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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质监校〔2020〕88 号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关于
开展 2020 年度教育质量报告数据采集及

报告编制工作的通知

各科室：

按照《乐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 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诊

改数据采集暨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要求，经研

究决定，开展 2020 年度教育质量报告数据采集及报告编制工作，

具体通知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周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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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张百军

负责全面指导学校年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

组员：各科室负责人

负责科室数据以及典型案例、特色亮点文字材料提供（具体

内容详见附件 1、2）。

二、成立编写组

（一）组织机构

组 长：张百军

成 员：林娟、邓鹏飚、周群、王丽环、罗莉、王珂、高淼、

童秀美、张丽梅、何坤洪、徐勇、刘丹

（二）工作任务

1、数据填报：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 2020 年质量报告平

台的数据汇总、系统填报工作。

2、撰写质量报告：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学校 2020 年

度质量报告》的资料汇总、编著，及排版设计、印刷工作。

3、发布：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学校 2020 年度质量报

告》的网上发布和逐级上报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学校设立专项经费，保障《2020 年度质量报告》数据

上报、编制、发布等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二）学校对参与数据采集、汇总、统计、填报，以及数据

调查等工作的人员按实际工作量给予一定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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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报告》属于学术成果，参照学校学术成果奖励

办法给予奖励。

望各部门遵照执行。

附件：1.《2020 年教育质量报告》数据及文字材料任务分工

2. 2020 年度教育质量报告数据采集任务分工表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

2020 年 11 月 19 日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9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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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教育质量报告》数据及文字材料任务分工

序号 材料名称 时间要求 任务部门 说明

1 学校整体工作总结、简介
2018-2019学年

办公室

1）提供2018-2019两年年度总结或 4 个学期总结以及绩效总结。

2019-2020学年 2）学校校园风光、建筑高清照片。

2
各个科室的工作总结（含

“9+3”办公室）
2018-2019学年 提供2019、2020 两年年度总结或学期总结。

3 学校获得的所有荣誉 2019-2020学年 按时间顺序、国家、省、市级别罗列学校获得的荣誉称号。

4 学生情况
2018-2019学年 教务科

1）招生规模（计划招生规模、实际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毕业生规模、巩固率等

数据，按示例表1 填写。（含合作办学如护理、会计等专业)

2019-2020学年 培训鉴定中心 2）成人教育相应不同层次教育的相应规模情况应说明。

5 生均实训实习工位数
2018-2019学年 专业科 1）需要分专业汇总校内各实训室（基地）名称及提供的工位数，按要求填示例表2。

2019-2020学年 专业科 1）需要分专业汇总校外各实训室（基地）名称及提供的工位数，按要求填示例表3。

6
学生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

总结
2019-2020学年

学工部

（含团委）

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以及活动情况。建议介绍主题班会、学生会情况，以及学

校“9+3"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的教育帮扶等。要求文字材料有具体活动名称、照片

及成效。

2）德育活动开展情况包括社团运行情况及数量与活动、最美团支书获奖情况、读书会、

艺术节以及传统文化进校园、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可说明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与落

实情况。

7
学生基本素质与技能大赛获

奖情况

2018-2019学年
教务科

统计学生在2018-2019学年参加国家、省、市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奖情况，包括获奖赛

事名称、获奖等级、获奖人及人次等。附上比赛活动照、获奖照等（高清图）2019-2020学年

8 学生资助 2019-2020学年 学工部

其他资助。包括现代学徒制资助、学校升学资助以及省局兄弟单位（质检院、特检院等）

提供的资助，提供资助的学生人次、金额等。

包括免学费、奖助学金落实情况，学校对学生的资助情况等，统计2017-2018 学年接

受免学费、助学金的学生人次、资助金额，以及学校和社会资助的人次、金额。

9 就业质量 2018-2019学年 专业科

要求提供两年毕业生就业质量相关数据，包括：

1）毕业生数、就业率、分专业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初次就业起薪、分专业（专业大

类）就业起薪等数据。按照示例表12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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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 2）升入高等教育人数、比例以及升学方式。按照示例表12 填写。

10
创新创业情况（学生创业课程

培训）
2019-2020学年

教务科
针对学生开设了那些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如职业生涯规划、礼仪培训等），获得了哪

些成效，附成功案例，附上课程培训活动照等。

专业科/校区办

公室

组织学生开展就业指导、职前培训动员等，取得的成效附成功案例，附上课程培训活动

照等。

培训鉴定中心 大学生创业培训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附成功案例，附上课程培训活动照等。

11 专业动态布局 2019-2020学年 专业科

专业布局动态调整要求提供：

1）学校专业设置的动态机制与预警机制建设情况

2）学校专业发展规划情况

3）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情况

4）如果有新增或停办的专业，需要核实具体专业名称

12 教育教学改革 2019-2020学年

教务科

要求提供以下材料：

1）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建设、教育资源建设、

教材建设、教学模式（信息化教学），评价模式）情况说明

2）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说明

专业科
3）实践教学环境建设（实训基地）情况说明（重点介绍近两年学校实验实训投入以及

建设情况）

13
教师培养培训情况（教师培

训、企业实践）
2019-2020学年

办公室

1）教师培养机制运行情况，教师培养规划的制定情况、师德师风建设情况等

2）学校教师参加的各类培训的培训名称、教师培训人数、培训时间、培训内容介绍（境

外、国外、省级及国家级教师培训），建议按示例表4 填写

专业科 3）企业实践的时间，地点、具体内容，建议按示例表5 填写

14 教科研成果 2019-2020学年 教务科

1）2018-2019 学年组织申报市级、省市课题数量和课题名称

2）校级课题数量和名称

3）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其中核心期刊的数量，建议按示例表6 和 7 填写

4）配置专职科研工作人员数量

15
教师参加技能大赛、说课、赛

课
2019-2020学年 教务科 除了奖项等级同样需要提供具体名称，建议按表8 填写

16 党建工作 2019-2020学年 党办
包括健全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情况，推动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加强党组织建设情况，

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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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建工作总结

2）包括党支部数量、当年新增党员数量，现有党员数量（教职工、学生），当年参加

党校培训学生数量、发展党员数量，党务工作人员培训次数、党员教育培训次数、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订阅党报党刊种类以及当年获得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3）配党组织活动等高清图片

17 校企合作情况总结 2019-2020学年 专业科

1）对学校目前校企合作的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包括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

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技术革新等方面合作情况，填写示例表9。

2）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提供兼职教师、企业参与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情况，教、学、

做一体化人才培养等情况。

18 三年级学生实习情况说明 2019-2020学年 专业科

1）介绍学校学生实习工作机制

2）提供2019届毕业生实习实训情况进行文字说明总结（包括实习企业单位、顶岗实习、

实习报酬、跟踪管理等数据）

3）实习规模（需提供2017-2018 学年、2018-2019学年两年的数据）

20 社会服务情况说明 2019-2020学年

培训鉴定中心
1）我校依托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平台开展的各项社会职业教育与培训情况介绍

以及培训数据汇总。按示例表10、11 统计

学工部（团委）
3）学校开展的社区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包括社区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服

务人次等，配社区服务活动高清图片。

21 对口支援 2019-2020学年 党办 学校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情况，包括校际帮扶、对口扶贫以及帮扶金额等

22 举办者履职部分 2019-2020学年 办公室
1）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政策文件，及学校制度文件按时间顺序汇总文件的制度名称。

2）教师编制的落实情况说明

23 典型案例、特色亮点文字材料 2019-2020学年 各科室 学校特色创新及亮点案例详细说明，文字表述，每个案例800 字左右。

24 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9-2020学年 办公室 分析学校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5 规范化管理情况 2019-2020学年 办公室
包括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安全管理、科研管理和管理队伍建设、

管理信息化水平等。

26 校长寄语 2019-2020学年 校长 对学校的展望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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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2020 学年分专业在校生统计表（示例）

序号 专业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在校生数

2018-2019 2019-2020 2018-2019 2019-2020 2018-2019 2019-2020 2018-2019 2019-2020

1

2

3

4

合计

表 2 校内实训资源统计（示例）

序号 专业名称 实训基地（实训室）名称 提供工位数（个）

1 专业一

2 专业二

3 专业三

合计

表 3 校外实习基地统计（示例）

序号 专业名称 校外实习基地名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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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专任教师参加各级培训规模统计（示例）

序号 培训类型 培训人数（人） 培训人均课时数（小时）

1 国培

2 省培

3 市级培训

4 校级培训

5 合计

表 5 2019-2020 学年教师培养培训具体情况统计（示例）

序号 培训名称 培训地点 参培人数（人） 人均培训天数（天）

1

2

3

4

表 6 2019-2020 学年教师公开发表论文统计（示例）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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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9-2020 学年教师研究成果获奖统计（示例）

序号 姓名 获奖项目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1

2

3

4

表 9 与学校签订校企合作的企业（示例）

序号 专业名称 合作企业名称 合作主要内容

1

2

3

表 8 教师参加专业技能大赛获奖统计（示例）

序号 姓名 比赛项目 获奖等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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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9-2020 学年学校开展的社会培训统计（示例）

序号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人数（人）

1

2

3

合计

表 11 技能鉴定统计（示例）

序号 鉴定职业工种范围 鉴定等级 鉴定人次

1

2

3

4

表 12 教师队伍情况（示例）

2017-2018 年度人数 2018-2019年度人数

专任教师数

其中专业课专任教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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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兼职教师数

本科以下学历专任教师数

本科学历专任教师数

具有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专任教师数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数

中级职称专任教师数

初级职称专任教师数

未评职称专任教师数

35 岁及以下专任教师数

36～45 岁专任教师数

46～55 岁专任教师数

56 岁及以上专任教师数

双师型教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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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 年度教育质量报告数据采集任务分工表

序号 项目 详细内容 上报部门 数据提供部门 备注

1 基本情况

规模 教务科 教务科、后勤服务科

设施设备 专业教学科 专业教学科

教师队伍 办公室

信息化建设 教务科 专业教学科

2 学生发展

学生素质 办公室 专业教学科、教务科、学工部

在校体验 教务科 专业教学科

就业质量 专业教学科 专业教学科

3 质量保障措施

专业布局

教务科 专业教学科

课程开设

质量保证 教务科 专业教学科

教师培养培训 办公室

4 校企合作

合作情况

专业科

学生实习情况

5 社会贡献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培训鉴定中心

社会服务

对口支援 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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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举办者 履职

经费 财务科

政策措施 办公室

7 党建工作 学校党建工作 党办 学工部

8 文字资料

德育工作经验措施 学工部

学生思想政治状况 教务科

优秀毕业生典型案例 教务科

质量监控体系建设 教务科

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教育

活动开展情况

学工部（团委）

对口帮扶（扶贫）情况 党办

特色创新 办公室

党建工作 党办

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