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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自评报告（2021）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年度

考核方案（试行）的通知》精神，依照《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工作部署，

对照考核指标要求，现就我校 2021 年度的办学质量自评情况如下。

一、 学校概况

学校占地面积 479432.1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是济

南市远程开放教育支持服务中心、济南市全民学习中心和济南市教师

教育中心。现有专业 19 个，全日制高中起点高职在校生 7064 人。附

属小学 2 所，附属幼儿园 12 所，校内实践基地 49 处，校外实践基地

179 处；教职工总数 568 人，其中专任教师 359 人，省级教学名师 4

人、济南名师 2 人、省级教学团队 2 个；固定资产总值 76683 万元，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6201.47 万元，纸质图书 60.67 万册。

学校是山东省省级文明单位、全省教师教育先进单位、首批教育

信息化示范单位、省级环境教育基地、省语文文字推广基地、省教师

教育基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济南市师德涵养基地，

被媒体誉为“百年红色师范、山东幼教黄埔”。

济南市将支持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列入《济南市“十四五”教育

事业发展规划》，学校将“创优升本”确定为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

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现代化幼儿师范高等院校。

二、 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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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才培养情况

1.立德树人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两代师表一起塑造”工程，

把铸魂与固基、赋能、强技并重，把立德树人融入各环节，使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构建起

覆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

一是实施“经纬工程”，构建全员育人机制。以党团组织、学工

处、辅导员、班主任连成的经线，以教务处、学院、教研室、任课教

师连成的纬线，以专职思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专职辅导员为

主线，以党政机关、后勤服务部门、其他职员连成的辅线，共同构建

学校全员育人的网格化育人格局。2021 年，学校现有专职思政课教师

28名，师生比为1：:252，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2人，师生比为1:3532，

专职辅导员 36 人，师生比为 1:196。

二是实施“五项工程”，构建全过程育人体系。学校将立德树人

工作紧紧贴近学生的成长轨迹，从学习、生活、思想上多方位伴护学

生的成长，指导学生的成长。学校通过实施启航、护航、助航、领航、

远航五大工程，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进整个人才培养过程。

三是筑牢“三大阵地”，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学校把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专业课程、融入校园文化、融入活动实践，筑牢课堂育人阵

地，实施“两课”创新行动和专业课的“金课”工程，筑牢文化育人

阵地，实施红色文化传承工程，筑牢实践育人阵地，实施志愿服务品



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自评报告（2021）

—3—

牌工程。

实施思政课程创新行动，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四史”教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法治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形成多元共育的课程生态；

实施专业课程层面的“金课”工程，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

课程《小学语文说课与模拟授课》立项为省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实施“尽美精神”传承工程，形成全方位的红色文化传承机制，

构建红色文化传承体系，建有王尽美展馆和文化广场，自编校本思政

课程《尽善尽美尽年华》、红色音乐剧《尽善尽美》和山东梆子剧《王

尽美》。

学校形成了以整建制实习支教活动为代表的品牌志愿活动，形成

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扶贫扶智+育人”相融合的“双扶共育”实践育

人机制。2021 年，学校共有 854 名学生面向济南市 8 个区县参与了实

习支教，共有 84 名师生、7 支校级品牌团队开展“三下乡”活动，进

行政策宣讲、科技兴农、环保宣传、关爱弱势群体、开展教育帮扶等

志愿服务。

2.证书获取情况

学校 2021 届共有 13 个专业的毕业生 1529 人，毕业生获取职业

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为 1072 人，获取比例为 65.53%，

比 2020 届提高 16.7 个百分点。

2021 年，学校有 8个专业获批“1+X”职业等级证书试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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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人数 865 人，在 2021 年财务数字化应用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的考

试中 88 名学生通过率为 100%。

3.学生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学校着力培养卓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师资和适应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的合格人才。2021 年，学生共参加省部级以上赛事 72 项，

有 519 人次获奖，获得技能类奖项 40 项，其中在第九届山东省师范

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

一等奖获奖总数列全省高职高专第一；在教育部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学校获艺术表演类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二等奖 1 项，艺术作品二等奖 1项，获奖总数

在山东省全省高校中排名第二，并获得优秀组织奖；在山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电子商务”技能竞赛中获三等奖 1 项。

4.就业质量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1529 人，截止到 12 月 31 日，就业人数 1504

人，其中有 618 名学生升入本科院校，升本率为 40.41%，就业率达

98.43%，平均薪酬 3274.86 元，对口就业 765 人，对口就业率 89.06%，

毕业生满意度为 99.67%，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为 100%，就业率

和对口就业率连续三年保持稳中有升。（以上数据来自于学校委托第

三方出具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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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高职衔接办学情况

学校依据办学优势，主动呼应省职教高考改革的政策实施，积极

创新招生模式，先后与平阴县职业中专签订了学前教育专业“3+2”

中高职联合培养协议，与长清区职业中专签订了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专业“3+2”中高职联合培养协议，每届招生规模各 100 人。2021 年

我校实际招生 2224 人，其中中职生源数为 94 人，占比 4.23%。

（二） 产教融合

1.专业与区域产业匹配度

学校紧紧依托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产业建专业，服务产业促

发展，不断优化专业布局。依据济南市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了师范类

专业和非师范类专业双链并举、双向支撑、多元融合、集群发展的专

业格局。学校现有学前教育类、小学教育类、文化产业类、信息技术

类和财经商贸类五个专业集群。其中学前教育类专业群对接区域早教

和幼教产业；小学教育类专业群覆盖了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要学科，为

区域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培养卓越师资；文化产业类专业群

对接区域新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积极支撑济南影视文化消费先行体

验区和全球影视文化中心建设；信息技术类专业群对接济南创新谷新

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财经商贸类专业群对接济南市新旧动能的转

换需求和新商业业态变革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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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升级与数字化改造

按照系统培养人才、对接新职业岗位（岗位群）、重构专业设置

体系、体现类型贯通、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紧跟技术进步、匹配新技

术发展的工作原则，对学校现有专业进行升级与数字化改造。坚持横

向融通，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专业、与企业、与行业各个领域进行深

度融合，实现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在

专业名称、专业内涵、课程体系、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等 4 个方面全

面升级。学校新设了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专业，为其他专业的

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提供师资、技术、课程及资源支撑，会计专业变更

为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培养数智化人才，与中兴合作市场营销专业培养

面向 ICT 领域的营销人才。

3.校企合作办学情况

学校现有产业学院 2个，校企合作专业 9个，先后与慧科教育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慧科信息商务产业学院，与幼乐美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了卓越幼师产业学院。产业学院将按照混合所有制现代产

业学院的模式建设运行，校企双方本着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基

本原则，将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与教育链、人才链的相互衔接。

2018 年以来，校企（校）共建课程 40 门，共同编写教材 47 本，

累计吸引企业投入 400 多万元，2021 年合作企业及合作学校（小学、

幼儿园）共接收实习生 802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2.45%。

（三） 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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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359 人，其中专业课教师 284 人，具有双师资

格的教师 120 人，占专业课教师总数的 42.25%；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

226人，占比62.95%；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168人，占比59.15%。

（以上数据为学校职称评定完后的数据）

近五年以来，学校累计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337 项，其中国家

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127 项，地厅级项目 81 项；累计发表论文

502 篇，编著教材 37 部，编著图书 40 部，出版专著 23 部；获批专利

9 项，撰写咨询报告 22 篇；立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4 门，获省部

级教学成果奖 7 项、地厅级奖项 59 个，其中获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

2021 年度，学校聘有小学、幼儿园的教学名师和企业的高水平

技能师资 34 人，其中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国家级演员 2 人，齐鲁名

师 1 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人，省级特级教师 6

人，省级教学能手、名师 9 人，博士 10 人。

学校不断创新教师评价机制，在绩效工资分配和职务职称评聘方

面，打破“五唯”，重能力、重绩效、重创新。本年度我校 7 位校级

领导的平均收入为 27.27 万元，学校同人数的高水平、高贡献的教师

平均收入为 38.35 万元，比校级领导平均收入高 11.08 万元。（以上

数据来自于山东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鉴证报告》

（鲁泰信会专审（2021）第 213 号））

（四） 社会服务

学校是省级教师教育基地、市级教师教育中心和全民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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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学校办学优势，围绕着区域基础教育师资教学能力提升、基层两

委工作能力提升和社区居民学习能力提升，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和社会

培训。

2020 年技术服务到账额为 1,135,921.99 元， 2021 年为

2,196,891.00 元，2021 比 2020 年同比增加 1,060,969.01 元，增长

93.40%。

2020年培训到账额为2,580,000.00元，2021年为 7,630,281.00

元，2021 比 2020 年同比增加 5,050,281.00 元，增长 195.75%。

2020 年专利转化到账额为 0 元，2021 年为 3,000.00 元，2021

娘比 2020 年同比增加 3,000.00 元，实现零的突破。（以上数据来自

山东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鉴证报告》（鲁泰信会

专审（2021）第 214 号））

（五） 国际合作交流

学校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瑞典、韩国等国家的有关院校签

订了合作协议，拟在幼教专业、师生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办学，

先后与韩国湖南大学、美国圣达菲学院签署了双方学分互认协议。

学校与德国黑森州福禄贝尔教育学院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开展

学前教育国际项目合作，共同推动福禄贝尔学前教育理念和课程在中

国的推广，提升区域学前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通过转化形成

本土化的课程体系，面向高校教师、学前教育相关专业在校生、幼儿

园园长和幼儿教师，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福禄贝尔系统学前教育

培训项目，在中国高校和幼儿园推广福禄贝尔课程和认证，为区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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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持。

（六） 发展能力

1.基本办学条件

对标《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

的通知》（教发[2004]2 号），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表和监测办学条

件指标表如下。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表

学校类别 生师比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

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

生均教学行

政用房（平方

米/生）

生均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值

（元/生）

生均图书

（册/生）

师范院校 19.68 62.95 12.97 8778.98 85.89

监测办学条件指标表

指标项目 数值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19.78

生均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67.87

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7.05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台） 18.74

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个） 124

新增教学仪科研器设备所占比例（%） 649.47

生均年进书量（册） 5.06

2.信息化应用情况

学校是省教育厅评选的首批教育信息化示范单位，坚持以信息化

促进学校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学校接入互联网出口总带宽

10900Mbps，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10000Mbps，共有网络信息点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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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现无线网络的全覆盖；共部署管理信息系统 19 个，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总量327GB；共有上网课程224门，网络教学覆盖率为54.77%；

建有数字资源总量 122928GB，其中电子图书 182491 册，电子期刊

92909 册，学术论文 4225620 册，音视频 27067.35 小时。

三、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面对新时代、新产业对高职发展的新要求，学校对标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标准，主动适应经济的转型发展，主动对接区域的

产业发展，是每个高等职业院校面临的新挑战。

一是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产教深

度融合，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二是要继续健全学校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建立现代高校现代化管理制度，提升学校的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三是要继续加强专业建设，要对接新产业的人才需求，办

好原有专业、建好新上专业，持续优化专业布局；四是要继续强化师

资队伍建设，立足于人才培养需求，转变观念，强化学习，强调师资

队伍的创新发展，建立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五是要继续强化

技能积累，立足办学优势，呼应区域发展需求，开展多渠道、多形式

的社会服务；六是要继续扩大国际交流，立足办学特色，强化标准意

识，做好技术输出和输入的有机融合，提高学校办学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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