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指标进展情况表

山西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

主要指标进展情况

考核项目
原有基础

（2018 年底）
目前水平1 变化情况2 备注

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规模 6411 人 5876 人 -8.35%

招生专业数/有在校生专业数3 22/223 个 23/223 个 4.54%/0.00%

学校占地面积/生均占地面积
92933/14.50

平方米

92933/15.82

平方米
0.00%/9.10%

生均校舍面积/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面积
4.85/9.68 平方米 4.1/10.56 平方米 -15.46%/9.09%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生均教学仪器

设备值

4622.35 万元

/7186.04 元

7331.67 万元

/12392.32 元
58.61%/72.45%

图书（纸质及电子）/生均图书量
51.72 万册/80.41

册

54.12 万册/91.48

册
4.64%/13.77%

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所占比

例
64.75% 60% -4.75%

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所占比

例
65% 88% 23%

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

师所占比例
40.2% 33.93% -15.60%

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 62.13% 72.02% 15.92%

生师比 17.81 16.84 -5.45%

经费

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 6999 元/人 10010 元/人 43.02%

地方财政专项拨款 300 万元 300 万元 0.00%

行业、企业专项投入 0 万元 0 万元 -

其他 0 万元 0 万元 -

招生情况

招生总人数 7310 人 6706 人 -7.15%

其中：

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数/

“高本贯通”招生数

5727/0 人 5342 人/80 人 -6.72%/-

1“目前水平”指截至到 2021年 6月 31日任务完成指标
2“变化情况”＝（“目前水平”-“原有基础”）/“原有基础”（用百分比表示，保留两位小数，增加为正数，减少

为负数）
3“/”栏目需分别填写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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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情况

高职扩招 0人 349 人 -

“三二分段”招生数 1583 人 1015 人 -35.88%

新生报到率 96.23% 96.03% -0.21%

实习实训

条件

校内实训基地数 39 个 41 个 5.13%

新、改、扩建实验实训

场地面积（已投入使

用）

12372m2 7575m2 -38.77%

购置实验实训设备 3266 台（套） 6894 台（套） 111.08%

已投入使用的新增实

验实训设备
5841 台（套） 3102 台（套） -46.89%

实验实训设备固定资

产
2247.8 万元 2805.58 万元 24.81%

新增实验实训项目 38 个 52 个 36.84%

校外实习基地数 120 个 112 个 -6.67%

师资队伍

专任教师数 244 名 280 名 14.75%

专业带头人数 23 名 23 名 0.00%

骨干教师数 100 名 112 名 12.00%

双师型教师数 158 名 168 名 6.3%

企业到校/校到企业挂

职（人）
0 人/35 人 0 人/78 人 122.86%

年均培训规模（人次）

/培训投入（万元）

7742 人次/77.85 万

元

19261人次/103.62

万元
-/33.10%

教学团队 0个 3个 -

信息化

建设

仿真实训基地/录播教

室（个）
39/39 47/47 20.51%/20.51%

网络教学平台（个） 0个 1个 -

教学场所均配备多媒

体设备数（个）
1802 个 3680 个 104.22%

教师参加市级及以上

信息化教学大赛（人）
6 人 21 人 250.00%

开发课程资源(门/TB) 9 门/1.1TB 24 门/2.8TB
166.67%

/154.55%

顶岗实习学生占应届毕业生比例 1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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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证书”获取率4 0% 87.44% -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半年后就业率 91.34/90.22% 87.49/84.30% -4.22%/-6.56%

毕业生在

“十四大

新 兴 产

业”等重

点产业情

况

对应专业数/占学校专

业总数比例
4/18.19% 5/20.83% 25%/14.51%

对应毕业生数/占毕

业生总数比例
240/14.69% 255/15.67% 6.25%/6.67%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成立职教集团（产教联

盟）数
1个 1个 0.00%

校企共定人才培养方

案（个）/课程体系（个）

/教学标准（个）

22 个/22 个/22 个 24 个/24 个/24 个

9.09%

/9.09%

/9.09%

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

地（个）/校外实训基

地（个）/技能大师工

作室（个）

39 个/120 个/0 个 41 个/112 个/0 个
5.13%/-6.67%/

-

省级及以上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试点学生

（个/人）

1 个/90 人 1 个/90 人 0.00%/0.00%

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

数
63 个 78 个 23.81%

聘请企业兼职教师数 55 人 107 人 94.55%

支付兼职教师授课酬

金
20.87 万元 14.89 万元 -28.65%

合作企业接收实习实

训学生
1554 人 1281 人 -17.57%

合作企业接收就业学

生数
1295 人 833 人 -35.68%

合作企业对学校投入

的设备总值
0 万元 0 万元 -

当年技术服务到款额 0 万元 32 万元 -

社会服务

授权专利数（件）/发

明专利数
0/0 个 1/1 个 -

社会培训量 7442 人日 19261 人日 158.81%

社会培训到款额 211.23 万元 104.26 万元 -50.64%

纵向科研到款额 0 万元 0 万元 -

对口帮扶

精准扶贫

对口帮扶培训次数/人

次数
16 次/117 人次 1次/55 人次

-93.75%

/-52.99%

4 学生自愿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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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帮扶

精准扶贫

当前派驻驻村干部人

数
4人 4人 0.00%

对口帮扶贫困县帮扶

资金
32 万元 41 万元 28.13%

国际交流

与合作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 0个 0个 -

全日制国（境）外留学

生人数
0人 0人 -

合作交流教师数（派出

/引入）
0/0 人 0/0 人 -

合作交流学生数（派出

/来华）
0/0 人 0/0 人 -

预期标志性成果5完成情况：

成果名称
等级（国家

级/省级）

预期

数量

完成

数量
备注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单位 国家级 0 1

保持“国家级依法治校示范校” 国家级 1 1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获国家级奖项 国家级 1 10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国家级 0 1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国家级 2 1

全国旅游教育名师 国家级 0 1

全国万名旅游英才 国家级 0 1

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会计专业群 国家级
0 2

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市场营销专业群 国家级

高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教学标准制订 国家级

0 3高等职业学校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制订 国家级

高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制订 国家级

国家级骨干专业：会计专业 国家级

0 3国家级骨干专业：保险实务专业 国家级

国家级骨干专业：软件测试专业 国家级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国会计文化》 国家级 1 1

5 参考《建设方案》《任务书》预期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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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审计》 国家级

10 17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审计基础与实务》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出纳业务操作》（第三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企业内部控制》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会计制度设计》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企业财务会计》（第二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会计综合实训》（第三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商品流通企业会计》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纳税实务》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渠道管理》（第二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推销实务》（第三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市场营销》（第三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会展旅游》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饭店公共关系实务》（第

三版）
国家级

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沟通技巧》（第三版） 国家级

副主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国际商务礼仪》 国家级

参编“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实用会计英语》 国家级

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真账实操“会计工厂” 国家级 0 1

国家职业教育会计专业资源库 国家级

2 2

国家职业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资源库珠算子库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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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政府会计》 国家级

0 8

国家职业教育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EXCEL 在财务管理中的应

用》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财务分析与业绩评价》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移动商务专业教学资源库《移动商务安全》子项目模

块一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市场营销专业教学资源库《渠道管理》子项目更新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会议餐饮管理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会议餐饮管理》课

程建设
国家级

国家职业教育“一带一路贸易文化传承与创新”资源库——万里茶

路之晋商
国家级

1+X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制定 国家级 0 1

2018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竞赛一等奖 国家级

8 17

2018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竞赛三等奖 国家级

2019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竞赛三等奖 国家级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四合天地杯”软件测试团体

二等奖
国家级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联想杯”移动互联网应用软

件开发赛项二等奖
国家级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导游服务赛项三等奖 国家级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导游服务赛项二等奖 国家级

2019 年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创新实践竞赛一等奖 国家级

全国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团体三等奖 1 项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大赛二等奖 1 项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大赛三等奖 1 项 国家级

2020 年“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税务技能大赛一等奖 国家级

2019 年“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税务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一

等奖
国家级

2018“衡信杯”全国税务技能大赛二等奖 国家级

2019“衡信杯”全国税务技能大赛二等奖 国家级

2019“航信杯”全国大学生财税技能大赛一等奖 国家级

2020“衡信杯”全国税务技能大赛一等奖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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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国家级 1 1

全国高职高专党委书记论坛 2020 年会论文征集最佳组织奖 国家级 0 1

2018-2019 年度“山西省创建文明校园先进学校” 省级 1 1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获省级奖项 省级 1 38

山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高职会计专业“训赛一体化”教学模式的

改革与实践
省级

4 6

山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高职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
省级

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酒店管理专业“课岗证赛融通 工学紧密

结合”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省级

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渗透数学建模思想、突出创新能力的高职

数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省级

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基于山西外贸人才培养的《跨境电商操作

实务》课程开发与实践
省级

山西教学成果特等奖：酒店管理专业“产教结合 并轨育人”校企

合作模式探索与实践
省级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省级

2 8

山西省“1331 工程”立德树人“好老师” 省级

2020 山西省职业院校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名师工作

室
省级

2022 山西省职业院校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名师工作

室
省级

2021 山西省职业院校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名师工作

室
省级

2021 山西省职业院校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名师工作

室
省级

2022 山西省职业院校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名师工作

室
省级

2023 山西省职业院校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名师工作

室
省级

2019 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劳模创新工作室 省级 0 1

山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劳动奖章 省级 0 1

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项目单位 省级

0 3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项目单位 省级

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项目单位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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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模范集体 省级 0 1

山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劳动奖状 省级 0 1

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省级

0 2

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省级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会计基础》 省级

4 3

每校

限报

3 门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企业内部控制》 省级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省级

山西省职业教育重点专业：税务专业 省级

0 2

山西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重点专业：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 省级

山西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重点实训基地：政府采购管理专业 省级

2 3山西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重点实训基地：保险实务专业 省级

山西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重点实训基地：税务 省级

2019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比赛山西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省级

0 9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省级

2019 年山西省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省级

山西省高校军事教师军事理论教学竞赛一等奖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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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会计技能赛项二等奖 省级

10 42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税务综合技能赛项一

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税务综合技能赛项一

等奖
省级

2019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税务综合技能赛项一

等奖
省级

2019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会计技能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19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沙盘模拟企业经营二

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会计技能赛项一等奖 省级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银行业务综合技能比赛团体二等奖 省级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银行业务综合技能比赛三等奖 省级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赛项一等奖 省级

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软件测试团体二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软件测试团体一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开发团体二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比赛团体一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三等奖 省级



主要指标进展情况表

2019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项一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赛项二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项目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20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三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导游中文导游比赛一

等奖
省级

2019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导游中文导游比赛一

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导游中文导游比赛一

等奖
省级

2018 年山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餐主题宴会设计二等奖 省级

2020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导游英文导游比赛一

等奖
省级

“兴晋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省级 0 1

三晋英才高端领军人才 省级 0 1

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 省级 0 1

三晋英才青年优秀人才 省级 0 1

脱贫攻坚记大功奖励个人：刘岩峰 省级 0 1

脱贫攻坚记功集体 省级 0 1

脱贫攻坚嘉奖个人：白智杰、赵武、张卫东、杨康泽、刘岩峰、张

郁、刘建宏、董晋鹏、单伟
省级 0 1

全省高校标杆院系 省级 0 1

全省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省级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