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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一）学院历史与简介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是由民政部举办，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成立基础为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中国社会工

作学会秘书处设在学院。同时，学院也是教育部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单位，

养老、殡葬、社会工作、彩票等专业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

准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学院主要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类高等职业教育、

全国民政系统干部职工教育培训、民政职业技能鉴定、民政政策理论和社会工作研究的职能，

为民政事业发展及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被誉为“民政干部的摇篮”。 

2016-2017 学年度，学院作为重要的民政教育和培训基地，坚持“立足民政、面向社会、

服务全国、适应市场、开放办学”的原则,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坚持立德树人思想，立足京

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发挥行业办学优势，适应民政事业发展和民政人才队伍建

设的需要，以骨干专业建设为重点，积极打造儿童类、老年类、康复类、殡葬类、社工类和

公共事务管理类专业集群，各项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整体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 

（二）办学条件 

学院现有在校生 4036
1
人，其中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数 100

2
人。学院设有 7 个二级教

                                                             
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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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单位，包括老年福祉学院、民政管理系、社会工作系、社区服务系、生命文化学院、假肢

矫形康复系 6 个专业院系和通识教育中心 2017 年有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物业管理、民

政管理（彩票营销与管理专业方向）、婚庆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

务管理（社会组织方向）、学前教育专业、社区服务专业（早教方向）、现代殡葬技术与管

理、园林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和康复治疗技术 15 个专业及方向招

生。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机构合理、富有创新精神和充满活

力的专兼结合师资队伍。目前学院现任教职工335人，其中专任教师171人。专任教师中具有

高级职称人员53人、中级职称89人，分别占专任教师的31%和52%；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

学位的15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8人），占专任教师90.6%（博士占16.4%）；69%的专任教师

具有双师素质。聘请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兼课教师46人。学院师资队伍从数量、结构上趋于

优化，素质上有较大的提升。 

学院贯彻“人才强校”战略，以校企“互培共育”为主要手段，大力实施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多年的培养和建设，教师队伍整体能力和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017年学院有全国技

术能手1人，全国民政行业领军人才1名，北京市教学名师5人，北京市优秀教师3人，北京市

职业院校职教名师1人、专业带头人2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5人和专业创新团队2个，民政部

技能大师工作室2个。2017年学院教师在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大赛和全国高职体育教师

教学技能大赛上分别荣获二等奖，在北京市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获得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

三等奖2个和优秀组织奖；1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课例。 

2016-2017 学年，我院生师比 17.4，专任教师人均企业实践时间 22.1 天，生均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 15419.15 元/生。 

表 基本办学条件 

项  目  名  称 本校数值 

生师比 17.40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90.64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 11.17  

生均(折合)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15,419.15  

                                                                                                                                                                               
2 仅含 2015、2016 级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2017 级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尚未注册学籍。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6-1-1校内专任教师基本情况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2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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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本校数值 

生均(折合)图书（册/生） 85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台） 22  

网络多媒体教室数（间） 40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 11.22  

生均(折合)年进书量（册） 4  

生均占地面积（㎡/生） 126.18  

生均学生宿舍(公寓)面积（㎡/生） 6.51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6-2017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学院现有河北燕郊和北京大兴两个校区。燕郊校区位于京津冀的核心区域，占地 310

亩，建有体育馆、图书馆、包括部级重点实训室在内的 10多个实训中心、60多个实训室、

网络多媒体教室 40 间，设施功能齐全、设备先进，在国内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建

的北京大兴新校区位于北京新兴的高校聚集区，占地 596 亩，2018 年建成后，将与燕郊校

区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人才培养定位各有侧重，学院将具备能同时容纳 6000 名在校生学习

生活、满足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需求的办学条件。 

二、学生发展 

（一）招生情况 

1.在校生数量与结构 

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全日制高职学历教育在校生数 3764 人，非全日制专科学历教育注

册生 148人。               表 2017年 9 月 1日前在校生情况 

折合在校生

数
24
（人） 

全日制学历教

育在校生数 25 

（人） 

全日制普通高职

学历教育 

在校生总数（人） 

其中（人） 
非全日制专科学

历教育注册生

（人） 高中起点 

中职起点 26 

其他 
合计 

其中：五年

制后二年 

3,808  3,764  3,764  3,326  431  0  7  148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6-2017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3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3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3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8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2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15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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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情况 

2017年，学院15个专业（含方向）面向北京、河北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全

日制高职招生1437人，其中高考招生551人，单独考试招生824人，“3+2”转段录取37人，

新疆民考汉录取25人，实际报到1327人，报到率92.3%。其中北京市录取考生人数为247人，

占录取总数的17.2%；农村生源录取考生数782人，占录取总数的54.4%；在西部地区
3
共计录

取考生 538 人，占录取总数的37.4%。学院办学多年来，招生政策上向西北地区倾斜，为西

部地区培养了大量人才，对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好地帮助了西

部地区的发展。 

另外，我院还承担了民政部大龄孤儿高等教育助学工程项目，招收的对象主要是经各地

民政部门推荐，教育部门批准，进入我院接受高职教育学习。2017年经各地民政部门推荐，

有 127 名孤儿通过高考、单独招生等形式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学习，有 33 名孤儿进入学

院参加考前辅导并已于2017年10月份参加非全日制学历教育考试。学院对大龄孤儿的培养，

既展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本质，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为国家教育排忧解困的

积极作用。 

 

图  2017学年学院录取生源地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 

（二）在校生成长与发展 

                                                             
3
根据我国地域区划，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

新疆、内蒙古等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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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想政治教育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学院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思想政

治工作。首先抓好思政课堂教学主渠道，坚持立德树人，着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统一使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重点教材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积极开展课堂讨论、专题讲授

和案例教学，增强了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探索实践教学模式，把课堂

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组织开展第二课堂、书香校园和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活动，实

现了课堂教学向社会实践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增强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现实感和认同感，实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入行。 

二是强化思想引领，将思政教育工作融入到日常培养中去。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大学生成长系列重要讲话的要求，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

一时代主题，积极倡导“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

精彩人生”、号召青年增强使命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积极开展“一学一做”、“我与国

旗有个约定”等持续性主题活动，组织每学期一次的学生业余党校。同时，结合中央对加强

和改进群团工作及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意见要求，开展了“争做四可青年”

主题团日活动，倡导广大同学争做“六有大学生”，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和团学干部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 

2.培育民政学子特色活动 

从“仁爱”、“健康”、“善学”、“家园”四个维度开展具有民政特色文化建设活动。 

（1）“仁爱”文化建设 

学院通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为主体的特色品牌项目推进体现校园核心人文内涵的“仁

爱”文化建设。 

搭建社会实践平台。我院创新思路，将社会实践与学生研究学习、创新创业、大学生国

情社情教育相结合，参加北京市“青年服务国家”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招募 300多名

优秀学生，组建 19支暑期“青年服务国家”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实践团队 15支、调研团队

4 支），开展民生公益、教育帮扶、文化宣传、专业调研、政策宣讲等活动。社会实践地点

包含长白山、青岛、安阳、呼和浩特、乐亭、阜新等 7个省市的 12县市（区）。其中，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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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入选 2017 团中央暑期实践专项团队；两支团队入选 2017 年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百强队伍。 

 

 

 

 

 

 

 

 

 

 

 

 

 

 

 

 

 

 

打造学生志愿服务项目，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专业化、品牌化。学院整合院内志愿服

务资源和队伍完成“志愿北京官”网上注册。同时从“助老、助残、赛事、文明”等多个方

面建设志愿活动。组织学生参加 “751”艺术周会展协助活动、通州半程马拉松大型体育赛

事活动志愿服务、奥体全民健身与奥林匹克日公益活动、通州生态文明志愿家庭机构志愿活

动，开展潮白河徒步环保行活动，与中国智协共同举办“牵着蜗牛去散步”活动。此外，每

周周末组织志愿者到康辉老年公寓、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星星雨、新知行等机构进行常规志

愿服务。在建立志愿服务项目的同时，筹建我院红十字会和学生分会工作。一年来，全院各

类公益组织、公益志愿活动，校内志愿服务近 3000 余人次，校外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时长 4

万 5 千余小时。 

 

【案例 1】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贯彻党中央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部署，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团中央学校部联合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组织 50

所高校艺术团文艺志愿者赴吉林边防辖区开展“大学生文艺志愿者走边关”

社会实践活动。  学院“以梦为马”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成功入选专项行动团

队。  

10名实践队员和 1位带队指导教师于 7 月 12 日前往吉林长白山进行为

10天的实践活动。4天参与各基层边防单位组织开展的学习、训练、执勤、

文娱等部队内部的见学活动，3天参与党史军史学习、参观驻地红色教育基地

和文艺演出等社会实践活动，1天开展社会实践和校际交流。 

此次活动开拓了学生对外交流学习的平台，丰富了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

式，引领青年学生奋发有为，让青春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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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级各类学生社团，积极探索我院社团活动走出去的路径，将各类优秀社团推荐到

更广阔的平台。参加了首都高校大学生防艾辩论赛、北京大学生舞蹈节比赛、首都高校第三

十八届健美操、艺术操比赛等赛事并荣获多项团体和个人奖项；举办了校园“感谢有你”瑜

伽文化节、 “星主播”主持人大赛等。促进校园文化繁荣，宣传校园文化理念，丰富学生

课余时间。 

（2）“健康”文化建设 

基础文明规范方面，立足学生晨练、体育锻炼，助力学院“健康”文化建设。每天清晨，

6 个院系的 2700 余名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 “社管青年迎跑”，晨练活动，增强学生体魄，

焕发学生精神，帮助学生们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和运动习惯。 

【案例 2】 

 

2017年 6 月 11 日 2017北京通州半程马拉松在北京市通州区运河奥体公

园及大运河沿线举行。 

确保此次活动顺利运行，我校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共组织 340名志愿者

接受相关培训，连续 6天为此次活动提供保障服务，志愿服务内容包括赛前

期准备、物资发放、参赛人员信息登记等，全员累计志愿时长达 3200余小时。      

我院的志愿者们在工作岗位上无畏苦难，热情服务，宁愿自己累一点热

一点，也要将参赛包、参赛手册送到每一名参赛者手中。他们是运河沿线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为加强城市副中心建设，促进全民健身，共享健康生活贡

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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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活动方面，积极开展大学生三走系列活动，参加全国大学生“‘三走’赢未来”

户外运动、首届大学生素质拓展运动会、第八届“孺子牛”篮球赛、“民政青年杯”足球赛、

第 54 届首都高校学生运动会、首都高等学校第六届拓展运动会等。 

心理健康工作方面，重点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心理健康意识。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

定期为学生开展包括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心理讲座、心理普查等多项心理健康类活动，建

立了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为学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资料和依据。 

（3）“善学”文化建设 

学院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效、创业工、 “书香校园”优秀晨读、“人文知识竞赛”

等项目，结合各院系不同特色，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4）“家园”文化建设 

学院以基础文明规范和公寓建设为抓手，开展“构建校园文明、爱护校园环境”、第三

届最美宿舍评选等活动，并配套出台了《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违章用电处理办法》、《北京

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生公寓家文化建设实施方案》。 

3.资助育人 

学院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民政宗旨，不断加大精准扶助力度，目

前已形成“奖、助、贷、勤、减、免”多层次资助体系平台。学院采用定性指标和量化考核

相结合的模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贫困生认定综合评价体系。同时针对不同贫困类型的学生开

展相对应的帮扶措施，通过专题讲座、心灵拓展及一对一的心理辅导等解决贫困生的心理贫

困，通过举办贫困生综合素质训练营，有针对性地提升其能力，有效解决贫困生的能力贫困。

2016 学年学院加强完善资助工作制度，不断完善资助体系包括：《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勤

工助学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生资助管理办法（试行）》，在新的

学生资助管理办法的要求和指导下，制定了多项资助细则，包括《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应

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实施细则》、《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实施细

则》、《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边远山区基层就业毕业生学费和助学贷款补偿代偿实施细则》、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奖学金管理办法》、《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助学金管理办法》、《北

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等。其中新增加的《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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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对困难生认定条件以及困难程度进行了细化；根据北京

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中心最新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中央奖补专项资金使用细则（试行）》，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已经制定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国家助学贷款中央奖补专项资金使用

细则（试行）》，并报送北京市学生资助事务管理中心备案，进一步细化资金用途，提高资助

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监督管理责任的实效性和威慑性，为落实国家资助

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强有力的资助制度保障下，2016-2017 学年，学院用于学生资助事务总体金额为 916

万，其中，学院自有资金支出占 403 万，达到学院事业收入的 15%，高于教育部、北京市教

委的总体要求。 

表  2016-2017年度奖助学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全称) 项目种类 奖助范围 奖助人数 
奖助金额 
（万元） 

1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全体学生 2 1.6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学金 
经济困难的
优秀学生 

150 75 

3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经济困难在 

校生 
596 193.4 

4 校内奖学金 奖学金 
2014级、

2015级学生 
260 93.8 

5 校内助学金 助学金 经济困难生 59 9.7 

6 社会捐赠助学金 助学金 经济困难生 22 8.0 

7 温暖回家路 困难补助 经济困难生 500 10 

8 勤工助学 勤工助学 经济困难生 160 42 

9 生活补助 困难补助 全体学生 3846 170.76 

10 学费减免 减免学杂费 经济困难生 5 3.0 

11 饮水洗澡电话补助 困难补助 贫困生 300 5.55 

12 可易奖学金 奖学金 
民政管理 

专业 
50 1.0 

13 
阳光穗彩创新人才培养基
金奖学金 

奖学金 
民政管理 

专业 
43 2.3 

14 艾格美企业奖学金 奖学金 
假肢矫形康
复专业 

10 1.8 

15 Dr.kong奖学金 奖学金 
假肢矫形康
复专业 

6 1.0 

16 奥索企业奖学金 奖学金 
假肢矫形康
复专业 

2 2.0 

17 
河北仁爱 
山东颐合华龄 
浙江绿康 

助学金 
老年护理 

专业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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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涛”奖助学金 
“天裕”奖助学金 
“龙凤园”奖助学金 
“双龙山”奖助学金 
“桃峰”奖助学金 
“华龙”奖助学金 
“同泰”奖助学金 
“福寿园”奖助学金 
“华夏陵园”奖助学金 
“宝塔陵园”奖助学金 
“仙鹤岭”奖助学金 
“濮阳生命文化”奖助学金 
“百善”奖助学金 
“古中山”奖助学金 

奖助学金 
生命文化 

学院 
200 40.0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 

此外，学院加强资助工作研究，探索资助和育人相结合的新模式。发动全院教师定期针

对勤工助学在岗学生开展职业指导，工作交流会，勤工助学双选会、“十大校园励志人物”

评选等活动，增强其职业意识；定期邀请北京市百姓宣讲团和社会不同行业励志人物来校宣

讲，增强贫困生感恩诚信意识和奉献精神；积极引导贫困生参与校园简历面试大赛、语言竞

技类大赛、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活动，引领走出校园，接受社会的考验。上年度申报的北京

市资助中心资助研究课题已经结项，通过验收。 

（三）就业质量 

表 计分卡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    标 单位 2016年 2017年 

14139 

北京

社会

管理

职业

学院 

1 就业率 % 97.6 93.2 

2 月收入 元 4450 4875 

3 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 70.3 72.3 

4 母校满意度 % 69.5 68.6 

5 自主创业比例 % 0.4 1.0 

6 雇主满意度 % 83.6 85.6 

7 毕业三年职位晋升比例 % 68 70 

1.毕业生就业率 

2017届毕业生总数为 1090人,就业率 93.2%，签约率为 44%,专业对口率达到 70%以上，

专升本比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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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去向分布 

2017 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三个主要就业单位类型依次为：民营/私营企业（46.83%）、事

业单位（21.21%）、国有企业（8.26%），与 2016 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主要就业单位类型一

致。 

表 2017 届与 2016 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主要就业单位类型 

年份 

毕业生最终落实就业单位类型 

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民营/私

营企业 
其他 

2017 届 5.51% 21.21% 8.26% 3.17% 46.83% 15.01% 

2016 届 5.8% 23.2% 7.3% 3.2% 38.8% 21.7%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2017 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三个主要就业行业为：社会服务与管理行业（22.73%）、商

业服务业（18.73%）、教育及科研行业（9.92%），与 2016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主要就业行

业一致。 

表 2017 届与 2016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主要就业行业类型 

年份 

 毕业生最终落实就业行业 

农林

牧渔

业 

制造

业 

采矿/

建筑/

水电

气业 

商业服

务业 

信息

产业 

金融

地产

业 

教育

及科

研行

业 

文化、

体育

和娱

乐业 

社会服

务与管

理业 

军队 

其他 

行业 

2017

届 
0.83% 3.31% 2.75% 18.73% 4.41% 4.27% 9.92% 7.71% 22.73% 0.83% 24.52% 

2016

届 
1.2% 2.5% 3.4% 18% 5.4% 6.1% 6.8% 5.8% 22.4% —— 28.4%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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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收入情况 

毕业生最终落实的平均年薪为 5.85 万元，比 2016 届毕业生最终落实的平均年薪 5.34

万元高出 0.51 万元；就专业而言，毕业生最终落实年薪较高的专业为民政管理（7.74 万元）、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6.90 万元）和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6.74 万元）。 

表 2017届、2016 届、2015 届毕业生平均年薪 

年份 毕业生落实年薪 

2017 届 5.85万元 

2016 届 
5.34万元 

2015 届 
4.36万元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4.毕业生对专业认可情况 

对于本专业的态度，66.97%的毕业生表示“很喜欢”或“喜欢”所学专业，3.84%则表

示“不喜欢”或“很不喜欢”本专业。 

 

图 2017 届毕业生对专业认可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5.就业满意度  

在就业满意度调查方面，68.59%的毕业生表示“很满意”或“满意”，较上一届（69.5%）

略有下降；5.78%的毕业生则表示“不满意”或“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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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7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满意度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四）自主创业 

1.自主创业学生显著增加 

根据 2017 届毕业生调查结果显示，学院共有 12 名毕业生自主创业， 2016 届仅有 3名

受访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为自主创业，自主创业比率大幅增长。 

自主创业的原因。调查显示，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主要原因依次为：“有好的创业点子想

实践”（25.64%）和“期待有较高收入”（23.08%）。从中可看出，大部分创业者是出于自

【案例 3】    

学院与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信息衔接和

服务接续工作，准确掌握“少数民族学生”、“家庭特困学生”、“孤儿学生”

三类学生就业困难群体具体情况，在就业信息网、就业 app 平台进行信息

化建档工作，优化就业信息网“就业状况标识与分类”、“简历制作与投递”

模块，设立“就业服务门诊”，进行三期优质对口企业推送、网络招聘周等

活动，同时举办励志班（大龄孤儿学生）精准帮扶工作，持续为他们提供

就业信息和指导服务，实行“一生一策”动态管理。截止 11月初，学院 251

名就业困难毕业中已有 192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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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愿望和理想而选择创业。 

图 2017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原因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2.创新创业教育成效显著 

2015年起，学院开设《创业嘉年华》选修课，2016学年开始引入超星雅尔创新创业网络

教育平台，参加创业课程学生数已由每学期50人增长到300人以上。创新创业教育的覆盖面

越来越大，学生认可度越来越高。 

通过开设线上创业选修课、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开设创业实验班、开展创业讲座、

入驻创业园、参加院外创业大赛等方式在全院范围营造创新创业氛围。2017年2支创业团队

注册为工商实体。“星环假肢矫形器远程适配系统”创业项目获“第三届互联网+创业大赛

北京地区就业创业类三等奖”和“北京市优秀大学生创业团队”二等奖；“创青春”、“缘

梦老年”、“校园咖啡” 3个创业项目荣获“北京市优秀大学生创业团队”，并获得大学生

创业园审批用地。 

三、教育教学 

（一）以骨干专业为引领，推动专业建设 

优化专业布局。学院紧密围绕首善之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要求，及时了解地

方和行业人才需求信息，结合民政人才特色，筹划健康养老服务专业群，增强服务首都能力。 

提升专业质量。通过教育部高等职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国家首批现

代学徒制试点等项目，学院重点开展了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婚庆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

学前教育、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康复治疗技术、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8 个骨干专业建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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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学数字资源、社会服务、实践教

学等要素的提升，增强了专业发展的活力与实力，促使专业适应外部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实现与产业协同发展。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入选全国首批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点，构建了贯彻学生成

长成才为中心的“5432”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产教社政企行融合、教研用管育导一体”

的教学理念。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探索和实施了校行协企共同育人的“点面互补、订单主导、

师徒配对、现场教学”婚庆专业现代学徒制。假肢与矫形器技术专业进行专业教学“厂中校”

“校中厂”的实践探索，加快专业题库建设。殡葬服务与管理建构以生命文化课程为基础， 

以人文、科技、绿色殡葬为核心职业能力，以“始业—专业—就业”为基本教学结构，以学

生学习为主体的“教、学、练、干”综合项目与单项项目结合的实践教学项目体系。 

 

 

 

 

 

 

 

 

 

 

 

 

 

 

 

 

 

 

2016“踏瑞杯”首届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第五届全

国高职高专社会工作能力与实务技能水平大赛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1 个。第八届全国职业院

【案例 4】 

2015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杨春霞、杨怡、申立峰 3名同学经过院赛、区域

赛以北部赛区第一名的成绩成功晋级首届“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

理技能大赛总决赛。2016年 12 月 3日，总决赛在北京举行，三位学子凭借稳

定的水平发挥，力挫强敌，经过激烈的角逐，在 18个省市的 48支代表队中突

出重围，喜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此次竞赛激发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习热情，学生通过全真的角色

模拟，从公司的战略出发，形成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亲身体验

公司设立、岗位设置、求职与招聘、员工培训、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等人力资

源管理流程，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为学生走向企

业和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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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职业技能养老护理员技能大赛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2 名；孤残儿童护理员大赛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名；殡仪服务员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 5名，三等奖 2名；墓地管理员职业技能

大赛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遗体防腐整容师职业技能大赛特等奖 1名，一等奖 2名，二等

奖 3名，三等奖 1名；遗体火化师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全国第五届康复技

能大赛优秀奖 1名；  

（二）课程改革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6-2017 学年，学院共开设课程 511 门。从课程类型看，A 类（纯理论课）课程 82

门，占开课总数的 15%，B类（理论+实践课）课程 352 门，占开课总数的 68%，C类（纯实

践课）课程 87 门，占开课总数的 17%。实践类课程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充分利用实践类

教学环节增强纪律意识，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表 2016-2017 学年专业开设课程情况 

专业 

开设 

课程 

情况 

开设课程总数（门） 511 

其中 

（门） 

A类课程数 82 

B类课程数 352 

C类课程数 87 

其中 

（门） 

公共课 36 

专业基础课 122 

专业课 369 

数据来源： 2016-2017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完善公共基础课程体系。突出学生核心素养、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进

一步完善人文素养课程体系，丰富拓展性职业素养课程模块，持续引入超星尔雅在线课程，

每学期开设人文科技类、经济社会类、艺术修养类、创新创业类网络课程 10门。同时开设

线下传统文化课程，拓宽选修课覆盖面。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通过开设三礼精读、

中西婚礼文化、中外爱情文学鉴赏等专业必修课程和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生各个阶段的

“人生仪礼”庆典体系，将“人生仪礼”文化贯穿于专业教育全过程，建立了“合和之礼、

爱亲之情”的专业理念，形成了“仁爱、礼义、专业、专注”的工匠精神，构建了知行合一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7-2课程设置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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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素质体系，引导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道德观，增强学生的底蕴和素

养。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把学生全面培养和发展成为具有仁孝慈爱精神的青春养老人作为人

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创造性地开设了“孝道仁爱”教育活动，通过学院教师、企业和机构一

线的从业人员到校开办专题讲座——“孝爱大讲堂”，培养学生认识老人、尊重老人、服务

老人的“孝爱”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观，培养学生从事养老服务业的职业道德，打造老年专

业以“孝爱”为特色的职业精神。 

表 孝爱大讲堂讲座类类别 

序号 类型 题目 

1 养老专业类 提高养老认识 创新培养模式 

2 养老专业类 培养护理中的同理心 

3 励志成长类 永远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 

4 心理类 大学生活从“心”开始 

5 国学类 传统文化与智慧人生 

6 职业规划类 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变 

 

 

2015 级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设计答辩暨“欢乐颂”主题婚礼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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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改革。针对孤残儿童学前教育需求，学前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工作中，不断完

善，形成了“三模块结合”的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包括培养学生幼儿教育技能的幼教课

程模块、促进孤残儿童机体康复的康复课程模块和提高孤残儿童认知能力的特殊教育课程模

【案例 5】 

 

 

 

 

藏族学子多杰拉旦在民政部大龄孤儿高等教育助学工程项目支持

下，来到我院学习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在校期间他始终怀揣着考上大学，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回馈给予帮

助他的人，为这个社会做点事的梦想。在老师的介绍下多杰每周末到燕

郊马起乏小学义务支教教学生们唱歌、跳舞，到残疾人机构做社工，用

专业知识护理术后老人…… 

多杰的事迹被护理老人的朋友得知，报道在《今日中国》上，并翻

译为西班牙文刊登在西语版今日中国《CHINA HOY》上。 

【网址链接】

http://www.chinatoday.com.cn/chinese/society/xzrys/201709/t201

70914_800104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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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填补了学前特殊儿童教育专业人才课程体系空白。社会工作专业构建“三阶三化”的递

进式课程体系。即：第一阶段知道什么是社工，认知社工——感性化；第二阶段准备成为社

工，认同社工——专业化；第三阶段从事社工，成为社工——职业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突出学生职业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婚庆专业十大核心课程均采用“专兼结合双讲式”的

教学模式，即每门核心课程由行业专家与校内教师共同承担，采取“理论分块讲，实践共同

担”的教学方式，实现了行业带动教学，教学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 

（三）教师培养培训促进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2016-2017 学年学院工作有专兼职教师 279 人，其中校内专任教师 171 人，校内兼课教

师 33 人，校外兼职兼课教师 46 人。校内专任教师中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142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83%；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 155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0%，

双师素质教师 118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69%。 

表 2016-2017 学年师资队伍情况 

项    目 合计 
校内专任 

教师 

校内兼课 

人员 

校外兼职 

教师 

校外兼课 

教师 

教师 

总数 

未折算 

人数 

人数（人） 279  171  62  33  13  

比例（%） 0.00  61.29  22.22  11.83  4.66  

专业 

技术 

职务 

结构 

高级 
人数（人） 69  53  6  9  1  

比例（%） 24.73  30.99  9.68  27.27  7.69  

中级 
人数（人） 135  89  34  4  8  

比例（%） 48.39  52.05  54.84  12.12  61.54  

初级 
人数（人） 30  17  11  1  1  

比例（%） 10.75  9.94  17.74  3.03  7.69  

其它 
人数（人） 45  12  11  19  3  

比例（%） 16.13  7.02  17.74  57.58  23.08  

学 

位 

结 

构 

博士 
人数（人） 32  28 4 0.0  0.0  

比例（%） 11.47  16.37  6.45  0.0  0.0  

硕士 
人数（人） 176  127 49 0.0  0.0  

比例（%） 63.08  74.27  79.03  0.0  0.0  

学士 
人数（人） 22  15 7 0.0  0.0  

比例（%） 7.89  8.77  11.29  0.0  0 

双师素质 
人数（人） 139  118  21  0  0  

比例（%） 49.82  69.01  33.87  0.0  0.0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0.00  30.99  0.00  0.00  0.00  

具有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0.00  69.01  0.00  0.00  0.00  

专任教师获技术专利数/专任教师数(%) 0.00  1.17  0.00  0.00  0.00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人） 5  5  0  0.00  0.00  

兼职教师承担校内实践技能课教学工作量

/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总量（%） 
0.00  0.00  0.00  85.22  0.00  

数据来源：2016-2017 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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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教师双师素质 

学院继续列出专项资金，明确专职教师企业实践的内容、流程和考核要求。企业实践由

企业走访、参观、调研等方式向企业顶岗、企业培训、服务指导等社会服务方面转变，重点

学习企业行业先进技术、管理制度等，并要求企业对教师进行评价与反馈，严格落实教师的

企业实践活动与教师的考核评价相结合，做到有制度、有措施、有评价。2016 学年，学院

教职工深入 150 余家企业实践，专任教师人均企业实践天数 22.1 天，为企业实践成果充分

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学院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达 69.01%。 

2.提升教师职教能力 

学院继续以教师的“信息化”、“双师化”、“国际化”能力提升为抓手，促进学院老师汲

取较新的职教理念、课程理论和教学方法。2016 学年全院专职教师中有 116 人参加培训进

修，培训天数达 1555 天。根据学院《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实施计划（2015—2017）》，

目前已对全体信息化管理人员和专兼职教师进行了信息化能力培训与测评，教师队伍信息技

术与教学融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继 2016 年第一次参加北京市信息化教学大赛之后，2017

年学院积极筹备选派7组教师参加本年度的北京市信息化教学大赛，并有6组教师取得佳绩，

包括设计组一、二、三等奖各 1名；信息化课堂教学组二等奖 2名，三等奖 1名；同时学院

荣获了北京市信息化教学大赛优秀组织奖，对学院教师信息化能力建设与组织参赛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与鼓励。在此基础上，信息化教学设计组一等奖获奖李文文老师团队晋级代表北京

市参加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并荣获二等奖，实现国家级信息化赛事中零的突破，是对学院信

息化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成效的最佳体现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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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信息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国家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已经完成 “一大系统（门户）、四个服务群体、四

类岗位群、七大资源分库、六种资源形式、34门在建课程”。目前建成总素材近 21985 条，

包括文本素材 7000 个、图片素材 7000 个、动画 130 个、视频素材 1100 个、虚拟仿真动画

60 个、课件库 90 套、试题库 140 套、案例库（包括文本、图片）150个。自项目获得教育

部立项以来，有 42院校、54家行业企业、3家出版社共 99家单位，近 400 人参与项目建设

工作与推广。截止 2017 年 12 月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智慧职教注册用户 12469

人，资源库拟定于 2018 年初交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验收。 

学 院 老年 服 务与 管理 专业 相 关的 34 门 课程 都 已完 成 在智 慧职 教平 台

（http://www.icve.com.cn/）的课程资源建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满足了学

生、教师、企业和社会学习者四类群体的需求。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在校生可以通过资源库

随时进行课程预习、复习，在线完成作业、进行课程试题训练等事项。毕业生可以进行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再学习，或者了解行业发展态势促进自我提升；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利用教学

资源库的视频、教学课件等教学资源进行授课，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机构、社区用户可以

通过资源库为养老从业者进行老年管理人员、老年标准化等方面培训；社会学习者可以通过

资源库系统化学习老年人健康照护技术、营养膳食、心理护理、疾病预防等内容，为科学化

居家养老提供可能。 

除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外，2016 年底学院社会工作系启动筹备社会工作专

业教学资源库建设，2017 年 5 月联合全国 25 家拥有社会工作专业的职业院校，及 10 家行

业组织进行资源库的共同建设及申报工作。截至 20017 年 8 月已建成 10 门核心主干课程、

14 个模块、67 个微课、3247个素材。智慧职教及云课堂两个平台用户量 2000余人， 覆盖

教师、学生、 社会工作从业人员、 社会学习者四类用户。9 月进入国家级 2017 年年度职

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备选库。 

（五）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 

2016 学年，全院各专业均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校企合作内容主要涵盖顶岗实习、共

建实践教学基地、共同开发课程、订单培养、设立奖学金、为合作企业员工培训等；其中深

度校企合作单位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为当地培养了大批现代服务人才。 

1.以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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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民政（设在学院）作为行业牵头单位获批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婚庆服

务与管理专业婚礼主持人方向“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经过 2 年试点，师徒配对双导师教学

模式已趋于成熟。目前学院已经与五家企业签订了现代学徒制培养协议，每年举办“现代学

徒制师徒见面双选会”按照 1:1 或 1:2 的比例，由企业婚礼服务行业一线的婚礼主持人作为

行业导师，与名婚礼主持专业的学生进行师徒配对，由一个“师傅（行业指导教师）”带一

个或两个学生，学生跟随“师傅（行业指导教师）”每周到婚礼服务一线参与婚礼主持服务

1-2天。2017 年婚庆专业又启动了婚礼影像方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老年

服务与管理专业形成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运行方案、现代学徒制企业导师管理办

法等制度文件，组织师生到青岛的不同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学习+实习”的学徒培养。 

2.建立现代殡葬协同创新中心，促进现代殡葬应用研究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技〔2012〕6

号）、《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教技〔2014〕2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整合

现代殡葬科技与教育协同创新资源，深入开展现代殡葬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促进现代殡葬

技术集成与成果转化，推动现代殡葬技术应用、示范及产业发展，经过一年的筹备，2016

年12月，国内首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殡葬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

学院正式揭牌,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王金华司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邹文开院长与

来自全国各地行业系统内的领导及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的专家学者和业内企业家、生命

文化学院师生近400人参加活动共同为“现代殡葬协同创新中心”揭牌。秦皇岛海涛万福

环保设备股份公司签订协议每年为协同中心出资100万，用于协同中心的日常运营与现代

殡葬的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 

2017年3月-9月，现代殡葬协同创新中心科研课题“殡葬场所气体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项目”获得阶段性成果，试验成功，已申请国家立项。此外，《殡葬场所气体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技术规范》和《火化机生产制造通用条件》获批民政部殡葬标准立项。 

2017年4月11日，举办首届“纪念孔子逝世2496周年活动暨生命文化研讨会”； 2017

年5月-9月，协调殡葬设备生产企业，针对西藏海拔高等地理气候特点，专门研制生产高

原遗物焚烧设备，结合当地天葬丧俗，设计制作遗体瞻仰棺，并向西藏捐赠设备、物品、

车辆，总价值达300余万元，9月29日，西藏自治区慈善总会举办捐赠仪式，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益，增强了学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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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教集团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创建了中国健康养老职业教育集团（中国养老产业与教育联盟），

吸纳 350个院校、行业企业参加。2016 年 11月经教育部、民政部批准，由全国民政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

训中心)、全国民政行指委老年专指委、中国养老产业与教育联盟承办的第三届全国养老产

业与职业教育高端对话活动暨京津冀养老人才发展论坛在学院举行。全国 30 个省份的 150

余家养老教育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和相关部门、媒体，英、日等国家使馆、国际机构和企业

代表，总计 3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以“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为目

【案例 6】 

 

【链接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6-12/09/c_129398039.htm?from=singlemes

sag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6-12/09/c_129398039.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

talled=0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6-12/09/c_129398039.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6-12/09/c_129398039.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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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对接·合作·共赢·发展”为主题，通过主题演讲、直面对话、国际视野以及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项目发布等几个环节上实现全国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

发展。养老产业和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既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大

家共同面对且必须解决的最大课题。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机构与养老服务行业企业的教产

合作机制，搭建了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为推进养老服务业

的发展提供了多层次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六）完善内部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 

制度建设方面，教学督导室制定了《2017年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教学诊断工作方案》，

为我院在北京市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诊断和现状调研工作取得良好成绩奠定了基础。此外，教

学督导室总结前两批优质课堂评选工作经验，对学院优质课堂评选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补

充，下发了《关于对<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优质课堂评选方案（试行）>的补充通知》，提

高了我院优质课堂评选工作的科学性与先进性。通过制度和办法的建设，不仅使学校教学质

量检测与评价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同时切实提高了学院的人才培养水平，赢得

【案例 7】 

【链接网址】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gzdt/201611/20161100002479.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yanglao/2016-11/21/c_129372283.htm 

http://www.hrtv.cn/newsite/toutiao/35182.html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gzdt/201611/20161100002479.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yanglao/2016-11/21/c_129372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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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市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诊断和现状调研工作专家组的好评：教师教风、学生学风良好，

教学管理工作严谨；教育教学改革效果明显，“职教化理念”深入课程设计，“信息化手段”

应用普遍；教师教学态度认真，教学功底扎实，重点突出，便于学生领会要点，实现了教学

目标，达到了教学要求。学前教育专业褚红芳老师的《早期教育环境设计与实施》课程在北

京市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诊断和现状调研中被评为优秀课例。 

系统建设方面，学院投入建设了教学质量综合测评系统并已投入运行。通过评教系统的

上线，学院实现了教学质量动态管理，对优化教学目标、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能力、检

测教学效果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多维度的指导和评价依据，并促进了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化

和规范化，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表 资源表 

 
院校

名称 
指    标 单位 2016年 2017年 

14139 

北京

社会

管理

职业

学院 

1 生师比 — 14.33 17.40 

2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 68.28 69.01 

3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生 16978.63  15419.15 

4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

房面积 
m2/生 12.36 11.17  

5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个/生 0.45 0.41 

6 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Mbps 1000 1000 

7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 门 467 511 

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 门 34 44 

学校类别（单选）：综合、师范、民族院校（） 

工科、农、林院校（） 

医学院校（） 

语文、财经、政法院校（○） 

体育院校（） 

艺术院校（） 

四、政策保障 

（一）资金支持 

1.办学经费总收入及其构成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7年高职质量年报/2017人才数据采集平台/14139_2016_V2.16a001.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20
file:///E:/人才质量培养报告/2018年高职质量年报/数据平台/14139_2017_V2.17-20171203.xls%23A3基本办学条件表!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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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院办学经费总收入 33789.2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投入 27852.6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1577 万元，事业收入 2711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462.19

万元，其他收入 1186.39 万元。 

 

图 学院 2017年办学经费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财务处 

2.办学经费总支出及其构成 

2017年学院年度办学经费总支出 27852.67 万元，保证了设备采购、日程教学经费、教

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经费。经费支出主要包括学院回迁一期工程项目 18111 万元，教学

改革及研究经费 608.76 万元，日常教学经费 349.18万元，师资队伍建设 216.56 万元，图书

购置 36.52 万元，人员经费 4958.75 万元，其他项目支出 3023.25 万元，其他公共经费 548.65

万元。学院教学改革及研究支出比 2016 年增加 113.26 万元，师资建设支出增加了 8.69 万

元，学院的办学经费更加向教学倾斜，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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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支持 

1.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2016年 12月 7至 8日，党中央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大安排

部署。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在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围

绕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黄树贤同志的讲话精神，学院上下高度重视，通过多种

方式积极开展学习宣贯工作。一是通过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学院教职工大会、中层干部专

题会及教职工自学等方式，及时组织全院教职工集中学习、研讨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引导

师生深入领会会议精神实质、掌握讲话内容精髓。二是制定印发了学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 5 大方面 69 项具体任务，形成学院党委统一领导、

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推动学院思想政治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三是组织开展 2017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把校园文明创建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

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营造人人关心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为创建

做贡献的良好氛围。通过上述措施，学院着力构建党政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体系，

围绕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两个任务，坚持课程育人、实践育

人、文化育人、关爱育人，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加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加明确，党建

工作更加务实，思政工作地位更加凸显，办学治校思想更加统一，全面提升了学院思想政治

工作科学化水平。 

2.落实中国残联、教育部职业院校残疾人康复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 

经中残联和教育部组织申报、评审，根据《关于公布职业院校残疾人康复人才培养改

革试点单位的通知》（残联厅发[2016]40 号），2016 年 12 月学院确定评选为全国残疾人康复

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和学前

教育（特教方向）作为试点专业参与项目建设。2017 年 3 月在调研论证基础上，结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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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制定了《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残疾人康复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并报送北京市

残联。《实施方案》把落实项目要求放在学院内涵建设工作的全局来统筹考虑，把工作任务

与学院“十三五”规划相结合，建设项目与常规工作相结合，保障措施与建立科学机制相结

合，确保了项目落到实处。 

表  落实政策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    标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14139 

北京

社会

管理

职业

学院 

1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元 20095 

41086.0

7 

其中：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元 6917 13500 

2 

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 人 210 210 

在岗教职员工总数 人 330 335 

其中：专任教师总数 人 145 171 

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万元 88 0 

4 

生均企业实习经费补贴 元 0 91200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 — 

5 

生均企业实习责任保险补贴 元 90 90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 — 

6 

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 课时 3054.4 1678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元 498400 536300 

其中：财政专项补贴 元 — — 

五、国际合作 

（一）拓宽师生国际交流项目 

2016 学年学院继续扩大师生交流与学习。2017 年 1 月学院 28 名师生依托[JENESYS2.0]

项目赴日本厚生劳动省、养老结构和相关大学交流学习日本养老福祉事业政策与事业发展。 

学院假肢与矫形器技术专业与法国 Alembert 学院互派 6 名师生到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和 4 月到对方院校中就特殊假肢的制作和脊柱矫形器的制作进行一个月的交流学习，同时就

中法文化进行交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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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社会工作系师生 19 人赴港开展为期一周的社会福利交流活动，加深香港

与大陆的不同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两地社会工作发展状况的了解。 

 

 

 

 

 

 

 

 

 

 

 

 

学生交流活动 

（二）继续实施国际化课程标准建设 

2014年学院假肢与矫形器技术专业申请国际假肢矫形器协会（ISPO）国际 II级课程认

证。经过连续 3年的评估与指导，假肢与矫形器技术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师资队伍、

学生知识水平(其中特别注重学生对患者的病情评估)、学生学籍管理政策、招生政策等“软

件”条件和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学校基本设施等“硬件”条件不断改进，专业教学质量持续

提高已到达国际标准，具备培养符合国际水平人才的能力。学院假肢与矫形器技术专业 2017

届毕业生已经开始实施符合 ISPO 要求的毕业考试制度，说明我院该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已能

达到相应技术类别水平，对促进专业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互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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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学年学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全年派遣 10个组团 25人赴德国、 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的院校及机构访问。重点就健康养老、假肢康复、殡葬技术与文化领域

就师生交流、合作办学及其他教育合作项目进行洽谈。 

本年度全年接待来自日本、美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院校、企业团组近百人次来校

考察、访问及洽谈，协商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学生培养等教育合作项目。 

（四）组织国际研讨会 

2016年 10 月 18 日，康复辅助器具专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成功组织举办了第二届国

际轮椅服务与技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轮椅

车专业委员会、北京新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轮椅车分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假肢矫形康复系承办。大会以“促

通机构无缝合作、提升轮椅有效服务”为主题，参与者涵盖了政府决策、人才培养、销售供

应、应用服务、适配诊疗等轮椅服务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代表人士，与会代表共同为辅具专业

的发展和我国轮椅服务的发展出谋划策。会议充分秉承了“促通合作·提升服务”的主旨，

在展示轮椅技术和服务环节品质提升的同时，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宏观的轮椅辅具

战略时代。 

表 国际影响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    标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备    注 

14139 

北京

社会

管理

职业

学院 

1 
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

数（一年以上） 
人 0 0 —— 

2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

训量 
人日 0 180 —— 

3 
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

国（境）外实习时间 
人日 144 269 —— 

4 
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

和开展培训时间 
人日 8 30 —— 

5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

的专任教师人数 
人 1 0 

孙树仁：韩国乙支大

学、客座教授 

6 
开发国（境）外认可的专业

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数 
个 0 0 

填报格式：××标准

被××、××认可；

逐一列出 

7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

量 
项 0 0 

填报格式：××（姓

名）在××（大赛名），

获××奖；逐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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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贡献 

学院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通过培训、社会服务、志愿者服务等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为社会做贡献。本学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77.7 万元，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220万元（含

国家财政基础科研经费拨款 200 万），为企业技术服务到款额 30 万元，为合作企业培训员

工 11719人天，培训部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831.5万，公益性培训服务 46081 人日。 

表 服务贡献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    标 单位 2016年 2017 年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3459 3808 

毕业生人数 人 1072 1090 

其中：就业人数 人 1044 992 

毕业生就业去向： — — — 

A类:留在当地就业人数 人 508 594 

B类: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人数 人 799 894 

C类:到 500强企业就业人数 人 63 47 

2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170.64 77.7 

3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万元 343.9 220 

4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0 0 

5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1421 831.5 

6 公益性培训服务 人日 1825755 46081 

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单选）：省级（）   地市级（） 

行业或企业（）   其他（○） 

 

（一）服务民政行业需求 

科研工作方面，2017 年，学院加强与民政部业务司局、京津冀民政系统、部管行业协

会与学会等民政相关单位的联系和沟通，以需求为导向，以科研项目为抓手，在民政政策、

民政科技、民政标准化等领域促进各部门与教师产出高水平的标志性科研成果。省部级以上

立项课题 5项，地方民政厅局、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服务 8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获奖 5项，

发表论文 124 篇，公开出版著作 18 部，充分发挥专业研究辐射行业、地方的作用，为政府

决策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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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作方面，培训部围绕“部司局委托类培训”、“加大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

“提升高端示范类培训”以及“发挥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作用”四部分，重点

就民政部机关组织委员、全国民政局长、养老机构业务、孤残儿童高级护理员业务、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业务及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等民政行业中与民生高度契

合的相关人员和内容开展培训，全年地面培训 46 期，培训学员 4113 人，远程平台培训 25000

人次。 

鉴定工作方面，依托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开展民政行业职业技能鉴定。2016年至 2017

年 9月累计完成鉴定 23002人次,其中养老护理员鉴定17184人次；孤残儿童护理员鉴定 1759

人次；殡葬类 6个职业鉴定 3154 人次；假肢类 2 个职业鉴定 905 人次。 

专业服务民政方面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师生以校企合作为依托参与了北京社保资助的截

肢患者假肢装配项目、秦皇岛残联假肢装配项目，以暑期社会实践为契机前往辽宁省阜新市

残联、山东省康复研究中心残联为残障人士维修、装配假肢共 41 具；康复辅助器具专业与

企业共同建立辅具工作室，长期在京津冀地区组织开展“关爱心智障碍者”辅具服务体验活

动、残疾人射箭等志愿服务项目、辅具适配等志愿活动以及东城区老年居家无障碍改造项目

和北京市昌平区5260户老人的入户评估项目；学前特殊教育专业师生参加三河市第25个“国

际残疾人日”志愿服务及演出活动。通过社会服务项目，学生们增强了专业归属感，提高了

专业技能同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可与好评。 

（二）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 

学院多年来招生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截至 2017年 9月 1日 3764 名全日制学历在校

生中西部地区学生 1358 人，占总学生数的 36%；学院培训部开展了全国民政局长“扶贫攻

坚”培训、中西部贫困地区社会工作示范培训、民政部精准扶贫项目“罗霄山片区千名养老

福利院职业技能培训”、西藏和四省藏区民政干部培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培训；

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秘书处）承接“在贫困地区培育社会力量参与重点

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示范项目”。依托远程教育平台资源录制的 《罗霄山片区精准扶贫》

短片，荣获中组部组织开展的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二等奖。 

学院全方位、多维度、宽领域聚焦、透析国家战略，既体现了讲政治的大局意识，也发

挥了学院的培训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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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社会工作研究所受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委托，于 2016年 10月

-2019 年 10 月展开为期三年的“在贫困地区培育社会力量参与重点青少年

群体服务管理示范项目”。 

该项目主要任务是在贵州省惠水县试点开展培育社会力量参与重点青

少年群体服务管理的示范项目，具体任务包括：（1）通过培训指导，扶持当

地建立一家示范性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一支专业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2）通过“两工协作”，促进当地志愿组织的培育及其专业化发展；

（3）通过项目引导，开展以贫困青少年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新居民

社会融入、边缘青少年陪护成长为主的专业服务；（4）通过资源整合，构建

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依托、社区为主体的青少年权益保护和关爱帮扶工作

体系；（5）通过总结提炼，形成在贫困地区培育社会力量参与重点青少年群

体服务管理的工作模式，形成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服务标准、评估标准

等内容的标准体系。 

2016 年 11 月 22 日，贵州省首家县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惠水县好花

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贵州省惠水县经开区的移民社区青少年事务服务中

心正式成立揭牌仪式。22-23日，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在惠水县同期召开“惠

县青少年社会服务项目研讨会”，围绕好花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发展定位、

目标对象、三年规划、工作进度、各方协作等进行研讨和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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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面临挑战与展望 

（一）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在专业建设方面，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群的建设不够突出；在适应经首都经济转型升级

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在校企深度合作方面，学校与行业企业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各种资源

整合水平不高，校企合作的平台与载体层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需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布局。围绕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儿童服务业

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行业办学优势，打特色专业群。持续推进骨干专业建设，

加大扶持力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产业、行业的能力。 

需要进一步提高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专业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有待加

强，迫切需要探索互惠共赢路径与方式。继续做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儿童服务、养老服

务、殡葬服务、康复服务等专业与产业、行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融合，发挥职业教育集团在

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师职业教育教学水平。继续推进教师“双师化”、“信息化”、“国际化”

的“三化”建设。加强教师职业教育教学与信息化教学培训力度，改革课堂教学方法，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提高教师实践锻炼的支持力度，完善实践锻炼效果评估制度，严格执行专业教

师每 5 年不低于 6 个月的实践锻炼制度。以学生国际交流与专业学习为契机，继续实施骨干

教师赴国（境）外专业学习项目，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二）持续推进学生思想教育体系建设，提高学生工作管理水平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创新党团教育和意识教育活动模式，巩固日常文明行为

规范养成，倡导学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

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社管学子。未来一个时期的学生工作，就是要

根据学生发展的新特点，不断完善学生管理的新内容，构建起学生思想引领系统、行为支撑

系统、文化育人系统、管理服务系统，提高学生管理整体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