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行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的

通 知

各部门、系（院、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

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 号），《教育部关于全面

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司函

[2017]56 号），《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复核

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职教诊改〔2018〕25 号）等文件精

神，学院诊改办拟收集、统计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具体要

求如下：

1、数据收集时间：财务采集数据时间为 2019 年自然年度，其

他数据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本次收集至 2020

年 4月 30 日）。

2、数据涉及多个责任部门，本次数据填报采用在线编辑方

法，各部门都需及时跟进，按时填报数据。（详细见链接表清单）

3、数据指标按数据收集表格要求进行信息采集。

4、5 月 15 日前将采集到的信息，填写于各个在线文档的主表

之中，确认后，下载在线文档，将电子档报送学院诊改办（教务处)

李超桐（电子邮箱 297369583@qq.com）。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诊改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9 日



2019-2020 年度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任务清单

大项目 子项目 责任部门 备注

1.基本信息

1.1 名称 院办

1.2 联系 院办

1.3 2019 年招生计划 高招办

1.4 2019 年招生方式 高招办

1.5 2019 年 9 月在校生 学籍中心

1.6 机构设置 人事处

2.院级领导

2.1 基本状况 人事处

2.2 参与教学、联系学生 院办

3.基本办学条件

3.1 占地、建筑面积 后勤处

3.2 馆藏图书资料 教务处

3.3 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机房 后勤处

3.4 信息化建设情况 信息中心

3.4.1 信息化建设概况 信息中心

3.4.2 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中心

3.4.3 信息化工作机构与人员 信息中心

3.5 固定资产 后勤处

4.实践教学条件

4.1 校内实践基地 教务处

4.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教务处

4.3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教务处

5.办学经费

5.1 经费收入 财务处

5.1.1 学校总收入 财务处

5.1.2 学校总收入中其他情况 财务处

5.2 经费支出 财务处

6.师资队伍

6.1 校内专任教师 人事处

6.1.1 校内专任教师基本情况（数据源） 人事处

6.1.2 校内专任教师授课及教学工作量情况 教务处

6.1.2.1 校内专任教师授课情况 教务处

6.1.2.2 校内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 教务处

6.1.3 校内专任教师其他情况 人事处

6.2 校内兼课人员 人事处

6.2.1 校内兼课人员基本情况（数据源） 人事处

6.2.2 校内兼课教师授课及教学工作量情况 教务处

6.2.2.1 校内兼课人员授课情况 教务处

6.2.2.2 校内兼课人员教学工作量 教务处

6.2.3 校内兼课人员其他情况 人事处

6.3 校外兼职教师 人事处\系部

6.3.1 校外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数据源） 人事处\系部



6.3.2 校外兼职教师授课及教学工作量情况 教务处\系部

6.3.2.1 校外兼职教师授课情况 教务处\系部

6.3.2.2 校外兼职教师教学工作量 教务处\系部

6.4 校外兼课教师 人事处\系部

6.4.1 校外兼课教师基本情况（数据源) 人事处\系部

6.4.2 校外兼课教师授课及教学工作量情况 教务处\系部

6.4.2.1 校外兼课教师授课情况 教务处\系部

6.4.2.2 校外兼课教师教学工作量 教务处\系部

7.专业

7.1 专业设置 教务处

7.1.1 开设专业（数据源） 教务处

7.1.2 专业带头人 教务处\系部

7.1.3 专业负责人 教务处\系部

7.2 课程设置（数据源） 教务处\系部

7.3 职业资格证书与社会培训 教务处

7.3.1 职业资格证书 教务处

7.3.2 应届毕业生获证及社会培训 教务处

7.4 顶岗实习 就业办

7.5 产学合作 产培部

7.6 招生就业情况 高招办\就业办

7.6.1 招生 高招办

7.6.2 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办

7.6.3 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办

8.教学管理与教学研究

8.1 教学与学生管理文件 教务处\学工处\系部

8.2 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情况 教务处\各系部

8.3 专职学生管理人员情况 教务处\学工处\系部

8.4 专职招生就业指导人员情况 招办\就业办\各系部

8.5 专职督导人员情况 教务处\各系部

8.6 专职教学研究人员情况 教务处\各系部

8.7 评教情况 教务处\各系部

8.8 奖助学情况
教务处\学工处\资助

中心\各系部

8.9 重大制度创新 各部门\各系部

9.社会评价

9.1 招生情况（自动汇总） 高职招办

9.2 就业率（自动汇总） 就业办

9.3 社会（准）捐赠情况 财务

9.4 就业单位与联系人 就业办

9.5 质量工作 教务处

9.6 获奖情况 教务处

9.6.1 学生获奖情况 教务处

9.6.2 学校获奖情况 教务处

9.6.3 学生社团、红十字会获奖情况 学工处、团委

10.学生信息

10.1.1 学生信息表（数据源） 学籍/系部

10.1.2 学生就业情况 就业办



10.2 辍学情况 学籍

10.2.1 辍学学生明细表 学籍

10.2.2 辍学情况汇总表（自动汇总） 学籍

10.3 学生社团 学工处、团委

10.4 红十字会 学工处、团委

10.5 志愿者（义工/社工）活动 学工处、团委

11.补充数据

11.1 当年专业变动情况 教务处

11.2
在校生的地区、户口所在地及名族等

情况
学籍\系部

11.3 复转军人、退役军人情况 高职招办\学籍

11.4 少数民资情况（自动汇总） 学籍

11.5 补充 2019-2020 学年开设专业 教务处

11.6 补充 2019 年 9 月后入学新生信息 高职招办\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