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年度自我诊改报告

（2017年）

一、专业建设概况

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专业代码 520904），是湖南安全技术职业

学院重点建设专业，目前在校生人数 802 人。专业于 2005 年开始招

生，是安全生产专业群的核心专业，2016年年底申报湖南省示范性特

色专业群建设项目，2017年 4月获得批准，以此为契机，专业建设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按照《安全工程学院“十三五”专业建设规划》和

《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要求，对标

“学院品牌专业--省内一流专业--全国行业领先专业”目标链，以“学

校专业建设标准、湖南省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标准”为标准链，从“专

业定位、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条件建设、教学实施、招生就业、建设

成效”5 个层面进行本年度的诊改工作。根据专业建设规划，部署了

年度建设任务 37 项，完成计划任务 31 项，任务完成率 83.8%。40 个

质控点，35个达标，达成度为 87.5%。

（一）专业定位与特色建设情况

调研中建五局、辰州矿业、长沙轨道交通交通运营公司等具有代

表性大中型企业 8家；调研行业、企业专家 10人；回访毕业生 60人；

调研兄弟院校 2所；修订 2017级人才培养方案，增加了应急救援实训

和安全评价技术实训。与辰州矿业、贵州新联爆破公司等 3 家企业签

订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合作协议。与新化县人民政府、长沙县人民政府

签署深度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开展办学、科研攻关和技术服务。

共同开发《现代安全管理》《安全评价技术》《事故预防与调查处理》



3门课程，构成了以专业基础能力→岗位专项能力→岗位综合能力“分

层递进”的策略序化专业课程体系。

（二）教学团队建设情况

29人中有 26人年龄在 45岁以下；其中正高职称 2人、副高职称

12 人、中级职称 14 人。涵盖主要安全生产相关行业领域；专业课教

师 26人、实习指导老师 2人、企业兼职教师 1人，符合安全技术与管

理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团队拥有湖南省安全生产专家 4人，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1 人，国内访问学者 1 名。李娟、周娟立项 2 个

省级科研项目。赵妩、陈蕾等老师获论文、优秀教师等奖项 5项。

（三）教学条件建设情况

联合企业教师制定各专业方向《认识实习》、《顶岗实习》课程

标准及对应的实施计划，明确了实习目的、实习内容、及考核标准、

实施步骤及经费预算等。

（四）教学实施及效果

 推进教材立项工作，倡导适合职业教育教学特点的新型教材开发、

研究，重点支持建设《安全系统工程》《安全管理》等有学院特色的、对

准技术前沿的专业课教材。初步拟定安全生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中安全

技术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开发团队、确定课程开发经费。孙玉琪《安

全系统工程》、谢财良《事故预防与调查处理》、李薇《安全评价技

术》、刘晓晖《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大力开展大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学院开展了以“规范教师教学行为、规范学生学习



行为”为主要内容的“两个规范”管理，推动实现两个规范“时间、

空间、人员、内容”四个全覆盖。

（五）建设成效

朱爱玲老师指导学生获全国“化工安全生产技术技能竞赛”三等

奖。全年开展安全知识“送训进企”活动 100场，受众 5000人以上；

对县域内 10 所中学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开展安全宣讲 50 场，受

众 2000人以上。学院师生协助长沙县安监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职业病危害排查治理等工作，全年投入人力 350 人天。与长沙县重点

工程局合作，全面参与县域内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完成国家级星沙开

发区 27家重点工地的建筑施工安全检查。

团队教师作为讲师参与学校承办的全省“安全知识进校园”宣教

活动，活动覆盖了全省 14 个市州，50 余所中小学，受益师生超过 2 

万人。

二、专业建设目标达成情况

1.专业发展机制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分解

任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成率

R1-1
职业岗位

监测

在 20家企业（政府机关）新

建岗位监测站；开展行业、企

业调研 60人次。

在长沙县政府、辰州矿业、新化县人民政府、中建

五局、长沙轨道交通交通运营公司等 8家企业（政

府机关）新建岗位监测站，累计达 20 家。开展行

业、企业调研约 70 人次。完善行业发展动态和岗

位能力随动机制和校企定期互访制度；开展常态化

人才需求调研，据此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调研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

院两个兄弟院校。

100%

R1-2
专业设置

动态调整

讨论逐步停办矿山安全方向；

开展调研，准备新增专业方向。

形成调研报告两份。

进行兄弟院校及企业矿山类专业招生、就业等情况

调查，形成了停办专业方向的调研报告。形成了新

增民用爆破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 2个专业方向的

调研报告。

100%

R1-3
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

根据行业企业需求修订现有

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了 2017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00%



R1-4
专业建设

质量标准

制定专业建设质量标准；课程

建设质量标准。

2017年，根据学院品牌专业要求制定本专业的“专

业建设质量标准”“课程建设质量标准”。
100%

R1-5
特色专业

群构建

作为核心专业，主导安全生产

专业群建设。

2016年开始构建，申报安全生产专业群，2017年

获批，课程和师资建设、社会服务有序开展。
100%

R1-6

专业（群）

建设指导

委员会

建立由政府、行业、企业、学

校专家四方专家组成的专业

（群）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

专业建设。

2017年，开始积极联系各个专业方向的专家，参与

制定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办法，运行管

理办法。

未完成

R1-7

国家职业

教育创新

行动计划

项目

本专业申报骨干专业建设项

目。

2017年，由李薇主持完成国家职业教育创新行动计

划项目申报，并开始积极建设。
100%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任务完成情况

序

号

分解

任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成率

R2-1
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

“现代学徒制”培养或“订单”

培养项目 2个，学生占比 20%

以上。

无“现代学徒制”培养或“订单”培养项目。 未完成

R2-2
深度校企

合作

新增 2家深度校企合作企业，

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顶

岗实习、师资培训、技术研究

与培训服务。

新增了长沙县政府、新化县政府、辰州矿业等 3个

深度合作的企事业政府部门。
100%

R2-3 职教集团 牵头成立职业教育集团。 规划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未落地实施。 未完成

R2-4
产教融合

平台

利用国家安全生产技术支撑

体系湖南专业中心，新增立项

安全生产法律云服务平台建

设。

2017年获得立项，拟集成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库、

安全生产标准库、安全生产案例库、安全生产专家

库、生产经营单位库，提供专业教学资源和安全法

律服务。

100%

3.课程及资源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序

号

分

解

任

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

成率

R3-1
课程体系

构建

构建“平台+模块+方向”的专

业课程体系。

设置了由思想政治模块、身心修养模块、科技人

文课程模块组成的人文素质课程平台和由安全员

职业基础能力模块、分方向岗位专项能力模块、

职业拓展能力模块组成职业领域课程平台。

100%

R3-2
课程标准

建设

完成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标

准编写、修订与审定。
对现有课程进行专业教学标准的修改与审定。 100%



R3-3
资源库建

设

联系国内安全类兄弟院校，确

定合作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

联系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确定合作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
100%

R3-4
精品课程

建设
立项 2门精品课程。

拟定安全生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中安全技术与管

理专业核心课程开发团队、确定课程开发经费。

孙玉琪《安全系统工程》、谢财良《事故预防与

调查处理》、李薇《安全评价技术》、刘晓晖《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因为学校工作推进不力，

未能在年内完成立项。

未完成

R3-5 教材建设
校企合作主持参编 2本省部

级或行业规划教材。

谢财良主持编写《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与处理的理

论与实践》，蒋海波主编《现代企业安全管理》。
100%

R3-6

形成性课

程考核改

革

立项 2门课程的形成性课程

考核改革。

立项《事故预防与调查处理》《安全评价技术》2

门课程的形成性课程考核改革项目。
100%

4.实践条件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序

号

分

解

任

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

成率

R4-1
校内实训

条件建设

根据学生数量确保生均实训

经费在 6000元以上，生均工

位数在 0.5个以上。

目前学生数量确保生均实训经费为 6337元＞

6000元，生均工位数为 0.52个＞0.5个。
100%

R4-2
校外实训

基地建设

清理现有校外实训基地，确保

4家以上能发挥实际功用的

校外实训基地，满足人才培养

需求。

经过清理和新增，目前拥有中建一局一公司、湖

南长工等 5家校外综合实训基地，开展顶岗实习、

教师挂职锻炼等项目的实训。

100%

R4-3
构建实训

体系

构建“公共体验实训+专业基

础实训+专业方向实训+专业

拓展实训+专业综合实践”的

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公共体验实训+专业基础实训+专业方向实

训+专业拓展实训+专业综合实践”的递进式实践

教学体系。

100%

R4-4

实训室安

全操作规

程

根据实训内容和实训室设备

情况，完成每个实训室的安全

操作规程。

完成电工、职业危害防治等所有实训室的安全操

作规程，规范实训室操作，目前未发生任何实训

室安全事故。

100%

5.师资队伍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师资队伍建设 5项建设任务均如期完成，任务完成率 100%。

序

号

分

解

任

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

成率



R5-1
专兼职教

师数量
新增专兼职教师 2人。

新增刘丹丹等企业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师

1人；新增安全专家佘宏彦为兼职教师。
100%

R5-2 培训进修
校内培训 30人次；省培 2人

次；国培 1人次；冬训 1次。

校内培训 37人次；李薇等参与省培 2人次；陈蕾

等参与国培 2人次；危化安全管理方向冬训 1次。
100%

R5-3
行业专家

培养
拥有安全行业专家 4人。

马伟东、蒋海波、李娟等 4人为湖南省安全生产

专家或长沙市安全生产专家。
100%

R5-4
教学团队

建设

培育院级优秀教学团队。
按照省级、校级教学团队标准，从师德师风、团

队结构、团队负责人、课程建设、教育教学改革、

技术服务等进行本专业教学团队培育。

100%

R5-5
教学能力

竞赛

参与校级教学能力竞赛 2项，

获校级奖励 1项。
参与校级教学能力竞赛 3项，获校级奖励 2项 100%

6.服务能力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服务能力建设 5项建设任务均如期完成，任务完成率 100%。

序

号

分解

任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

成率

R6-1
教育教学

研究
主持参与科研项目 20项。

主持立项省级科研课题 2项，院级课题 7项；参与

18项。共计发表论文 20篇。
100%

R6-2
技术应用

服务
2项，到账经费 50万。

立项“安全生产法律云服务平台”等应用技术研究

2项，到账经费 100.2万元。2017年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4项。

100%

R6-3 安全培训
团队教师作为安全讲师承担

对外培训任务 10次。
李薇、李娟等教师参与承担对外培训任务 11次。 100%

R6-4
安全知识

进校园

团队教师作为安全讲师承担

对外培训任务 5次。
郝彩霞、孙玉琪等教师参与承担对外培训任务 6次。 100%

R6-5 咨询服务

参与安全评估技术服务项目

1项；完成企业职业病危害预

评、控评和设施设计项目 5个。

应急部（原国家安监总局）和

省应急厅（原省安监局）的重

大安全规划论证 2人次。

谭程鹏等参与安全评估技术服务项目 2项；李薇等

完成企业职业病危害预评项目 5个。完成应急部

（原国家安监总局）和省应急厅（原省安监局）的

重大安全规划论证 2人次。

100%



7.特色与创新任务完成情况

序

号

分解

任务
任务指标 完成情况

完

成率

R7-1
教学标准

建设

主持参与国家级专业教学标

准或其他教学标准 1项。 主持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国家级顶岗实习标准制定。 100%

R7-2
行业标准

制定
主持参与行业技术标准 1项。

主持行业标准《电子工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指南》

制定。
100%

R7-3
教学成果

总结

总结专业在人才培养、技术

服务方面的成果，申报 1项

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未完成。 未完成

R7-4
技能竞赛

服务

担任教育部门、行业部门技

能大赛命题专家、竞赛评委、

项目评审专家 5人次。

未完成。 未完成

R7-5

校内类似

专业建设

指导

指导校内 1个类似专业建设。 2017年指导学院新专业安全健康与环保专业建设. 100%

R7-6

外校同类

专业建设

指导

指导 2所学校建设同类专业。
指导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2017年）、江苏安全

技术职业学院（2017年）专业建设。
100%

三、质控点达成度

质控目标

诊断要素

质控点
目标

值

预警

值

实际

值

是否

达成

企业需求岗位与专业培养

岗位的吻合度
90% 90% 90% 是

深度合作企业数 2 2 3 是

合作培养人才比例 20% 20% 0 否

1.定位与特色

合作开发课程与教材 2 2 3 是

双师型教师占比 80% 80% 81% 是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30% 30% 30.3% 是

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占比 20% 20% 21.2% 是

发表论文数 20 20 26 是

2.教学团队

主持或参与项目数 20 20 27 是



教师获奖总数 6 6 6 是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 6000 6000 6337 是

实训工位数 0.5 0.5 0.52 是

教学仪器设备利用率（%） 80% 80% 82% 是

校级及以上立项建设实训基地数 2 2 0 否

3.教学条件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 4 4 5 是

课程标准制订规范性达成度 100% 100% 100% 是

规划教材选用占比 30% 30% 35% 是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6 6 6 是

上网课程数 3 3 3 是

实践课时占比 60% 60% 64.1% 是

信息化教学比例 100% 100% 100% 是

评教成绩优秀率达成度 95% 95% 98% 是

技能抽查通过率 95% 95% 95% 是

4. 教学实施

及效果

毕业设计成绩合格率 95% 95% 98% 是

专业招生规模 170 170 171 是

新生报到率 90% 90% 92% 是

毕业生就业率 90% 90% 95.5% 是

专业对口就业率 65% 65% 80% 是

5.招生与就业

协议及合同就业率 30% 30% 37% 是

用人单位满意度 90% 90% 100% 是

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 85% 85% 91% 是

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项目 3 3 3 是

学生获奖总数 3 3 5 是

6.建设成效

社会服务次数 10 10 11 是

主持应用技术开发 2 2 4 是

主持省级以上精品课程、专业教学

资源库课程建设
1 1 0 否

省级及以上教学能力获奖 1 1 0 否

7.建设成效

（专业自选）

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 1 0 否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年度任务包括：（1）专业（群）建设指导委

员会未完成组建 ；（2）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2项都未完成；（3）未完

成职教集团组建；（4）精品课程立项建设 2 门，完成 0 门；（5）未

进行卓有成效的教学成果总结；（6）技能竞赛服务 0人次，未达 5人

次目标。

未达成的质控点包括：（1）合作培养人才比例为 0，未达 20%的

目标 ；（2）校级及以上立项建设实训基地数为 0，未达 2 的目标；

（3）未主持省级以上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库课程建设；（4）无

省级及以上教学能力获奖，没达到 1项的目标；（5）无省级以上教学

成果奖，没达到 1项的目标。

（二）原因分析

（1）专业建设指导专家虽已初步确定，并开始逐步指导专业开展

专业及课程建设，但学院尚属第一次正式组建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

相关章程及其他细节的敲定未及时完成；

（2）现代学徒制和订单培养之前的合作企业没有继续合作，新的

合作尚在推进之中，未有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培养学生项目未落地；

（3）依靠安全行指委，进行了职教集团组建的前期沟通工作，但

都还停留在构想阶段，未有实际进展；

（4）专业群内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精品课程立项未在 2017 年

主持参与省级以上教学标准、行业

标准
2 2 2 是

指导同类或相关专业建设 1 1 3 是



立项，教师课程建设工作推进缓慢；

（5）因课程建设成绩不突出，资源库建设项目、教学能力竞赛、

教学成果奖申报等项目推进乏力；

（6）行业竞赛少，教师参与竞赛服务积极性不高。

四、改进措施

（1）进行师德师风方面的教育，鼓励团队教师在做好基本的教学

工作之外，积极进取，敢于攻坚，承担各项重点建设任务；

（2）建立专业团队内部激励机制，激励教师参加比赛，积极申报

项目，并为各项重点工作提供支持；

（3）根据团队教师的专长，科学合理分配团队教师任务，施行重

点项目责任制。2018年重点工作任务包括：①组建专业（群）建设指

导委员会，完成职教集团组建和运作方案；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项目民

爆学徒制、建安订单 2项 ，合作培养人才比例≥20%；③申请立项建设

3 门院级精品课程，申请主持省级以上精品课程、专业教学资源库课

程建设 1 项；④参加 5 项及以上校级教学能力竞赛项目，争取省级及

以上教学能力获奖；⑤进行 2 项教学成果总结，申报教学成果奖；⑥

技能竞赛服务 1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