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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现代商贸中等职业学校
质量年度报告（2019）
1.学校情况
1.1 学校概况
我校是经⻓沙市教育局审批、省教育厅备案，⻓沙市、⻓沙县教
育局主管的⼀所全⽇制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全称为“⻓沙市现代商贸
中等职业学校”，地址位于⻓沙县⻩花⼯业园。占地⾯积 67 余亩，建
筑⾯积 46601 余平⽶，学校总资产近 5000 万。学校拥有教学两栋，
学⽣公寓楼四栋，学⽣⻝堂两个；多媒体教室 60 间，⽆⼈机实训中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实训中⼼、航空服务实训中⼼等各类实训实操
室（中⼼）25 个；现代化多功能学术报告厅 1 个，图书阅览室配备
座位 300 个，纸质图书 9.01 万余册。学校可容纳 3000 名学⽣学习住
宿，各种⽣活配套设施⻬全。
学校在校全⽇制学⽣ 2169 名，教职⼯ 140 余名。学校⽬前开设
有⾳乐、会计、服装设计与⼯艺、医疗器械与营销、市场营销、计算
机应⽤、城市轨道交通管理、航空服务、⽆⼈机应⽤技术等⼗三个专
业（⽅向）。学校实⾏双轮驱动⼈才培养模式，即素质教育（嵌⼊国
学教育课程）+专业教育；学⽣管理实施双元管理模式，即军队教官
+班主任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
学校坚持“依法办学、诚信办学”原则，狠抓内涵管理和建设，2019
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校党组织于 2019 年荣获⻓沙市⺠办教育党
委“2019 年度先进党组织”； 荣获“2019 我与祖国同⾏百公⾥毅⾏活
动”志愿者先进组织单位。我校杨娟⽼师于 2019 年在中共⻓沙⺠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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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员会举办的《不忘初⼼、牢记教师使命》公开课⽐赛中，成绩斐
然，荣获⼆等奖，同时被聘为⻓沙市教育局“初⼼与使命”宣讲团宣讲
员。我校辅导员刘英俊⽼师在⻓沙市中职学校辅导员技能⼤赛中荣获
三等奖。我校学⽣张丽娟、张炳⽂于 2019 年⻓沙市中等职业学校⾮
服务类职业学⽣英语技能竞赛中荣获⼀等奖；我校学⽣屈语君、严智
慧于 2019 年⻓沙市中等职业学校服务类职业学⽣英语技能竞赛中荣
获⼆等奖。在 2019 年中职学校学⽣⽂明⻛采⼤赛中，我学⽣合唱队
荣获三等奖，朗诵⽐赛荣获⼆等奖。
1.2 学⽣情况
2019 年，我校共招收全⽇制在校学⽣ 1073 ⼈，⽐ 2018 年增加
211 ⼈，增幅 24.48%；在校⽣ 2169 ⼈，⽐ 2018 年增加 877 ⼈，增幅
65.35%；其中，2019 年我校紧密对接现代商贸服务产业的旅游服务
与管理专业招⽣⼈数增⻓显著，2019 年招⽣⼈数 240 ⼈，⽐ 2018 年
增加 130 ⼈，增幅 118.18%。我校开设了普通话等级培训考证、中级
礼仪师培训考证、办公软件专家培训考证等职业技能培训，共计 683
位同学参加培训。
1.3 教师队伍
⽬前在编在岗教职⼯ 140 ⼈，其中专任教师 111 名，在校⽣⼈数
为 2169 名。师⽣⽐为：1：19.5 ,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例为 78.4%。
学校以优化“双师”结构为师资队伍建设重点，不断强化“双师”素质师
资队伍建设⼒度，通过培训、下企业锻炼、参加技能⼤赛等形式，不
断提⾼实际⼯作技能和社会实践经验，“双师”素质教师⽐例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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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化课教师外，专业教师中的“双师型”教师 37 ⼈，⽐例⾼达
33%。

类别
学年

专任教师

兼职教师

双师型教师

111

14

37

2019

校内专任教师中⾼级职称的⼈数为 21 ⼈，占校内专任教师总数
的 18.9%。其中中级职称的⼈数为 18 ⼈，占校内专任教师总⼈数的
16.21%。其中初级职称的⼈数为 46 ⼈，占校内专任教师总⼈数的
41.44%。
年份

⾼级

专任教师总

2019

中级

初级

⼈数

⼈数

⽐例

⼈数

⽐例

⼈数

⽐例

111

21

18.9

18

16.21

46

41.44

校内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学位⼈数为 24 ⼈，占校内专任教师总
数的 21.6%，具有本科学历⼈数为 87 ⼈，占校内专任教师总数的
78.4%。

年份
2019

专任教师总

硕⼠

本科

⼈数

⼈数

⽐例

⼈数

⽐例

111

24

21.6

87

78.4

1.4 设施设备
1.4.1 教学仪器设备值
学校现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为 578 万元，当年新增设备值 1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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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 2665 元；学校每百名学⽣配教学⽤计算机台数 17.27 台；
学校现有纸质图书 90100 册，当年新增 40000 册，⽣均 41 册；我校现
有钢琴两台、电钢琴 63 台，当年新增 31 台。
项⽬

间数

个数

计算机机房

5

380 台

纸质图书

1

90100 册

⽹络多媒体教室

55

2750 个

琴房

3

63 台

1.4.2 实训实习⼯位数
⽬前我校建⽴了 25 个校内实训室，建筑⾯积 5000 平⽅⽶，⽣均
实践场所 2.3 平⽅⽶，实训室覆盖学校所有专业。学校⾼度重视实践
教学，不断加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本学年共投⼊ 110 万对学校各专
业的实践教学基地的配套设施进⾏了完善。
校内实训基地情况⼀览表

实训室数
25

建筑⾯积

设备总值

当年新增设备值

（平⽅⽶）

（万元）

（万元）

5000

578

110

1.4.3 进步⽐值
学校占地⾯积 44622 平⽅⽶，校舍建筑⾯积 46601 平⽅⽶，其
中教学辅助⽤房 15600 平⽅⽶，校内实训场 25 个。⽣均实践场所 2.3
平⽅⽶，教学仪器设备值为 578 万元，纸质图书 90100 册，⽣均图书
4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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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2018 年

2019 年

变化情况

1

教学仪器设备值（万元）

468 万元

578 万元

增加 110 万元

2

教学⽤计算机（台）

230 台

380 台

增加 150 台

3

纸质图书（册）

5.01 万册

9.01 万册

增加 4.0 万余册

2.学⽣发展
2.1 学⽣素质
2.1.1 思想道德素质
学校秉承“发扬国学，让道德与智慧同⾏”的办学使命，践⾏“重
知识，更重技能，尤重⼈品”的育⼈理念，始终将学⽣思想政治教育
放在⼯作⾸位。2019 年我校以打造学⽣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
⾃我责任感、职业责任感的“四感”道德提升⼯程为指南；通过打造现
代商贸思政⽴体课堂，开展了“思政⼈⽂⼤讲堂”、
“法制安全进校园”、
“我与祖国共成⻓”、“我向⽗⺟作汇报”等系列活动，切实提⾼了学⽣
“⾃律、
⾃省、⾃⽴、⾃强”的四⼤综合素养。2019 年我校学⽣参与“2019
我与祖国同⾏百公⾥毅⾏活动”、⻓沙县万⼈巡防志愿活动、⻓沙县
2019 禁毒宣传、⻓沙县城市⽂明创建、蓝天保卫战等活动志愿服务
⼗四次，并荣获“2019 我与祖国同⾏百公⾥毅⾏活动”志愿者先进组
织单位等奖项，学⽣综合素养得到社会⼀致认可。
2.1.2 科学⽂化素质
（1）学⽣参加市级技能竞赛实现新突破
2019 年，⻓沙市中职学校学⽣⻛采竞赛中，我校 18 级学⽣荣获
合唱⽐赛三等奖、朗诵⽐赛⼆等奖。⻓沙市中职学校学⽣英语竞赛中，
我校 18 级学⽣张炳⽂、张丽娟在⾮服务类职业英语赛项中获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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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屈语君、严智慧在服务类职业英语赛项中获得⼆等奖，这是⺠办
中职学校唯⼀的⼀个⼀等奖和⼆等奖。
（2）各类考核合格率超过 90%
2019 年学⽣公共⽂化基础课普测，我校参加测试的⼈数是 342
⼈，其中有 340 ⼈通过，合格率达到 99.4%。在学校组织的专业技
能考核中，学⽣合格率达到 91.6%。
在将中华传统⽂化嵌⼊学⽣课程体系和学⽣管理全过程的⼈⽂教
育⽅式下，学⽣学业及⼈格塑造都得到了全⾯成⻓。
2.2.在校体验
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学⽣管理中，始终把满意度体系建设作为学
校⻓远良性发展⽬标的⽣命线，致⼒于提升学⽣学习⽣活的幸福指
数。在中职学⽣课堂教学我校坚持“低、⼩、多、快”的四⼤教学策略，
激发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的学习能⼒。我校坚持以学⽣为本，
倡导“亲情式”双元管理，强化辅导员队伍思政能⼒和师德师⻛建设，
积极搭建学⽣第⼆课堂体系，注重学⽣⼈格提升。学校设⽴校⻓信箱，
每⽉ 15 ⽇定期开展校⻓接待⽇、学⽣合理化建议座谈会等活动，收
集学⽣意⻅和建议，及时调整提升学校各项⼯作标准和成效。2019
年秋季学期学⽣辅导员满意度测评平均成绩达 96.45 分。
2.3 资助情况
学校⾼度重视学⽣资助⼯作，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扶贫”政策要求，
始终坚信“把贫困地区的孩⼦培养出来，是扶贫的根本之策”。18 年秋
季我校直接减免国家免学费 1170 ⼈，共计⾦额 140.4 万元；发放国家
助学⾦ 421 ⼈，共计⾦额 42.1 万元；19 年春季直接减免国家免学费
1165 ⼈，共计⾦额 139.8 万元，发放国家助学⾦ 417 ⼈，共计⾦额 41.7
元。2019 年，学校制定并实施了校内各项资助政策，其中全年共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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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家精准扶贫⼦⼥⽣活费共计 26 ⼈，资助⾦额 15.21 万元；为贫困
⼦⼥每⽉发放 300 元⽣活补助共计 52 ⼈，资助⾦额 12.48 万元；设
置校内勤⼯俭学岗位 46 个，全年共发放勤⼯俭学津贴 7.2 万元。2018
秋季、2019 秋季学期，我校在校学⽣中共有国家连⽚特困地区学⽣
292 ⼈，国家建档⽴卡学⽣ 34 ⼈、低保等困难家庭学⽣ 91 ⼈；在国
家各项资助政策和校内助学政策的有序落实下，⽆⼀⼈因贫困辍学。
2.4 就业质量
我校 2020 年有第⼀届毕业⽣，其中 70%的学⽣选择对⼝升学，
30%的学⽣选择就业，学校围绕中职学⽣的发展需求，为保障学⽣出
⼝质量做了⼀系列的筹划⼯作。⼀⽅⾯为学⽣搭建优质的升学平台，
⽬前已与我校签订中⾼升学合作协议的⼤专院校有共 7 所：⻓沙商贸
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族职业学院、⻓沙职
业技术学院、湖南劳动⼈事职业学院、湖南安全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油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校成⽴了就业指导中⼼，为学⽣积极对接
地⽅产业，寻求良好的就业机会，⽬前已与我校建⽴校企合作关系的
共 20 余家企业，保障每个学⽣有顶岗实习的机会，并在实习就业过
程中全程跟进辅导，学⽣对实习就业单位有不适应、不满意、被淘汰
的情况下，允许学⽣有回庐再推荐的机会，最⼤程度保障学⽣的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
已与学校建⽴升学与就业合作关系的单位
专业
⾳乐

会计
服装设计与⼯艺

对⼝升学
对⼝就业
湖南⺠族职业学院、⻓沙职业技术学院 ⼴州诚唐教育、⻘果树幼教集团、
等
⾦⾊梯⽥、吉纽思教育集团、书⾹
⽂萃国学集团、
⻓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仁和会计、华鑫会计、中科师创
湖南⺠族职业学院、湖南科技职业技术 七匹狼服饰、圣得⻄服饰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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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计算机应⽤

旅游服务与管理

⻓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 万科地产、唐⽻茶艺、新旗舰集团、
职业技术学院
吴卓集团、美团、京东、⼴东碧桂
园集团、
湖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族职业 腾讯，⽹易、中科师创、名匠装饰、
学院、湖南劳动⼈事职业学院、湖南安 三航⽆⼈机技术
全职业技术学院

⻓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油 ⻓沙⻩花机场、上海浦东机场、⻓
化⼯职业技术学院
沙城轨

2.5 职业发展
我校对学⽣的职业发展理念归纳为“讲礼貌、讲诚信、讲责任”，
对学⽣的具体职业期待归纳为“⾃⽴、⾃信、⾃发”，学校积极引导学
⽣，开设了校本特⾊课程、增强了国学礼仪⾊彩，强调重知识、更重
技能、尤重⼈品的培养理念。
3.质量保障措施
3.1 专业动态调整
学校以适应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需要为⽬标，按照加
强品牌专业建设，拓展第三产业专业建设的思路，推进专业设置，优
化专业结构。⼀是制定专业建设规划，明确发展思路和攻坚⽅向。⼆
是优化和调整专业结构。适应⻓沙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接市场⼈
才需求，2019 年学校开设了⾳乐、会计、市场营销、计算机应⽤、
旅游服务与管理、医疗器械维修与营销等六个专业⼤类。
3.2 教育教学改⾰
（1）积极创新教育教学⽅法，提⾼教学和学习效果
学校始终坚持以学⽣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法，
积极倡导和⿎励教师开展启发式、讨论式、辩论式、互动式等教学⽅
法，实验课开展导学式教学⽅法，以“项⽬教学”以及相关的“模拟教
学”、
“情景教学”、
“案例教学”、
“现场教学”等⽅法，将“教、学、做”融
8

为⼀体，师⽣互动，因材施教，因课施教，极⼤地提⾼了学⽣的学习
积极性和教学的有效性。
（2）以⾼效课堂为改⾰内容，全⾯提⾼课堂教学质量
学校在全体教师中研究、推⼴⾼效课堂的做法和经验。要求⽼师
按照⾼效课堂的要求备课，在备课过程中不但要备内容，还要备学⽣，
并要求做成电⼦教案，使⽤多媒体教学。通过相互听课、评课、摩课、
诊课、改课和参加市教研部⻔开展的说课竞赛、评⽐等活动，提⾼了
课堂教学质量，也提⾼了教师的业务⽔平。
（3）发扬国学，培养新时代新⻘年
学校以《弟⼦规》等为国学教育基础教材，围绕“发扬国学，让
道德与智慧同⾏”这⼀办学理念，分年级引⼊国学经典，通过践⾏国
学思想等教育教学活动，让中华传统⽂化的精髓在职校学⽣身上根
植，让每个学⼦的⾏为习惯发⽣了质变，成为了涵养深厚、谦谦君⼦、
礼仪随⾏的儒雅⻘年。
（4）改⾰考试（核），成效初显
⼀是考试内容上，侧重于培养学⽣应⽤所学知识和技术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特别是综合性、创造性应⽤知识的能⼒；⼆是
考核⽅法上，突出多样性、针对性、适⽤性。以考核学⽣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为重点，着重检验学⽣获取知识、处理信息的能⼒，允许采
⽤开卷、⼤作业、调查报告、⼝试、实际操作等多样化的考试⽅法；
三是加强考试管理，保证考试内容和命题适应培养职业技能这条主
线。重点抓好考试⼯作各环节的规范管理，进⾏题库建设，实⾏教考
分离，推进考⻛建设；四是建⽴健全考试反馈机制，强化考试的结果
分析、评价和考试的总结⼯作，将考试情况反馈到教学中，督促教师
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提⾼了教学质量。
3.3 教师培养培训
9

学校每年选派⽼师参加语数外主题培训和暑假的⻣⼲教师培训，
选派教师积极参加⻓沙市教师职业能⼒⽐赛，通过外出培训和⽐赛，
促进教师专业能⼒发展。每学期举办教学说课⽐赛、优秀教案评⽐，
每年举办教学开放周活动,展示教学⼯作过程管理、执⾏教学规范、
坚持内涵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增强⾃我诊断⾃主发展能⼒,加强交流学
习, 向全校师⽣展示教学成果。通过活动，强化专业建设，深化教学
改⾰，提升管理⽔平，提⾼教育质量，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
发展需求，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质量技术技能⼈才⽀撑。每⽉开展公
开课教学和示范课教学，在活动中展示和提升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和实
践操作能⼒。
2019 年 教 师 培 养 培 训 情 况 表
序
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参会⼈

1

2019 年 ⻓ 沙 市 中 职 英 语
⻣⼲教师主题培训

2019 年 5 ⽉ 23
⽇ -25 ⽇

⻓沙教育学
院

闵露芳

2

2019 年 ⻓ 沙 市 中 职 数 学
⻣⼲教师主题培训

2019 年 5 ⽉ 23
⽇ -25 ⽇

⻓沙教育学
院

刘娟

2019 年 6 ⽉ 21
⽇ -27 ⽇

湖南⼯业职
业技术学院

贺炯

2019 年 7 ⽉ 10
⽇ -20 ⽇

湖南⼤众传
媒学校

张娣

3

4

2019 年 湖 南 省 中 职 语 ⽂
公共基础课⻣⼲教师能
⼒提升培训会
2019 年 省 级 中 职 培 训 项
⽬ -公 共 课 ⻣ ⼲ 教 师 （ 中
职 数 学 ）培 训

5

学校发展理念与实践

2019 年 8 ⽉ 13
⽇

学校⼆楼接
待室

全体教师

6

教职⼯职业道德
及素养

2019 年 8 ⽉ 13
⽇

学校⼆楼接
待室

全体教师

7

教学常规管理要求

2019 年 8 ⽉ 13
⽇

学校⼆楼接
待室

全体教师

8

教师形象塑造与
课堂礼仪

2019 年 8 ⽉ 13
⽇

学校⼆楼接
待室

全体教师

9

教学设计

学校⼆楼接
待室

全体教师

10

中职学校如何做教科研

2019 年 8 ⽉ 13
⽇
2019 年 10 ⽉
11 ⽇
10

学术报告厅

全体教职
⼯

11

中职教学管理管理能⼒
专项提升培训

2019 年 6 ⽉

湖南⺠族职
院

⻩旭

12

新聘教职⼯业务培训

2019 年 8 ⽉

学习三楼会
议室

全体新聘
教师

3.4 规范管理情况
2019 年，学校各项⼯作有序开展。学校不断调整、完善⾃身管
理制度和机制。教学管理上，常规⼯作做到精细化管理，教学检查和
考核⼯作由教务处、教研室双层同时进⾏，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和处理；
学⽣管理上，以学校的规章制度为重点，坚持做好学⽣⽇常⾏为规范
教育及习惯养成教育。同时通过社团建设、⽂体活动、校园⽂化建设
等有效载体，堵疏结合，班⻛校⻛良好；财务管理上，进⼀步规范财
务管理，严格遵守各级财政规章制度；后勤及安全管理上，有序完成
⽇常后勤保障⼯作，保证了学校的⽇常教学⼯作的开展，落实安全责
任制，定期开展全校性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全⾯杜绝了各种安全
事故的发⽣。
3.5 德育⼯作情况
学校以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纲（2014 年修订）》
为基本纲领，以把学⽣培养成社会主义合格公⺠和技术技能型⼈才为
基本⽬标，实⾏“千分制”学⽣思想道德考评体系，构建了“教书育⼈、
管理育⼈、服务育⼈、环境育⼈”全⽅位的德育教育体系。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嵌⼊军事技能课程培养提升学⽣的爱国情怀；
通过开设职业⽣涯规划和职业道德法规课程，引领学⽣树⽴远⼤的理
想信念，提升学⽣⻓远职业⽣涯规划的能⼒；⾼度关注⻘春期学⽣⼼
理健康状况，每学年伊始对全校学⽣进⾏⼼理健康状况普查，所有专
业学⽣普开⼼理健康教育课程，普及⼼理健康知识和应对技能⽅法。
同时，通过主题教育、社团建设、⽂体活动、校园⽂化建设等有
效载体，堵疏结合，班⻛校⻛良好，学校德育教育效果显著。所有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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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按照思政⼯作要求：严格落实“⼀⽉⼀主题，⼀周⼀总结，⼀天
⼀谈话、两周⼀班会”的⼯作原则，注重学⽣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占领
⼯作，建⽴学⽣成⻓档案、重点学⽣关注档案、家校共育共管联络书
等，与家庭教育携⼿全⾯引领学⽣成⻓。逐年创新和完善社团⽂化活
动，⿎励⻘年的个性化发展。通过⽂体类、思政教育类、精神⽂明
创建类、审美类等丰富多彩的校园⽂化活动的有机结合，营造⻘春
向上、⾼雅的⽂化氛围。在激发学⽣的主体参与意识、展示学⽣才
艺、繁荣校园⽂化的同时，塑造了学⽣优良的道德品格和⾼雅的道
德情操；培养学⽣的创新、沟通、管理和协调能⼒，让学⽣在参
与、历练中得到发展和成⻓。学校也积极利⽤⽹络⾃媒体平台，主
动抢占学⽣⽹络思想道德和科学⽂化教育阵地。
2019 年主题教育、团学活动⼀览表
序号

活动时间

主题教育

主题活动
新⽣开学典礼

1

2018 年 9 ⽉

新⽣⼊学教育

新⽣⼊学教育
迎新⽣⽂艺晚会
法制教育进校园主题讲座
消防应急逃⽣演练及讲座

2

2018 年 10 ⽉

安全教育主题⽉

“⼼有阳光”⼼理健康签名活动
杜绝校园欺凌专项讲座
爱卫知识竞赛
寝室⽂化艺术节

3

2018 年 11 ⽉

“⽂明修身”⾏为规范主题
⽉

“诵读中华经典，共筑中国梦想”诗
⽂诵读⽐赛
“厚德端⾏·⽂明修身”主题板报、⼿
抄报竞赛

12

第⼆届“师⽣趣味运动会”
4

5

2018 年 12 ⽉

2019 年 1 ⽉

“守初⼼·担使命”信念教

2019 元旦⽂艺晚会

育主题⽉

2019 跨年演说会

“诚实守信·你我同⾏”诚
信教育主题⽉

“商贸·与你的阅读时光”读书活动
诚信参考主题教育及签名活动
期末总结颁奖
寒假践⾏先进标兵评选表彰活动“给

6

2019 年 3 ⽉

“感恩于⼼·⽴德于⾏”感

⽗⺟的⼀封信”主题活动

恩教育主题⽉

传染性疾病防疫健康知识讲座
第⼀届市场营销⼤赛
校园⼗佳歌⼿⼤赛

7

2019 年 4 ⽉

“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
素养”安全教育主题⽉

“悦享经典·乐享⼈⽣”国学知识竞赛
消防安全演习
4·15 国家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第⼀届辩论赛
“五·四”表彰颁奖典礼

8

2019 年 5 ⽉

“接纳⾃我·乐观⾃信”⼼
理健康教育主题⽉

第⼀届“商贸之星”评选活动
5·25 ⼼理健康主题⽇活动
第三期现代商贸团校
第⼀届⽆⼈机技能⼤⽐拼

9

2019 年 6 ⽉

“不负⻘春·砥砺奋进”理
想信念主题教育⽉

⽂明⻛采成建制合唱⽐赛
“⼱帼⼼向党·建功新时代”
6·26 禁毒宣讲活动
“读经典·品国学”主题征⽂竞赛

2019 年社团活动⼀览表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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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名称

活动场地

1

2018 年 9 ⽉

早读活动

2

2018 年 9 ⽉

舞蹈基本功⼤⽐拼

3

2018 年 9 ⽉

写给未来的⾃⼰主题活动

⼼理社

⼼理活动室

4

2018 年 10 ⽉

英语演讲⼤赛

英语社

416 教室

5

2018 年 10 ⽉

3V3 篮球对抗赛

篮球协会

篮球场

6

2018 年 10 ⽉

象棋⽐赛

棋艺社

7 楼棋艺室

7

2018 年 11 ⽉

王者荣耀赛

电竞社

416 教室

8

2018 年 11 ⽉

基础礼仪知识⼤⽐拼

礼仪社

416 教室

9

2018 年 11 ⽉

⾳乐鉴赏活动

⾳乐社

416 教室

10

2018 年 12 ⽉

茶艺⼤⽐拼

茶艺瑜伽社

7 楼茶艺室

11

2018 年 12 ⽉

T 台秀

礼仪社

操场

12

2018 年 12 ⽉

Cosplay 秀

动漫社

操场

13

2019 年 1 ⽉

武术基本功⽐拼

武术社

操场

14

2019 年 1 ⽉

晨跑活动

健身社

操场

15

2019 年 1 ⽉

弹唱歌⼿赛

吉他社

形体房

16

2019 年 3 ⽉

⺠族舞编舞⽐拼

17

2019 年 3 ⽉

王者荣耀电竞挑战赛

电竞社

⼆楼接待室

18

2019 年 4 ⽉

英语话剧表演

英语社

操场

19

2019 年 4 ⽉

礼仪展

礼仪社

操场

20

2019 年 4 ⽉

篮球表演赛

篮球协会

操场

21

2019 年 4 ⽉

吉他弹唱表演

吉他社

形体房

22

2019 年 5 ⽉

⼼理健康⽇主题活动

⼼理社

教学楼⼤厅

23

2019 年 5 ⽉

品茶活动

茶艺瑜伽社

7 楼茶艺室

24

2019 年 5 ⽉

平板撑⽐赛

健身社

健身房

25

2019 年 6 ⽉

围棋赛

棋艺社

7 楼棋艺室

26

2019 年 6 ⽉

拳术⽐拼

武术社

操场

14

英语社
The Stars 舞
蹈社

The Stars 舞
蹈社

教学楼⼤厅
形体房

形体房

27

2019 年 6 ⽉

我最喜欢的动漫⼈物介绍

动漫社

2 楼接待室

3.6 党建情况
我校党⽀部成⽴以来认真贯彻中组部、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学
校党的建设⼯作的意⻅》⽂件，按照⻓沙市⺠办教育党委要求，遵循
“建章⽴制、完善机制、探索经验、发挥作⽤”的⼯作思路，精益求精
抓教学，久久为功抓质量，各项⼯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是紧密围绕⽴德树⼈根本任务，提升思想政治⼯作质量。
构建⼯作体系、提升教育实效、强化队伍建设。注重把“四个⾃
信”融⼊职业教育全过程，把“四个⾃信”的种⼦播撒进⻘少年的⼼灵。
努⼒在学习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上⾛在前列。
⼆是切实扛起党建主体责任，引领学校改⾰发展。
进⼀步集聚优势资源服务教育事业发展，强化统筹引领推进“双
⼀流”建设，扎根职业教育探索⾼质量⾼⽔平内涵式发展道路，坚持
底线思维确保政治安全和校园稳定。
三是开展“不忘初⼼、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铸魂育⼈中践⾏
党的初⼼和使命。
对标省市县各级党组织的部署要求、对照专项整治任务、对应学
校⾃身情况落实查改要求。积极组织开展“五个⼀”特⾊活动，即：组
织每位党员读好⼀本书、听好每⼀堂党课，写好⼀篇征⽂、参与⼀次
⾃愿帮扶活动、评选⼀批优秀党员，切实将主题教育活动内化于⼼，
外化于形。
四是全⾯落实党的⼗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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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不断完善提升学校党⽀部组织⼒，认真履⾏管党治党、办学治校
的政治责任，夯实党⽀部战⽃堡垒，探索建⽴⻓效机制，努⼒打好学
校党的政治建设攻坚战。
4.校企合作
4.1 校企合作开展情况和效果。
学校⾼度重视校企合作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
基本办学模式，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我校逐步完善校企协同
育⼈机制，不断深化与企业合作，建⽴校企合作的“共制、共培、共
建、共推”⼈才培养模式，即校企专家共同商议探讨⼈才培养⽅案的
制订，共同开发专业技能核⼼课程，共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以企
业专家来校讲座、学⽣⾛出去服务企业等⽅式为纽带深化校企合作，
探索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才培养模式改⾰创新，在相关领域依托我
校专业对接⾏业，与省内外幼教集团、旅游服务⾏业、电商平台、本
⼟特产品牌、地⽅产业园区等⾏业企业对接，采取依托市场、共办专
业、共担课程、订单培养等模式，摸索校企业共建经验。
4.2 学⽣实习情况
我校学⽣实习采取 2.3+0.7 的时制模式，2020 届学⽣是学校第
⼀届毕业⽣，除去升学备考单招的学⽣外，共有 51 ⼈进⼊到顶岗实
习阶段。该项⼯作从 2019 年 8 ⽉开始着⼿实施，学校出台了《学⽣
顶岗实习⼿册》
，对实习过程的管理、辅导、考核和反馈流程制度化。
在本学期组织了就业指导课程，对参与顶岗实习学⽣进⾏了关于职业
素养和职场经验的专题讲座。组织企业⽅来校宣传，交流企业⽂化和
职场形势，落实具体岗位。⽬前实习进⼊到实质性阶段，基本反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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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90%以上的学⽣的实习⼼态、适应能⼒、胜任度较好。
4.3 积极探索开展集团化办学情况
学校着⼒于教师与学⽣综合能⼒的培养，强调产学研活动的开
展。建校以来，我校通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坚持⾛产学研相
结合的道路，积极探索职校合作共建、校企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共
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全⼒提供和打造育⼈的优质资源
和有利条件，使学校师⽣的专业⽔平、实践能⼒、综合素质得到极
⼤的提⾼，逐步形成⾃⼰的办学特⾊和应⽤型创新⼈才培养模式，
并在各职教间产⽣了较⼤影响。
5.社会贡献
5.1 技术技能⼈才培养
学校充分依托专业资源优势，紧紧围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定位，主动对接⻓沙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开展校企协同创新
和现代学徒制等订单培养，我校 2017 级顶岗实习的总体满意率达到
93.88%。

实习企业对我校顶岗实习学⽣的满意度调查情况
序号

项⽬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1

思想素质

71.7%

20.8%

7.5%

0%

2

⽂化素质

39.6%

26.4%

34%

0%

3

专业素质

41.5%

18.9%

32%

7.6%

4

身⼼素质

69.8%

15.1%

15.1%

0%

5

职业素质

56.6%

22.6%

20.8%

0%

5.2 技术服务
校企合作，服务⽆⼈机产业
学校李准⽼师为⻓沙幻⻜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与公司共
17

同设计的⽆⼈机连续抛投器已申请实⽤发明专利，可以应⽤于多个领
域，如婚庆、店庆等庆典活动可以⽤来抛红包、戒指、花篮等；可以
在指定范围内抛投⻥饵；反恐⽤来连续抛投烟雾弹等；在阻截逃犯的
⻋辆时连续抛投障碍钉；在营销活动中连续抛投红包⾬、布娃娃等；
在抗洪救灾时可实现远距离抛投救⽣圈等物品，⽽且是⼀次性多点抛
投。
5.3 对⼝⽀援
2019 年学校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扶贫开发⼯作会议精神，积
极开展对⼝⽀援⼯作。扶贫先扶志，为了让⻰⼭县⻘少年能够有书读、
读好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切实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团⻓沙
市委、⻓沙市直机关⼯委、⻓沙市教育局根据⻓沙市委、⻓沙市政府
统⼀部署，联合发起“⻓⻰⻘年⼿拉⼿·图书捐赠”活动，我校积极响
应号召，开展图书捐赠活动。

全校师⽣捐书数量达 2000 多册，我们将会把书籍寄⾄⻰⼭县学
校，传递温暖。学校是培养⼈才的摇篮，⻘少年是⺠族的希望。此次
捐书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商贸师⽣的爱⼼帮助⻰⼭县孩⼦拥有更多
阅读机会，点燃孩⼦们的知识梦，让孩⼦们成⻓成才。
学校积极开展贫困⽣的对⼝帮扶⼯作，深⼊岳阳平江、邵阳武冈
等学校贫困⽣家庭，进⾏精准帮扶，2019 年，帮扶贫困学⽣和家庭
18

30 个。对⼝帮扶⽀援⼯作使困难家庭体会到了学校、党和政府的关
怀，也进⼀步扩⼤了学校在学⼦们⼼中的影响⼒。在下⼀步⼯作中，
学校将继续加⼤扶贫⼯作⼒度，努⼒践⾏初⼼使命，扎实推进精准扶
贫⼯作。
5.4 ⽂化传承
学校秉承“发扬国学，让道德与智慧同⾏”的使命，⼤⼒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我校普开了国学课程，通过学
习《弟⼦规》
、
《三字经》
、
《⼤学》
、
《论语》等国学经典中的精华，让
学⽣掌握优秀传统⽂化，通过“功过格”的践⾏，培养学⽣良好的道德
素养。学校成⽴了“国学社”学⽣社团，定期的举⾏各种国学经典学习
与践⾏活动，每年举⾏⼀次以班级为单位参加的全校性的“国学经典
诵读活动”，学校⾃⼰开发了“国学礼仪操”。通过国学经典的学习与
践⾏，丰富了学⽣的⽂化内涵，培养了学⽣道德素养，传承了优秀的
传统⽂化，现代商贸的学⽣知书达理，⾃觉⽂明修身。
6.举办者履责
6.1 经费
学校各项经费的收⼊和⽀出严格按照学校财务管理制度进⾏。在
专项资产管理上，学校明确了专项资⾦的来源、确定了资⾦的使⽤范
围、明确了相关⼈员的责任，按要求、按预算、按程序严格执⾏⼀⽀
笔审批制度，学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内控条⽂管理好项⽬资
⾦，政策性经费、⽣均拨款的落实到位情况；严格执⾏财务制度，保
证了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规范，保障了学校资产的安全，为
学校的有序运转奠定良好的资⾦基础。
6.2 政策措施
学校坚持依法办学，按照《中华⼈⺠共和国⺠办教育促进法》及
其实施条例，实⾏董事会领导下的校⻓负责制，实⾏“⾏政本位”为主
的校本管理模式，决策科学快速，机制灵活。根据中职学校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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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教师编制，办学经费由保证。学校出台了《教科研管理办法》，
开展专项研究，开展精品专业和精品课程建设，坚持注重内涵建设的
办学思路，强化特⾊发展的办学⽅略，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办学机制。
学校坚持规模发展与特⾊发展并重，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并举、
区域发展与地⽅经济并进、着⼒提升学校发展的软实⼒、不断提⾼办
学综合效益和社会的贡献⼒、努⼒把学校打造成⾼素质应⽤型现代职
业⼈的培育基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才基地、省市职业教育的技
能⼤赛基地、校企合作产学研与⼀体的的实训基地以及基础教育素质
教育实验基地。
为提供学校办学质量，学校主动与上级主管部⻔沟通协调，妥善
做好⼈才引进和⾯向社会招聘教学⼈员，为学校持续健康发展做好⼈
⼒资源保障。
7.特⾊创新
7.1

发扬国学，全⾯提升学⽣思想道德素养
⼀、实施背景
1、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价值观必须⽴⾜中华优秀传统⽂

化。中国⼈⺠的理想和奋⽃，中国⼈⺠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
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化沃⼟之中的，同时⼜是随着历史和时代
前进⽽不断与⽇俱新、与时俱进的。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类创造的
⼀切优秀思想⽂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
认识⾃⼰，才能更好开创⼈类社会的未来。
2、中职⽣处在成⼈成才的关键阶段，需要中华优秀传统⽂化的
滋养。当代中职⽣⽐较普遍存在厌学和⾏为习惯不佳的现状，培养“浩
然之⽓，儒雅之⻛”的新时代⻘年，需要中华优秀传统⽂化为载体助
推。
3、
“发扬国学，让道德与智慧同⾏”成为了学校⼈才培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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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根据学⽣的状况以及中职⽣身上体现出来的竞争劣势，实⾏双轮
驱动的⼈才培养模式，即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学⽣管理实施双元管
理模式，即军队教官+班主任的准军事化亲情式管理。学校全⾯打造
“⻓沙现代商贸”职业教育品牌，强调学⽣⾏为礼仪的规范和综合素养
的提升，扎扎实实搞内涵建设，努⼒将⻓沙市现代商贸中等职业学校
建成⼀所湖南省⼀流的优质职业院校。
⼆、⼯作过程
1、国学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程编⼊专业⼈才培养⽅案。按照各
专业教学标准，结合学校实际，制订了各专业⼈才培养⽅案和实施性
教学计划。⾼⼀年级《弟⼦规》
、⾼⼆年级《论语》
，每周安排 1 节课。
2、学校成⽴了领导⼩组，负责该项活动实施的组织领导⼯作。
在所有⾏为实施前，教师学⽣⼈⼿⼀本《弟⼦规》
，以弟⼦规⾏为准
则，规范⾃⼰的⾏为习惯。
3、开展“诵读国学经典，促习惯养成”活动。采取诵、讲（领导
专家讲、教师讲、班主任讲、学⽣讲）、⾏、赛和总结等⽅式，使得
国学教育从上到下形成合⼒，达到了全⽅位全过程和全员参与的效
果。
4、加强了校园⽂化阵地建设。学校从环境⼊⼿，美化校园，建
⽴起了国学教育阵地。开辟了国学经典⽂化墙，努⼒创设⼀种校园处
处是经典，学⽣处处可诵读的⽂化氛围，让学⽣随处可欣赏到经典诗
⽂佳作，在有意⽆意之中将经典诗⽂记住，内化于⼼，外化于形。
三、主要成效
通过三年的实践，我校学⽣在⾏为习惯的养成⽅⾯有了明显变
化；在礼仪习惯⽅⾯，学⽣孝敬⽗⺟，懂得感恩，尊敬⽼师，⻅⾯问
好，同学间互助友爱；在学习习惯⽅⾯，认真做到课前要预习，提前
准备好学习⽤品，专⼼听讲，勇于提问，积极回答，作业字体端正；
在⽣活习惯⽅⾯，认真值⽇，遵守学校和班级纪律，上下楼梯，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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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闹。学⽣平均到课率保持在 97%以上，抬头率达到 89.9%。
四、体会与思考
全体师⽣在思想上⾼度重视，把发扬国学作为提⾼学⽣素养的
重要途径，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提⾼，
实现了从学校外在形象到内涵改观的有序提升，从环境管理到思想管
理的逐步提⾼。
中职⽣不良⾏为习惯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培养中职⽣良好⾏为习
惯，加强中职⽣⾏为养成教育，应该根据中职⽣的年龄特点，采取⽣
动活泼、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学教育，才能很好地助推学⽣⾏为
养成，从根本上推进校园的精神⽂明建设。
8.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8.1 主要问题
学校坚持⾛规范发展、健康发展和优质发展的办学之路，2019
年，学校在上级各级部⻔的指导下，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成绩。但是对
照“⼀流的⺠办中职学校”这个⽬标，我们还有很多⼯作需要做，还有
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是需要继续加⼤投⼊，持续改进学校办学条件。
⼆是需要继续加强⺠办中职学校管理的研究，探索适合中职学校
的最合适的管理模式

三是专业建设还需进⼀步加⼤⼒度。
8.2 改进措施
1、我校⽬前为租赁办学，没有⾃⼰⾃有产权的校区。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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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投资新建了两栋学⽣公寓楼，新修了 1 个学⽣⻝堂，改建了第⼆
教学楼。这都极⼤的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但是学校从⻓远发展来
看必须要拥有⾃⼰⾃有产权的校区。学校拟成⽴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积极筹措资⾦，购买⼟地，建设⾃有产权的校区。
2、积极开展校本研究，成⽴相关课题组，继续探索⺠办中职学
校学⽣管理模式，教学运⾏模式，师资队伍的建设模式等，争取再利
⽤⼀年时间，形成⼀套科学、⾼效的、实战的⺠办中职学校管理体系。
3、⽬前学校专业（⽅向）开设⽐较多，专业特⾊不明显，这是
学校在发展初期的必然。下⼀步要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学校实际，进
⼀步加⼤投⼊，加强专业软硬件建设，以体现优势和特⾊，突出重点，
强化示范为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重点专业和特⾊专业建设，
各专业群的核⼼专业⼒争 3 年内达到市级重点特⾊专业建设⽔准,打
造学校专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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