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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职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思考

肖    武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随州     441300）

摘   要 ：高职教育评价改革引领高职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支撑和关键环节。高职院校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的精神，调整评价内容，改革评价机制，创新评价

手段，构建富有时代特征的学校、教师、学生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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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XIAO Wu

(Su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uizhou 441300, China)

Abstract：The evaluation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s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key link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on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adjust the evaluation content, reform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innovate the evaluation means, and construct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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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是指导

各级各类教育评价改革的总纲，各省制定了教育评

价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学校编制了工作清单和

负面清单。高职院校一定要把“双高”建设、提质

培优项目建设、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和高

职教育评价改革一起抓，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目标

导向和需求导向，系统推进，周密部署，全面促进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改革学校评价，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 

1.1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标准

高职院校要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明确高校党

建工作责任的通知》《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高

校基层治理的具体措施》等文件，科学设计年度目

标任务考核清单，明确考核工作细则，将党的建设、

办学方向、意识形态、依法治校、安全稳定等作为

考核的重要指标。[1]

1.2  健全职业学校评价

高职院校要探索建立一流、优质、特色、合格

四类学校层面评价标准和质控点，将产教融合成效、

教师队伍建设起色、社会服务贡献度、学生获取证

书情况、毕业生就业创业效果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高职院校要积极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持续深入开展诊断与改进工作。高职院校要引入第

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多方评价体系，每年定期发布

人才培养质量报告、适应社会需求报告、服务社会

贡献度报告、用人单位综合评价报告等。 

高职院校要积极参与“双高”建设，探索高水

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新路径，形成示范

和头雁效应 ；推进提质培优项目建设，促进高职教

育高质量发展，打造高职教育特色和品牌。

高职院校要围绕产业建专业，把专业链建在产

业链上，构建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动态机制。高职院

校要坚持“双元”协同育人，共建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学院 ；加强“政、行、企、校”

四方融合，积极探索高层次现代学徒制的新路径和

新措施。高职院校要围绕专业群建设，对接职业标准，

重构课程体系，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2    改革教师评价，推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

2.1  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

高职院校要按照教职工师德师风考核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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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要修订高职院校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办法，对有学生工作经历的考察对象可优先考虑；

严格按照要求配齐配强思政课教师，将辅导员、班

主任等学生工作经历作为青年教师职称晋升的必要

条件。

2.4  改进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评价

高职院校要建立科研工作分类评价标准，按

照岗位特点、专业特色和研究性质建立相适应的

评价指标，重点评价科研贡献度和科研成果转化

应用效果。

高职院校要重新修订学校职称评审办法，对取得

重要理论成果、重大技术成果和巨大社会贡献的，申

报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时对论文和课题不做硬性要求。

3    改革学生评价，推进“五育并举”全方
位系统建设

3.1  树立科学成才观念

高职院校要结合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学生

层面诊改工作要求，重新修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标准，建立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高职院

校要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与各类评优评先、

入党推优、奖助学金评选、毕业条件审核联系起

来高职院校要。做好过程管理，每学期进行一次

学生思想品德鉴定和综合素质测评，每学年进行

一次汇总，实行思想品德鉴定和综合素质测评预

警机制。高职院校要严把学生毕业思想品德鉴定

关，毕业学期对学生毕业条件中的德育条件进行

审核，不合格者不准予毕业。[3]

3.2  完善德育评价

高职院校要分年度制定学生三年德育教育目

标，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组织好思政教育活动和德

育教育。高职院校要尝试引进学生管理系统，从新

生入校、校园生活、实习就业、毕业等实行一体化

管理，利用系统平台，结合思想品德鉴定，将学生

自评互评、家长反馈、教师评价以及实习就业单位

评价有机结合起来，作为综合素质测评的一部分。

3.3  强化体育评价

高 职 院 校 要 将 体 育 纳 入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在校学生开设 4 学期体育课，开足 144 学时。高

职院校要制定《大学生学生体质健康检测评价办

法 和 大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达 标 方 案 》， 每 学 年 对 学 生

进行一次体质健康达标测试，将体质测试成绩纳

入学生评先评优和奖学金考核评价序列。高职院

法、师德标兵及师德先进个人评选办法，每年开展

全员、过程性师德考核，建立健全国家、省、市、

校四级师德先进评价体系，定期开展师德先进等评

选表彰活动，促进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

平全面提升。

高职院校要成立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

员会，积极参与“寻访区域好老师”公益活动，发

挥楷模示范引领作用。

高职院校要按照教职工师德师风考核实施办

法，开展师德师风考核，建立师德师风预警机制，

对师德师风考核不达标的教师进行通报 ；建立帮扶

机制，帮助青年教师健康成长 ；建立约谈机制，对

屡教不改者调离教师岗位，直至开除。

2.2  突出教学实绩

高职院校要按照教师参与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办

法，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实行五年一轮

企业实践锻炼制，促进教师及时掌握企业一线岗位

标准、技术要求，积累企业工作经验。高职院校要

严格按照“双师”素质教师管理办法，开展“双师

型”教师认定工作。

高职院校要按照《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

标准》（人社部发 [2020]100 号）文件要求，重新

制定高职院校内部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管

理办法，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高职院校教职工绩效工

资分配办法，形成良性的教师发展机制。

高职院校要制定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评选办

法，依托专业群打造结构化的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推动教师整体水平提升 ；修订教授聘任管理

办法，把教授承担专科教学任务作为聘用与考核的

必备条件，每学年不低于 36 学时，督促各二级学

院优先安排教授承担专科生教学。

高职院校要根据教育部最新文件精神，修订高

职院校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非必要不得使用境外

教材 ；制定关于进一步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

用工作的意见，确保思政教材的统一规范使用。

2.3  强化一线学生工作

高职院校要完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的实施意见和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

作实施方案等制度，将上思政课、联系学生明确纳

入班子成员年度目标任务考核。高职院校党委书记

定期查看班子成员任务完成情况，督促班子成员做

好备课准备和联系学生等记录，并将上思政课、联

系学生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述职报告的一项

重要内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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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积极推广体育传统项目，培养学生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3.4  改进美育评价

高职院校要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课程纳

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修满

2 个学分方能毕业。高职院校各专业要结合自身特

点，进一步完善美育课程体系，包含文学、绘画、

舞蹈、戏剧、设计等。高职院校要结合团委第二课

堂，开展社团活动、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的美育活

动，把学生美育成果纳入评先评优的具体指标。

3.5  加强劳动教育评价

高职院校要把劳动教育写入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高职院校

要结合专业自身特点和岗位需要，各有侧重确定劳

动教育的具体内容，明确劳动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法。

学校建立劳动教育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把劳动

素质的培养作为考核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且

作为学生评先评优的一项指标。

3.6  严格学业标准

高职院校要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毕业条件，把好毕业审核关，达到毕业标准方可毕业。

各课程组制订课程考核方案，完善过程性考核和结果

性考核。高职院校各二级学院要加强课堂教学管理，

把学生考勤、课堂参与度、课堂纪律等作为学生平时

成绩的主要依据。高职院校要强化实习实训管理，坚

持校企“双元”过程考核，实行毕业生技能达标检测

制，做到必备技能人人过关，不合格者不准予毕业。

每学年对各专业考试成绩进行抽测，形成年度抽测报

告，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学生发展质量。

高职院校要大力推进 1+X 证书试点工作，依托

教育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推动技

能证书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成果互认工作。高职院校要

做好通过技能高考和扩招政策入学学生技能证书相

关学分转换工作，探索相关课程免学、免考制度。[4]

3.7  深化考试制度改革

高职院校要坚决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

开程序的招生工作原则，根据教育部和湖北省教育

厅的要求，科学制定招生专业分配计划，按照考生

类别，制定分类录取标准，对各专业志愿投档实行

平行志愿投档规则。高职院校要大胆探索“文化素

质 + 职业技能”考试办法，进一步畅通中高职衔接

通道。[5]

高职院校依托国家学分银行管理平台，自学

考试新旧专业转换，可以进行学习成果认定、学

分互任、课程顶替及转换。

4    组织实施

4.1  落实改革责任

高职院校党委会、院长办公会专题研究教育评

价改革，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相关具有可操作性的文

件，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管理办法和高职院校教职工绩效工资分配办法，

科学设计相关指标，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坚决摒弃

“五唯”，将破除“五唯”有关工作列入各责任单位

年度目标任务清单进行考核。

4.2  加强专业化建设

高职院校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要求，结合诊改工作和诊改平台，制定符

合国家教育理念和学校实际情况的评价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多方参与的评价系统，逐步提升评价结果

的科学性。  

高职院校要注重评价结果的转化，将评价结果

应用于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等工作中，

将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评价数据整合并录入

学校内部质量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平台，

成为学校诊断与改进工作的重要抓手。

4.3  营造良好氛围

高职院校要设立“家长学校”，实施“家校共育”

工程，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育人机制；

遴选家庭教育讲师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开设家长网

络特色课堂，利用高职院校微信公众平台和抖音平

台，发布“家校共育”信息，传播科学育人经验。 

高职院校校内媒体及时宣传解读科学教育理

念、改革政策和相关工作动态，积极向国家、省、

市新媒体宣传推广教育评价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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