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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基本情况表： 

姓      名 朱   庆 部 门 及 职 务 校   长 姓 名 肖世明 部 门 及 职 务 科研督导主任 

办 公 室 电 话 88027101 传 真 号 码 88027107 办 公 室 电 话 88027109 传 真 号 码 88027107 

法人 

代表 

信息 
手 机 号 码 13808365323 电 子 邮 箱 Zq66101@163.com 

联系人信息

手 机 号 码 13018398630 电 子 邮 箱 331036613@qq.com 

学校基本 

信息 

通信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 116号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邮 政 编 码 400709 

建设总 

目标及 

项目分 

年度建 

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深化与上海商贸职业教育集团的合作，依托重庆现代商业服务业、装备制造业、模具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行业优势，以及重庆经济支柱产业和新型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以 3 个重点专业和 1 个

特色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实力为目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建设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提高

数字信息化教学与管理水平，把学校建设成为在重庆市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二、年度目标 

（一）2014-2015 年度 

1.重点专业一：工艺美术 

（1）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充分进行行业企业调研，与合作企业签订定向培养合同，初步形成“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在现有的理、实一体模块课程体系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优

化课程体系。制定 8 门专业课程标准，编写 2 本特色教材。开发 2 门主干课程的信息技术教学资源。大力推进任务驱动、项目教学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逐步建立起教育、教学多元评价体系。继续建

设创意产业实训基地、工艺美术工作室，添置实训设备，初步建成门类齐全的工艺美术工作室。 

（2）师资队伍建设：培养专业带头人 1名，培养专业骨干教师 1人，培养 2名“双师型”教师，使“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71.4%以上。聘请 5名兼职教师，对兼职教师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相关

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组织本专业全体教师参加通识培训和企业实践，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成立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制度》。制定《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实施方案》。

大力实施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新增合作企业 1 家，新建校外实训基地 1 个，新增引企入校实训基地 1 个。积极开展校企互动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校企互动式培养机制，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以及与企业需

求的契合度。努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开展社会培训 150 人次/年以上。 

2.重点专业二：模具制造技术（塑料成型方向）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课程体系改革：成立模具制造技术专业指导委员会，确定“校企双主体工学互动”人才培养方案，深入企业调研，确定模具制造技能人才面向的主要职业岗位、职业能力分

析和典型工作任务，构建课程体系，初步完成 10 门课程标准制定，完成 6门特色教材编写大纲，初步建立 5门核心课程的资源库建设方案。 

（2）师资队伍建设：完成 1 名专业带头人的培养，聘请 1 名企业专家担任专业带头 人，培养 2 名骨干教师或技师。培养 1 名“双师型”教师，聘请兼职教师 6 名。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建立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建立校企合作研发机制、建立校企合作培训机制、建立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方案；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校内实训基地 1 个，顶岗

实习基地 1 个。援建中职学校 1 所 ，完成行业、企业培训 150 人次。 

3.重点专业三：电子与信息技术（物联网方向） 

（1）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成立“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完成“三证融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调研, 按确定的模式试行教学工作；完成课程体系

的调研，初步拟订课程体系，初步完成８门专业课程标准；完成学生评价模式的调研，形成学生评价文案初稿；形成专业文化建设方案；制定教学资源建设的计划，落实责任人，完成初稿。 

（2）师资队伍建设：拟定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培养专业带头人 1 人，骨干教师 4人，双师型教师 5名；完成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的进修培养；开展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挂职锻炼

及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师德师风等方面培训；完成国家、省市级组织的各类技能提升培训 2 人次；完成聘请专家进行教研教改作专题报告 1次；完成３名兼职教师的聘请。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成立“电子专业校企合作工作促进小组”；《校企合作责任书》、《校企合作运行制度》、《校企合作工作考核办法》等相关制度；制定《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建成 2个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建成 3个顶岗实习基地；建立《学生校外教学实习管理办法》和《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完成对当年实习学生的综合评价；为重庆市电子信息企业输送学生 250 人；为企

业完成培训、鉴定 100 人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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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项目：“两全两库三平台”校园信息化 

建设全时段、（办公室、教室）全方位覆盖无线网，完善骨干网络改造升级；完善教学资源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建设；完善存储系统建设；完善教学平台，整合

管理平台，构建综合评价平台；通过多种多层次的培训，培训网络管理人员 2名，300 名教师都能进行多媒体教学，提高教师的信息化能力。 

（二）2015-2016 年度 

1.重点专业一：工艺美术 

（1）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完善“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模块课程体系建设，完善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发，修订、完善前期 8门专业课程标准，修订完成前期的 2门特色

教材；开发 1门主干课程教学资源网上共享，完善教学资源库；形成理实一体、任务驱动、项目教学法的典型教学模式；完善多元评价模式；建成门类齐全的工艺美术工作室，完善工作室的运行模式。

（2）师资队伍建设：继续对专业带头人进行培养；培养专业骨干教师 1人；培养 3名“双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90%以上；进一步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兼职教师人数稳定在 5

人以上；继续组织本专业全体教师进行企业实践，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进一步充实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完善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新增合作企业 1家，新建校外实训基地 1个。完善引企入校管理办法；完善定向

培养运行机制；开展社会培训 150 人次/年以上。 

2.重点专业二：模具制造技术（塑料成型方向）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课程体系改革：完善“校企双主体工学互动”人才培养方案。完成 6门特色教材编写，建立并运行 5门核心课程的资源库建设。 

（2）师资队伍建设：完成 1 名专业带头人的培养，继续聘请 1 名企业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继续开展骨干教师或技师培养。培养 2 名“双师型”教师，聘请兼职教师 6 名，对本专业教师进行团队

能力提升。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完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建立校企合作研发机制、建立校企合作培训机制、建立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方案，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校内实训基地 1个，顶岗

实习基地 2 个。为援建学校提供专业教学资源共享，完成行业、企业培训 150 人次。 

3.重点专业三：电子与信息技术（物联网方向） 

（1）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始执行该方案；完成专业带头人的企业挂职锻炼；完成课程体系绵构建，开始运行该课程体系；完成学生评价方案，开始执行该评

价方案；完成专业文化氛围的打造；完成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开始使用资源。 

（2）师资队伍建设：继续开展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继续开展教师企业顶岗实践、挂职锻炼，完成双师型教师培养，并获取相关证书；新聘请 2名兼职教师；开展国家、省市级组织的各类技

能提升培训 2人次；完成聘请专家进行教研教改作专题报告 1次；完成专业培训 8人次,组织全员培训２次。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根据校企双方的人员调整，完成“电子专业校企合作工作促进小组”的组成人员；《校企合作责任书》、修订 《校企合作运行制度》、《校企合作工作考核办

法》等相关制度；建立 2个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建立 3个顶岗实习基地； 完成《学生校外教学实习管理办法》和《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的修订；完成对当年实习学生的综合评价；为重庆市电子信息

企业输送学生 250 人；为企业完成培训、鉴定 100 人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次以上。 

4.特色项目：“两全两库三平台”校园信息化 

完善室室通建设；完成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实现校园网上所有信息资源整合和集成，以构成统一的用户管理，统一的资源管理和统一的权限控制；完成学生综合评价平台。通过多种多层次的培训，培

训网络管理人员 1 名，对全校教师进行培训，提高教师多媒体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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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基本情况及项目进度情况表-1： 

项  目 现有基础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办学主体单位（机构） 1 个 1 个 1 个 

合作办学单位（机构） 1 个 
预期目标：1个 

验收要点： 

预期目标：1个 

验收要点： 

办学 

体制 

机制 

其他： / / / 

地方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 0.41 万元/人 
预期目标：0.45 万元/人 

验收要点：财政预算经费文件、账目及报表 

预期目标：0.50 万元/人 

验收要点：财政预算经费文件、账目及报表 

地方财政专项拨款 100 万元 
预期目标：当年投入 100 万元 

验收要点：财政拨款文件、经费账目及报表 

预期目标：当年投入 100 万元 

验收要点：财政拨款文件、经费账目及报表 

行业、企业专项投入 / 
预期目标：当年投入 30 万元 

验收要点：项目经费账目报表、相关协议 

预期目标：当年投入 50 万元验收要点：项目经费账目报表、相

关协议 

贷款余额 600 万元 
预期目标：600 万元 

验收要点：财务报表 

预期目标：600 万元 

验收要点：财务报表 

办学 

经费 

其他： / / / 

教学仪器设备数量 1900 台（套） 
预期目标：新增 100 台套 

验收要点：设备购置设备合同、设备验收单及台账、查看现场 

预期目标：新增 200 台套验收要点：设备购置设备合同、设备验收

单 及台账、查看现场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2692 万元 
预期目标：新增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320 万元 

验收要点：新增设备台账、购置合同、查看 实物 

预期目标：新增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250 万元验收要点：新增设备

台账、购置合同、查看实物 

校内实训基地/室数① 8 个/18 个 
预期目标：9个/20 

验收要点：新增 1个基地；新增实训室 2个 

预期目标：12 个/24 

验收要点：新增 2个基地；新增实训室 4 个 

校外顶岗实习（10 人以上）基地数 70 个 
预期目标：顶岗实习基地达到 72 个 

验收要点：顶岗实习协议、实习学生鉴定表 

预期目标：顶岗实习基地达到 76 个 

验收要点：顶岗实习协议、实习学生鉴定表 

校内生产性实训（学时）平均比例 20% 
预期目标：25% 

验收要点：教学计划、实训教学记录 

预期目标：30% 

验收要点：教学计划、实训教学记录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50%以上的专业数占专

业总数的比例 
80% 

预期目标：90% 

验收要点：教学计划、实训记录或教案 

预期目标：100% 

验收要点：教学计划、实训记录或教案 

半年以上顶岗实习学生数占应届毕业生总数

的比例 
100% 预期目标：100% 验收要点：顶岗实习协议、顶岗实习学生名单 预期目标：100% 验收要点：顶岗实习协议、顶岗实习学生名 单 

实习 

实训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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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基本情况及项目进度情况表-2： 

项   目 现有基础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工种数量 3 个/12 个 
预期目标：3个/13 个 

验收要点：新增 1个鉴定工种的批文 

预期目标：3个/15 个 

验收要点：新增 2 个鉴定工种的批文 

“双证书”专业占专业总数的比例 100% 
预期目标：100% 

验收要点：考生名册及成绩表、证书复印件 

预期目标：100% 

验收要点：考生名册及成绩表、证书复印件 

“双证书”专业中平均“双证书”获取率 70% 
预期目标：75% 

验收要点：学生鉴定成绩册及证书复印件 

预期目标：80% 

验收要点：学生鉴定成绩册及证书复印件 

双 

证 

书 

其他： / / / 

专任专业教师数/授课课时数 227人/63560课时 
预期目标：229 人/64120 课时验收要点：专任教师名单、授课统计表和

相关原始资料 

预期目标：231 人/64680 课时验收要点：专任教师名单、授课统计

表和相关原始资料 

从行业企业聘请的兼职专业教师数/授课课时数 48 人/1920 课时 
预期目标：50 人/2000 课时 

验收要点：聘用合同或聘书、花名册、课程表 

预期目标：53 人/2120 课时 

验收要点：聘用合同或聘书、花名册、课程表 

专业 

教师 

其他： / / / 

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数 12 个 
预期目标：新增 2个 

验收要点：校企合作协议，合作企业名单 

预期目标：新增 3个 

验收要点：校企合作协议，合作企业名单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专业比例 70% 
预期目标：75% 

验收要点：校企合作协议 

预期目标：80% 

验收要点：校企合作协议 

合作企业参与教学的专业比例 50% 
预期目标：60% 

验收要点：合作协议，相关教学记录、成效 

预期目标：80% 

验收要点：合作协议，相关教学记录、成效 

合作企业接收的顶岗实习学生 200 人/月 
预期目标：220 人 

验收要点：顶岗实习协议、实习学生名册 

预期目标：250 人 

验收要点：顶岗实习协议、实习学生名册 

合作企业接收就业的学生数 400 人 
预期目标：450 人 

验收要点：学生就业协议 

预期目标：500 人 

验收要点：学生就业协议 

合作企业对学校投入的设备总值 30 万元 
预期目标：35 万 

验收要点：设备捐赠协议、设备清单及账目 

预期目标：50 万 

验收要点：设备捐赠协议、设备清单及账目 

学校对外技术服务到款额 30 万元 
预期目标：50 万元 

验收要点：服务协议、财务账目 

预期目标：70 万元 

验收要点：服务协议、财务账目 

学校培训企业员工数 5000 人日 
预期目标：6000 人日 

验收要点：培训协议、培训名册 

预期目标：7000 人日 

验收要点：培训协议、培训名册 

校企 

合作 

其他： / / /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8% 预期目标：98%验收要点：就业单位证明、毕业生就业统计表 预期目标：98%验收要点：就业单位证明、毕业生就业统计 表 

就业情况 
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1500 元 

预期目标：1800 元/月 

验收要点：部分企业部分学生月薪证明 

预期目标：2000 元/月 

验收要点：部分企业部分学生月薪证明 

注：现有基础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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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级财政重点支持专业建设进度表： 

重点专业名称 工艺美术 专业负责人 谭焰宇 

建设内容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9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预期目标： 
完善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行业企业调研，提出人才培养方案，经专家论

证，初步形成“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相关文件，《章程、会议记录； 
（2）行业企业调研方案和调研报告； 
（3）初步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阶段性总结材料； 
（4）实施过程证明材料，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预期目标： 
通过实施“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修订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验收要点： 
（1）完善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后的考核管理制度； 
（2）实施过程材料、实施过程证明材料，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3）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运行总结材料等。 

2.课程开发 

预期目标: 
通过行业企业调研，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拟订课程体系，制定 8 门课程标准，请

专家指导修改，试行新的课程体系。 
验收要点: 
（1）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报告； 
（2）专家座谈会记录； 
（3）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4）课程体系构建过程相关材料； 
（5）8 门课程标准初稿。 

预期目标: 
总结课程体系实施情况，修订完善课程体系，课程标准，并成册入档，正式实施。

验收要点:  
（1）实施过程记录，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2）修订、完善后的课程体系方案； 
（3）课程体系实施总结报告； 
（4）修订、完善后的课程标准； 
（4）专家小组对课程体系、课程标准建设项目评估的相关记录。 

3.教材与资源库建设 

预期目标： 
在典型工作任务与岗位能力分析基础上，依据课程标准，开发 2 本特色教材和 2 门课程

的教学资源库。 
验收要点： 
（1）教材开发的过程记录资料照片、研讨会记录等； 
（2）2 门专业课特色教材样本； 
（3）开发 2 门课程资源的方案和部份教学资源； 
（4）开发课程资源的方案的论证材料。 

预期目标： 
在试用 2 门特色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教材；建成并使用 2 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库。

验收要点： 
（1）课程标准定稿及执行记录。 
（2）2 门专业课特色教材的修订版； 
（3）特色教材使用情况记载及评估材料； 
（4）2 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库评估材料； 
（5）教学资源库使用情况记载。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程 

体系改革 

4.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预期目标： 
探索并初步形成“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采用“理、

实一体”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推进在理、实一体教学法中的应用。 
验收要点： 
（1）现行“理、实一体”教学法的总结报告； 
（2）初步制定的“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法实施方案； 
（2）“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方法培训记录； 
（3）教学方法改革实施记录，含会议、活动、教学设计及课堂记录。 
 

预期目标： 
通过实践总结，形成“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法的典型教学模式。 

验收要点： 
（1）教学方法改革实施记录含会议、活动、课堂教学记录以及教学设计； 
（2）学生学习效果分析材料； 
（3）教学方式改革总结材料； 
（4）《工艺美术专业课程教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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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教学评价改革 

预期目标： 

对学生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企业对学生要求，引入渝北职业教育中心“多元立体”学生

综合评价模式。开发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 

验收要点： 

（1）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调研材料； 

（2）初步制定的教育教学评价方案； 

（3）制定教育教学评价方案的实施办法； 

（4）实施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过程资料。 

预期目标： 

总结评价体系试行情况，完善评价体系。 

验收要点： 

（1）评价改革相关会议记录、总结； 

（2）完善的评价体系； 

（3）实施综合评价的各种材料。 

6.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预期目标： 

在行业调研基础上，建设 4 个工艺美术工作室，1 个现代工艺品研发室；结合岗位特点，

突出行业特色，拟定并实施实训文化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1）工艺美术工作室建设方案； 

（2）工作室运行管理文件； 

（3）工艺美术工作室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4）学生实训记录； 

（5）第二课堂培训记录； 

（6）工作室对外服务及效益的相关材料； 

（7）实训文化建设方案，建设过程的资料、图片等。 

预期目标： 

完善 4 个工艺美术工作室 1 个现代工艺品研发室；固化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完成实

训文化建设。 

验收要点： 

（1）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2）工作室运行管理文件及培训记录； 

（3）工作室对外服务及效益的相关材料； 

（4）工作室运行使用的经验总结材料； 

（5）实训文化建设实境。 

1.专业带头人培养 

预期目标： 

根据《重庆市轻工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和管理实施办法》选拔专业带头人

1 名，通过行业企业实践、校企合作技术开发项目、多渠道进修培训，使其具有主持本专业

教师团队开展各种教研活动的能力。 

验收要点： 

（1）《重庆市轻工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选拔和管理实施办法》 

（2）专业带头人培养方案； 

（3）签订培养任务书； 

（4）专业带头人培养记录； 

（5）专业带头人履职情况与成果证明材料； 

预期目标： 

继续通过各种培训和工作锻炼，进一步提升专业带头人的工作能力和教科研水平。

验收要点： 

（1）专业带头人组织开展教研活动的记录和相关成果、教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证明；

（2）专业带头人培养记录； 

（3）相关文件。 

师资队伍 

建设 

2.骨干教师培养 

预期目标： 

培养专业骨干教师 2 人。 

验收要点： 

（1）骨干教师培养方案； 

（2）签订的培养任务书； 

（3）骨干教师培养记录； 

（4）骨干教师履职情况与成果证明材料； 

（5）教师获得相应的证书、结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预期目标： 

继续培养专业骨干教师 2 人。 

验收要点： 

（1）骨干教师培养记录； 

（2）参与或组织专业建设相关成果、教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证明； 

（3）骨干教师履职情况和成果证明材料； 

（4）教师获得相应的证书、结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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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师型”教师培养 

预期目标： 
按“双师型”教师评定的条件和要求，组织工艺美术专业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相关培训、

考取符合“双师型”教师要求的证书，使学校工艺美术专业新增 3 名“双师型”教师。 
验收要点： 
（1）提供双师型教师名单； 
（2）培训记录及总结； 
（3）企业实践记录； 
（4）教师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 
（5）参与专业建设相关成果、教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证明。 

预期目标： 
按“双师型”教师评定的条件和要求，组织工艺美术专业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相关

培训、考取符合“双师型”教师要求的证书，使学校工艺美术专业新增 2 名“双师型”教
师，使“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90%以上。 
验收要点： 
（1）提供双师型教师名单及相关培训及技能等级证书； 
（2）培训记录及总结； 
（3）企业实践记录； 
（4）教师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 
（5）参与专业建设相关成果、教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证明。 

4.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预期目标： 
按学校《兼职教师聘用及管理办法》，根据教学改革发展需要，聘请 5 名工艺美术专业

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并对其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相关培训，使其具备职业教育教学能力，

完成专业技术指导工作。 
验收要点： 
（1）《重庆市轻工业学校兼职教师聘用及管理办法》； 
（2）兼职教师聘书、培训记录； 
（3）兼职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和考核记录； 
（4）兼职教师专业技术指导记录。 

预期目标： 
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兼职教师人数稳定在 5 人以上，进一步提高兼职教师服务

专业教学改革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兼职教师聘书、培训记录； 
（2）兼职教师教学成果； 
（3）兼职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和考核记录。 
（4）兼职教师专业技术指导记录。 

5.全员培训 

预期目标： 
按照教师队伍建设方案，通过师德师风建设、校内外业务培训、行业企业实践、加大教

师考核力度等方式，全面提升教师团队的职业道德、教研教改能力、课堂教学水平、学生管

理能力。 
验收要点： 
（1）教师队伍建设方案； 
（2）《重庆市轻工业学校教师考核实施办法》； 
（3）开展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记载； 
（4）校内、外业务培训记录； 
（5）教师企业实践登记表； 
（6）教师教育教学论文。 

预期目标： 
继续通过师德师风建设、校内外业务培训、行业企业实践、加大教师考核力度等方

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教师队伍。 
验收要点： 
（1）开展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记载； 
（2）校内、外业务培训记录； 
（3）教师企业实践登记表； 
（4）教师教育教学论文； 
（5）师生校外获奖记载。 

 

 

 

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运行机制

建设 
1.机制建设 

预期目标： 
成立工艺美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通过企业调研，制定校企合作工作组工作制度、学

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 
验收要点： 
（1）成立校企合作工作组相关文件、聘书； 
（2）工作组指导校企合作的活动记录和会议记录等。 
（3）初步制定的《工艺美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工作制度》； 
（4）初步制定的《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 
（5）初步制定的《企业入驻创意产业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6）初步制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制度》； 

预期目标： 
动态调整工艺美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对前期校企机制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完善校企合作工作组工作制度、完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

验收要点： 
（1）动态调整后的校企合作工作组成员名单、聘书； 
（2）指导校企合作的活动记录和会议记录等。 
（3）修订完善的《工艺美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工作制度》； 
（4）修订完善的《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 
（5）修订完善的《企业入驻创意产业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6）修订完善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制度》； 
（7）修订完善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 



 

— 8 — 

2.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 

预期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机制，聘用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实施企业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协议； 
（2）定向培养方案； 
（3）校企互动记录； 
（4）企业实习记录。 

预期目标： 
通过对实施情况的阶段性总结，完善“订单合作培养”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校企双方探讨合作情况的会议记录； 
（2）校企合作工作组分析合作情况的会议记录； 
（3）阶段性总结报告； 
（4）修订后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 

3.工艺美术校内实训基

地建设 

预期目标： 
对现有校内实训基地的改造，校企共建工艺美术作品陈列厅 1 间，陈列并销售企业及校

内教学作品，既可进行直观教学，又可作为面向市场的窗口，形成与市场接轨的校企共建实

训基地。 
验收要点： 
（1）工艺美术作品陈列厅修方案； 
（2）建设招投标文件； 
（3）参观记录，作品销售记录。 

预期目标： 
根据校内实训基地及工艺美术工作室的运行情况，进一步加以改造，不断增强服务

教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实训基地、工艺美术工作室改造资料； 
（3）承担教学实训记载； 
（2）接待参观人次统计； 
（3）作品销售记载； 
（4）承接校外人员实训情况记载。 

4.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预期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建设，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新增

校外实习基地 1 个，顶岗实习基地 1 个。 
验收要点： 
（1）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计划； 
（2）校企合作校外实训基地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过程、记录； 
（3）新增校外实训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4）新增顶岗实习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预期目标： 
通过继续与行业企业合作，探索新的校企合作模式，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顶岗

实习基地 1 个。 
验收要点： 
（1）新的校企合作模式建设过程、记录和文件； 
（2）新增校外实训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3）新增顶岗实习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4）师生实习记录； 
（5）学生顶岗实习报告。 

5.提升服务能力 

预期目标： 
开展社会培训 150 人次以上。共同研发新产品、新工艺 2 项以上。 

验收要点： 
１． 相关培训、技术服务记录材料； 
２． 承接企业来校开发新产品记载； 
３． 新产品实物或图片。 

预期目标： 
开展社会培训 150 人次以上。共同研发新产品、新工艺 2 项以上。 

验收要点： 
（1）相关培训、技术服务记录材料； 
（2）承接企业来校开发新产品记载； 
（3）新产品实物或图片。 

6、校企合作预期效果 

预期目标： 
通过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保障“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初步

形成产、学、研一体的专业建设模式；合作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技能大赛；工艺美术专业每年

招生 150 名以上。 
验收要点： 
（1）“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情况； 
（2）产、学、研相关工作记载； 
（3）企业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技能大赛材料，获奖情况； 
（4）工艺美术专业学生的学籍材料。 

预期目标： 
保障“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形成产、学、研一体的专业建设模式；

合作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技能大赛；工艺美术专业每年招生 150 名以上。 
验收要点： 
（1）“订单合作培养”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情况； 
（2）产、学、研相关工作记载； 
（3）企业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技能大赛材料，获奖情况； 
（4）工艺美术专业学生的学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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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业名称 模具制造技术（塑料成型方向） 专业负责人 赵 勇 

建设内容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预期目标： 
完善“模具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行业企业调研，提出人才培养方案，经专

家论证，形成典型工作任务和岗位工作能力分析， 初步制定“校企双主体工学互

动”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实践。 
验收要点： 
（1）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工作制度、会议记录； 
（2）行业企业调研方案和调研报告； 
（3）典型工作任务和岗位工作能力分析报告 
（4）初步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  

预期目标： 
通过实施“校企双主体工学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修订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验收要点： 
（1）完善后的人才培养改革方案和考核管理制度； 
（2）实施过程材料、实施过程证明材料，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3）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运行总结材料等； 
 

2.课程开发建设 

预期目标： 
通过行业调研，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拟订课程体系，请专家指导修改，试

行新的课程体系。在典型工作任务与岗位能力分析基础上，与行业技术人员一起

初步完成 10 门课程标准制定 
验收要点： 
（1）行业调研记录； 
（2）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报告； 
（3）专家座谈会记录； 
（4）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5）课程体系构建过程相关材料。 
（6）初步制定的 10 门专业课程标准； 

预期目标： 
总结课程体系实施情况，修订完善课程体系，并成册入档，正式实施。对拟定的课

程标准进行总结修订，完善 10 门课程标准。 
验收要点： 
（1）实施过程记录，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2）修订、完善后的课程体系方案； 
（3）课程体系实施总结报告； 
（4）专家对课程体系建设项目进行评估的相关记录。 
（5）完善和修改 10 门专业课程标准； 
（6）实施方案运行记录； 

（1）特色教材开发 

预期目标： 
完成《模具钳工基本技能》、《模具 CAD》、《模具零件成型磨削与操作》、《塑料模

具结构与调试》、《模具拆装与零件检测》、《模具技术仿真应用》6 本特色教材的

大纲编写。 
验收要点： 
（1）教材大纲； 
（2）特色教材样章； 
（3）专家评审意见记录。 

预期目标： 
完成《模具钳工基本技能》、《模具 CAD》、《模具零件成型磨削与操作》、《塑料模具

结构与调试》、《模具拆装与零件检测》、《模具技术仿真应用》6 本特色教材的编写。

验收要点： 
（1）特色教材样书； 
（2）专家评审意见； 
（3）师生试用意见资料。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 
程体系改革 

3.教材与

资 源 库

建设 

（2）资源库建设 

预期目标： 
制定《模具 CAD》、《模具零件成型磨削与操作》、《塑料模具结构与调试》、《模具

拆装与零件检测》4 门核心课程资源库建设和 1 个模具技术仿真平台的资源建设

方案 
验收要点： 
（1）调研相关或相近课程资源库材料； 
（2）初步确定教学资源设计方案记录； 
（3）专家方案论证资料。 

预期目标： 
完成《模具 CAD》、《模具零件成型磨削与操作》、《塑料模具结构与调试》、《模具拆

装与零件检测》4 门核心课程资源库建设和 1 个模具技术仿真平台的资源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1）完成的教学资源库； 
（2）教学资源使用记录； 
（3）专家评审论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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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预期目标： 

制定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方案。 

验收要点： 

（1）教学方式方法调研方案和调研报告； 

（2）初步制定的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方案； 

（3）实施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方案过程资料。 

预期目标： 

完善和修订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方案。 

验收要点： 

（1）实施教学方式方法方案的阶段性总结材料； 

（2）实施过程证明材料，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3）修订后的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方案。  

5.教育教学评价改革 

预期目标： 

通过对学生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企业学生要求，与重庆渝北职业教育中心合作开

发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 

验收要点： 

（1）“多元立体”学生综合评价推广初步方案 

（2）“多元立体”学生综合评价推广机制内容 

（3）初拟开发评价工具 

预期目标： 

完善和实施 “校企双主体工学互动”学生评价模式方案。 

验收要点： 

（1）修定“多元立体”学生综合评价推广方案 

（2）修定“多元立体”学生综合评价推广机制内容 

（3）验收开发评价工具 

（4）组织实施评价工作记录 

（5）总结推广资料 

（1）模具 CAD/CAM 仿真机房

预期目标： 

制定模具 CAD/CAM 仿真机房方案。 

验收要点： 

（1）机房布局规划方案； 

（2）6S 体系建设文件及培训记录； 

（3）硬软件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4）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预期目标： 

完成模具 CAD/CAM 仿真机房。 

验收要点： 

（1）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2）6S 体系建设文件及培训记录； 

（3）硬软件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4）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2）建立模具安装与调试实验

室 

预期目标： 

在行业调研基础上，制定实验室的布置方案和采购注射机、修模机 1 台的方案 2

台。 

验收要点： 

（1）车间布局规划方案； 

（2）6S 体系建设文件及培训记录； 

（3）硬软件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4）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预期目标： 

完成实验室组建和设备采购。 

验收要点： 

（1）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2）6S 体系建设文件及培训记录； 

（3）硬软件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4）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6.实践教

学环境

建设 

（3）实训文化建设 

预期目标： 

通过到其它院校走访调研，制定学校模具实训文化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1）到其它院校调研记录； 

（2）实训文化建设初步方案； 

（3）专家可行性论证材料。 

 

预期目标： 

完善和实施模具实训文化建设内容。 

验收要点： 

（1）实训文化建设过程相关材料；  

（2）实训文化建设实境； 

（3）对外展示和宣传实训文化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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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聘用专业带头人 

预期目标： 

根据《重庆市轻工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老师选拔和管理实施办法》选拔 1 名

专业带头人，聘请 1 名企业专家担任专业带头人。通过到校外实习基地实践、校

企合作技术开发项目、多渠道进修培训，培养专业建设的能力 

验收要点： 

（1）专业带头人培养方案； 

（2）签订的培养任务书； 

（3）专业带头人培养记录； 

（4）专业带头人履职情况与成课证明材料； 

（5）聘用企业专家的相关资料。 

预期目标： 

进一步提升专业带头人能力，主持专业建设工作。 

验收要点： 

（1）专业带头人专业建设相关成果、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证明； 

（2）专业带头人主持教研教改项目研究的材料及成果； 

（3）专业带头人建设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教辅材料和教学资料建设； 

（4）专业带头人指导青年教师、指导技能竞赛或参加竞赛成果材料； 

（5）发表论文 1 篇。 

 

2.骨干教师培养 

预期目标： 

根据《重庆市轻工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老师选拔和管理实施办法》选拔骨干

教师 2 名，通过到校外实习基地实践、校企合作技术开发项目、多渠道进修培训，

初步具备课程开发能力和教学方法创新能力。 

验收要点： 

（1）骨干教师培养方案； 

（2）签订的培养任务书； 

（3）骨干教师培养记录； 

（4）骨干教师履职情况与成果证明材料； 

（5）教师获得相应的证书、结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预期目标： 

继续开展专业骨干教师培养，进一步提升骨干教师专业能力，具备教材开发和教学

方法创新能力。 

验收要点： 

（1）骨干教师培养记录； 

（2）骨干教师履职情况和成果证明材料； 

（3）教师获得相应的证书、结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4）发表论文 1 篇。 

3.“双师型”教师培养 

预期目标： 

通过多渠道进修培训，培养 1 名“双师型”教师。 

验收要点： 

（1）参加国内外先进职教理论学习及企业实践培训学习材料； 

（2）“双师型”教师名单及培养材料； 

（3）培训记录及总结； 

（4）企业实践记录； 

（5）教师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 

 

预期目标： 

通过多渠道进修培训，培养 2 名骨干教师或高级技师。 

验收要点： 

（1）参加国内外先进职教理论学习及企业实践培训学习材料； 

（2）“双师型”教师名单及培养材料； 

（3）培训记录及总结； 

（4）企业实践记录； 

（5）教师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 

 

师资队伍 
建设 

4.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预期目标： 

根据教学改革发展需要，聘请 6 名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并对其进行职业

技术教育相关培训，使其具备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完成专业技术指导工作。 

验收要点： 

（1）兼职教师聘用文件及聘书； 

（2）兼职教师的任课通知书及教学资料； 

（3）兼职教师承担实训课教学、技能竞赛训练、专业技术讲座任务等资料。 

 

预期目标： 

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兼职教师人数稳定在 6 人以上，进一步提高兼职教师服务

专业教学改革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兼职教师聘用文件及聘书； 

（2）兼职教师的任课通知书及教学资料； 

（3）兼职教师承担实训课教学、技能竞赛训练、专业技术讲座任务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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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队能力提升 

预期目标： 

通过学生座谈会、家长会等多种形式，形成社会、家长、学生、学校“四位一体”

的团队能力提升监督促进体系，从而使教师思想素质和师德素质不断提升，服务

社会、服务家长、服务学生的意识不断提升，“为人师表”的社会形象不断提升和

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验收要点： 

（1）团队能力提升计划书； 

（2）教书育人记录； 

（3）主题教育活动记录； 

（4）学生座谈会、家长会记录。 

预期目标： 

通过学生座谈会、家长会等多种形式，形成社会、家长、 学生、学校“四位一体”的

团队能力提升监督促进体系，从而使教师思想素质和师德素质不断提升，服务社会、

服务家长、服务学生的意识不断提升，“为人师表”的社会形象不断提升和教育教学

质量的不断提升。 

验收要点： 

（1）团队能力提升计划书； 

（2）教书育人记录； 

（3）主题教育活动记录； 

（4）学生座谈会、家长会记录。 

1.校企合作机制建设 

预期目标： 

成立模具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通过企业调研，制定校企合作相关工作制度、顶

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 

验收要点： 

（1）成立校企合作工作组文件、聘书； 

（2）工作组指导校企合作的活动记录和会议记录等。 

（3）初步制定《校企合作研发协议》、《校企合作培训协议书》、《校企合作订单培

养方案》、《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管理办法》、《校外

实习基地建设制度》； 

（4）校企双方合作备忘录、责任书相关资料； 

（5）举行校企合作座谈会记录。 

预期目标： 

动态调整模具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对前期校企合作机制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完善校企合作相关制度、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 

验收要点： 

（1）充实后的校企合作工作组成员名单、聘书； 

（2）修订完善的《校企合作研发协议》、《校企合作培训协议书》、《校企合作订单培

养方案》、《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管理办法》、《校外实

习基地建设制度》； 

（3）新增校企双方合作备忘录、责任书相关资料； 

（4）举行校企合作座谈会相关资料； 

 

2.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预期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机制，聘用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实施企业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协议； 

（2）定向培养方案； 

（3）校企互动记录； 

（4）企业实习记录。 

预期目标： 

通过对实施情况的阶段性总结，完善“双元一体、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模式。 

验收要点： 

（1）校企双方探讨合作情况的会议记录； 

（2）校企合作工作组分析合作情况的会议记录； 

（3）阶段性总结报告； 

（4）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运行机制建设 

3.实习基地建设 

预期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建设，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

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顶岗实习基地 1 个。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校内外实训基地管理运行机制的建设过程、记录； 

（2）与企业合作模式的会谈记录； 

（3）新增校外实训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4）新增顶岗实习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预期目标： 

通过继续与行业企业合作，探索新的校企合作模式， 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顶

岗实习基地 2 个。 

验收要点： 

（1）新的校企合作模式建设过程、记录和文件； 

（2）新增校外实训基地 1 个证明材料； 

（3）新增顶岗实习基地 2 个证明材料。 

（4）与企业会谈记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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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建 中职学校专业建设 

预期目标： 

通过示范专业建设，积极对外进行模具专业展示和文化宣传，援建中职学校 1 所，

选派 1 名专业教师到援建校进行讲座， 提供专业师资培训。 

验收要点： 

（1）对外专业展示和文化宣传资料； 

（2）受援中职学校提供的相关材料； 

（3）专业教师进行讲座的资料； 

（4）对外进行师资培训的资料； 

预期目标： 

通过与援建学校签订培训合同，积极提供专业教学资源共享，对外提供学生实训和

技能鉴定。 

验收要点： 

（1）与受援中职学校签订的培训合同书； 

（2）提供专业教学资源共享的材料和运行记录； 

（3）学生实训服务相关材料。 

（4）对外进行技能鉴定的名单及资料； 

（2）社会培训 

预期目标： 

通过专业建设，积极对外进行进行专业培训，完成行业、企业培训、失业人员上

岗培训 150 人次。 

 验收要点： 

（1）与行业、企业培训的合同； 

（2）培训内容及部分资料； 

培训人员名单及 150 人次相关证明材料; 

预期目标： 

通过继续对外进行专业培训，完成行业、企业培训 150 人次。 

验收要点： 

（1）与行业、企业培训的合同； 

（2）培训内容及部分资料； 

（3）培训人员名单及 150 人次相关证明材料; 

 

4.社会服

务能力建

设 

（3）技术服务 

预期目标： 

通过与企业合作，充分利用专业教师的知识技能，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 1 项，

完成对外技术咨询服务 2 次。 

验收要点： 

（1）教师下厂指导人员名单； 

（2）企业名称及相关材料； 

（3）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 1 项相关证明材料； 

（4）对外技术咨询服务 2 次相关证明材料。 

预期目标： 

继续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项目，完成对外技术咨询服务 2 次。 

验收要点： 

（1）教师下厂指导人员名单； 

（2）企业名称及相关材料； 

（3）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相关证明材料； 

（4）对外技术咨询服务 2 次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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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业名称 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物联网方向. 专业负责人 刘宪宇 

建设内容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预期目标： 

完善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以课题为载体，通过行业企业调研，提出

人才培养方案，经专家论证，初步形成“三证融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实践。

验收要点： 

（1）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章程、会议记录； 

（2）《“三证融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探究与实践研究》课题立项

报告等； 

（3）行业企业调研方案和调研报告； 

（4）初步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阶段性总结材料； 

（5）实施过程证明材料，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预期目标： 

通过实施 “三证融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深入开展课题研究，修订并完善人才

培养方案。 

验收要点： 

（1）完善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后的考核管理制度； 

（2）实施过程材料、实施过程证明材料，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3）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运行总结材料等； 

（4）《“三证融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探究与实践研究》结题报

告。 

2．课程开发 

预期目标： 

通过行业调研，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拟订课程体系，请专家指导修改，试行新

的课程体系；与行业技术人员一起拟订 8 门专业课程标准并试行，。 

验收要点： 

（1）行业调研记录； 

（2）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报告； 

（3）专家座谈会记录； 

（4）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5）课程体系构建过程相关材料； 

（6）8 门课程标准初稿。 

 

预期目标： 

总结课程体系实施情况，修订完善课程体系，并成册入档，正式实施，对拟定的课程

标准进行总结修订。 

验收要点： 

（1）实施过程记录，含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 

（2）修订、完善后的课程体系方案； 

（3）课程体系实施总结报告； 

（4）专家对课程体系建设项目进行评估的相关记录； 

（5）课程标准定稿及执行记录。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程 

体系改革 

３.教材与资源库建设  

预期目标： 

在典型工作任务与岗位能力分析基础上，开发 3 本特色教材和配套的 3 门课程的教学

资源库。 

验收要点： 

（1）教材开发的过程记录资料照片、研讨会记录等； 

（2）3 门专业课特色教材样本； 

（3）开发 3 门课程资源的方案和部份教学资源； 

（4）开发课程资源的方案的论证材料。 

预期目标： 

对拟定的课程标准进行总结修订，在试用 3 门特色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教材；建

成并使用 3 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库。 

验收要点： 

（1）3 门专业课特色教材的修订版； 

（2）特色教材使用情况记载及评估材料； 

（3）3 门课程的教学资源库评估材料； 

（4）教学资源库使用情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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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预期目标： 

学习研究“理实一体”教学法，制定实施方案，并在实践教学中应用。 

验收要点： 

（1） “理实一体”教学法培训记录； 

（2）“理实一体”教学方法实施方案； 

（3）教学方法改革实施记录，含会议、活动、教学设计及课堂记录。 

预期目标： 

通过实践总结，形成“理实一体”教学法的典型教学模式；完成特色课堂展示。 

验收要点： 

（1）教学方法改革实施记录含会议、活动、课堂教学记录，以及教学设计； 

（2）学生学习效果分析材料； 

（3）教学方式改革总结材料； 

（4）特色课堂影视资料及展示记录。 

 

５.教育教学评价模式改革 

预期目标： 

对学生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企业对学生要求，与渝北职教中心学生评价方案基础上开

发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 

验收要点： 

（1）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调研材料； 

（2）初步制定的教育教学评价方案； 

（3）制定教育教学评价方案的实施办法； 

（4）实施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案过程资料。 

预期目标： 

总结评价体系试行情况，完善评价体系。 

验收要点： 

（1）评价改革相关会议记录、总结； 

（2）完善的评价体系； 

（3）实施综合评价的各种材料。 

６.实训环境建设 

预期目标： 

在参观学习基础上，建设 1 个计算机网络实训室，改建 1 个物联网实训室；对电子行

业企业文化进行分析，结合岗位特点，拟定并实施实训文化建设方案。 

验收要点： 

（1）计算机网络实训室建设方案； 

（2）实训室运行管理文件及培训记录； 

（3）计算机网络实训室室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4）学生实训记录； 

（5）实施实训文化建设的相关资料，实景图片。 

预期目标： 

建成 1 个计算机网络实训室，改建完成 1 个物联网实训室，完善实训室的运行模式；

完成实训文化建设。 

验收要点： 

（1）设备采购及验收相关材料； 

（2）实训室运行管理文件及培训记录； 

（3）实训室运行使用情况总结材料； 

（4）实训文化建设实境。 

师资队伍建设 １.专业带头人培养 

预期目标： 

根据《重庆市轻工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老师选拔和管理实施办法》选拔专业带头

人 2 名，通过到校外实习基地实践、校企合作技术开发项目、多渠道进修培训，培养

专业建设能力。  

验收要点： 

（1）专业带头人培养方案； 

（2）签订的培养任务书； 

（3）专业带头人培养记录； 

（4）专业带头人履职情况与成果证明材料； 

（5）相关文件。 

预期目标： 

进一步提升专业带头人能力，主持专业建设工作。  

验收要点： 

（1）专业带头人专业建设相关成果、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证明； 

（2）专业带头人培养记录； 

（3）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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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培养骨干教师. 

预期目标： 

根据《重庆市轻工业学校专业带头人及骨干老师选拔和管理实施办法》选拔骨干教师 4

名，通过到校外实习基地实践、校企合作技术开发项目、多渠道进修培训，初步具备

课程开发能力和教学方法创新能力。 

验收要点： 

（1）骨干教师培养方案； 

（2）签订的培养任务书； 

（3）骨干教师培养记录； 

（4）骨干教师履职情况与成果证明材料； 

（5）教师获得相应的证书、结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预期目标： 

继续开展专业骨干教师培养，进一步提升骨干教师专业能力，具备教材开发和教学方

法创新能力。 

验收要点： 

（1）骨干教师培养记录； 

（2）骨干教师履职情况和成果证明材料； 

（3）教师获得相应的证书、结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３.“双师型”教师培养 

预期目标： 

通过多渠道进修培训，培养 5 名“双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90%以上。

验收要点： 

（1）提供双师型教师名单及相关培训及技能等级证书； 

（2）培训记录及总结； 

（3）企业实践记录； 

（4）教师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 

预期目标： 

通过多渠道进修培训，培养 4 名“双师型”教师，“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95%以上。

验收要点： 

（1）提供双师型教师名单及相关培训及技能等级证书； 

（2）培训记录及总结； 

（3）企业实践记录； 

（4）教师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 

4.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预期目标： 

根据教学改革发展需要，聘请 6 名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并对其进行职业技术

教育相关培训，使其具备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完成专业技术指导工作。 

验收要点： 

（1）兼职教师聘书、培训记录； 

（2）兼职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和考核记录； 

（3）兼职教师专业技术指导记录。 

预期目标： 

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兼职教师人数稳定在 6 人以上，进一步提高兼职教师服务专

业教学改革的能力。 

验收要点： 

（1）兼职教师聘书、培训记录； 

（2）兼职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和考核记录； 

（3）兼职教师专业技术指导记录。 

5.团队能力提升 

预期目标： 

根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方案，通过开展讲座、企业实践、组织进修等多渠道培训，提

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组织教师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提高职业素养。 

验收要点： 

（1）教师培训制度； 

（2）教师培训记录； 

（3）开展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记载； 

（4）教师企业实践登记表； 

（5）教师教育教学论文。 

预期目标： 

继续组织教师参加企业实践、进修等培训，继续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建成一支“四有”

师资队伍。 

验收要点： 

（1）教师培训记录； 

（2）开展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活动记载； 

（3）教师企业实践登记表； 

（4）教师教育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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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训基地校企共建机制建设 

预期目标： 

成立电子信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通过企业调研，制定校企合作相关工作制度、顶

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 

验收要点： 

（1）成立校企合作工作组文件、聘书； 

（2）工作组指导校企合作的活动记录和会议记录等。 

（3）初步制定的《电子信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工作制度》； 

（4）初步制定的《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 

（5）初步制定的《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6）初步制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制度》。 

预期目标： 

动态调整电子信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对前期校企合作机制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总

结，完善校企合作相关制度、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等。 

验收要点： 

（1）充实后的校企合作工作组成员名单、聘书； 

（2）工作组指导校企合作的活动记录和会议记录等； 

（3）修订、完善的《电子信息专业校企合作工作促进小组工作制度》； 

（4）修订、完善的《学生顶岗实习考核管理办法》; 

（5）修订、完善的《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6）修订、完善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制度》。 

2.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预期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机制，聘用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实施企业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协议； 

（2）定向培养方案； 

（3）校企互动记录； 

（4）企业实习记录。 

预期目标： 

通过对实施情况的阶段性总结，完善“三证融合、工学交替”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校企双方探讨合作情况的会议记录； 

（2）校企合作工作组分析合作情况的会议记录； 

（3）阶段性总结报告； 

（4）校企合作培养方案。 

3.校外实习基地 

预期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建设，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新

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顶岗实习基地 1 个。 

验收要点： 

（1）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计划； 

（2）校企合作协议； 

（3）师生实习记录； 

（4）校企共建资料； 

（5）学生顶岗实习报告。 

预期目标： 

通过继续与行业企业合作，探索新的校企合作模式， 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1 个，顶岗

实习基地 1 个。 

验收要点： 

（1）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计划； 

（2）校企合作协议； 

（3）师生实习记录； 

（4）校企共建资料； 

（5）学生顶岗实习报告。 

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运行机

制建设 

4.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预期目标：  

实施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重庆市电子信息企业输送合格毕业生 250 人；与企

业合作，完成为企业培训、 鉴定 100 人次；根据企业需要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 次

以上。 

验收要点： 

（1）《学生实习协议》及实习学生名单； 

（2）培训协议及培训学员名单、培训鉴定成绩册 ； 

（3）技术咨询服务协议书。  

预期目标：  

继续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重庆市电子信息企业输送合格毕业生 250 人；与企

业合作，完成为企业培训、 鉴定 100 人次；根据企业需要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 次

以上。 

验收要点： 

（1）《学生实习协议》及实习学生名单； 

（2）培训协议及培训学员名单、培训鉴定成绩册；  

（3）技术咨询服务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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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级财政重点支持专业建设资金投入预算表： 

重点支持专业名称 工艺美术 编号 142000 

资金预算及来源 

市级财政投入      主管部门财政投入 行业企业投入：             其他投入：               建设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合计 

合计 83 162 245 2 2 4    60 11 71 320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１0 ４ 14          14 

2.课程开发 15  15          15 

3. 教材与资源库建设 10 18 28          28 

4.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1 1 2 2 

5.教育教学评价评价改革 ６ 10 １6          16 

6.实训基地建设 30 116 146          146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程 
体系改革 

小计 71 148 219       1 1 2 221 

1.专业带头人培养 2 3 5          5 

2.培养骨干教师 3 3 6          6 

3.“双师型”教师培养 2 3 5          5 

4.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5 5 10          10 

5.团队能力提升          10 10 20 20 

师资队伍 
建设 

小计 12 14 26       10 10 20 46 

1.机制建设          5  5 5 

2.企业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实

施          9  9 9 

3.工艺美术校内实训基地建

设          30  30 30 

4.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5  5 5 

5.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2 2 4       4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运行机制建设 

小计    2 2 4    49  4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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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专业名称 模具制造技术（塑料成型方向） 编号 051500 

资金预算及来源 

市级财政投入         主管部门财政投入 行业企业投入：             其他投入：               建设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合计 

合计 74 90 164 4  4 150  150 119 67 186 504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式改革 14  14          14 

2.课程开发 17  17          17 

（1）特色教材开发 4 20 24          24 
3.课程建设 

（2）资源库建设 14 40 54          54 

4.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2  2 2 

5.教育教学评价改革 6 10 16          16 

（1）模具 CAD/CAM 仿真

机房          20  20 20 

（2）建立模具安装与调试

实验室       150  150 80  80 230 
6.实训环境

建设 

（3）实训文化建设 5 6 11          11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程 
体系改革 

小计 60 76 136    150  150 102  102 388 

1.培养、聘用 专业带头人 3.5 3.5 7          7 

2.骨干教师培养 3 3 6          6 

3.“ 双师型”教师 培养 1.5 1.5 3          3 

4.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6 6 12          12 

5.团队能力提升          10 10 20 20 

师资队伍 
建设 

小计 14 14 28       10 10 20 48 

1.加强校企合作机制建设          5  5 5 

2.校内实习基地建设           54 54 54 

3.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2 3 5 10 

4.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4  4       4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运行机制建设 

小计    4  4    7 57 64 6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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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专业名称 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物联网方向） 编号 091200 

资金预算及来源 

市级财政投入 主管部门财政投入 行业企业投入： 其他投入： 
建设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合计 

合计 133 58 191 0 20 20       24 21 45 256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8 6 14                   14 

2.课程开发 10 5 15                   15 

3.教材与资源库建设 22 20 42                   42 

4.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1 1 2 2 

5.教育教学评价改革 10 6 16                   16 

6.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61   61   20 20             81 

人才培养 

模式与课程 

体系改革 

小计 111 37 148 0 20 20       1 1 2 170 

1.专业带头人培养 5 5 10                   10 

2.骨干教师培养 6 6 12                   12 

3.双师型教师培养 5 4 9                   9 

4.行业专家聘用 6 6 12                   12 

5.团队能力提升                   10 10 20 20 

师资队伍 

建设 

小计 22 21 43             10 10 20 63 

1．实训基地机制建设                   3 2 5 5 

2．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5 4 9 9 

3.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3 2 5 5 

4.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2 2 4 4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运行机制建设 

小计          13 10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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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校其他特色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投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其他特色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投入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学校自筹和企业赞助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合计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合   计 200 68 268 2 0 2 270   

“两全两

库三平台”

校园信息

化建设 

“两全两库

三平台” 

基础设施 

建设 

160 30 190 / / / 190 

预期目标： 

完善骨干网络改造升级；完成无线网络覆盖（办公室、教

室）；完善教学资源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建

设；完善存储系统建设； 

验收要点： 

1.设计方案 

2.招投标文件 

3.设备清单和相关合同 

4.施工方案 

5.验收报告 

6.账册及报表 

7.培训方案 

8.使用记录 

 

预期目标： 

完善室室通建设； 

验收要点： 

1.设计方案； 

2.招投标文件 

3.设备清单和相关合同 

4.施工方案 

5.验收报告 

6.账册及报表 

7.培训方案 

8.使用记录 

 

“两全两库三

平台”平台 

及应用系统 

35 35 70 / / / 70 

预期目标： 

完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完善教学资源平台； 

验收要点： 

1.设计方案 

2.招投标文件 

3.设备清单和相关合同 

4.施工方案 

5.验收报告 

6.账册及报表 

7.培训方案 

8.使用记录 

预期目标：  

完成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实现校园网上所有信息资源整合

和集成，以构成统一的用户管理，统一的资源管理和统一

的权限控制；完成学生综合评价平台。 

验收要点： 

1.设计方案 

2.招投标文件 

3.设备清单和相关合同 

4.施工方案 

5.验收报告 

6.账册及报表 

7.培训方案 

8.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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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色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投入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学校自筹和企业赞助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小计 

 

合计 

2015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2016 年 12 月 

（预期目标、验收要点） 

 

师资培训 5 3 8 / / / 8 

预期目标： 

聘请专家指导会成员，培训网络管理人员 2 名，300 余名

教师都能进行多媒体教学。 

验收要点： 

1.聘书 

2.工作记录 

3.与培训企业签订的培训协议 

4.培训课程安排或者培训内容日志 

5.培训证书 

 

 

预期目标： 

培训网络管理人员 1 名，全校教师都能进行多媒体教学，能

使用信息化平台。 

验收要点： 

1．与培训企业签订的培训协议 

2．培训课程安排或者培训内容日志 

3．培训证书 

 制度建设 / / / 2 / 2 2 

预期目标： 

建立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验收要点： 

1．制度文本 

2．制度执行记录 

预期目标： 

健全和完善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验收要点： 

1．制度文本 

2．制度执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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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金投入预算汇总表： 

资金总预算及来源 

市级财政投入 地方财政投入 行业企业投入 其他投入：学校自筹 

合  计 

建设内容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合  计 600 45 300 22 150 11 300 22 1350 100 

1.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285 48     106 35 

2.师资队伍建设 97 6     60 20 

3.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12 4   132 45 

市级财政 

重点支持专业 

4.实验实训设备 218 36 20 7 150 100   

1080 80 

其他特色 

项目 
“两全两库三平台”校园信息化   268 89   2 1 270 20 

备注：用于购置市级财政重点支持专业所需的实验实训设备的费用不得超过市级财政投入项目资金总额的 20%；单位设备资金总值不超过 20万元； 

用于教师培训进修的费用不得超过市级财政投入项目资金总额的 10%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4 年 10 月 14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