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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 2017 年度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报告 

 
为促进我市中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展示办学特色和办学成果，回应社会关切和接受监督，河源

市教育局编制了中等职业教育质量 2017年度报告，现予公布。 

1.基本情况 

1.1 规模和结构 

全市现有中等职业学校 12 所，其中，按区域布局分，市、

县区各分布 6 所；按学校等级分，国家级示范职校 2 所，国家

级重点职校 1所，省级重点职校 2 所。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占地面

积 101.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4.4 万平方米。在校生 21896 人，

其中一年级 7547人、二年级 7620人、三年级 6729人，“普职比”

为 5.5:4.5（含技工教育和输送珠三角中职学校学生）。 

1.2 设施设备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按现行开设的 12 大类专业配备教学仪器

和实训实操设施，教学、实训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12381万元，生

均设备值 5654元。如下列举 4个专业实操设施配备情况： 

1.2.1加工制造类专业配备了普通车床、数控车床、普通铣

床、数控铣床、电火花机、线切割机、机床电气控制设备、数控

机床维修实训平台、三坐标测量仪、快速成型机等。 

1.2.2电子技术专业和电气专业配备了通讯技术实训室、电

子工艺实训室、PCB 板制作实训室、SMT 生产线、整机模块电路

实训室、通信终端实训室、电力拖动室、智能楼宇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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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汽车专业配备了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拆装室、汽车底盘

构造与拆装室、汽车保养与销售实训室、电控发动机室、汽车空

调和电气设备构造实训室等。 

1.2.4学前教育专业配备了幼教模拟室、舞蹈练功房、钢琴

室、电钢琴室、电子琴室等。 

（其它专业略） 

1.3 教师队伍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 1413人，其中，专任教师 1107人，

学历达标率为 93%；正高级职称 7人，副高级职称 181 人，中级

职称 607 人，初级职称 252 人，未定职级 60 人；文化基础课教

师 396 人，专业课教师 711。在专业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477

人，双师型教师比例为 67%。 

2.学生发展 

2.1 学生素质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

面提高学生培养能力为关键，围绕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将思想

政治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当前，全市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理想信念坚定，学习勤奋刻苦，专业技能素质得到

大幅提高。 

2.2 就业质量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不断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广开渠道。大胆探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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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办学、“订单式”培养、“定向”培养、“企业专班”、现代学徒

制等办学模式，联合企业共同开展专业建设、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共同实施教学改革、共同举办毕业生

供需签约会等，多措并举，确保毕业生就业质量。2017 年，全

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7008 人，就业签约 6875 人，就业率为

98.10%，对口专业就业率为 82%。在就业学生中，直接就业 5981

人，升入高一级学校 894 人。以下是毕业生就业去向： 

2.2.1就业学生中按就业去向分组：到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就

业 5388 人，合法从事个体经营 489 人，其他方式就业 104 人，

升入高一级学校 894 人。 

2.2.2 直接就业学生中按就业产业分组：从事第一产业 414

人，从事第二产业 2884人，从事第三产业 2683人。 

2.2.3 直接就业学生中按就业地域分组：在省内就业 5851

人，异地就业 130 人。 

2.2.4 直接就业学生中按就业地点分组：在城区就业 5197

人，镇区 558人，乡村 226人。 

2.2.5直接就业学生中按就业渠道分组：学校推荐 5104人，

中介介绍 221，其他渠道 656人。 

3.质量保障措施 

3.1 专业布局 

全市中职学校开设的专业涉及信息技术类、加工制造类、财

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文化艺术类、交通运输类、体育与健身

类、教育类、农林牧渔类、土木水利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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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卫生类等 12大类近 30个专业。在开设的专业中，计算机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导游服务与管理、会计、护理、助产、药剂等 7

个专业为省级重点建设专业；数控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汽

车运用与维修、学前教育、市场营销、服装设计与制作、中医康

复保健、医学检验技术等 8个专业为市级重点建设专业。以下是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专业分类情况： 

3.1.1河源理工学校开设工科类专业为主。 

3.1.2河源市卫生学校、东源县卫生学校举办医药卫生类专

业。 

3.1.3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河源市特蕾新艺术幼儿师范学

校、河源市现代职业学校、和平县职业技术学校、紫金县职业技

术学校、龙川县职业技术学校、东源县职业技术学校、连平县职

业技术学校开设文科类专业为主。 

3.1.4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运动训练、竞技体育专业。 

3.2 质量保证 

办学质量是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质量建设永远在

路上。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全市中等职业学校主要采取了以下

举措：一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标准》规

范办学。二是按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 年修订）》

设臵专业。二是规范征订和使用国家规范教材教辅资料。三是按

照教育部专业课程设臵和教学大纲要求实施教学。四是全面启动

职业教育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补齐教学质量短板。五是推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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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双制”办学模式改革，建立健全校企一体化育人机制。六是邀

请国家和省职教“名家、名校长、专业名师”为全市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传经送宝。七是举办全市中职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全

市中职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全市第十四届中职学生技能大赛、

全市中职教师论文评选等活动。 

3.3 落实教师编制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 1413人，其中专任教师 1107人，

在校生 21896人，师生比为 1:19.8。其中公办学校专任教师 1053

人，在校生 20764 人，师生比为 1:19.7；公办学校在编教师 1031

人，外聘教师 22人。 

3.4 教师培养培训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强化教育质量主业意识，积极参加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校级”、“企

业跟岗”和“企业实践”培养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

质。2017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参加“国培”54人次、“省

培”163 人次、“市培”437 人次、“县培”246 人次、“校培”

4518人次、企业跟岗 157 人次、企业实践 481人次。 

4.校企合作 

4.1 校企合作开展情况和效果 

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是今年

初市委下达市教育局的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这一年来，市教育

局在“细”字上下功夫，在“实”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

突破，凝心聚力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一是制定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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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职业教育综合改革政策举措，草拟了《河源市 2017-2019年职

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中职部分）》和《河源市职业教

育联席会议制度》等报市政府印发。二是指导中职学校建立校企

合作办学机制，先后成立职业教育集团，扎实推进集团化办学。

三是开展职业教育与企业用工专题调研，建立校企合作办学沟通

机制，达成共建、共享、共赢办学模式。四是指导学校深化与企

业合作，设立企业专班，实行技能人才定向定岗培养，探索“现

代学徒制”改革。五是指导学校探索“校中厂、厂中校”办学模

式，力促学校办学更贴近企业、贴近市场，确保学生毕业即可上

岗。六是指导各中职学校举办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或专场招聘会，

邀请省内外知名企业到校招聘应届毕业生，毕业生首次签约率达

92%。七是做好全市中职毕业生就业创业信息汇总和分析工作，

有效夯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础。八是我市被广东省确

定为第二批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市项目创建项目单位，并

获省级财政 3000 万专项资金支持，大力度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向

纵深发展。 

4.2 学生实习情况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把学生顶岗实习工作作为教学重要环节

来抓，按照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试

行）》，有序组织学生顶岗实习。在组织学生顶岗实习时，学校

和实习单位签订学生顶岗实习协议，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学生顶岗

实习工作，监督监管学生顶岗实习和生活全过程，确保学生顶岗

实习期间专业对口岗位、工作环境安全、劳动报酬合理、休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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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正常、食宿环境安全，责任保险完善、考核机制科学。全市中

等职业学校根据专业设臵和校企合作办学方案，科学安排学生实

习、见习，部分专业学生顶岗实习时间为一年（即第五第六学期），

也有部分学生顶岗实习时间为半年（即第五或第六学期）。 

全市中职学校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顶岗实习学生 6776

人，专业对口率为 85%。其中在市内顶岗实习人数 4404 人，占

实习学生总数的 65%，市外顶岗实习学生 2372 人，占实习学生

总数的 35%。顶岗实习学生劳动报酬由企业向学生直接发放（发

至银行卡），平均月薪 1820 元,其中护理、助产、中医护理、药

剂(不含到药企实习学生)、医学检验、农村医学、中医康复保健、

康复技术专业，因行业特殊性，实习学生无劳动报酬）。顶岗实

习学生中，由学校推荐实习 6283人，其他渠道实习 493人。 

4.3 集团化办学情况 

全市大力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技能人才培

养。一是全市各中等职业学校成立了职业教育集团或相应校企合

作机构，搭建起行政部门、学校、企业和行业等互惠互利、合作

共赢平台，不断加大校与校、校与企、校与行业等合作力度。二

是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坚持以本市“二区六园”为主阵地,积极创

新办学模式，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如河源理工学校先后 67

家企业、3 个事业单位、3个行业协会、135所初级中学、5所高

职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分别与西可通信、中兴通讯、龙记

集团、农夫山泉、昌红精机科技、TTS 教育机构等 15 家企业设

立专班，专班班级达 90 个，为各大产业园区“量身定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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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5.社会贡献 

5.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全市中职学校开设的专业涉及信息技术类、加工制造类、财

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文化艺术类、交通运输类、体育与健身

类、教育类、农林牧渔类、土木水利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医

药卫生类等 12 大类近 30 个专业。2017 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

在校学生 21896 人。按专业分：信息技术类 3865 人，加工制造

类 1466人，财经商贸类 2775 人，旅游服务类 440人，文化艺术

类 616 人，交通运输类 1035 人，体育与健身类 508 人，教育类

2868 人，农林牧渔类 609 人，土木水利类 307 人，公共管理与

服务类，医药卫生类 7126 人，281 人。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 7008人，已就业 6875人，就业率为 98.1%。在就业人数中，

直接就业 5891人，升入高一级学校 894人。 

5.2 社会服务 

2017 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成立“创文志愿服务队“，先

后 5.5 万人次积极服务我市“创文”工作。市卫校派出 1500 师

生服务我市“河马”赛事，确保“河马”圆满成功。 

5.3 对口支援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无对口支援任务。 

6.政府职责 

6.1 经费 

市、县地方政府全面落实学生资助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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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经费。 

6.2 政策措施 

在国家和省大力发展中职教育政策的推动下，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中职教育发展，确立了中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带动引领

各县区党委政府和全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健

康发展。近两年来，先后出台政策文件，聚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发展。一是我市被广东省评为第二批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示范

市项目创建单位。二是印发了《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

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三是组织实施市教育局等 5 部门

联合印发了《河源市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意见》。 

7.特色创新 

全市中职学校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引导学生勤学、好学、

乐学。通过组建职教集团或相应校企合作机构，全面整合校企办

学资源，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通过开展学校、全

市学生技能竞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技能兴趣；通过开展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成长；通过组织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服务社会发展。 

 7.1实施模块教学，走内涵发展之路 

根据中职教育的特性和学生的个性，科学引导学生围绕开展

能力和素质教育主题，在教法上强调知能一体，在学法上强调知

行一致，集中开展相关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操作技能教学，实

现学生具体能力的提升和良好习惯的养成。 

7.2 顺应市场，走产教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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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中职学校已分别成立了职业教育集团，在集团《章程》

框架下实施校企深度合作、联动发展，推动校企间互惠互利、共

建共赢共享。目前，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校企合作深入推进，合作

形式呈多样化，如：企业专班、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现代学

徒制、一体化教学、前店后厂、技师进课堂、教师企业跟岗等。 

7.3 开展主题活动，走特色个性发展之路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各中等职业学校因材施教，注重学生个

性化培养。每周活动主题鲜明、方案周密、效果明显。通过主题

活动不断激发学生潜能，让学生感受生活的真实和快乐，充分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思维的拓展性，让学生变得更加主动、

更加阳光、更加自信。 

8.学校党建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丰富内

涵，牢固树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把“四个意识”落实到岗位上，落实到行动上，不

折不扣执行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学校认真开展“三严

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

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不断聚

焦党建主业，夯实党建主责，把高的标准和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

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一年来，全市中等职业学

校无违反“八项规定”和党内法规问题发生。 

9.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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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主要问题 

9.1.1区域发展不够平衡 

市属公立中等职业学校投入大、发展快，办学条件优越，办

学规模和办学质量稳步提高。相反，县区中等职业学校投入相对

不足,办学条件落后,办学规模小，发展滞后。 

9.1.2师资和实操设施配备不够充足 

在师资方面，主要存在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仍有

部分学校未能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标准配足配齐教师，另外高

学历、高职称和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尚无有影响力的职教名师

和名家。在实操方面，设备设施投入不足，部分学校加工制造类

专业无法开设或仍使用落后淘汰实训设备，与我市产业转型升级

不相适应。 

9.1.3办学特色不够鲜明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共设臵近 30 个专业，学校之间专业设臵

重复，“多、散、泛”现象突出。目前，除了市卫生学校开设的

专业具有行业特色，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外，其它学校特色专业不够明显，精品专业不够突出。 

9.2 改进措施 

9.2.1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全市职业学校协调发展 

在提升办学基础上下功夫，加大县区职业学校专项经费投

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夯实办学基础，提升学校吸引力，从而

有效扩大办学规模，有效缩小市县之间、学校之间发展差距，实

现全市均衡发展。 



 12 

9.2.2优化专业设臵，打造精品专业和特色专业 

在专业建设上下功夫，结合各校办学历史、办学基础、办学

能力、办学优势等，优化市区职业教育资源，调整现有专业设臵，

并按专业设臵调整师资队伍和实操设备实施，做强做大一批市级

乃至省级和国家级专业，进一步凸显现代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 

9.2.3继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 

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认真贯彻全国全省职教会议精神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创建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的意见》、《河

源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

神，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找准新时代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

立足点和发力点，以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推进职业教

育教学诊断与改进和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市建设，提升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为加快我市决胜小康、率先振兴、同步现代化

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河源市教育局 

                               2018年 1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