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2018 年职业院校评估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深化办学机制和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和水平，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颁布的《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四

川省人民政府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18 年职业院校评估工作

的通知》（川教督委办函〔2018〕18 号）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

办学情况自评如下： 

一、办学基础能力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是 2006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

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的前身为 1963 年创建的四

川省财政学校，2017 年四川财经职业学院被四川省教育厅确定为

“四川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一）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学校积极筹措办学经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公共财政预算教育

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学杂费等事业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2015 年投入为 8959．72 万元，生均 14977.80 元； 2016 年投入

为 9567.95 万元，生均 15333.25 元； 2017 年投入为 8741．56

万元，生均 152964.80 元。  



（二）教学仪器设备配置 

近年来学校加大教学仪器设备投入力度实，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资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4287．97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5214.644 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2015 年的 5966.94 元增加

到 2017 年的 7168.12 元。  

（三）校舍情况  

学校占地面积 349392.0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3998.38 平

方米，其中教学科研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63273.88 平方

米，学生公寓 45521.13 平方米。拥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实

训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等教学生活用房。 

（四）信息化教学条件 

学院高度重视校园信息化建设，目前介入互联网出口宽带

100Mbps，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1000Mbps，教学用终端（计算机）

4446 台，网络信息点数 3100 个，数字资源总量 424554GB。有 84

门课程在网络教学平台中建有网络教学资源，部分专业应用虚拟

实训软件教学。校园一卡通应用包含校内就餐、图书借阅、校内

购物、实训管理等功能。信息化管理包括行政办公管理、教务教

学管理、招生就业管理、顶岗实习管理等方面，建成了覆盖学院

“人、财、物”信息的基础数据库及互联互通的管理平台，并在

应用中取得显著成效。建成了覆盖全院学生活动场所的有线或无

线网络，搭建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环境；

建成覆盖学院“人、财、物”信息的基础数据库及互联互通的管



理平台，并在应用中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初具规模的“数字

教育资源超市”，上网课程 84 门，丰富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初步形成“课堂用、经常用、普遍用”的格局。 

二、“双师”队伍建设 

学院拥有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师资队伍。现有

教职工 473 人，专任教师 321 人，其中专业教师 203 人，“双师”

型教师 127 人，专业教师“双师”比例达到 62.56%。专任教师中

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 74 人，其中，教授 10 人（二级教授

１人），副教授 64 人，有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１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1 人，四川省学术与技

术带头人 1 人、后备人选 1 人。 

学院通过“校企共育，项目推动”培育教师“双师”素质，

“内培外引、双元联动”建设“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围绕“名

师引领、双师教学、能师指导”的基本路径，创新教师整体素质

“层级开发”机制，培养“职业道德好、教学观念新、专业能力

强、研究水平高、社会服务实”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为高素质技

能人才培养提供师资支撑。在对专任教师培养上，通过“五个一”

项目推动，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特质、情趣爱好、资源优势采用“自

助餐”方式选择性参加下厂锻炼、挂职锻炼、兼职锻炼和指导学

生创业锻炼项目活动，引导专业教师开展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服务，

推动公共课教师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项目服务。

在对兼职教师的培训上，实施教学素质提升计划,提高一部分优



秀兼职教师待遇，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素质、

专业素质、职业技能素质，保证了兼职教师队伍的稳定。 

通过“外引内训”及相应的激励措施，提升了教师教学和科

研能力。2016 年以来，我院教师参加省级以上教师说课比赛、教

师信息化教学比赛、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等获得 17 项

殊荣。2016-2017年度，共整理出公开出版教材编写奖 68 项，公

开出版教材编审奖 32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成果奖 217 项，学

术著作成果奖 1 项。 

三、专业人才培养  

（一）专业设置 

学院现有招生专业 12 个，其中会计、金融管理、市场营销

为省级重点专业。在专业设置与结构优化上，学院结合四川省的

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通过重点打造会计专业，着力培植金融管

理专业、积极提升市场营销专业，在专业建设上形成了以会计专

业为龙头，金融管理、市场营销专业互为犄角的“品”字型重点

专业建设格局，以此带动了相关专业群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模式 

在学院“三维共育”人才培养模式框架下，不断探索高素质

专门人才培养途径，优化专业结构，切实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创

业教育，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评价

发现人才培养现状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差距，我院构建起了

“三纵三横”的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模式，“三纵”即职业道



德、职业技能、职业成长评价：评价学生“诚信为本、操守为重”

及克服“道德风险”的能力；评定学生作为“准职业人”胜任岗

位的工作能力；评判学生由初学者成长为专家的基本素质；“三

横”即学生方、教师方、第三方评价：“学生眼中的同学、教师

眼中的学生、企业眼中的员工”，这些评价均依据教学标准或工

作标准。“三纵三横”评价模式健全了学院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

体系。 

（三）课程体系 

近年来，我院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各专业根据产业特点，按

专业人才的形成规律，改革传统课程体系，在市场调研和岗位能

力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以工作任务和行动过程为导向的工作过程

系统化学习领域课程模式，推行行动导向教学模式，课程教学实

行多元测评。学院高度重视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的建设和应用工作，

多次组织教师参加相关的各种培训学习，反复研讨课程项目要素

及要素内涵和表现形式，鼓励联合其他院校教师和行业企业专家

参与资源课程建设，积极引入外部技术支持，确保课程资源质量

和数量，基本形成了省、院两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格局。目

前共立项建成《会计基础》《金融基础》等 5 门省级在线开放课

程、15 门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我院高度重视职业培训、职业竞赛、职业证书这些职业要素，

通过职业培训了解岗位现实需求，把握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围

绕岗位需求确定竞赛，利用社会各方资源承办竞赛，通过竞赛活



动提升学生职业能力；通过多层次、多类别的职业资格认证，使

学生拥有通向职业世界的通行证。通过“训赛证”制度，实现职

业规律和教育规律、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职业竞赛和职业能力、

赛项标准和工作标准、技能证书和学分奖励、职业证书和岗位准

入的互联互通。学院通过制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激励师生

参与技能竞赛活动，规范技能竞赛及其培训工作。按照“以证定

赛，以赛促训，以训铸能”的思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设立技能

竞赛专周，“以证评能”激励学生参加技能竞赛活动，发挥“训

赛证”的组合优势，极大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四）校内外实践教学 

学院现有 55 个校内实训室，154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基地。

建成了以培养学生专业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为目的“由封闭到开

放、由单项到综合、由专业纵深到横向拓展”的专业实践实训平

台，形成“专业单项实训→专业综合实训→校外顶岗实习”的实

践教学体系，软硬件教学设施完善，实现了从技能训练到能力提

升、从静态模拟到动态实战的转变，丰富了校内实践教学的内容，

完善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会计专业群建有会计认知实训室、财

经基本技能实训室、会计关键技能（岗位）实训室、分行业实账

实训室、审计事务实训室等；金融专业群建有货币陈列室、金融

基本技能实训室、银行综合柜台业务实训室、证券投资实训室、

保险实务实训室、理财规划实训室等；市场营销专业群建有专业

认知中心、商务礼仪训练中心、沟通谈判实训室、ERP 沙盘实训



室、营销核心技能训练中心、管理核心技能训练中心、营销职业

体验中心、企业订单培养中心、中小企业营销策划工作室等。学

院还建有全国领先的财经管理多专业仿真实训基地，实训课程涵

盖了经济管理的各个专业，打破了课程、专业、学科界限；实训

内容涉及现实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来自实际工作岗位，紧

贴社会实际，内容综合全面，运用性强。 

（五）校企合作情况  

学院探索与成都邦道公司、艾克瑞公司、畅捷通、中联企业

管理集团公司等合作，校企共建“四川·财经现代学徒制财务中

心” “四川财经·中联商学院”，通过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打

造产教研一体化平台。校企共建第一期“四川财经·中联商学院”，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推行“双高管、双课程组长、

双班主任“的管理模式，培养学生 50 名，安排 2 名教师进入中

联集团参与顶岗实习提升业务能力，引入 8 名中联集团业务骨干

进入商学院指导学生实训，90%学生（学徒）已在中联集团 1+N

合作公司实习，项目合作管理运行、教学、实习就业等方面取得

的经验与成效吸引了来自全国其他高职院校参观学习。 

我院与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在共建课程、共编教材等方面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今年我院与江苏财经分别派出教师赴对

方学院进行为期两周的《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授课交流；同时两

所学院派出师生分别赴对方学院进行为期两周的《多专业综合实

训》等实训交流。 



四、学生发展 

2017 年，学院向财政、会计、审计、金融、电子商务、工商

管理等行业和社会输送毕业生 2034 名，应届毕业生相关职业资

格证书获取率达到 73.6%。专业对口率达 80.92%，其中在成都市

就业的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65.15%，在四川省就业的人数占全

部就业人数的 84.78%，在外省就业的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15.22%。学院对接地方行业，采用订单培养的方式，为审计行业

协会以及航天金穗、聚思力、好利来、永辉超市等企业订单（订

向）培养 521 人，共举办 11 个订单班，借助行业企业资源，强

化对学生的实践锻炼、职业意识培养和企业文化熏陶。2016 学年

和 2017 学年，我院学生参加各类比赛，获得国家级竞赛奖项 26

项，省级奖项 42 项目。 

2016 学年和 2017 学年，我院共招收四川省内藏区和彝区

“9+3”应届毕业生 168 人；招收藏区高中起点“1+2”高职学生

64 人。通过定向培养等人才活动，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革命

老区培养属地化人才。 

五、社会服务能力 

（一）中高职衔接 

学院以“学习交流，师资培训”“资源流动，共同受益”“专

业牵手，深化改革”三种方式对区域内财经类中等职业学校进行

帮扶，积极探索多路径的中高职衔接。两年召开中高衔接研讨会



4 次，多次赴地市州专题调研“知识+技能”考试办法，积极掌握

中职学校教学实施情况及学生学业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试大

纲和切实可行的考核方案，实现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学院发挥

专业和先发优势，主动帮扶 21 所中高职院校，培训中高职会计

专业骨干师资 55 人次，多次安排教师开展专业建设、课程改革、

会计技能竞赛等帮扶指导活动。在促进学院自身发展的同时，辐

射带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二）社会化培训 

作为四川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和四川省财政

系统干部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学院依托财经教育管理优势，针对

财政系统干部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培训服务。2016、2017 两学

年，学院继续教育中心主要承办了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国家税

务局、泸州市财政局、龙泉驿区国家税务局、甘孜州财政局、遂

宁市财政局、阿坝州财政局、自贡市财政局和绵阳市游仙区财政

局等 9 个单位的 47 期干部培训班，开展培训教学天数 260 天，

参训人数达 4280 人次，学员满意度达 99%，实现培训服务收入

750 多万元。参训学员覆盖全省 21 个市州，包括乡镇财政干部、

农村财会人员培训师资、国家税务系统干部等。通过财税改革、

会计改革、基层管理与廉政建设等专题培训，帮助基层干部树立

廉政意识、解读政策法规、提高会计核算实际操作能力。 

（三）职称考试阅卷与职业资格认证 

学院高度重视职业资格认证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将职业资



格与标准融入课程教学大纲和专业课程标准，建立起会计从业人

员资格证、中级会计电算化资格证、助理会计师资格证等职业资

格考证体系，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岗位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考试。

作为会计专业职称考试阅卷基地，学院承担组织省内高级会计师、

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从业资格等多种层次考试阅卷工作，

以及财政部会计系列考试西藏、宁夏自治区等省区阅卷工作；与

四川地方税务局成立执法资格考试及阅卷基地，组织地方税务局

执法人员资格考试及阅卷工作。2016 年和 2017 年学院都承担了

四川、西藏、青海三省的会计职称考试阅卷工作，共计批阅试卷

128652 份。 

（四）科研成果 

学院充分发挥智力优质，通过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决策咨

询等为社会报务。2016-2017 年，学院共承担了 1 项四川省决策

咨询委员会课题、1 项四川省省委统战部课题、1 项四川省哲学

社会规划办公室课题等，共计 13 项市厅级课题。学院《促进西

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获省政府二等奖，《财经

类高职院校“三位共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一等奖，《龙泉驿区汽车后产业发展潜力与创新路径

研究》获成都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社科项目获奖居于全省同

类院校前列。 

2017年 7月 4日，学院与成都金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四

川财经-成都金税”产学研研究院，产学研研究院与财政厅、税



务局、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共同成立专家组，进行财税大数据分析

与研究。研究院申报了《支持产业发展财政资金大数据智能辅助

决策系统的评判研究及应用示范》课题。课题项目已收到 31.5

万元的社会资金支持，保障了各项目的顺利展开。对财政政策和

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结论 

根据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数据平台数据分

析，我校在办学基础能力、师资队伍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学生

发展以及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能较好地适应行业和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求，为行业和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

才支持和技术服务扶持。 

学校将遵循高等职业教育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坚持“以人

为本、质量立校、追求进取、社会满意”的办学理念，秉承“理

财至诚 精业致能”的校训，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

财经类技能型人才”为使命，坚持以财经为特色的发展道路，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为行业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018 年 9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