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
自评报告（2016）
一、学院概况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 1984 年，前身是马鞍山联合大
学。2008 年 2 月经省政府批准，更名为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2011
年 12 月和 2015 年 5 月，马鞍山市委市政府先后将马鞍山技师学
院和市卫校整体并入学院，以进一步提升学院办学实力，打造以
技术技能型人才教育培养为主体、中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学
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学院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以培养高技
能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办学内涵建设，着力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努力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以充分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
学院现为全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全国重点就业训练中心、长三角紧缺型人才培训基地
会员单位、省机电类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省再就业培训示
范基地、省创业培训示范基地和市人才工作示范单位。先后荣获
第十届“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安徽省就业再就业
工作先进单位”
“安徽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
、
、
2014 年度“全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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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院在省教育厅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中名列第一，获
得“优秀”等次。
二、评估指标分析
（一）办学基础能力
1．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马鞍山市已建立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学院
在市政府支持下，先后争取到央财“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项目”、“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现代职业教育提升
计划专项资金”等项目资金约 2300 余万元，学院办学条件显著改
善。近年来，学院年生均拨款水平逐年提升，2015 年生均财政拨
款 9831 元。
2．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学院利用争取的项目资金购置机床线路实训考核装置、三轴
（四轴）加工中心、车削中心、三坐标测量仪，CADCAM（CAXA）、
旅游航空服务、机场地面、心理咨询等各类教学实训设备，其中
“实训大车间”、“数控车实训车间”已基本建成现代化生产性
实训场所，学院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4774.25 万元，生均仪器设备
值 7934.60 元。
3．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学院新建了培训实习楼、学生公寓 7 号楼、8 号楼等工程，
完成了行政楼裙楼、体育场所等装修改造，师生工作和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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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改善。学院占地面积 397074 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
187008.22 平 方 米 ， 其 中 教 学 及 辅 助 、 行 政 办 公 用 房 面 积
106620.44 平方米，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17.59
平方米。
4．信息化教学条件
学院积极推进数字校园（智慧校园）建设，建成 145 间多媒
体教室、110 个标准化考场、2 个录播室、1 个教学主控室，购置
或更新 2 套教学管理系统、1 套财务管理系统、1 套资产管理系统
和 1 套行政管理系统，新建平安校园监控系统，百名学生配教学
用计算机台数 41 台，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10000Mbps，数字资源
总量 8000GB，信息化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5．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学院利用项目资金和自筹资金先后新建或改造了数控、电气、
汽修、电子商务、物流、建筑工程管理、烹饪、动漫、模拟导游、
护理、药学、老年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实训室（基地），现有校内
实验实训室 81 个，实践教学工位数 4362 个，生均实践教学工位
数 0.72 个，基本满足在校生实践教学需求。
6．生师比
技师学院、卫生学校整合进学院后，学院师资力量进一步加
大。同时，学院先后招录或新调入教师 7 名,办理劳务派遣近 30
名。2015 学年，学院高职学历教育在校生总数 6391 人，其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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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高职学生数 6062 人;教职工总数 361 人，其中专任教师 308
人，生师比达 20.75（学校每位专任教师平均所教的学生数），
基本满足专业教学需求。
（二）“双师”队伍建设
7.“双师型”教师比例
学院认真实施人才激励工程和名师引领战略，成立“技能大
师工作室”，开办“学术大讲堂”，建成“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继续教育平台，完善教职工赴企业行业实践锻炼制度，师资队伍
素质和教学能力不断增强，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近年来，学
院相关专业学生在老师精心辅导下在烹饪、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酒店服务等项目中获 1 金 5 银 6 铜优异成绩，实现马鞍山
市高职院校参加国家级技能大赛金牌零突破。教师信息化教学水
平明显提升，先后获省级信息化教学比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实现参加省级信息化教学比赛一等奖零突破。
学院现有“双师型”专任教师 112 人，“双师型”专任教师占专
任教师总数比例达 36.36%。
（三）专业人才培养
8．课程开设结构
学院以推进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强化学生职业能力培
养为核心，不断优化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构建了“职业基本素
质课程、职业基础能力课程、职业核心能力课程、职业拓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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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五大板块构成的课程体系，从课程体
系、课程结构、课程学时学分分配、实践教学比重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调整，
80%以上的专业课程内容均紧紧围绕职业岗位需求来设
置和安排，实践课程占总学时比例均达到或超过了 50%。2015 学
年，学院共开设专业课程 573 门，其中 A 类课程 62 门，B 类课程
438 门，C 类课程 83 门，ABC 三类课程课时数比例合理，注重强
化专业实践教学和学生技能培养。
表 1 学院 2015-2016 学年专业课程类型结构
ABC 三类课程所占比例
总课时数

A类

B类

课证融通课程
C类

（学时） 课 时 数 比 例 课 时 数 比 例 课 时 数 比 例
（学时） （%） （学时） （%）
56222

10004

17.8

32888

58.5

（学时） （%）
13330

23.7

课 时 数 比 例
（学时）

（%）

6890

12.3

9．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
学院与省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开展长期合作，建立稳定的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 66 个，
平均每个专业拥有 2.4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2015 学年，校外实训基地接受半年顶岗实习学生数 946 人，接受
应届毕业生就业数 305 人，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时总量达
344656 人天，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 56 天，基本满足了专
业实践教学和学生顶岗实习的需要，为学生就业提供更多选择和
保障。2015 年，学院先后与江东控股集团、示范园区签署青年就
业创业见习基地和“互联网+”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协议，与饮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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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业城合作成立“饮马湖互联网学院”，与市青电园合作
成立“创客学院”，与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合作开展跨境
电商人才和商贸物流专业群建设。
10．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学院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所有专业均开展了校企共建、
订单培养、引企入校、半工半读、现代学徒制等多形式的校企合
作。动漫、机电、电气、数控、旅游、建筑等专业分别构建了“三
引三出”、“校企八共”、“大师团队引领”、“实境实品”、
“淡学旺工”、“三段递进”等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先后与
16 家企业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为泰尔重工、精诚铜业、百果园、
华拓数码、力生集团等企业开展订单培养。2015 学年，我院企业
订单学生总数 461 人，占在校生比例达 7.6%，订单学生人数呈上
升趋势。学院还在全省率先开办“校企高技能人才合作培养专项
班”，近 3 年累计培养企业员工 250 余人。
11．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随着学院办学规模的扩张，在校生人数呈递增趋势，外聘教
师人数也随之增加。为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加强外聘教师队伍建
设，学院修订了《外聘教师管理办法》，提高了外聘教师课酬标
准，强化了外聘教师考核和日常管理。2015 年，学院聘用校外兼
课和兼职教师累计达 212 人次，支付外聘教师课酬累计达 356.89
万元，平均支付外聘教师每人 1.68 万元，其中支付企业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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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酬 24.64 万元，近 3 年累计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总额 86.32
万元。
12．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近年来，我院先后与泰尔重工、双益机械制造、华菱西厨、
春秋旅游公司等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校企共建省级实践教育基地
5 个，合力打造集生产、研发、教学、培训为一体的生产性实训
基地，企业对实践教学设备的投入也逐步加大，实践教学条件进
一步改善。2015 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达 33.5 万
元，近 3 年企业提供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累计达 153.8 万元（企
业提供的设备属准捐赠性质，产权属企业，学校有使用权）。
（四）学生发展
13．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
学院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密切校企合作，深化教学改革，推
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实施学历证书与
职业资格证书并重融通。
学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逐年提高，2016
届毕业生获取率达到 63.6%（仅统计国家统考类或人社部统考类
证书，不含行业企业颁发的证书），其中初级获取率 40.38%，中
级获取率 46.57%，高级获取率 3.95%。初级证书获取率达到 90%
以上的专业包括：食品营养与检测、财务信息管理、会计、市场
营销、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商务日语、旅游英语、航空服
务、商务英语等专业。中级证书获取率达到 80%以上的专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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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模具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造、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动漫设
计与制作、食品营养与检测、机电一体化等专业。高级证书获取
率位居前列的专业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
动化技术等专业。
14．直接就业率
我院坚持以就业市场建设为突破口，秉承“市场主导、无缝
对接、立足本市、面向安徽”的理念，实现了“百场招聘搭平台、
万余岗位供选择”
的工作目标。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数为 1627 人，
直接就业率达到 98.03%。通过麦可思公司调研平台对学院 2015
届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进行跟踪评价，评价结果显示：毕
业半年后就业率较高的专业为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电子技术、
物业管理、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电气自动化技术、电子商务、
建筑工程管理、连锁经营、旅游英语；毕业生转正后月收入平均
为 3408 元，收入较高的专业是汽车电子技术（4286 元）、建筑
工程管理（4032 元），毕业生转正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食品营养
与检测（2833 元）。
15．毕业生就业去向
学院 2015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
体（68%），国有企业（17%），中外合资/外资（11%），政府机
构/其他事物单位（4%）。根据用人单位的反馈，2015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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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岗位是“技术、技术管理”（55.10%）；其次为 “生产、
销售、采购”（26.53%）；用人单位提供最少的岗位为“行政管
理方面”（2.10%）。用人单位对 2015 届毕业生的满意度为 90%
以上。15.31%的用人单位对学院的毕业生感到很满意，62.24%的
感到满意，19.90%的感到一般，2.55%的感到不太满意。
（五）社会服务能力
16．专业点学生分布
学院近三年招生人数位居前位的专业是会计（532 人）、机
电一体化技术（526 人）、建筑工程管理（448 人）、数控技术（423
人）、电气自动化技术（386）等专业 。
表 2 2015-2016 学年学院专业点学生分布一览表
序
号

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

序

（人）

号

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
（人）

1

机电一体化技术

526

15

模具设计与制造

212

2

电气自动化技术

386

16

财务信息管理

235

3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59

17

会计

532

4

汽车电子技术

270

18

市场营销

214

5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7

19

电子商务

274

6

计算机网络技术

132

20

连锁经营管理

249

7

软件技术

136

21

航空服务

192

8

动漫设计与制作

214

22

会展策划与管理

138

9

广告设计与制作

120

23

商务英语

182

10

建筑工程管理

448

24

旅游英语

107

11

物业管理

221

25

商务日语

55

12

食品营养与检测

232

26

老年服务与管理

24

13

物流管理

117

27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84

14

数控技术

423

2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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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
目前学院专业设置总数 32 个，其中属于第二产业的交通运
输类 1 个、土建类 2 个、制造类 9 个，属于第三产业的电子信息
类 5 个、轻纺食品类 1 个、财经类 6 个，旅游类 2 个、公共事业
类 1 个、文化教育类 3 个、医药卫生类 1 个、艺术设计与传媒类
1 个。数据显示，我院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大类
和第三产业的电子信息、财经等大类。聚集在制造大类，反映了
专业建设对应了马鞍山以钢铁立市的历史发展特点，针对“十二
五”
以来马鞍山市文化旅游产业的调整以及社会人口变化的需要，
我院在交通运输、轻纺食品、医药卫生、公共事业以及文化教育
类增设了部分新专业。学院专业设置的整体趋势能够适应本地区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要。
表 3 学院专业设置分类一览表
产业
第一产业

已经开设专业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专业数

农林牧渔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航空服务

1

建筑工程管理、物业管理

2

生化与药品大类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材料与能源大类
土建大类
第二产业

水利大类

制造大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
术、汽车电子技术、数控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生产过程自动化技
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 10 —

9

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网络技
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电子商务技术

5

轻纺食品大类

食品营养与检测

1

财经大类

会计、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财务信息管

6

电子信息大类
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理

第三产业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1

旅游大类

会展策划与管理、旅游管理

2

公共事业大类

老年服务与管理

1

文化教育大类

旅游英语、商务日语、商务英语

3

艺术设计与传媒大类

广告设计与制作

1

公安大类
法律大类
合计

19

32

18．招生计划完成质量
学院 2015 年招生工作质量整体优良。一是录取总量继续保
持高位。2015 年我院高职计划招生 2200 人，共录取新生 2210 人
（含“3+2”转段生 36 人），较去年增加 47 人，总录取数首次超
过计划数。二是秋招计划一次性录满。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为 351
分，理科为 360 分，分别高于省控线 151 分和 160 分，且分别比
去年提高 31 分和 103 分，最低录取名次分别较去年提高 12859
名和 20102 名。三是学院位次进一步前移。在省内地市职业技术
学院中文科排名第二，理科排名第三。四是生源质量继续提高。
在一次投档分数线及位次大幅提高的同时，征集志愿批次全部录
满且文理科录取分数均更高。
文科超本科线 2 人，
分别是 5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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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分，理科超本科线 1 人，484 分，优质生源比重持续增大。五
是自主招生（分类考试招生）规模逐渐扩大。自 2012 年首次招生
以来，录取人数连续四年实现增加。
19．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
学院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化培训及鉴定工作。2016 年完成各类
培训及鉴定 11304 人次，其中包括完成民生工程就业技能培训
1793 人，合格 1556 人。完成各类职业技能鉴定 7849 人，其中社
会人员收费鉴定 2876 人，政府补贴就业技能鉴定 3197 人，本院
学生职业技能鉴定 1776 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技师班培训
249 人，退役士兵培训 97 人，市开发区培训 73 人，高科磁性材
料厂等其他人员培训 180 人，安全培训 1063 人（特种作业人员安
全技术培训 565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培训 370 人，班
组长安全培训 128）。开展创办企业（SYB）培训 1065 人，创业
模拟实训培训 863 人。以上培训服务工作共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到
款额 160 万元。
20．技术服务到款额
2015 年，学院申报马鞍山市科技计划项目 5 项，其中民生科
技项目 2 项，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 3 项；申报安徽省高校自然科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0 项，其中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7 项，
自然科学研究研究项目 3 项。技术服务到款额 46.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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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办学基础能力仍需加强。学院一方面需稳定和扩大办学
规模，但因资金紧缺，难以进一步提升教学、宿舍等新的办学硬
件水平，导致近几年学院申报的招生计划数处在全省高职高专院
校下游。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深化改革、提升内涵建设水平的艰巨
任务，需不断加大实习实训设备、实训耗材、师资建设等资金投
入，办学经费仍然较为紧缺。
2．师资力量仍然薄弱。受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大环境影响，
引进博士、企业工程师等高层次人才渠道不畅，师资队伍学历、
职称结构不尽合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有待提升。编外聘用
人员较多，工作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兼职教师教学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
3．专业建设水平仍需提升。由于专业的建设基础、规模、
性质和内涵等方面的差异，学院专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少数专业
在师资、设备、教学和管理等方面都较为薄弱，一方面针对不适
应社会需求的专业，需要加强专业调整和改造，不断优化专业结
构布局；
另一方面要对社会亟需和新建专业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
继续推进专业内涵建设和课程改革，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社
会服务水平。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和发展方向
当前，职业教育已处在最好发展机遇期。下一步，学院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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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机遇，乘势而上，努力推动教学创特色、专业奔一流、工作争
上游，积极争创省示范（骨干）高职专科院校。
1．继续推进办学基础能力提升。积极争取省、市人社、教
育系统政策支持，继续通过各种财政渠道获得经费支持，不断推
进实验实训基地、师资队伍和校园基本建设，不断改善学院办学
条件特别是新增专业的实验实训室条件，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2．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深化内部人事管理制度
改革，健全绩效考核内部分配机制，激发专业教师等各类人员的
内在动力。深入实施名师名教战略，充分发挥省、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的引领示范作用，
推动学院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和学生实践技能水平提升。开展首席教师和专
业学科带头人评选活动，实行特殊津贴，推动品学兼优的教师脱
颖而出。通过外引内培，从企业引进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平人
才为兼职教师，将优秀教师送出去参加国培、省培，提升理论教
学水平，夯实实践教学能力，提高学院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到 2020
年，“双师型”教师比例力争达到 70%。
3．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布局。为适应经济新常态，马鞍山市
提出要培育壮大新材料业、新光源业、新能源业、节能环保业、
生物医药业、电子信息业等六大新兴产业。我院服务新兴产业的
专业设置数 7 个，占总设置数的 21.9%，而且大都集中在电子信
息业（5 个），而在新材料业、新光源业、新能源业、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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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生物医药业方向的专业设置非常缺少。2012 年安徽省对马鞍
山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原巢湖市的城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低
的和县和含山县划入本市后，加强农业基础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镇化建设水平成为马鞍山市经济社会
发展新的课题，但服务农业、水利基础类专业设置数为零。这种
专业设置分布现状与本市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有着一
定的差距。所以，要从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 群) 的实际需要出
发，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市场调研，紧密结合区域、行业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学校的办学优势、办学条件，合理地
设置与调整专业。
4．进一步深化课证融通的课程改革。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
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构建，既要满足学历教育的要求，又要满足
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实施双证融通教学，转变“重学历、轻能
力”的传统观念，把产学研结合落到实处，促进教育教学工作与
职业资格培训、技能鉴定相结合，提高办学质量和社会效益。学
生在校期间，通过专业知识学习与岗位职业技能培训，将获得学
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实现学校教育到实际工作岗位的“零过
渡”。
5．进一步提升社会培训层次和效果。当前，行业培训正逐
渐成为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又一个亮点，从培养目标来
看，我院目前的社会培训主要以培养初级层次的技能型、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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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技工培训为主，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技师培训的工种和数量
较少。近年来，学院增强了实训基础建设，投资 1000 万元，新建
或改造了近 30 个校内实训基地，
同时学院通过多途径培养提升教
师实践教学能力，教师对行业一线的新知识、新技能与新工艺掌
握水平得到切实提高，学院具备了提升社会培训层次的软硬件优
势。学院将按照行业标准，面对不同的学员基础，制定不同层次
培养目标，彰显培训的层次性，进一步提升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
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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