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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制 2018—2019 学年度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

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改进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专业人才培养

状况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鲁教高函〔2017〕8号）文件要求，

本年度的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按照学年度分专业进行编制。为做好

我校 2018—2019 学年度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编制工作，现将具体

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的编制工作 

编制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是对学校各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全

面审视、客观分析和系统总结，是推动专业评估工作的重要基础，是

探索建立开放多元的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回应社会关切、展示专业

办学特色和教育教学成就的重要途径。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本学院专业

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的编制工作，用详实客观的数据和事例全面反映各

专业的培养质量、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等，并据此作出科学分析，为

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奠定基础。该报告将报送教育厅、在学校网

站面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今后开展专业评估、制定专业招生计划的重

要依据。省教育厅将就此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各高校报

告质量和报送情况进行通报。 

二、编写内容及格式要求 

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在充分调研分析和认真总结提炼的基础

上，以有 2019 届毕业生的专业（见附件 1）为单位，按 2018-2019

学年度分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分别进行编制。 

1.正文编写要求。报告既要反映各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

质量和效益等基本情况，又要体现专业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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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新成果。主要涵盖八项内容：培养目标与规格、培养能力、

培养条件、培养机制与特色、培养质量、毕业生就业创业、专业人才

社会需求分析及专业发展趋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拟采取的对策措施

等（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2，内容说明见附件 3）。报告中应尽可能编

入各专业优秀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典型案例。 

2.数据统计要求。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主要以 2018-2019学年

度客观数据为依托，有关数据须真实准确，采用文字、图表相结合的

形式直观反映专业人才的培养状况。 

3.结构格式要求。为方便全校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文本格式统

一汇编，请各学院按照附件 1中的格式要求编写内容。 

三、报告送交时间 

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本科专业、专科专业分别形成“××学院

2018-2019 学年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和“××学院

2018-2019 学年度专科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两个 word 文档，需

递交纸质版和电子版。请各学院将纸质版报告经院长审核签字并盖章

后，11 月 29日前报送至综合楼发展规划处办公室（综合楼 704西房

间）。电子版打包发送到邮箱 zzxyfzghc@163.com。 

该通知及上年度专业人才培养报告样例已上传至学生评教群

277306843，供学院撰写报告参考。 

联系人：闵祥国，任文利，电  话：86797 

附件：1.2018-2019学年度人才培养状况报告专业一览表 

2.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格式要求及参考样例 

3.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年度报告有关问题说明 

                                      

发展规划处 

2019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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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2019 学年度人才培养状况报告专业一览表 
学院 专业名称 层次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语文教育 专科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学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行政管理 本科 

外国语学院 

旅游英语 专科 

日语 本科 

商务英语 专科 

英语 本科 

英语教育 专科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金融工程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应用统计学 本科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本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本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光电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 

物理教育 专科 

应用电子技术 专科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本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应用化工技术 专科 

应用化学 本科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本科 

生物科学 本科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制药工程 本科 



— 4 — 
 

学院 专业名称 层次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 本科 

地理信息科学 本科 

旅游管理 本科 

旅游管理 专科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专科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专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本科 

土木工程 本科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舞蹈表演 本科 

音乐与舞蹈学院 

舞蹈学 本科 

音乐教育 专科 

音乐学 本科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本科 

环境设计 本科 

美术教育 专科 

美术学 本科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会计 专科 

市场营销 本科 

市场营销 专科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本科 

学前教育 本科 

学前教育 专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网络工程 本科 

传媒学院 
动画 本科 

广播电视编导 本科 

初等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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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格式要求及参考样例 

 
一、格式要求 

（一）标题：黑体小二加粗居中，单倍行距。 

（二）一级标题：黑体小三号左缩进 2个汉字符，单倍

行距。 

（三）二级标题：黑体四号左缩进 2 个汉字符，单倍行

距。 

（四）三级标题：黑体小四左缩进 2 个汉字符，单倍行

距。 

（五）段落文字：宋体小四，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

左缩进 2 个汉字符。行距 20 磅。 

（六）表格：表名置于表的上方，宋体五号居中，表格

内文字为宋体，大小根据表的内容自行调整。 

（七）图：图名置于图的下方，宋体五号居中，单倍行

距。 

二、参考样例 

× × 学院 2018-2019学年度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 

标题：黑体小二加粗居中，单倍行距。 

专业一：汉语言文学（一级标题：黑体小三号左缩进 2 字

符，单倍行距)。 

一、培养目标与规格（二级标题：黑体四号左缩进 2字符，

单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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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宋体小四，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左缩进2个

汉字符。行距20磅。表格：表名置于表的上方，宋体五号居

中，表格内文字为宋体，大小根据表的内容自行调整。图：

图名置于图的下方，宋体五号居中，单倍行距。） 

二、培养能力（专业基本情况、在校生规模、课程体系、 创新创业教育

等） 

（一）专业基本情况（三级标题：黑体小四左缩进 2 个汉字符，单

倍行距）。  

……… 

三、培养条件（教学经费投入、教学设备、教师队伍建设、 实习基地、

现代教学技术应用等） 

……… 

四、培养机制与特色（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合作办学、 教学管理等） 

……… 

五、培养质量（毕业生就业率、就业专业对口率、毕业生发展情况、就

业单位满意率、社会对专业的评价、学生就读该专业的意愿等） 

……… 

六、毕业生就业创业（创业情况、釆取的措施、典型案例等） 

……… 

七、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分析及专业发展趋势分析 

……… 

八、存在的问题及拟釆取的对策措施 

……… 

专业二: 

……… 

专业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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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年度报告有关问题说明 

模块 说明 

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能力 

专业设置情况：本专业的设置与发展情况 

在校生规模：截止 9月 30日本专业的在校生 

课程设置情况：本专业正在使用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情况，如果本年

度修订过培养方案，把修改完善的部分加以说明。 

创新创业教育：结合本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情况总结本专业的教育情况 

培养条件 

【数据要与上一

年比较各培养条

件变化情况】 

教学经费投入：本专业使用的教学日常运行费用、教学改革费用、课程建

设费用、教材建设费用、专业建设费用、校内外实践实习费用、教学研讨

费用、教学差旅费用、图书资料购置费用、学生活动费用、及其他用于教

学的费用等（以上列举仅为统计数据使用，编写报告时不必逐项列出，只

统计总量）；学校统筹经费部分可按划拨二级院系经费的各专业实际情况

进行分配，数额尽可能准确。为便于分析，教学经费投入需计算生均经费。 

教学设备：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学仪器设备名称，本年度投入变化情况等。 

教师队伍建设：专兼职教师队伍情况，本年度数量变化情况，专职教师的

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变化情况，加强队伍建设的措施和投入变

化等。 

实习基地建设：校内外实习基地的名称和数量变化情况、实习基地建设的

投入变化情况等。 

信息化建设：在线课程、课程网络资源、数字化文献资源等建设措施及投

入变化情况等。 

培养机制与特色  

培养质量 

毕业生就业率：当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和上一届毕业生的年底就业率； 

就业专业对口率：当届毕业生针对初次就业率的就业专业对口率和上一届

毕业生针对年底就业率的就业对口率； 

毕业生发展情况：当届毕业生针对初次就业率和上一届毕业生针对年底就

业率的就业单位分布情况等； 

就业单位满意率：就业单位满意情况； 

社会对专业的评价：社会各界对本专业人才培养情况的总体评价情况，如

本专业获得的荣誉或建设项目、本专业毕业生获得的荣誉等，可用案例、

媒体报道、数据等加以佐证； 

学生就读该专业的意愿：当年省内外本科生的一次录取率及报到率。 

毕业生就业创业 当届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情况及典型案例。 

专业人才社会需
求分析及专业发
展趋势分析 

 

存在的问题及拟
采取的对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