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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风技工学校教育质量报告
（2020 年）

第一章 学校概况

一、学校情况

广州市华风技工学校创办于 2010 年 3 月，是广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批准的全日制技工学校，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技

能鉴定为一体的综合性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学校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

汽车城内，毗邻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学校于 2014 年晋升为省一类

技工学校，2017 年成为省重点技工学校，是全省最有发展潜力的民

办技工学校之一。

学校按照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办学方针行事，始终坚持培养汽车产

业中、高级技能人才的办学特色，确立了“以汽车类专业为龙头，与

其产业链衔接的其他专业均衡发展”的办学思路，秉承“品高 工巧”

的校训，“以变求通 以动求进”的学校精神，在“广州模式”现代

技工教育体系探索之路上一路前行，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人文

与技能并重”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被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广州市技工院校学籍管理工作优

秀单位”称号；2019 年被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羊城

工匠杯 2019 年广州市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竞赛优秀组织单位”称

号；2019 年被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职业与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授予

“广东当代特色民办学校奖”，2020 年被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授予

“广东民办教育四十周年突出贡献机构”。

学校总占地面积70913.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8261.22平方米。

2019 年设备总值为 1327.4 万元，现设备总值达到 1721 万元，较 2019

年增长 29.65%。（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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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校占地面积及设备总值

二、学生概况

规模是学校的生存线。2020年学校在校生5350人，含中级班3812

人，高级班 1538 人。其中高级班人数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 28.75%，

占有比率比 2019 年提升了 1.97%。（见图 1-2）

图 1-2 在校人数及中高级班人数（单位：人）

2020 年，学校招收新生人数为 2085 人，招生人数比 2019 年增

长 8.09%。其中中技层次为 1647 人，占招生总数的 78.99%；高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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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 438 人，占招生总数的 20.01%。（见图 1-3）

图 1-3 2020 年招生人数情况（单位：人）

在 2020 年，应毕业人数为 944 人，就业人数为 938 人，就业率

为 99.36%。

三、教师队伍

2020 年，学校教职工 210 人（含兼职教师），其中专职教职工

156 人，占教职工总数的 74.29%，其中专任教师 122 人，占专职教职

工总数的 78.21%，实习指导教师 39 人，占专任教师的比重为 31.97%，

文化理论教师 50人，占专任教师的比重为 40.98%，技术理论教师 33

人，占专任教师的比重为 27.05%；兼职教师 54人，占教职工数的比

重为 25.71%。行政人员 34人，占专职教职工总数的 21.79%。生师比

为 24:1，比去年相比持平。（见图 1-4）

图 1-4 教职工在职人数情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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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任教师中，本科学历教师比例为 78.67%，研究生学历教

师比例为 4.9%，初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34.43%，中、高级职称教师比

例为 13.93%，基本与去年持平。（见图 1-5 ）。

图 1-5 教师结构情况

四、六率情况

2020 年应届毕业班就业、参军、升学学生人数合计统计率为

99.36%，去年同期数据基本持平；毕业率为 98.94%；考证通过率

100.00%；流失率为 23.03%；责任事故率为 0和有效投诉率为 0.28%。

（见图 1-6）

图 1-6 近两年“六率”情况统计

董其才jimmydon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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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生发展

一、学生素质

2020 年，在校学生的年度操行优良率、公共文化课优良率、专

业课优良率、体质健康达标率、心理健康发展水平等均较好，体现出

学生综合素质较高。尤其是在校学生年度操行情况，在校生体质健康

情况表现最为突出。以在校生操行情况为例，2019 年学生操行优良

率为 87%，2020 年学生操行优良率为 89%，呈稳定上升趋势。（见图

2-1）

图 2-1 近两年操行优良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积极贯彻体育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和现代健康

理念，推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体育锻炼习惯，

学校按照要求开足开齐，每年级每班每周 2节体育课，体育健康达标

率为 99.16%，根据心理健康普查测试，一年级学生 20级学生心理健

康达标率为 84.74%。（见图 2-2）

图 2-2 体质健康达标率和心理健康达标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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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校学生公共文化课优良率、专业课优良率分别为

89.2%、88.7%；逐年呈上升态势。（见图 2-3）

图 2-3 公共文化、专业课优良率

二、在校成就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和落脚点。千方百计提高办学质量是我们共

同的追求和奋斗的方向。学校大力支持师生参加各类竞赛活动，2020

年学校师生参加文体类、技能类、综合类各级比赛，并取得了一系列

丰硕成果。荣获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项目三等奖，2 个作品荣获 2020 年

广州市技工院校师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1 个作品荣获 2020 年信

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专业手绘漫画二等奖，2 个作品荣获信息技术与文

化创意专业海报设计三等奖，与佛山犀灵机器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校

企协同育人参加《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州市选拔赛——移动机器

人赛项》，与广州市新概念眼镜视光职业培训学校共同举办《2020

年广州市眼镜视光行业技能竞赛》，荣获 2020 年度广州市技工院校

运动会线上马拉松一等奖，集体跳绳一等奖、二等奖，三人篮球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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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男子一分钟上篮三等奖。此外，教师团队积极投入专业教学

研究，市级在研课题 1项，校级在研课题 1项。

三、职业发展

在 2020 年，应届毕业人数为 944 人，就业学生为 938 人，就业

率为 99.36%.其中广州地区就业人数 587 人，占就业总人数 62.58%。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为 89.25%，比 2019 年有所提升。（见图

2-4）。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 3527 元，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图 2-4 2020 届毕业生情况

第三章 质量保障

学校全面学校认真学习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三、四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对标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落实“四个出新出彩”和市委“1+1+4”工作举措，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以及《2020 年广

州市技工教育工作要点》的任务，以健全质量保障内容为重点，形成

常态化的动态监测机制，加强安全管理与规范管理，完善专业动态调

整机制，深化教研教学改革，健全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开展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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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教育，加强院校、家校、校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一、投入保障

（一）教学设施设备。随着教育经费投入和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

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学仪器设备配置水平继续提升。学校根据

专业和招生人数的实际情况，不断补充教学设备设施，教学设施设备

按照管理规定进行日常维护，完好率 100%，以保证教学正常使用。

学校实训基地数量有所增长。校校内实训基地数量有所增长。

2020 年校内实训场室 49 间，较上年增加 6 间，校内实训工位 1840

个，较上年增加 11.6%，学生生均实习工位数 0.34，基本能够满足使

用。（见图 3-1）

图 3-1 生均实训实习工位数

学校图书（纸质与电子版）数量持续增长。2020 年，在学生人

数增长的情况下，学校图书数为共计 44574 本。可同时容纳将近 200

人，室内布置优雅大方，是师生们读书阅览、汲取人类精神财富的好

去处。

（二）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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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师德建设，倡导爱岗敬业奉献精神

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大力弘扬高尚师德。建立师德常规教育学习

制度，在不断加强和改进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理想教育、职业道

德教育的同时，重视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

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自觉担负起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自觉遵守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

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健康成长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

2.加强师资培训，促进教师业务成长

（1）加大对专业教师的培养力度。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学习，

强化专业教师技能培训。切实有效地加强提高教师技能水平和实训水

平。利用假期，各专业教师竞赛队一起参加学习和培训，打造一批能

吃苦耐劳、技术过硬的“一体化”专业教师队伍，形成以专业带头人

为首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教学新秀为后盾的专业教师梯队。

（2）搭建教师交流、学习、提高的平台。本学年学校组织各专

业各学科教师参加市、区各级教研活动和考察学习活动，搭建教师快

速成长的平台，以此提高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为进一步提高专

业教师的操作技能和实践教学能力，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工作过程和

职业标准，加快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本年度教师下企业实践有

41人次，外出调研 34人次，企业共 9 间，项目有 9 项。

（3）强化专业教师技能培训。

教务处将创设机制，形成氛围，引导教师岗位练兵，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也为全市、全省专业课师生技能竞赛作准备。本年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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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组织校外培训 25 期，参加人数达 69 人次。校内培训 13 期，参加

人次 726 人次。

二、过程保障

（一）党团工会建设

2020 年，在属地党委和行业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支部始终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以为人民群众服务 为核心、以提升党员整体素质为主线，扎实

推进机关党建工作，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固定党日及支

部面对面的活动或党员微信群、QQ群等载体，充分利用“学习强国”

平台，从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开展“星级评比”等方面着手，加强党

史、《党章》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党员教师党性修养，用党的最新理

论武装头脑。

2020 年，学校团委在校支部和上级团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学校德育工作计划为中心

工作，团的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新成立团支部数量 4个，严格

按照团章程序和有关规定，严格选拔和考核，发展了 100 名新团员。

落实优秀学生评比工作。根据《广州市华风技工学校学生手册》、

《学生奖励办法》有关规定，团委认真做好优秀学生的各项评比工作，

经过班主任提名、团委审核、文件公示等程序，共评选和表彰了 6 个

先进班级、789 名优秀个人。与 2019 年相比，加大表彰力度，彰显

优秀学子风采。

（二）安全、规范管理

1.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2020 年，学校顺利通过外部评审认证，建立 ISO9001：2015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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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体系，确定 18 个程序文件，93个作业指导书，213 个表格清

单，扎实推进规范管理。通过开展内、外质量审核和管理评审，对全

校的质量工作进行监控，确保质量体系有效运行。对部门职能职责和

作业指导书、程序文件进行了完善，明确部门职能、各岗位说明书，

建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各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地按照标准开展，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基本有效，从而全面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树立

了良好的校风、学风和班风，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实

现规范管理，持续改进。

2.安全、学生管理

安全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时刻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学校通过校长办公会、校务例会、班主任例会、班会课、国旗下讲话

等形式，强调疫情防控、用电消防、网络诈骗、交通出行、卫生防疫

等方面安全工作要求，成立岁末年初安全领导小组，落实各项安全防

控措施，强化“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意识，明确责任，落实到人，

切实抓紧抓细抓实，各安全责任人真正把各区域的安全工作牢牢记在

心里、扛在肩上、拽在手上，全方位确保师生的安全。学校建立完善

的校园 24 小时值班制度，实现各级、各区域、多措施全方位不间断

校园巡查。保安员实行 24 小时校园巡查，每个小时都有保安员对校

园各个区域进行巡查，并借助校园无死角视频监控作为辅助管理，及

时发现校园安全隐患，形成全覆盖闭环。通过校领导 24小时电话值

班、学校行政值日、各系部值班、学生干部护卫队，实现多级对校园

监控，全力确保校园安全。组织安保人员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防爆防

恐演练，增强安保人员应对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

（三）人文素养教育

在后疫情时代，学校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下，积极开展各类活动。

通过集体活动，给学生以正面积极的健康教育，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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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社会责任心，纠正不良习惯，促进阳光朝气性格形成。

表一：活动开展情况表

序号 活动名称 参与人数

1 全员封闭 1915

2 十周年校庆晚会 2679

3 广州市首届眼视光比赛 867

4 第九届学校运动会 4552

5 电商营销节 3746

6 跳绳比赛 1627

7 雕像揭幕 357

8 华风驿站实践基地 46

为发展学生的特长，促进学生自主全面发展，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学校在抓好课堂教学质量的同时，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特长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和精彩纷呈的社团。 学校进一步完善了“第二

课堂”的实施方案，以专业性、实效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为原则，面向

全校各年级开设了太极拳、视频雕刻、果酱画等共 8 个第二课堂，参

与人数达 668 人。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本年组织各类心理健康活动次

数持续增加。2020 年心理健康中心组织开展 8 场全校心理委员培训，

共培训 105 人次；开展 2期 24 场团体辅导活动；出版 4 期 105 份《心

理健康宣传小报》。接待各类学生咨询 19人次，处理危机事件 4例；

组织全校观看心理电影 4 次约 200 人次，青春期讲座 14场、班主任

心理健康培训 1次、心理活动课 6 次、游园会参与 2 个活动、心理沙

龙 1次。

（四）综合职业能力培养

（1）课堂教革：项目导向，任务驱动，能力训练综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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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教学方法研究与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融教学做为一体，

加强学生能力培养。一体化课程占比率 60%以上，根据课程和学生特

点探索启发式、角色扮演式、互动式、讨论式、讲授法、案例法与观

察分析法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学情

景。以“项目导向、任务驱动、能力训练”贯穿实施教学。通过教学

观摩课、经验交流会、教师交流分享会、教师培训等，推广好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2）立体化、全方位、开放式的综合职业能力训练体系形成

在基地方面，融合成“共享型”专业实训基地。由于公共选修课

学生来自全校各系，除信息资源外，能力训练教学方案还可以更好地

整合、挖掘学校已有的教师、设备、实训室、教室、合作企业资源，

课程设置方便易行，课程实施中学生可以八仙过海，便于形成与专业

课“共享”实训基地。全校实训室共 49间，可同时提供 1840 个实习

工位， 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提供扎实的后勤保障。

（五）教学教研改革

1.重视思政课程建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上，坚持

讲政治，从严把好政治关口，切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原则，学校在整合原有师资力量的基

础上，按照思政教师高标准，聘用专、兼课教师。依据思政教师任课

标准，从优秀毕业生及就业市场招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实教师队

伍。根据技工教育学科设置标准，学校所有专业均开设了思政课，包

括《道德法律与人生》、《经济与政治常识》及《职业道德与职业指

导》三门，每门课程每周开设 2 节课程，每门课程总课时数 40课时,

符合开设要求。学校按制定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依据思政教师聘任

标准，积极从优秀毕业生及就业市场招聘思想政治教师充实教师队

伍。按照“专职为主、专兼结合”原则配置，目前教师团队共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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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专职老师 7人，行政兼课老师 5 人，党员 6 人，本科以上学历 8

人。学校积极开展师资培养工作，积极开展师德规范的学习交流活动。

培养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选送骨干教师参加思政政治理论课教

师培训班。

2.完善制度，注重成效

（1）全面实行 ISO 质量管理标准

学校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于本年下半年正式运行。学校

按标准化流程处理学校各项事务，对先进经验做法按处置流程做好总

结，对出现的纰漏及时纠正，实现教学过程的持续优化改进。

（2）系部制管理落地

本年下半年学校落实系部制管理。学校实行校系二级管理制，坚

持实现责、权、利相均衡的原则月，以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提高管理水平和办效益。

（3）加强青蓝工程培养力度，为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搭建平台

青年教师的培养，是学校发展的长远之计。我们一是实施“青蓝

工程”，加强以老带新的工作，充分发挥老教师“传、帮、带”的作

用，开展新教师汇报竞赛课。二是跟踪听课、评课，开展“青年教师

教育基本功大赛”活动，尽最大可能提供展示教学水平的舞台和给予

优秀的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外出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尽快脱颖而出，

担当学校教育教学的重任。本学年共有 24对师徒结对。

3.专业管理

经过最近几年的新专业开发及旧专业改造，学校已由原来的单一

汽车类专业结构调整为以汽车类专业为龙头、多专业共同发展的综合

专业群。学校专业布局完善，能较好的为区域紧缺行业提供优质人才。

基于以上原因，本学年的专业管理重点放在专业建设及提升专业内涵

上。通过专业委员会、校企合作交流、专家交谈等方式，对已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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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新开设专业进行优化，提升专业质量。尽管学校专业群建设已

较为完善，但为满足湾区经济发展及紧缺专业人才需求，本年度学校

专业建设委员会组织各系部专业带头人和教学骨干教师，按照广州市

职业技术教研室的要求，参考政策指引及合作企业专家意见，开发护

理中技三年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技三年制、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维

护中技三年制共 3个专业，作为现有专业群的补充。在专业改造上，

学校根据行业专家意见，将烹饪专业细化方向调整为烹饪（粤菜技术

与营养保健）、烹饪（西餐制作与调酒技术）及烹饪（烘焙技术与创

业）。

表二：新专业开发情况表

序号 专业名称

招生

对象
培养层次 学制 专业编码

考取职业

资格证书

1 护理
初中

毕业生
中级 3年 0515—4 育婴员

2
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

初中

毕业生
中级 3年 0318

3
工业机器人应

用与维护

初中

毕业生
中级 3年 0208

电工中

级证

4.教科研成果

2020 年学校教务处认真组织全体师生参加校内外各项竞赛活

动。在“羊城工匠杯”2020 年广州市技工院校师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学校共派出 7支队伍，涉及师生人数 35人参加比赛，其中有两项分

别获得教师组创新赛优胜奖和学生组创新赛优胜奖。在“第二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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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中，学校共 6 名教师

参加此次比赛。

表三：师生竞赛情况表

组织单位

级别
一等 二等 三等 优秀

行政事业

单位类

广州市人社局 2

广州市总工会 1

小计 0 0 0 2

团体协会类 广州市职业技能教学研究会 1 3

小计 1 4 2

表四：2020 年师生竞赛获奖明细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人 获奖情况

1

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项目

广东省职业技

能大赛组委会

办公室

包彧、陈正熙

陈志明、陈雄

胜（指导老师）

三等奖

2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

感》广州市技工院校学生主题

征文比赛高职组三等奖

广州市职业技

能教学研究会

吴小程（指导

老师）
三等奖

3

《浅谈技校班主任德育过程中

心理效应的应用》德育论文比

赛

广州市职业技

能教学研究会
史晋东 二等奖

4
《电子档案袋方式下中技班级

德育管理》德育论文比赛

广州市职业技

能教学研究会
王爱娣 三等奖

5 2020 年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专广州市职业技温妙云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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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浅谈线上教学在数字媒

体艺术专业影视广告设计与制

作课程中的应用》优秀论文三

等奖

能教学研究会

6
“新世纪杯”首届广州眼镜视

光职业技能竞赛个人组银奖
广州市总工会 叶留枝 银奖

7

《星星书架》作品荣获 2020 年

广州市技工院校师生创新创业

大赛优胜奖

广州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陈叔明、李雨

(指导老师)
优胜奖

8

《小程序-冰箱还有啥？》作品

荣获2020 年广州市技工院校师

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

广州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骆妍珠、包彧

（指导老师）
优胜奖

9
2020 年广州市技工院校师生创

新创业大赛先进个人

广州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关佳琦 先进个人

学校积极参与学校的热点难点研究，通过论证学校成功开展《基

于“德心体”三维一体育人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的课题研究，并于

2020 年 6 月通过广州市职业技术教研室中期评审。目前该课题研究

在持续进行中。本学年学校以广东省技工教育论文比赛为契机，在校

内征集参赛论文二十多份，参赛论文暂均未公开发表。

表五：课题研究情况

校内
校外

在研 结题

在

研

结

题

行政事业类
协会团体

类

行政事业

类

协会团体类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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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流与合作

在校企合作方面，与专业课形成“开放式”的训练通道。学生的

职业能力培养并非一门选修课就能够解决的职业素质教育任务，必须

考虑在“以职业核心能力提升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下，构建出的

一个与专业课教学紧密结合职业核心能力训练体系。为此，各个重点

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都将与专业课相关的职业社会能力和职业

方法能力的培养，列为《课程标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职业

指导》必修课为基础，以职业核心能力训练选修课为辅，以专业教学

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将职业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训练融入校企合作实

习、实训和行动导向教学之中，由此，立体化、全方位、开放式的职

业能力训练体系得以生成。本年外出调研企业 32次，深入调研企业

8间，调研人员共计 84人次。（见图 3-4）

图 3-4 校企合作情况

为给学生创建更广泛的学习、实习平台，根据学校专业设置情况，

在原有合作企业的基础上与多家企业就新专业建设开展深度合作，建

立订单班的合作形式，具体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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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校企合作情况表

序号 校企合作企业名称 冠名班

1 北京毅为科技有限公司 订单班

2 广汽丰田乘用车有限公司 校外实习基地、人才输送

3 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校外实习基地、人才输送

4 广州市众科电器有限公司 人才输送、共建实训基地

5 宣伟（上海）涂料有限公司 人才输送、共建实训基地

6 佛山犀灵机器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订单班

7 广东汇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订单班

8 广州市德技科技有限公司 定向培养、人才输送

9 广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 共建实训基地、人才输送

10 广东科慧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校外实习基地

11 广州市盛华信息有限公司 校外实习基地

12 美好教育集团 定向培养

13 广州铭晟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校外实习基地

14 广州市华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共建实训基地、定向培养

15 广州市椰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校外实习基地、定向培养、人才输送

16 广州融创菫山酒店 校外实习基地、人才输送

家校交流更加深入。2020 年，除了常规的班主任与家长之间的

电话交流以外，还利用《给家长的一封信》、开学典礼、军训会操表

演、学生运动会、成人礼、毕业典礼、校庆典礼晚会等契机，进行家

校交流活动 5 次。

三、产出保障

（一）学生综合体感良好

通过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较高，2020 年在校生

的学习满意率为 91.7%，社团活动满意率为 90.6%，就业满意率为

98.30%，与 2019 年的数据基本持平。根据对一、二年级在校生及毕

业生的相关调查统计，约 85%的在校生及毕业生愿意推荐新生报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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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见图 3-5）

图 3-5 满意率情况

（二）注重听课督导和教学检查

按照教学管理的要求，加强常规的教学监控，督导室坚持定期检

查与不定期抽查、日常巡查相结合，对教学异常情况及时解决，保障

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督导听课平均每周约 4节，系主任平均每周

2节，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能及时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每周定期

将教学督导情况汇总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及时和系部反馈信息，要

求系部落实改进。充分发挥督导室督教、督学的职能，对学校的教育

教学、各部门的常规管理工作及专项工作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全

面督查。在重点抓好教学督导工作的同时，对学生管理、安全、行政、

后勤等方面也将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组织 2020 级学生对学校及各

职能部门本学期的工作进行了满意度调查，本次满意度调查活动共有

1877 人参加，对教学、学生管理、后勤的满意度总体达到 90%以上。

从雇主满意度看，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满意度较高，普遍反映

学校毕业生专业基础扎实，能够吃苦耐劳，对学校毕业生充分肯定，

雇主满意度 97.71 %，校企合作满意率 97.1%，总体与 2019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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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贡献

一、技能人才培养

学校以培养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不断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体系，将工学结合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学生从入学开始

就接受相应的动手和实践课程，并根据培养目标同步深化技能学习与

训练，逐步实现就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有机衔接，各专业技能人才培

养质量逐年提升。2020 年为社会提供技能人才 938 人。

二、社会服务

学校秉承“以园区服务为宗旨，以优质就业为导向，以能人教育

为本位”的办学理念，切实履行其承担的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提供技能人才支持的社会职能。

学校以职业技能鉴定所为依托，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培养中、高

级技能人才与企业需求人才为目标，灵活开展培训工作。2020 年，

技能鉴定 1414 人次，其中，中级工鉴定 593 人，高级工鉴定 168 人，

专项能力鉴定 653 人。

华风志愿者协会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参与街道社区服务，发

学校的积极社会影响，为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出贡献。2020 年华

风志愿者组织师生无偿献血 32人，献血量达到 7800ML。

第五章 举办者履责

一、办学经费落实情况

学校教育经费总收入与支出均持续增长。2020 学年，学校教育

经费总收入 3385 万元。其中，学费总收 3340 万元，学费收入占教育

经费总收入的 98%，与上年持平。

2020 年，学校教育经费总支出 3284 万元。其中，日常教学经费

支出 2617 万元，占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重 80%，基本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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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培训经费支出为 28万元，教研培训经费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为

1.07%。同时不断加大对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实训场建

设和设备购置等经费投入。（见图 5-1）

图 5-1 经费收入与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二、政策措施

2020 年，享受国家减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达到 5218 人，减免学

费总金额为 20,392,225 元。另外，享受国家助学金学生人数 364 人，

较 2019 年增加 114 名；享受国家助学金总额 728000 元，较 2019 年

增加 237000 元。（见图 5-2）

图 5-2 国家免学费、助学金政策落实情况（单位：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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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色创新

一、落实“粤菜师傅”工程，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

根据《广东省“粤菜师傅”工程实施方案》（粤人社发〔2018〕

187 号）的文件精神，学校不断加强新专业的建设，规范教学管理，

增加实习设施、设高教师教学能力为核心，促进教师综合素质、专业

化水平和创新备，深化产教融合，保障实训、实习的条件，使烹饪专

业初具规模。在 2020 年的招生中，烹饪专业人数为 303 人，专业规

模实现逐年递增，实现千人规模的烹饪专业，并被批准为第三批广州

市粤菜师傅培训基地、粤菜师傅培训室，开展烹饪项目研发、成果转

化、传艺带徒等活动，承担粤菜的传承与延续人才培养的重任。

在社会培训方面，根据《广州市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实

施意见》的文件精神内容，学校与广州椰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新

型学徒培训合作，确定培训项目为广府风味菜，学徒一共 30人，并

于 7 月 31 日举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开班仪式，目前学校的指导老师以

及企业的导师一起参与广府风味菜的培训工作，使学徒能够掌握广府

风味菜的烹调工艺，在培训结束后进行广府风味菜专项能力考试。同

时，与长沙市楚天职业与心理研究院共同研究《粤菜工匠：培养岭南

烹饪大圣的华风模式》课题。

图一：企业新型学徒制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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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华风“大圣”文化，拓展校园文化内涵

在理事会的支持下、学校领导的正确带领下、教学部门与各系部

紧密配合下，同学们刻苦努力，校园文化氛围活跃，彰显出华风“大

圣精神”——以变求通，以动求进。华风精神已经开始融入华风师生

的工作、学习，校园文化进一步推广和建设，并于今年增加校园雕塑

文化，包括“以动求进”雕塑，“以变求通”雕塑，“品高”孔子雕

像，“工巧”鲁班雕像，通过文化引领，孕育园校企融合、德心体融

合、工巧艺融合的华风人。

图四：“以变求通”雕塑

图五：“以动求进”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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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品高”孔子雕像、“工巧”鲁班雕像

第七章 主要问题

一、师资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队伍相对年轻化，专业

技能水平和职称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教师队伍流动性大，某些专业

的资源不足，还存在一定的教师缺口，特别是近年来新开发的专业，

需要更具双师型的教师。

二、设备设施需要进一步完善。专业建设目前全面实行一体化教

学，鉴于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经费不充裕，存在部分专业部分实训

设备设施配置不足，学校后续需作详细计划，增加投入。

三、专业建设未能凸显重点、特色。目前，学校虽然已经形成以

汽车专业为龙头，其他专业均衡发展的专业建设格局，但却未能在现

有的专业中体现出专业的重点和专业的特色，未能体现出哪个专业是

作为学校的重点专业来发展，哪个专业是作为学校的特色专业来发

展，重点专业的地位体现在哪里，特色专业的不一样体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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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改进措施

一、通过上等级，提升办学水平。

学校从 2017 年晋升省级重点技工学校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园区服务为宗旨，以优质就

业为导向，以能人教育为本位的办学理念，加强内涵建设，面对国家

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越来越紧迫，

学校更加大力度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了充分发挥为社会培养高级专业

技能人才的作用，把学校办成一所社会知名度更高，且有一定示范作

用的技工学校，学校非常迫切需要晋升为国家重点学校和高级技工学

校，积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

扎扎实实地开展晋升工作，通过走质量至上的高端发展之路，努力培

养现代企业需要的中高级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团队。

1.重视培养：继续强化对现有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的培养培训；

新教师一年内必须取得教师上岗证或资格证，满足条件的教师积极参

加职称评审，将此项工作纳入人力资源处的重要工作执行；坚持师徒

制培养制度，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辐射作用，制定学期师徒制工作计

划，通过师傅的传帮带，带动新教师的快速成长；每年利用暑假、寒

假时间，安排专任教师下厂实践，提高技能水平，学习社会职业岗位

新知识、新要求。

2.以赛促教：组织校内教师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分学科组织课堂

教学评比、教师基本功比赛、说课能力比赛、论文课题研究比赛等活

动，为广大青年教师提供锻炼的舞台和机会；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加

省市职业技能竞赛，找差距，积累经验。

3.督导促进：通过学校督导室督导，特别是关注新教师的课堂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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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形成每周一督导简报，每月一督导通报，有效地引导和促进广大

教师重视课堂教学，规范教学管理的各项工作，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的不断提高，充分发挥督导在学校教学管理与教学研究方面的重要

作用，提升教师师资整体水平。

三、完善专业内涵建设，提升质量。

专业内涵建设作为教学质量的保证，需要明确目标和任务，促进

内涵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1.加强教研教改，教研教改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成功之路，是教育

发展的需要。多组织教师参加各种教学活动，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重视培养骨干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抓好学科专业带头人，重视

发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的潜能，做好传、帮、带，重视提高教

师的业务能力，做到因人制宜，合理任用。

2.积极参与省级、市级、校级课题研究，着眼课题的立项和研究，

形成人人参加，共同提高的教课研氛围。重点培养专业带头人、课程

负责人、骨干教师，争取每个课程都培养出课程负责人。

3.增加资金投入，完善教学设备设施，增加实训实习设备和工位，

为推行一体化教学提供设备保障。

4.继续响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开发新专业，不断创新加强和改

进招生工作，坚持定点联络、全员招生的方针，立足大广州地区，再

向外省、市扩展，建立相对稳定的招生网络，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源基

地，保持招生规模。

5.进一步加大学校基建投入，实现华风产教园的规划。扩大学校

创业创新、产教融合场地，深化产教融合。

总之，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一些

成绩，也存在许多的不足，我们将发扬成绩，克服不足，继续拼搏，

在规模、规矩、规范上下功夫，争取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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