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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一批中职学校示范（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中期任务完成情况表 

项目 任务 目标 

完成情况 

验收点

（个） 

完成量

（个） 
标志性成果 支撑材料 

未完成验收点 

及理由 

1.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1.建立校企合作

长效机制 

建立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在专业建设、质量评价

等方面发挥重要指导作

用，并有效开展工作。 

8  8 学校专业指导委员会 

1.1.1 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 

1.1.2 专业建设管理办法； 

1.1.3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 

1.1.4 专业指导委员会聘书； 

1.1.5 年度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 

1.1.6 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工作开

展部分材料； 

1.1.7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专业建设研讨会资料； 

1.1.8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指导委员会年度工作总结 

无 

2.完善专业动态

调整机制 

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促进专业结构优化，

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

求对接。 

8  6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

业（群）调整管理办

法。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

业（群）自评报告 

1.2.1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调整管理办法。 

1.2.2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动态调整年度工作计划。 

1.2..3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需求调研相关材料。 

1.2.4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论证报告。 

1.2.5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设置量化测评表。 

1.2.6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群）自评报告。 

1.2.7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

业（群）诊断评估相关材料

在本学期结束后开展；

1.2.8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

业（群）动态调整年度报告

在 12月底出具。 

3.“行业特色、校

企共育、一专多

能”人才培养模

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建

设横向拓展纵向延申的

立体专业群，逐步构建

7 

  

11 

 

1.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专业各方向调研问卷 

2.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1.3.1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质量管理方向）专业人才需求和岗

位职责能力基础调研、统计分析资料及调研报告 

1.3.2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质量管理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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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设 
“行业特色、校企共育、

一专多能”人才培养模

式，扩大专业群影响力。 

 

 

专业各方向人才需求

和岗位职责能力调研

报告 

3. 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专业各方向人才培

养方案 

4.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专业各方向课程建设

体系 

1.3.3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筑工程及建材产品方向）专业人

才需求和岗位职责能力基础调研、统计分析资料及调研报告。 

1.3.4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筑工程及建材产品方向）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1.3.5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及评价资料。 

1.3.6 人才培养模式过程管理资料。 

1.3.7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招生 300人。 

1.3.8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食化方向）专业人才需求和岗位职

责能力基础调研、统计分析资料及调研报告。 

1.3.9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食化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3.10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计量检测技术方向）专业人才需求

和岗位职责能力基础调研、统计分析资料及调研报告。 

1.3.11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计量检测技术方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2.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1.课程教学改革

创新与规范教

学管理 

实施课程教学改革，建

立对接检测行业技术进

步课程教学改革机制，

更新课程内容，实现专

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完善相关制度体

系，规范教学管理。 

15 19 

1.制定、修订教

学管理规范 7个 

2.课程教学改革

项 4个  

3. 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专业各方

向课程结构优化

方案 4个 

4. 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专业各方

向课程标准 15

个。 

2.1.1 行业企业标准及技术体系调研资料。 

2.1.2 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 

2.1.3 教学改革成果评选管理办法 

2.1.4 教学工作奖励办法 

2.1.5 课程教学改革立项文件及申报书。 

2.1.6 对接行业标准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质量管理方向）专

业课程结构优化方案。 

2.1.7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质量管理方向）专业核心课程《管

理学》、《标准化》、《质量管理基础》、《食品安全与管理》、《计

量管理》、《风险管理》6门课程标准。 

2.1.8 对接行业标准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筑工程及建材产

品方向）专业课程结构优化方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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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本教材《食

品质量检验》讨

论稿 

6.课程教学改革

年度报告 

2.1.9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筑工程及建材产品方向）专业核

心课程《建筑材料管理》、《建筑工程材料检测》、《建筑装饰材

料检测》、《室内环境检测》4 门课程标准。 

2.1.10校本教材《食品质量检验》。 

2.1.11课程教学改革年度总结报告。 

2.1.12教材选用评价管理办法。 

2.1.13实训课教学管理办法 

2.1.14教学督导管理办法、自编教材管理办法（修订）。 

2.1.15课堂教学管理办法。 

2.1.16对接行业标准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食品化工产方向）

专业课程结构优化方案。 

2.1.17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食品化工产方向）专业核心课程《食

品工艺与设备》、《化工产品质量检验》、《质量管理》3 门课程

标准。 

2.1.18 对接行业标准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计量检测技术方

向）专业课程结构优化方案。 

2.1.19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计量检测技术方向）专业核心课程

《实验室认证认可》、《长力计量检测技术》2 门课程标准的完

善与优化。 

2.实践性教学改

革 

开展对接岗位的实践性

教学，实施专业（群）

实训教学的项目化，模

块化，实现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 

7  7 

实训课教学规范、 

《食品质量检验》校

本实训教材 

《生产安全与现场管

理》理实一体化课程

资料 

2.2.1 实训课教学管理办法 

2.2.2 实训教学的项目化实施管理办法 

2.2.3 专业实训教学年度计划。 

2.2.4 实训教学评价办法 

2.2.5《食品质量检验》校本实训教材 

2.2.6 实训教学项目化年度评价报告 

2.2.7《生产安全与现场管理》理实一体化课程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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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技术与专

业教学深度融

合 

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展

信息技术与专业教学深

度融合的课程改革，建

设网络课程，数字化教

学资源，促进教育信息

化创新发展。 

14  13 

1.核心课程教学资源

建设实施方案 

2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专业 5 个核心技能教

学资源 

3.智慧教室建设方案 

4.信息管理数据综合

移动平台建设方案 

2.3.1 信息技术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实施方案 

2.3.2 核心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实施方案 

2.3.3 核心课程网络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2.3.4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 5 门核心课程教学资源 

2.3.5 核心数字化资源拍摄器材采购计划过程资料 

2.3.6 核心数字化课程拍摄相关资料 

2.3.7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 5门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2.3.8 网络课程建设相关资料 

2.3.9 智慧教室设计方案 

2.3.10智慧教室建设实施方案 

2.3.11智慧教室建设采购清单 

2.3.12信息管理数据综合平台建设方案 

2.3.13信息管理数据综合平台建设采购计划 

1.验收要点 14：信息技术

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建设

情况年度报告 

因各信息技术项目未验收

实施，目前正处于收尾阶

段，待项目验收实施后撰写

总结报告。 

3. “双

师型”

专 业

教 学

团 队

建设 

1.内培：打造校

内“双师型”师资

团队 

制定“双师”素质教师

队伍管理办法、教师师

德考核办法，完善“双

师型”制度建设及评价

标准、建立“双师型”

教师队伍培养培训机

制;完善科研课题管理、

学术奖励相关制度，完

成校级课题至少 3 项，

提升教师教科研水平。 

17  17 

1.学校师德师风

管理办法 

2.校级科研课题 

3.教师跟岗培训

总结 

4. 制定、修订管

理办法文件 4个 

5.专业带头人骨干

教师培养计划、培养

方案。 

 

3.1.1 成立学校师德师风领导小组 

3.1.2 学校教师师德考核办法 

3.1.3 年度教师师德师风承诺书 

3.1.4 教师违纪违规处分条例 

3.1.5 校级课题至少 3 项。 

3.1.6 校级课题立项、中期检查、结题评审过程资料。 

3.1.7 学校年度教师培训计划 

3.1.8 10名教师到企业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跟岗工作证明、日志

以及过程资料。 

3.1.9 教师跟岗工作总结。 

3.1.10 “双师”素质教师队伍管理办法 

3.1.11专家到校培训资料。 

3.1.12学校学术成果奖励办法（修订）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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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学校校本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3.1.14学校横向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修订） 

3.1.15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培养方案。 

3.1.16学校教师信息能力标准 

3.1.17学校教师信息化培训资料 

2.外引： 建立高

水平的兼职教

师队伍 

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建立

大师工作室，定期开展

工作站技能展示、培训、

授课，推进校企人员互

聘互用，双向挂职锻炼。 

10  8 

1.兼职教师相关管理

制度 5 个 

2.两个大师工作室 

3.聘任兼职教师 10

人. 

 

3.2.1 高层次及紧缺人才柔性引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3.2.2 技能大师工作室管理制度 

3.2.3高层次及紧缺人才柔性引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3.2.4 关于鼓励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的管理办法 

3.2.5 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开展相关资料 

3.2.6 企业专业带头人、课程带头人制度 

3.2.7 行业、企业座谈学习相关材料 

3.2.10技能大师工作室年度总结报告 

 

验收点：3.2.8 聘请 4 名具

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专家、能

工巧匠到校兼任专业带头

人、课程带头人相关资料 

3.2.9聘任 6名企业兼职教

师开展教学相关资料 

学期末完成 

3.教师社会服务

激励计划 

建立学校质监业务培训

讲师制度，基本形成在

质监系统内有一定影响

力的培训教师团队。 

5  5 

1.相关管理制度 

2.横向科研课题申报

资料 

3.学校教师参与社会

培训资料 

3.3.1 教师服务社会行业的管理办法 

3.3.2 教师社会服务激励计划方案 

3.3.3 与至少一家质监技术机构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资料 

3.3.4 至少两名教师参与质监业务培训相关资料。 

3.3.5 申报横向科研课题资料。 

无 

4. 专

业 教

学 条

件 建

设 

1.实验实训优化

提升 

开展实验实训条件优化

提升建设，建立与行业

企业同步的实习实训装

备标准体系，对接产业

需求新建民用建筑室内

空气质量安全检测技能

综合实训室、建材质量

15  15 

1、实验室标准化制度

体系汇编； 

2、设备采购资料 

4.1.1 实习实训基地管理人员岗位职责汇编。 

4.1.2 实验实训准入管理办法 

4.1.3 实验室标准化制度体系汇编。 

4.1.4 企业技术要求、工艺流程调研报告及相关材料。 

4.1.5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综合实训室设计方

案。 

4.1.6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综合实训室设备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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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综合实训室，打造

优质高效的实训环境。 

购清单以及设备详细参数以及采购证明材料。 

4.1.7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综合实训室管理制

度。 

4.1.8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综合实训室建设过

程资料。 

4.1.9 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安全检测技能综合实训室运行情

况报告。 

4.1.10建材质量安全综合实训室设计方案。 

4.1.11 建材质量安全综合实训室设备采购清单以及设备详细

参数以及采购证明材料。 

4.1.12建材质量安全综合实训室建设过程资料。 

4.1.13建材质量安全综合实训室管理制度。 

4.1.14建材质量安全综合实训室运行情况报告。 

4.1.15新增校企合作单位 5家，签订校企深度合作协议。 

2.校企共建标准

检测实训基地 

实施引企入教、引企驻

校改革，探索校企共建

标准检测实训基地。 

 

6  6 1.引企入校协议 

4.2.1 成立校企共建标准检测实训基地运行管理机构。 

4.2. 2校企共建标准检测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4.2. 3校企共建标准检测实训基地工作规程。 

4.2. 4校企共建标准检测实训基地战略合作书。 

4.2. 5校企共建标准检测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4.2.6 校企共建标准检测实训基地建设过程资料。 

无 

3.5s 虚拟仿真

实训室建设 

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室建

设，建设 5s质量管理仿

真实训室 1 个，实现与

企业工作环境对接。 

4  4 
完成5s质量管理仿真

实训室建设 

4.3.1 5s 质量管理仿真实训室研发团队 

4.3.2 5s 质量管理仿真实训室设计方案 

4.3.3 5s 质量管理仿真实训室设备采购清单 

4.3.4 5s 质量管理仿真实训室建设过程资料 

无 

5. 完

善 质

1.教学质量评价

与内部质量保

建立适应行业发展和学

生持续发展需求的技术
14 10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

年度报告、 

5.1.1 企业人才职业素养与人文素养需求调研资料。 

5.1.2 用人单位满意度调研问卷及调研过程资料。 

验收点：7 毕业生质量跟踪

调查年度报告；9 内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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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评

价  

体系 

证制度体系建

设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标准，完善质量评价体

系以及内部质量保证制

度体系，实现全面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教诊改工作年度报告

等 

5.1.3 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5.1.4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实施细则 

5.1.5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问卷调查表 

5.1.6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过程资料 

5.1.8 成立内部质量保证委员会文件以及职责分工 

5.1.10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汇编 

5.1.11 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年度工作计划 

5.1.12 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 

 

保证委员会工作开展资料 

13.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年

度报告 

14.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

进年度工作总结 

本学期末完成 

6. 推

进 国

际 化

进程 

开展国际化交

流 

加快推进国际化交流，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与水

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直销国际标准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 

4  2 
开展国际化交流 

 

6.1.1 国际化交流计划。 

6.2.2 国际化交流实施方案。 

由于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无法实现教师外出交流互

访，因此验收点 3“与澳大

利亚辽湾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交流，实现争取实现 5名

教师交流互访。“无法完成，

拟重新规划交流互访项目，

于 2020 年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