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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1〕74号

关于对有关职业教育省级
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高职高专院校：

为加强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质量和整

体效益，根据我厅《关于做好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建设

管理的通知》（湘教通〔2014〕25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经研究，

决定对有关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绩效评价对象

1. 2015年立项的卓越职业院校、示范性特色专业群、中高职

衔接试点、校企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等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

设项目。

2. 2016年立项的卓越职业院校、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校企合

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等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3. 2018年立项的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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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年立项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项目。

根据我厅《关于公布2016年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

目立项建设单位的通知》（湘教通〔2017〕141号）、《关于公布

第三批湖南省卓越中等职业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湘

教通〔2020〕54号）文件精神，已立项为卓越校的建设单位，其

立项的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校企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项目自

然终止。

湖南省耒阳师范学校、衡阳市艺术学校因合并升格为高职院

校，其立项的中职示范性特色专业群项目和中职校企合作生产性

实习实训基地项目自然终止。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因调整设置为

高专院校，其立项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项目自然终止。

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

单位”，其立项的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此次免予绩效评价。

此次进行绩效评价的重点项目共有152个（见附件1）。

二、绩效评价方式

采取网上评价和现场考察相结合的方式。

1.网上评价。专家在网上审阅项目单位绩效评价材料与相关支

撑材料。

2.现场考察。网上评价存疑的项目需进行现场考察。现场考察

主要采取现场察看、查阅原始资料、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听

课等方式，核查有关情况。现场考察汇报会时间不超过30分钟，

不进行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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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材料

（一）所有项目须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1. 绩效自评报告。分项目撰写2021年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参考提纲见附件2）。

2. 经费使用情况表。分项目填写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

目经费使用情况表（见附件3）。

3. 典型案例。分项目提交项目建设典型案例，案例必须紧扣项目

建设任务，突出典型性和创新性，标题应凸显特色。内容包括实施背

景与实施过程、成效与经验、体会与思考等方面。每个项目提交典型

案例1－2个。

（二）有关项目须另外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1. 重点建设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卓越职业院校项目重点建设专

业群核心专业、示范性特色专业群项目核心专业须提交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2. 实施方案和任务书。2018年立项的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须提

交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和任务书。

（三）材料提交方式

项目单位须建立绩效评价材料专门网页，分项目上传以上材

料及相关支撑材料以供查阅。网页应目录分明，内容清晰明了。

应确保绩效评价期间网络畅通。

项目单位须于2021年5月10日前将绩效评价材料专门网页地

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报送至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电子

mailto:以上材料除支撑材料外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交至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电子邮箱hnzcs806@163.com，材料须分项目建文件夹，文件夹命名为
mailto:以上材料除支撑材料外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交至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电子邮箱hnzcs806@163.com，材料须分项目建文件夹，文件夹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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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hnzcs806@163.com。

项目单位须分项目提交1份绩效自评报告（含经费使用情况表）

纸质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

地址：长沙市蔡锷北路教育街11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805室，

邮编：410005。

四、绩效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结论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我厅公示绩效

评价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向社会公布。绩效评价结论作为推荐申报相关

国家级建设项目、办学水平评估的重要依据。其中，“合格”以上的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其教学资源要形成数字化资源，面向省内职业院校开

放，实现资源共享。“不合格”项目除取消项目资格外，未来三年不得

申报国家和省职业教育相关项目。

五、时间安排

纸质材料受理和网上材料上传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16日

17:30，逾期不受理。

六、其他要求

1. 有关市州教育（体）局应加强对本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有关项目建设的领导和管理，高度重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督促本地

项目建设单位切实按照要求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2. 有关职业院校要统筹部署，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认真做好

项目绩效评价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总结梳理，

及时收集整理项目建设的相关资料和信息，供专家查阅。

mailto:以上材料除支撑材料外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交至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电子邮箱hnzcs806@163.com，材料须分项目建文件夹，文件夹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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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客观、真实报告项目建设情况，严禁弄

虚作假。一经发现弄虚作假，相关项目绩效评价结论为“不合格”。

4. 项目启动建设一年内，对项目建设任务书有较大调整且经我厅

审核备案的，以调整后的任务书进行绩效评价，其他情况均按照原有

任务书进行绩效评价。

七、联系方式

有关绩效评价事项咨询，请与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

联系。联系人：彭芷璇，联系电话：0731－85182381。

附件：1. 绩效评价项目名单

2. 2021年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提纲）

3.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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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评价项目名单

一、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0所）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培育）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二、卓越中等职业学校（39所）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长沙财经学校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长沙电子工业学校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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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祁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核工业卫生学校

隆回县职业中专学校

洞口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武冈市职业中专学校

中南工业学校

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汨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湘阴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华容县职业中专

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桃源县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省湘北职业中专学校

慈利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郴州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永州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溆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省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

涟源市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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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第一职业中学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牵头学校共 19 所）
高职院校
名 称

高职衔接
专业名称

衔接中职学校 中职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永州职业技
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

宁远县职业中专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重点
支持

永州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湖南科技职
业学院

软件技术

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重点
支持汉寿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 计算机应用

湖南商务职
业技术学院

会计 涟源市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会计
重点
支持

湖南邮电职
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郴州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商务 重点

支持湖南省怀化商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郴州职业技
术学院

汽车技术服
务与营销

汨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重点
支持

娄底职业技
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
技术

涟源市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重点
支持

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冷水江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湖南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

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重点
支持湖南省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岳阳职业技
术学院

软件技术

中南工业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重点
支持

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隆回县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湖南民族职
业学院

学前教育

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重点
支持

娄底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湖南省祁阳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湖南铁路科
技职业技术

学院

电气化铁道
技术

株洲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重点
支持溆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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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
名 称

高职衔接
专业名称

衔接中职学校 中职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湖南生物机

电职业技术

学院

园艺技术

永州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园林技术

参与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园林技术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园林技术

湖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

技术

常德汽车机电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参与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长沙商贸旅

游职业技术

学院

会计
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会计电算化

参与
长沙财经学校 会计电算化

湖南环境生

物职业技术

学院

畜牧兽医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畜牧兽医

参与
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

张家界航空

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旅游管理

张家界旅游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参与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湖南城建职

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参与

湖南财经工

业职业技术

学院

模具设计

与制造

衡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模具制造技术

参与衡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模具制造技术

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模具制造技术

湖南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
时装设计

临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参与
华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隆回县职业中专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津市职业中专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湖南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

与维修

株洲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参与永州市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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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职示范性特色专业群（24个）

学 校 核心专业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发电技术应用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动漫设计与制作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与安装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武器制造技术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火电厂集控运行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种子生产与经营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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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职示范性特色专业群项目（16个）

学 校 核心专业

岳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安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湖南省怀化商业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邵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皮革工艺

湘潭县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蓝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泸溪县第一职业中学 网页美术设计

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常德汽车机电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资兴市职业中专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郴州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冷水江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汉寿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永州市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培育）

沅江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培育）

六、高职校企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项目（24个）

学 校 基地依托专业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煤矿开采技术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水净化技术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技术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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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设备维修技术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发电技术应用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航空服务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武器制造技术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七、中职校企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项目（20个）

学 校 基地依托专业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湘乡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邵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皮革工艺

临湘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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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垣县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株洲市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津市职业中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湖南省怀化商业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韶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宁远县职业中专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

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娄底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桑植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衡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临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永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有色金属冶炼

新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

备注：以上专业均为上述有关项目立项时的专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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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项 目 名 称

立 项 年 度

项目学校（盖章）

项 目 负 责 人

项 目 联 系 人

办 公 电 话

手 机 号 码

电 子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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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提纲）

一、项目概况

概述项目立项建设过程情况，简要总结项目资金收支、项目

建设绩效总体情况。

二、主要绩效

对照任务书，写实描述项目资金管理、安排、使用的具体情

况，以及截至当前的项目建设绩效具体情况。

三、存在的问题

写实描述项目资金管理、安排、使用等方面，项目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简要说明产生问题的原因。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总字数不超过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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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单位： 填报日期：

一、投入

项目
预算

（单位：万元）

实际到位或支出

（单位：万元）

1 地方财政投入

2 举办者投入

3 行业企业投入

4 其他投入

小 计

二、支出

1 特色专业群支出

专业群1

专业群2

专业群3

小计

2 教学团队建设支出

3 治理能力建设支出

4 自选项目建设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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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卓越中等职业学校

建设单位： 填报日期：

一、投入

项目
预算

（单位：万元）

实际到位或支出

（单位：万元）

1 地方财政投入

2 举办者投入

3 行业企业投入

4 其他投入

小 计

二、支出

1 特色专业群支出

专业群1

专业群2

专业群3

小计

2 教师队伍建设支出

3 治理能力建设支出

4 其他特色项目支出

特色项目1

特色项目2

小计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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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中高职衔接试点
专业名称：

建设单位： 填报日期：

一、投入

项目
预算

（单位：万元）

实际到位或支出

（单位：万元）

1 省级财政投入

2 地方政府或学校举办者投

入

3 行业企业投入

4 自筹及其他投入

小 计

二、支出

1 区域和行业技术技能人才

需求调研支出

2 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支出

3 构建中高职衔接的能力递

进课程体系支出

4 开发中高职对接紧密的专

业课核心课程支出

5 制定中高职衔接的课程标

准支出

6 制定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

养方案支出

7 中高职衔接的体制机制建

设支出

8 中高职衔接的教学团队建

设支出

9 中高职衔接的实训基地建

设支出

10 中高职衔接的数字化专业

教学资源建设支出

11 其他相关支出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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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示范性特色专业群
专业名称：

建设单位： 填报日期：

一、投入

项目
预算

（单位：万元）

实际到位或支出

（单位：万元）

1 省级财政投入

2 地方政府或学校举办者投入

3 行业企业投入

4 自筹及其他投入

小 计

二、支出

1 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支出

2 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支出

3 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支出

4 教学团队建设支出

5 专业群发展机制建设支出

6 其他相关支出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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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校企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 专业名称：

建设单位： 填报日期：

一、投入

项目
预算

（单位：万元）

实际到位或支出

（单位：万元）

1 省级财政投入

2 地方政府或学校举办者投入

3 行业企业投入

4 自筹及其他投入

小 计

二、支出

1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支出

2 硬件环境建设支出

3 指导教师团队建设支出

4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支出

5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支出

6 其他相关支出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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