建设数字化资源，使用校内外各类网络教学平台、工具，

采取慕课、微课、资源共享课等形式提高课堂效率。

（五）多措并举，强化校企合作



1.引企入校

学院与合作企业已建有4个校内生产型实训基地，学生直接

参与企业真实产品研发、设计、工艺制定、加工、检验等项目。

2.引学入企

学生的专业或课程综合实训项目与合作企业生产项目紧密

结合，学生作为准员工在企业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完成生产任务和

学习任务。

3.工作室模式

在校内外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以工作室的形式全部参与企业

的典型工作任务或者订单的设计，完成的作品作为课程考核的依

据。

4.“订单式”培养

与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航空有

限公司、上海瀚翔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教

学、实训、实习的合作关系，使之成为校外实训基地。与上海瀚

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办学协议，校企共建空中乘务

专业，以校企合作为平台，以定向培养模式实现高端就业。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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