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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学年，共有 353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每位学生每

月享受 200元助学金，每学期按 5个月核算，每名学生一学期总计享

受 1000元国家资助金，本学年享受国家助学金总计 70.6万元。

表 2-3 学生资助情况

项目 人数 金额 小计（元） 备注

免学费 1137人 每生 2200元/年 2501400
助学金 353人 每生 200元/月 706000 每学期按 5个月核算

“9+3”升学圆

梦
48人 3000元/人 144000 成都产品质检研究院

农业银行奖学

金

40人 300元/人 12000 一等奖

40人 200元/人 8000 二等奖

合计 3371400

此外，由成都产品质检研究院赞助的“9+3”升学圆梦计划，资

助 48人，每人 3000元，共计 14.4万元；由农业银行提供的奖学金

资助 80人，共计 2万元。

本学年免学费、助学金等共计 337.14万元。

（四）就业质量

1.分专业大类就业率 2017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95.1%，其中

加工制造类就业率最高，达 97.6%，旅游服务类专业相对较低，为

90.9%。近两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统计详见表 2-4。

表 2-4 学生分专业就业情况统计表

专业名称

2016届 2017届

毕业生数

（人）

就业数

（人）

就业率

（%）

毕业生数

（人）

就业数

（人）

就业率

（%）

加工制造类 88 88 100% 82 80 97.6%

旅游服务类 42 42 100% 33 30 90.9%

公共管理与服

务类
99 99 100% 170 161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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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229 229 100% 285 271 95.1%

2.对口就业率 根据毕业生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情况统计，

2017届毕业生总体对口就业率为 64.5%，相比 2016届增长 2.6个百

分点。

图 2-5 毕业生对口就业情况

另外还有 16.1%的毕业生认为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

导致专业不对口的主要原因是对口工作就业机会少（34.6%）、对口工

作收入待遇较低（26.9%）等。

图 2-6 毕业生认为导致“不对口”就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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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区域 从毕业生就业区域来看，“市外省内就业”比例最

多，占 68.3%，“本市就业”占 25.0%，“省外就业”毕业生较少，仅

占 6.7%。

图 2-7 毕业生就业区域统计

4.就业单位性质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就

业方向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直接进入工作岗位毕业生就业单位性

质统计，主要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各占 49.0%。

图 2-8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

5.毕业生起薪 2017 届直接就业毕业生中，有 38.5%的毕业生起

薪在 2001-3000 元之间，38.5%的毕业生起薪在 3001-4000 元之间，

另有 10.3%毕业生起薪在 5000 元以上。与 2016 届毕业生相比，2017

届毕业生起薪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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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毕业生起薪统计

6.签订合同情况 直接就业学生中有 26.0%毕业生未签订用工协

议，40.4%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用工协议，另有 33.7%的毕业生签订

一年及以内的用工协议。

图 2-10 毕业生签订合同情况

7.毕业生升学率 2017 届毕业生中，有 131 名毕业生升入各类高

一级学校，升学率为 48.3%，与 2016 届相比，2017 届毕业生“对口

单招”比例大幅上升，增加了 44.7%；2016 届毕业生中几乎没有学生

参加“对口高考”，而 2017 届该比例增加至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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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毕业生升学情况

（五）职业发展

创业创新方面，学校邀请创业指导专家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活

动、解读创业优惠政策、为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加强宣

传 SIYB 创业培训项目等。目前，学校已经送培 12名 SYB 师资,2017

年创业培训 60余人。

图 2-12 学生创业课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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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教师 SYB 结业典礼

实习指导方面，为了更好的指导二年级学生参加顶岗实习，做好

实习前学生的思想引导，确保 2017年顶岗实习工作的顺利开展，学

校举行了“实习指导会”，指导即将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调整好心态，

正确认识顶岗实习，做好实习前的各项准备。

图 2-14 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方面，为了让三年级学生了解目前就业形势，清晰就业

定位，学校组织开展了就业指导，邀请校企合作单位成都诚信食府和

成都明悦大酒店到校给学生做专题职业讲座。通过培训，学生基本了

解了目前整体就业形势，对自身就业也有了基本定位，打破对择业的

盲目性；明确企业用人的标准，提高了就业方面的思想意识，明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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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后做事的道理。对于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中专生而言，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学生都反应收获极大。

三、质量保障措施

（一）专业动态调整

学校参照国内《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优化专业结构与布局，

形成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机制。学校将专业招生情况、就业情况、学

生满意度、用人单位满意度作为主要指标，根据各专业发展情况调整

年度招生计划，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与规模，新建“机电产品检测技术

应用”与“老年人服务与管理”2个专业，开发申报“环境监测技术”

与“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2 个专业，编制公共基础课程及专业核心

课程标准 22个，校本教材 10 本。

（二）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出台了《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选

拔及管理办法》、《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学年奖励办

法》和《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办法》等教学工

作若干管理制度，对坚持客观、公正、合理地评价每位教师的教学工

作、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了更为规范的标准，对教师的教学执行、学

生学业水平给予合理的阶段性诊断，使师生获得全面综合的反馈信息，

为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行为，充分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构建常态化、周期性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起到了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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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结合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教务处制作了《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调研表》和《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表》等，通过自我诊断和在

学生中开展教学调研，找出不足，制定相应诊改措施。

本学年学校共组织申报 24项教改课题，详细见表 3-1。

表 3-1 教改课题立项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基于中职数学课程标准的教学设计和

实践
徐军

徐学军、谢登平、袁宇琴、白洁、

邹斌

2 我校德育课教学资源库的开发与利用 向雅丽 李建霞、何渡梅、李泉

3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夏宁
邱健、温德兵、张靖、陈小帆、

温锋、官翌

4 电梯安装实训项目教学设计 唐毅
郭志祥、段江洪、官翌、吴登、

李婷

5
机电设备安装维修（电梯）专业现代

学徒制实施方案研究
段江洪

廖艳、郭志祥、唐毅、温德兵、

官翌、吴登

6 机电检测系微课建设 廖艳

陶泽蓉、张靖、朱鸿学、骆权如、

邱健、陶虹竹、段江洪、黄定章、

李晓梅、温德兵、李婷

7
检测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建设方案研

究
陶泽蓉

廖艳、夏宁、骆权如、邱健、张

靖、温德兵

8
探讨校企合作共建“机电产品检测技

术应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朱鸿学

黄定章、廖艳、罗时淼、段江洪、

李梅、温德兵

9 中职食品微生物检测技能训练研究 李松涛 高淼

10
教学诊改之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系

列校本教材建设
官小红

王丽环、张剑平、李松涛、杨俊、

倪福莲、汪杨、陈荣凯、骆勇刚、

高淼、刘小玲、余玲玲、郑飞

11
教学诊改之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专业系

列课程标准建设
陈荣凯

王丽环、杨俊、李松涛、张剑平、

官小红、骆勇刚、汪杨、孙银珠、

余玲玲

12
开设《珠宝玉石的加工与营销》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制定
杨俊 邓琴、万茂君、周学鑫、高淼

13
开设《环境监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研究制定
王丽环 陈荣凯、张剑平、孙银珠

14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研究制定
汪杨

王丽环、杨俊、陈荣凯、官小红、

高淼、刘小玲、孙银珠

15
关于我校实验实训室对接企业现场 6S
管理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周学鑫 杨俊、陈晓、邓琴、万茂君



21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6
中职旅游系列校本教材的研发和编制

《前厅服务员（初级）》、《客房服务员

（初级）》

罗丹丹
曹露、白羽、李瑞、罗琴、闫美

莉

17 微课在基础护理教学中的推广和运用 罗莉
周红丽、谭艳秋、汪丽洁、张莉、

秦玲、周国光、朱宗贵

18
新形势下党组织对中职学生德育工作

的引领作用研究
李泽龙 熊伟、何勇、向雅莉、都中霞

19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对我校

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研究
夏宁 温德兵、陶虹竹、王晋

20
各级职业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机遇

与挑战
王丽环

张智翔、秦玲、汪丽洁、袁宇琴、

任秀玲

21
学校贯彻实施岗位绩效管理的对策与

路径研究
吴隽波 彭宏斌、王珂、向雅丽、汪杨

22 我校创建技师学院可行性方案研究 张百军 全体政策研究员

23
基于教学诊改要求的学校质量保证制

度体系研究
林娟 诊改办公室成员

24 市场监管体制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周学鑫 林平、周群、秦 鹏、曹露

（三）教师培养培训

1.校内培训与校外培训相结合 校内培训方面，校领导深入课堂

指导青年教师，每学期人均听课课时达 16节；校外培训方面，2017

年，学校专门投入 130 万元，用于教师培训、调研学习工作。如专业

课教师到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开展培训学习、实践和调研、组

织开展校内教职工暑假大培训、组织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2017-2018 年度公需科目培训和组织开展“智慧树”教育素养与职业

能力培训网课等等。

2.教师参加教学或技能大赛 学校教师积极参加各项技能大赛，

有 9人获得奖项，获奖情况详见 3-2，另外学校教师参加乐山市 2017

年中等职业教育优秀成果评选，荣获三个二等奖，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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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师参加专业技能大赛获奖统计

序

号
姓名 比赛项目 获奖等级

1 骆九丘 第八届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电算化会计) 三等奖

2 王天愚 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三等奖

3 唐雅琦 乐山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中餐摆台) 二等奖

4 王琴 乐山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茶艺) 三等奖

5 向雅丽 四川省中等专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比赛决赛 二等奖

6 唐毅 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亚龙杯”职业院校机电

类专业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电梯维修保养）

三等奖

7 段江洪 三等奖

8 唐毅
全国第二届电梯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绵阳赛区决赛

优秀奖

9 段江洪 优秀奖

表 3-3 教师参加乐山市中等职业教育优秀成果评选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作品 获奖情况

1 陈晓、周学鑫-《关于职业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初步设想》 二等奖

2 夏宁《新时期中职<机械制图>课的教法探索》 二等奖

3 林娟《浅谈中等职业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二等奖

（四）规范管理情况

学校以教育部职业院校管理“六大行动”为抓手，进一步修订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 89 个，编制《学校制度汇编》，完成 19 个部门职责

梳理和完善，涵盖综合管理制度、财务工作制度、教育教学制度、学

生管理制度、维稳工作制度、党工团工作制度、道德礼仪行为工作制

度和培训制度等八个方面，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

（五）德育工作情况

1.德育工作理念 校团委以构建“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

桥梁、从严治团”为工作格局，深化实施“思想引领、素质拓展、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