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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申报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确、简

洁。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 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3. 除特别注明外，本表数据和材料截止时间为 2016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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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建设专业情况1

2-1（1）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业基本状态

专业名称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业代码 610203

对应产业类型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对接的优先发展领域（单选）

□现代农业□先进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轻工

□纺织□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服务外包▇高技术服务□养老服务□

家庭服务□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民族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城乡发展□社会管理□社区服务□基层文化建设▇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生物

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海洋产业□航空航天产业

专业设置时间 2006年7月 全日制高职首次招生时间 2006年7月

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人数（人） 501 其中“订单”培养人数（人） 0

全日制普通高职招生就业相关数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招生人数

（人）

普通高中招生 85 81 145

“三校生”对口招生 30 29 14

“3+2”招生 0 0 0

五年一贯制第 4学年 0 0 0

其他 自主招生 60 59 40

新生报到数/录取数（报到率） 166/175（94.86%） 159/169（94.08%） 188/199（94.47%）

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第

一志愿投档总数所占比例
78.3% 87.3% 88.9%

广东省新生平均普通高考分数 400.1 376.9 394.5

应届毕业生人数 79 84 118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00 % 100 % 100 %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 90.41 % 94.05 % 94.96 %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 3012元/生 3239元/生 3297元/生

2014-2015 学年专任专业教师数（人） 13
2014-2015 学年双师素质

专任专业教师数（人）/
所占比例（%）

13/100%

2014-2015 学年专任专业教师人均企业实践时间

（天）
23.5

2014-2015 学年企业兼职

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

69.61%

现有实训设备总值（万元） 479.96 现有实训仪器设备（台套） 294台（套）

其中大型实训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2 其中大型实训仪器设备（台套） /

1按专业分开填写，每一个重点建设专业均须填写 2-1、2-2、2-3。
2指单价≥5万元的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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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作企业名称

深圳市飞天网景

通讯有限公司

北京中搜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华傲数

据技术有限公

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

限公司

合作起始时间 2012年 9月 2012年 4月 2013年 12月 2013年 9月

合作主要内容和形式
生产性实训、顶

岗实习

生产性实训、顶岗

实习
顶岗实习

生产性实训、顶岗实

习

2014-2015 学年订单培养数（人） 0 0 0 0

2014-2015学年接收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12 13 3 8

2014-2015学年接收就业学生数（人） 6 8 1 0

2014-2015学年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数（人） 2 2 1 1

产学合作总体情况3 2014-2015学年 2013-2014学年 2012-2013学年

产学合作企业总数 15个 13个 10个

与产学合作企业开展订单培养数/占全日制高职在

校生的比例
0人/ 0 % 0人/ 0 % 0人/ 0 %

产学合作企业接收顶岗实习学生数/占顶岗实习学

生总数的比例
63人/ 39 % 45人/33% 39人/29 %

产学合作企业接收就业学生数/占毕业生的比例 27人/ 34 % 18人/ 10.3 % 10人/9.8 %

产学合作企业对专业（准）捐赠的仪器设备总值 52.15万元 0万元 0万元

产学合作企业支持专业兼职教师数/占兼职教师总

数的比例
22人/ 100% 20人/ 100% 18人/ 100%

专业与产学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数/共同开发教

材数
16门/ 8种 15门/ 4种 12门/2 种

专业为产学合作企业技术服务年收入/生均值 20.5万元/ 386.8元/生 10.5 万元/ 198.1元/生
8.5万元/ 160.4元/

生

专业为产学合作企业培训员工数 1175人天 1095人天 700人天

专业历史

□“十一五”省级高职教育示范性专业（不含示范性建设专业），立项文号：

▇“十二五”省级高职教育重点专业（不含重点培育专业），立项文号：粤教高函

【2015】175号

□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已立项建设项目所在专业（须为牵头院校），立

项文号：

□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建设专业，立项文号：

□ 类品牌专业，立项文号：

专业现况

▇在省内同类专业中具有显著优势，综合实力校内排名前 10%且重点建设的学校

主干专业。

▇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高考招生位居本校前列 ▇毕业生就业位居本校前列）

3本部分数据应与相关学年数据平台 7.5 产学合作表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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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 2011年至今获省级及省级以上质量工程与人才培养有关荣誉、奖励、立项建设情况

类别 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或第一完成

人

授予部门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教学名师与教学团队

2016 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6〕135号

2015 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 邓果丽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南粤优秀教师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广东省高职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5〕62号

2014
广东省大中专学生科技学术节广东省

优秀指导教师
谭旭、陈

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2012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人才培养对

象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师函

﹝2012〕118号

2014 广东省挑战杯竞赛指导获评广东省优

秀指导教师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课程与教材

2014 广东省精品开放课程《Oracle数据库

设计与实现》
孙洁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5〕24号

2015 出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实用项目管

理与策划训练》
邓果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出版专著《项目化图解高职重点专业建

设》

邓果丽

陈宝文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出版教材《实用 IT英语》 孙洁等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 出版教材《Oracle数据库设计与实现》 陆云帆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实训基地与资源库

2016 中搜公司信息管理技术专业群校外实

践基地立项为省级示范性实践基地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实训基地立项为

省级基地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4〕165号

教学改革项目

2015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

育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信管专业协调

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谭旭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5〕72号

2014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研究项

目：成功素质视角下的信管专业高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探索

谭旭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

编号：

2013JK270

2014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

于校企合作的信息管理类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探索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4〕205号

2014
广东省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

育）培育项目：基于协同育人平台的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

〔2015〕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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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

2016
第二届“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

院校创业大赛特等奖

谭旭

程东升

花罡辰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

2016
2016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3个银奖、2个铜奖

谭旭

陈宝文

程东升

花罡辰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

2015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际二等奖 程东升
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

合会

2015 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广东省一等奖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

2014 第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

计与开发大赛广东省一等奖

谭旭

刘含波

工业和信息化部

软件行业协会

2014 第一届“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省

创业大赛广东省特等奖、二等奖

谭旭

刘含波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

2014 第九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

大赛广东省银奖、铜奖

刘含波

谭旭

陈宝文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厅

2014 第 24届广东省“高校杯”软件设计大

赛广东省三等奖

谭旭

程东升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

广东省信息技术教指

委

2012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广东省一等

奖、全国二等奖
谭旭

教育部高教司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

学会

其他 2014
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

基于仿生智能的粒计算方法及应用建

模研究

谭旭 广东省财政厅
粤财教

﹝2013〕246号



7

2-2（1）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业建设方案

2-2-1建设背景：申报专业所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分析；同类专业建设情况分析。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猛，GDP占比增长超 19%

随着我国对新一代产业的发展布局，基于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

技术的新业态、新业务、新服务快速发展，带动产业链向高端不断延伸。以深圳为例，2015年

生产总值达 1.75万亿元，同比增长 8.9%，而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产业分别增长 19.1%

和 19.3%，2015 年深圳 IT产业产值达 1.38万亿。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发展挑战，广东省政府于

2016年 4月出台了《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粤府办﹝2016〕

29号）文件，要求抓住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和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进信息技术

创新与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社会建设信息化。2015年 10月，深圳

市科技创新委出台了《深圳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定位“大力发展软件与信

息服务业，推动软件与硬件、应用和服务紧密结合，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2.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急需信息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从深圳人才网公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深圳人才大市场人才供需指数报告》解析，鉴于国

内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用工人数也同比下降。但是信息行业（IT/通讯/互联网）在招聘

单位数量上依旧稳居第一，整体表征了良性的发展态势。其中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专业人才、

信息技术的应用人才、信息化管理人才、信息化普及教育人才等 4种人才是急需人才。由于高

职院校学生具备熟练应用信息化新技术的能力，具有实践能力强、接受新技术快、可与市场人

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的鲜明特点，与传统专业本科院校培养出的学生相比，其择业优势反而更

明显。随着“互联网+”思维的持续发酵，以及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在新一代信

息化进程推进过程中，对新兴信息技术类人才的需求猛增，仅深圳地区近年将有不少于 5万人

的大数据类信息技术从业人才缺口。

3．信息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将引导传统信管专业加速转型发展

全国 1341所高职院校中共有 316所开设了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该专业所涉及领域比较

宽泛，既涉及到信息技术领域、也涉及到经济管理领域。有的院校将信管专业定位在传统软件

技术开发与信息系统维护方向、有的定位在数据库运维与软件应用方向、有的则偏向管理财经

ERP运维方向。极个别高职院校则紧密切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新技术的发

展方向，着手了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的转型。如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分设了大数据信息管理方

向，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瞄准了物联网信息技术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细分高速发展，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在信息技术开发方向的转型可概括为

跨平台开发和移动互联应用开发，其中对于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可重点关注前端开发人才的培

养。当数据库从关系型数据库转化为非关系型数据库，随着移动数据存储风靡的技术现状，计

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在数据库开发运维人才培养领域可进一步顺应云计算、大数据的潮流，加设

云计算技术相关课程、云平台的搭建和大数据应用部署，将是未来数据库运维方向的一大发展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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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建设基础：本专业在全国和省内的综合实力排名情况；本专业建设的主要经验和突出特色，特别是 2011年以来的主要成果；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本专业的社会认可度；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目前特色培育和实践情况；支撑本专业现有人才培

养的条件（师资队伍、实训实习条件、教学资源等教学条件和教学改革成果）等。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开办于 2006 年，于 2012年被遴选为第一批省级高职教育重点建设专

业，2015年被确定为广东省高职教育重点专业。在全国 200 所国家示范校和骨干校中有山东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安

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7所将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列为中央财政重点

建设专业或省级重点专业，本专业位列其中。在广东省，学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为唯一授牌

的省级重点专业，且拥有省级教学团队、省级校内外实训基地、省级精品课程。专业在国内同

类院校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省内名列前茅。

本专业通过 10年的办学积淀，实施了“全程多维、项目贯穿”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

了面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课程体系，立项了一支“善教学、能科研”的省级优秀

教学团队，通过校企合作共建课程，初步架构了专业教学资源平台，建设了满足需求的省级校

内外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服务行企、社会服务及辐射示范能力持续增强，初步建设了信管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本专业建设了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含专任教师 12名，兼职教师 22名，专任教师的双师素

质比例达 100%，其中教授 3名、副教授 3名、博士 6名、省级专业领军人才 1名。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逐年提升，基于华南师范大学人才评测与考试研究所的第三方评价分析报告，本专业

在校生双证书获取率达 100%，初次就业率达 98%上，就业对口率稳定在 90%以上，用人单位

满意度达 97.5%，新生报到率达 94%以上。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学生近 5 年获得了全国“挑

战杯”系列大赛特等奖 3次、一等奖 2 次，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一等奖 2次，获

得“蓝桥杯”全国软件设计大赛省一等奖多次。办学成果被广州日报、南方日报、深圳晚报等

主流媒体报道 15次，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

本专业建设的主要特色在于：其一、引企入校、校企协同，建设了开放共享的校内外实训

基地。专业突出项目实践与文化育人，在实践条件建设成果方面成绩突出，创新了 4种校企合

作模式，取得了一系列校企合作办学成果。如校企共建了 8门核心课程（1门为省级精品资源

开放课）、共同出版了 7本教材、开展了高级别职业资格证书认证合作（Oracle、Adobe认证）、

立项了省级校内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室 4间、校外实训基地 15个）、共同指导学生创业获得

省级二等奖以上奖项 20余项。其二、实施了“契约管理、双师培养”制度，打造了一支省级

优秀教学团队。团队既有教学名师、也有知名科研学者，近年获得省级以上教研、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得国内外专利 7项，2人次获得南粤优秀教师称号，1人次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

省级人才培养对象和广东省高职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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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建设目标：国内外同类专业建设的标杆，以及本专业与其差距；通过自我剖析和与国内外标杆专业的比较，描述本专业建设的

关键问题和建设重点领域；本专业具体建设目标；建设期满后，预计产出的标志性成果等。

本专业在国内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院校有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以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些院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教学资源建设、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对外

合作办学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明显优势，成为国内高职院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标杆。此外，百年理工学院作为国际知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深度校企合作办学和创新型

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为本专业的建设提供了借鉴途径。通过标杆院校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了以

下几个方面差距：其一、本专业创新创业育人成效初步彰显，但具有鲜明特色的协同育人机制

有待优化；其二、本专业基于信息化平台开展了各类专业教学改革，但项目化精品资源数量不

足；其三、本专业校企合作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是合作层次和深度还需进一步拓展。

由此，我们提出了本专业冲击高水平专业的总建设目标为：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为契机，深度契合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着力提升育人成效、

打造一流师资，探索具有专业特色的发展型、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现以下“五

个一流”：

1.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大数据背景下的信管专业教学改革与学生成长培育；

2．立名师标杆，建设“善教学、强科研、重服务”的国内一流专兼教师队伍；

3．加强资源条件建设，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教科研实践项目平台；

4．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大数据研发服务中心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5．借力国际留学生基地和境外院校合作，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专业水平。

预计标志性成果：获立 1项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完成 1项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项目。培养 1名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省级以上教学名师 1名、省级高职教育专业领军

人才 1名、青年珠江学者 1名、“千百十”工程省级人才培养对象 1名。联合政、校、企构建

一套协同培养机制，形成一批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与做法，以此为基础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

力争一等奖。积极推动教师参加信息化和微课大赛比武，力争获省级以上奖项 2项。校企共建

专业教学资源库和实践基地，完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门、精品教材 3本，打造省级校外

实践基地 1个。积极推动科研研发及成果转化，拟立项省厅级及以上纵向科研课题 2项，获得

国内外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 2项、软件著作权 2项，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20篇，其中 SCI

检索 4篇、EI检索 4篇、中文核心期刊 6篇。在关键技术领域方面取得重点突破，实现横向项

目经费、技术服务收入累计达 100万。孵化创业团队 3-5支（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或注册公司），指导学生参加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和挑战杯等各类技能大赛力保省级二等奖以上

奖项 3项、国家级奖项 1项。



10

2-2-4建设内容及主要措施：建设内容，建设举措，进度安排，经费预算，保障措施，预期效益或标志性成果，辐射带动等。

内容及举措一：创新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大数据背景下的信管专业教学改革与学生成长。

探索实施学分制、弹性学制和学业导师管理制度改革，全面优化“全程多维、分段递进”人才

培养模式。构建多维动态创新创业环境，打造特色育人模式；推行“以证促学”、“以赛促学”，

实施精细化人才培养。以优质核心课程建设为突破口，推动信息化教学改革；尝试引进 ABET

国际认证标准，建立专业自我诊断和改进机制。

内容及举措二：树立“名师标杆”，建设“善教学、强科研、会服务”的一流专兼教师队

伍。立足“名师工程”引领，培养教学名师、研发学者、企业名匠；建立对教学团队中专业带

头人、专职教师、兼职教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教学团队的规范化水平。完善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的全方位培养体系，加强教师的境外进修培训，提升教师国际化视野和水平。强化教

师的科研及研发转化能力，实施“一师双岗”制度，提升团队技术服务行企能力。

内容及举措三：加强资源条件建设，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教科研实践项目平台。通

过“政校行企四方联动、产学研用立体推进”的方针来建设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平台，打造信管

专业特色的校内外实训基地，实现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满足企业研发与顶岗实习需求，

建设企业工作室。建设学生创新工作室，依托计算机信息管理实训基地平台展开协同创新与协

同育人。强化信息化资源整合，搭建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和项目的共享与

输出。

内容及举措四：依托“云计算中心”，运用大数据，落实技术支持与社会服务培训。全面

提升教师队伍的理论研究和项目研发水平，依托云计算中心建设和大数据实验室建设，联合著

名企业打造大数据研发及技术服务中心，致力于面向政府、企业、社会的大数据关键技术攻关

和培训服务，实现一定程度的盈利。

内容及举措五：借力国际留学生基地和境外合作院校，拓展专业国际化办学水平。通过西

双版纳国际留学生培养基地的共建与深入合作，拓展与国外高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实质性

合作。通过落实国际化办学举措，达到国际留学生培养人数超过 100人以上，面向发达国家及

地区输送海外师生互换交流的人数逐年稳步递增。加强国际化教学资源和认证标准的引进，推

行双语教学，接轨专业国际化办学。

内容及举措六：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效，彰显高水平专业示范辐射作用。稳步提升学

生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凸显专业办学优势。面向当地行企，提供多样化技术合作服务，提升

校企合作内涵。借力优质科研教学资源，落实师资培训交流辐射同类院校。

本项目拟投入建设经费 2200 万元，其中省厅投入资金 400万元，学校举办方投入 1680

万元，行企投入 120万。成立二级学院院长为组长的领导工作组，依据高水平专业建设任务成

立子项目组，实行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目标管理，确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预期形成包括国家

教学资源库在内的 10类 23个国家级标志性成果，广东省教学成果奖在内的 19类 21个省级标

志性成果。通过高水平专业建设，以高水准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服务

地方经济、示范全国同类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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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经费预算

建设项目

建设经费来源及预算

申请省财政专项投入
举办方投入

（来源：深圳市人民政府）
其他投入

（来源：行业企业）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金额
（万元）

比例
（%）

合计 2250 7.41% 27080 89.23% 1020 3.36%

综
合
改
革

1．试点二级学院改革 - - 1500 100% - -

2．人事制度改革 - - 500 100% - -

3．学分制教学改革 - - 380 100% - -

小计 - - 2380 100% - -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教师队伍建设 - - 4850 100% - -

高
水
平
专
业
建
设

1. 计算机信息管理 400 18.18% 1680 76.36% 120 5.45%

2. 信息安全与管理 400 18.18% 1600 72.73% 200 9.09%

3.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400 18.18% 1600 72.73% 200 9.09%

4. 机械设计与制造 400 19.05% 1600 76.19% 100 4.76%

5. 物流管理 250 12.20% 1600 78.05% 200 9.76%

6. 金融管理 400 18.18% 1600 72.73% 200 9.09%

小计 2250 17.37% 9680 74.75% 1020 7.88%
科
学
研
究
和
社
会
服
务
建
设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 - 3570 100% - 3570

自
选
项
目

信息化建设 - - 6600 100% -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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