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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说明 

 

根据教育部《关于编制、发布和报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2019）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8〕142 号》，以云

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上报教育部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V2.18》的数据为主要依据，结合麦可思

的第三方评价数据，开展了深入的数据分析，形成了《云南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 

报告分为学院概况、学生发展、教学改革、培养结果质量、

国际合作、政策保障、服务贡献、面临挑战 8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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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院概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农业职业院校，始终传承和发扬

“百年兴农，耕养不辍”的精神，坚持“以农为本，服务三农”的人才培养理念，

探索形成了“全真全程”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服务三农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0 年被立项为“云南省省级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2012 年承建了“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吉现代农业科技

友谊示范园”，2014 年通过了“云南省高职院校特色评估”，2014 年被确定为“云

南省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5 年农业部在学院设立了“中国－缅甸农业技

术培训中心”，搭建了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家级培训交流平台。2017 年被确定为“云

南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单位”、“云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示范学校”，2018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被省教育厅确定为云南农业职

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单位，省级平安校园，7 个专业被省教育厅确定为云南省高水平

骨干专业立项建设专业，创新行动计划 13个省级项目立项，获得“临沧市脱贫攻坚

奖扶贫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连续 7 年获得“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

责任考核一等奖”。 

（一） 学校定位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办学专业以第一产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融合，融

入现代化高原特色农业发展与云南“一带一路政策”战略实施，构建现代农业专业

体系。学院以培养农业高等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实行专科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并重的教育模式。 

（二） 二级学院总数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下设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畜牧兽医学院、园林园艺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工程学院、公共基础部（体育工作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共五院二部，开设三年制高职（专科）专业 4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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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办学条件 

表 1-1 本院办学基本条件一览表 

基本监测指标 达标指标 本院数据 

生师比 18 17.54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15 62.25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16 16.02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4000 11764.90 

生均图书（册/生） 60 71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20 35.74 

生均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59 104.21 

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6.5 7.14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台） 8 18 

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位） 7 11.68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 10 48.84 

生均年进书量（册/生） 2 7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 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主

要成效 

学院畜牧兽医、园艺技术、作物生产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农产品加工与质

量检测、工程造价、财务管理 7 个专业通过 2018 年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骨干

专业备案。 

学院生猪标准化养殖生产性实训基地、太空蔬菜生产性实训基地、现代化无公

害蛋鸡养殖生产性实训基地 3 个生产性实训基地被确定为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示范性校企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学院师资培训基地为云南省省级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基地。 

学院财会职业能力养成实训中心、药品生产技术 GMP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2 个虚

拟仿真实训中心被确定为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示范性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建设项目。 

学院“互联网+特色学院”被确定为云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示范

性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试点单位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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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为全国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为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示范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学院云南省王锐宠物医师大师工作室、云南省郝凤梅宠物美容大师工作室、云

南省段金辉月季切花大师工作室 3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云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示范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课程被确定为云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示范性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建设项目。 

二、 学生发展 

（一） 招生口径 

1. 计划招生数、实际录取数、录取后报到率 

本院 2018 年计划招生数 4040 人，实际录取数 4019 人，实际录取率 99.48%。

实际报到人数 3530 人，新生报到率 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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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院新生报到率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2. 招生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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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2018 年招生 4980 人（含中高职贯通），其中基于高考直接招生 1617 人，

单独考试招生 1683 人，中高职贯通的招生 1380 人。 

表 2-1 本院招生口径分布 

招生口径 人数（人） 百分比（%） 

基于高考直接招生 1617 32.47 

基于高考的“知识+技能”招生 299 6.00 

单独考试招生 1684 33.82 

中高职贯通的招生 1380 27.71 

合计 4980 —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二） 生源分布地区 

本院 2018 届大多数（98.6%）毕业生为云南省生源。 

表 2-2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生源地 毕业生人数（人） 毕业生所占比例（%） 

云南 1952 98.6 

四川 11 0.6 

贵州 11 0.6 

海南 3 0.2 

广西 1 0.1 

重庆 1 0.1 

山东 1 0.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三） 在校生结构及规模 

全日制普通高职学历教育在校生总数 8040 人，包括高中起点 7633 人，中职起

点 407 人。 

（四） 学生活动 

1.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 

本院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共计 101156.76 平方米，其中教室面积为 29928.16

平方米，图书馆面积为 3855.82 平方米，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为 64342.3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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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堂面积为 3942.62 平方米。 

2. 学生活动内容 

学校以学生兴趣爱好为导向，现有社团 43 个，重视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重视文

化育人和实践育人，将共青团干部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共青团组织为枢纽和中心，以学生会组织为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的主体组织，以学生社团及相关学生组织为外围延伸手臂。借助团学组织

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扩大团学工作的有效覆盖面，积极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

学校优质院校建设，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学院与云南疾病控制中心、云南防痨协会、七彩院线开展“结核宣传公益校园

行”为主题的终结结核的公益活动；举办“我们的节日.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交流座

谈会；组织师生观看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直播；组织师生观看反腐倡廉教

育电影《决不姑息》；举行 2018 年第五届大学生校园心理情景剧比赛；举行民兵连

集训汇报表演；举行廉政文化作品展暨庆七一建党节主题活动；开展系列活动庆祝

2018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成功举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演

讲比赛；举办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举行庆祝建校 114 周年诗歌朗诵欣赏会；举行

庆祝建校 114 周年校庆日主题系列活动；举行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宣讲对谈

会；举行 2018 年新生反恐防暴、消防、应急逃生演练等各类活动，积极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思想观、价值观，不断丰富学生的业余时间，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图 2-2 学院开展系列活动庆祝 2018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五） 社团活动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参加过体育户外类社团活动的比例（28%）较高，

比本院 2017 届（25%）高 3 个百分点；有 28%的人表示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比

本院 2017 届（26%）高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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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本院毕业生参加社团活动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院毕业生在校期间，社交联谊类社团活动的满意度较高，为 93%；表演艺术

类、学术科技类社团活动的满意度较低，均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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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本院毕业生对社团活动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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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生服务 

1. 学生资助类型和数量 

本院资助人数 2392 人，资助金额共 688.275 万元。对各年级的具体资助情况如

下表所示。 

表 2-3 学生资助类型和数量 

项目名称（全称） 
项目 

种类 
奖助范围 

奖助 

人数 

（人） 

奖助 

金额 

（万元） 

2016 至 2017 学年奖学金 奖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3 级（五

年制）学生 
92 30.750 

2017 学年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

2013（五年制）、2014 级（五

年制）学生 

505 149.550 

2016 至 2017 学年奖学金 奖学金 2015 级、2016 级学生 76 25.150 

2017 至 2018 学年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

2014 级（五年制）学生 
435 128.850 

2017 至 2018 学年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7 级全

体学生 
283 41.875 

2017 年度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1 0.800 

2017 年度省政府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1 0.600 

2017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31 15.500 

2017 年度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5 2.000 

2017 年度学校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24 1.950 

2017 年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1 0.800 

2017 年省政府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1 0.600 

2017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24 12.000 

2017 至 2018 学年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15、2016、2017 级全体学生 283 83.750 

2017 年云南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4 1.600 

2017 年学校奖学金 奖学金 2015、2016 级全体学生 21 1.750 

2016 至 2017 学年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3（五

年制）学生 
1 0.800 

2016 至 2017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

金 
奖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3 级（五

年制）学生 
47 23.500 

2017 年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3（五

年制）学生 
547 162.050 

2016 至 2017 学年省政府奖学金 奖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3 级（五

年制）学生 
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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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全称） 
项目 

种类 
奖助范围 

奖助 

人数 

（人） 

奖助 

金额 

（万元） 

2016 至 2017 学年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 
奖学金 

2015 级、2016 级、2013 级（五

年制）学生 
8 3.200 

合计 2392 688.275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2. 促进就业创业、主动服务地方和行业需求。 

本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使学生具备

“就业有优势、创业有能力、继续教育有基础、发展有空间”的现代职业素质。学

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就业质量不断提升。近年来毕业生年终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较高水平，连续 7 年荣获“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

奖”。 

（1） 工作机制完善，工作高效开展 

学院全面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建立健全就业创业工作机制，

工作实现了“四个到位”：责任到位、机构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学校建立

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和奖励机制。 

（2） 创新教育改革，培养创业能力 

一是加强课程教育。学院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与就业指导》设为必修课程，按行政班级授课，总学时为 60 学时，占 4 个学分。融

合第一、第二课堂，开展就业创业指导，强化就业创业意识。 

二是坚持以赛促创。学院坚持每年举办创业大赛，为学生提供演练平台。参加

中华职教社全国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荣获三等奖。 

三是教育与服务相融合。学校坚持就业创业教育和服务“三农”实践活动相融

合。引导学生树立“热爱三农、献身三农、服务基层”的思想，学生服务“三

农”、服务基层的就业创业意识得到了强化。 

（3） 搭建众创平台，帮扶学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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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为学生搭建“新农人”众创空间、实践基地创新创业平台、校企合作共建

创业孵化基地三个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实施“导师+项目+团队”模式，并每年投入

10万元创业基金，扶持大学生创业。学生自愿申报创业项目，经审核批准，与学校

签订合同，即可获得 1～2 万元的资金支持。目前，学院 1880 名毕业生接受了创新

创业培训。帮助毕业生成功开设了 26家农资公司，实现年销售额在 50～100万元。 

近年来，学院共有 330 多名毕业生实现创业，先后有 30 人获得创业贷款共计 162

万元。 

（4）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水平，切实加强毕业生就业助困帮扶 

学院高度重视困难毕业生就业工作，多渠道、多方式为毕业生“送岗位、送政

策、送指导”，切实提高招聘活动效率；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跟踪帮扶机制。落

实“毕业生就业助困帮扶”计划，实施“一对一”就业帮扶。2018 年学院共为 572

名毕业生发放求职补助 57.2 万元。2018 届毕业生共有 23 个少数民族 712 人，其中

670 人就业，就业率为 94.1%，接近总体水平。云南 8 个人口较少民族毕业生 14

人，1 人暂未就业，就业率为 92.9%。 

3.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 82%。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77 80 82

60

70

80

90

100

(

%)

 

图 2-5 本院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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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生接受就业服务的比例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接受“大学组织的招聘会”求职服务的比例（64%）最大，

“没有接受任何求职辅导服务”的比例由本院 2017 届的 17%下降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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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7届 本校2018届(

%)

 
图 2-6 本院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求职服务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5. 毕业生对就业服务的有效性评价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接受“辅导面试技巧”求职服务的有效性（89%）最高，“直

接介绍工作”求职服务的有效性（68%）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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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本院毕业生对母校求职服务的有效性评价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1 

（七） 学生在校期间能力、素养提升情况 

1. 能力提升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总体能力满足度为 87%，与本院 2017 届（88%）基本持平。 

2017届 2018届

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 88 87

60

70

80

90

100(

%)

 
图 2-8 本院毕业生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是“沟通与交流能力”（91%），

其后依次是“团队合作能力”（85%）、“解决问题能力”（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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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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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校学习经历对通用能力的影响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认为受母校学习经历影响明显比例1较高的通用能力是“团队

合作能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均为 52%），其后依次是“解决问题能力”（49%）、

“持续学习能力”（49%）、“专业知识应用能力”（4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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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母校学习经历对各项通用能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影响明显的比例是指影响深远和影响较大的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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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素养提升 

本院 2018 届工程类专业毕业生中，分别有 72%、65%、65%的人认为大学帮助

自己在“人生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追求上进”、“团队合作”方面得到提

升较多，而提升较少的方面是“工程安全”（43%）、“环境意识”（47%）；另外，

96%的工程类毕业生认为大学帮助自己获得了素养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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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本院工程类学生在校期间素养提升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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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2018 届非工程类专业毕业生中，分别有 71%、70%的人认为大学帮助自己

在“人生的乐观态度”、“积极努力、追求上进”方面得到提升较多，而提升较少

的方面是“人文美学”（35%）；97%的非工程类毕业生认为大学帮助自己获得了素

养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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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本院非工程类学生在校期间素养提升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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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生各类获奖情况 

本院 2017-2018 学年学生的各类获奖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4 2017-2018 学年本院学生获奖情况 

获奖 

日期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级别 学生名单 

指导教师 

名单 

201710 BIM 造价应用技能团体二等奖 技能大赛 国家级 钟志诚、王娅玲、张世琳 刘亮、丁磊 

201710 BIM 施工项目管理应用技能团体优秀奖 技能大赛 国家级 陈红、黄通、付辛伟 刘亮、丁磊 

201710 建设工程岗位从业技能仿真团体三等奖 技能大赛 国家级 牛坤、阮金艳、岩罕龙 刘亮、丁磊 

201803 2018 年省级优秀毕业生 其他 省部级 
罗海龙、浦丹、熊丽珍、张珉玮等 24

人 
徐浩 

201804 2018 年省级三好学生 其他 省部级 
段静、李彦微、刘红梅、李梦月、杨

小菲、董腊芬、张欣、 
周兴林 

201804 2018 年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其他 省部级 施有莲、欧正丽 徐浩 

201804 2018 年省级优秀班级 其他 省部级 16 财务管理一班 许垚 

201804 2018 年省级优秀毕业生 其他 省部级 
付新伟、黄通、杨志贤、罗志勇、胡

孟、普倩等 15 名同学 
蔡东 

201804 2018 年省级三好学 其他 省部级 
普明军、普明军、胥丽娟、薛剑成、

刘丽、李中艳 
杨袁刚 

201804 2018 年优省级秀学生干部 其他 省部级 董应宏 白焌 

201804 2018 年省级先进班集体 其他 省部级 16 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张俊禹 

201804 2018 年省级优秀毕业生 其他 省部级 
杨四宝、冯小东、罗雄、撒威、陈思

月等 23 名同学 
解芬 

201804 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张双艳 方其仙 



 
 
 

 16 

获奖 

日期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级别 学生名单 

指导教师 

名单 

201804 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高婷 太光聪 

201804 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孔广菊 李茜 

201804 2018 年省级三好学生 其他 省部级 杨旭、许永亮、旃薇、徐德莹 蔡东 

201804 2018 年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其他 省部级 普倩 蔡东 

201804 2018 年省级先进班级体 其他 省部级 16 水利工程一班 李秋敏 

201804 建筑工程识图团体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钟志诚、王娅玲 彭苗 

201804 测绘团体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钱龙虎、王解园、雷连富、殷南杰 
周敏、陈志

远 

201804 建筑工程识图团体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王婧元 宦忠涛 彭苗 

201804 
2018 年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园林景观设计比赛

二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姜程灿、赵华杏 刘琴 

201804 
2018 年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园林景观设计比赛

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陶超、钱涛涛 刘琴 

201804 2018 年省级先进班集体 其他 省部级 16 环境艺术设计一班 赵瑾 

201804 2018 年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其他 省部级 杨英 杨丽菊 

201804 2018 年省级三好学生 其他 省部级 王思宇、杨潇琴、王明 
杨丽菊、赵

瑾 

201804 省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二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张静、黄欣 杞斯卡娜 

201804 
省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法检

测畜禽肉中兽药残留）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张琪 保志鹏 

201804 
省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法检

测畜禽肉中兽药残留）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刘翠 浦仕飞 

201804 
省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法检

测畜禽肉中兽药残留）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张国林 胡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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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日期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级别 学生名单 

指导教师 

名单 

201805 2018 年云南省优秀共青团员 其他 省部级 杨俊武，何富良 张蒂佐龙 

201805 2018 年云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 其他 省部级 杨思娜 张蒂佐龙 

201806 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三等奖 技能大赛 国家级 张双艳 方其仙 

201806 工程算量团体一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李丽萍、蔡春菊 刘亮、丁磊 

201806 工程算量团体二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罗德艳、王玙、王宏、刘犇 刘亮、丁磊 

201806 项目管理沙盘团体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张熙、幸繁娟、黄通 丁磊、刘亮 

201806 招投标沙盘模拟团体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王婧元、徐德莹、陈红 丁磊、刘亮 

201806 BIM 建模团体三等奖 技能大赛 省部级 付新伟、刘海琼 丁磊、刘亮 

201806 全国中高等院校 BIM 招投标网络竞赛-全国三等奖 技能大赛 国家级 王婧元、徐德莹、陈红 丁磊 

201806 2018 年省级优秀毕业生 其他 省部级 
杨英、鲁学亮、浦东琴、张国明等 12

名同学 

杨丽菊、陈

智平、吴潇

潇 

201806 2018 年省级三好学生 其他 省部级 
赵国涛、代张薇、李艳芝、杨兰、黄

云娇、张荣州、胡杨洋、罗莹 
保志鹏 

201806 2018 年省级优秀干部 其他 省部级 陆街荣、杨莹 保志鹏 

201806 2018 年省级先进班集体 其他 省部级 16 食品质量与安全一班 杨再波 

201806 2018 年省级优秀毕业生 其他 省部级 
苏吉佳、万文艺、彭清、朵盛杰等 26

名同学 
保志鹏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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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立德树人 

1. 学校“立德树人”的有效举措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定农职学院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加强校风学风师德师风的建设，开展教风学风专项检查，严格

按照教学管理规定处理教学事故。 

学院举办了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宣讲对谈会、“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

功立业新时代”主体演讲比赛、庆祝建校 114 周年诗歌朗诵欣赏会、114 周年校庆

座谈会暨校史连环画首发仪式、庆祝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等活动，落实 2018 年云南

省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工作中贯彻落实相关精神，严格按照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好全省高校党建暨思想政治工作推进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

精神，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图 2-13 举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演讲比赛 

（十） “工匠精神”培育 

1. “积极努力，追求上进”素养提升的比例 



 
 
 

 
 19   

 

本院 2018 届有 68%的毕业生认为大学帮助自己获得了“积极努力，追求上进”

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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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本院学生“积极努力，追求上进”素养提升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工匠精神”培育的具体做法及案例 

培育学生工匠精神，从课堂开始。工匠精神既要求有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

还要有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对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荣誉

感和使命感。通过课程结合实践实训，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加强学生对专业的认

同感、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将学院、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共同合作，推进科

学技术革新，塑造工匠精神，比如学院张国建老师带领油菜综合试验站团队，攻坚

克难，早熟高产多用途油菜品种云花油 9 号选育与应用项目荣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科

学技术进步奖（证书号：2017AC184-D-003）。 

2018 年全国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中，我院学生喜获团队赛全国中药传统技能大赛

三等奖，通过参加国家级的技能大赛，学生学到了一种竞技态度，一种知识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工匠精神。展现了我院学子在技艺提升上不断追求、勤奋好学勤

动手的风采，和对本专业的一种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为强化

实践教学，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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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学院师生在油菜育种实践基地开展研究 

 

（十一） “劳模精神”培育 

1. 培育“劳模精神”的具体做法 

营造一个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学习氛围。劳模不只是靠吃苦耐劳、硬打硬拼，

更需要责任、担当和智慧，更离不开创新精神和家国情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新时期的劳模精神有着更加丰富的

内涵，和我们的工作、生活贴得很近，在青年学子中倡扬劳模精神正当其时。干一

行爱一行，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从中发掘自我潜能，在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中实

现个人价值。在老师的引导下，从课堂开始，培育学生的劳模精神，积极开展各项

学习活动，联系实践，营造一个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学习氛围。 

2. “劳模精神”培育案例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开展水稻插秧教学实训 

——弘扬劳模精神，培育劳动情怀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结合我院参与的“功能稻的选育”项目实施，农学与生

物技术学院开展了历时两天的水稻插秧教学实训活动，相关负责老师带领 2017 级作

物生产技术专业的三个班级和 2017 级休闲农业专业的学生积极参与，完成了四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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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田的栽种工作。经过两天的时间，在同学和老师的辛勤劳动下，九块稻田全部

插上了秧苗。通过此次教学实训，提高了同学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让同学们体会

到了劳动的意义。 

（十二） 精准扶贫 

1. “脱贫攻坚”案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15 年以来学院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省教

育厅关于“挂包帮”、“转走访”扶贫攻坚工作的有关部署，定点帮扶耿马县大兴

乡龚家寨村。一直以来，学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的

政治任务来抓，将脱贫攻坚工作与学院中心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落实。学院党

委书记、院长亲自带队深入挂联点，实地了解帮扶项目实施情况，主要领导先后召

开多次会议学习、研究部署扶贫工作，推进工作开展，做到了“四个到位”，即组

织领导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扶贫措施到位、人员保障到位。 

通过精准帮扶，用心、用力、用情为百姓做实事、解难事，驻村帮扶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龚家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16 户 864 人，学院 67 名领导干部共结

对帮扶 143 户 579 人，截止到目前，已向龚家寨村拨付扶贫资金共计 296.38 万元，

学院结对帮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40 户脱贫出列，将于年底整村脱贫出列。《云

南日报》、《云南经济日报》、云南网等省级新闻媒体十余次报道我院扶贫工作的

成效及亮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中共临沧市委的高度认可，大兴乡龚

家寨村村“两委”、贫困群众对学院挂包工作和驻村工作满意度高，反响好。 

脱贫攻坚体现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全院上下将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全省脱贫攻

坚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采取务实措施，扎实做好

单位包村和干部包户工作，坚决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的

历史重任、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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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文俊院长一行参加学院驻耿马县龚家寨村扶贫工作队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图 2-17 学院精准扶贫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十三） “一带一路”建设 

1.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案例 

案例 1：涉外培训 

2017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7 日和 2017 年 11 月 9 日—11 月 23 日，分别举办了

缅甸和柬埔寨农业涉外培训班各一期，参加人数为：缅甸 10 人，柬埔寨 30 人；培

训了中国国情概论，水稻育种技术、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热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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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水果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技术；采用理论教学、现场教学、现场观摩等多

种培训形式，对象国语言全程翻译。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缅甸和柬埔寨

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图 2-18 学院 2017 年缅甸农业科技人员培训班圆满结束 

 

图 2-19 学院第一期柬埔寨农业科技人员培训机场合影 

 

案例 2：中柬农业科技示范园可持续发展项目 

2018 年 3 月 28—30 日，柬埔寨班迭棉吉省政府副秘书长杰辛安一行到我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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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访问，本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洽谈“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友谊示

范园”可持续发展问题。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中柬示范园可持续发展，承诺在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我院将以示范园为平台，充分发挥农业技术及培训方面的

优势，开展两国国际技术交流、农业科技示范及人员培训，解决目前示范园有效利

用问题，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服务。 

此次交流访问，学校和柬埔寨班迭棉吉政府方面就“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

吉农业科技友谊示范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学院将继续对中国云南-

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友谊示范园进行为期 4 年的管理，充分发挥农业技术及培

训的作用，提升班迭棉吉省农业科技可持续发展水平，大力提升水稻等农作物的产

量和品质，并把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友谊示范园建成我院的海外实

训基地。 

三、 教学改革 

（一） 专业建设 

1. 专业结构调整 

本院设置专业总数 44 个，2018 年招生专业 35 个，停招专业 9 个，新增专业 3

个。进一步优化了专业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趋势有效衔接。 

2. 院系、专业结构 

本院设置院系专业情况如下表所示，此处为 2018 年招生之前学校的院系专业情

况。 

表 3-1 本院院系、专业结构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畜牧兽医学院 畜牧兽医 

畜牧兽医学院 动物医学 

畜牧兽医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畜牧兽医学院 宠物养护与驯导 

畜牧兽医学院 食品检测技术 

畜牧兽医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畜牧兽医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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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畜牧兽医学院 动物防疫与检疫 

畜牧兽医学院 动物药学 

畜牧兽医学院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畜牧兽医学院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工程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工程学院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工程学院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工程学院 建设工程监理 

经济管理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经济管理学院 资产评估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软件技术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种子生产与经营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技术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业生物技术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烟草栽培与加工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园艺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园林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林业技术 

园林园艺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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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或特色专业 

本院建有国际级特色专业 1 个（园林技术）、省级重点专业 1 个（畜牧兽医）、

省级特色专业 7 个（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中草药栽培技术、园艺技

术、作物生产技术、财务管理、工程造价）。 

表 3-2 本院重点或特色专业 

专业名称 重点专业 特色专业 

园林技术  国家级 

畜牧兽医 省级 省级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校级 省级 

中草药栽培技术 校级 省级 

园艺技术  省级 

作物生产技术  省级 

财务管理  省级 

工程造价  省级 

种子生产与经营  校级 

宠物养护与驯导 校级 校级 

农业经济管理 校级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二） 课程建设 

1. 课程类型及数量 

表 3-3 本院课程级别及数量 

课程类型 课程门数（门） 学时（课时） 占总学时的比例（%） 

A 类 380 10746 9.8 

B 类 891 42017 38.2 

C 类 1250 57234 52.0 

合计 2521 109997 10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2. 生均修课的课时 

本院在校生人数为 8040 人，总课时数为 109997 课时（学时），总体生均修课

的课时为 13.68 课时/人。 

3. 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0%，与本院 2017 届（90%）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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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院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毕业生工作后对所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满足度 

本院 2018 届回答核心课程重要的毕业生认为这些核心课程的培养水平对现在的

工作或学习的满足度为 73%，比本院 2017 届（69%）高 4 个百分点。满足度提升，

说明培养水平提升，课程教学满足实际工作或学习的需求。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课程满足度 70 6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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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院核心课程满足程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5. 毕业生工作后对所学专业核心课程的重要性评价 

本院 2018 届就业和正在读本科的毕业生中，有 88%的人认为本院的核心课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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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工作或学习重要，比本院 2017 届（83%）高 5 个百分点。重要度提升，说明

核心课程在实际应用领域中更为重要，课程与实际应用领域的接轨程度有所提升。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课程重要度 86 8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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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本院核心课程重要程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师资队伍建设 

1. 职称结构 

本院共有教师 431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121 人，中级职称教师 156 人，初级

职称教师 34 人。 

表 3-4 本院教师职称结构分布 

职称级别 教师人数（人） 占比（%） 

高级职称 121 28.07 

中级职称 156 36.19 

初级职称 34 7.89 

其它 120 27.84 

总计 431 100.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2. 学历结构 

本院共有教师 431 人，其中校内专任教师 249 人，校内兼课人员 44 人，校外兼

职教师 75 人，校外兼课教师 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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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汇总教师学历只汇总了校内专任教师和校内兼课人员。 

表 3-5 本院教师学历结构分布 

学历 教师人数（人） 

博士研究生 7 

硕士研究生 121 

大学 155 

专科 9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3. 双师素质教师所占比例 

本院共有教职工 431 人，校内专任教师 249 人，其中双师素质教师有 185 人，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所占比例为 74.30%。 

4. 教师参与校外进修、培训、交流 

本院部分教师参加国家、省部、地市级的进修、培训、交流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6 本院部分参与校外进修、培训、交流的教师一览表 

教师姓名 项目名称 时间（天） 派出部门 

董仲生 猪病防治新技术 3 省部 

张怀辉 云南省农药生产许可技术评审专家培训会议 1 地市 

谭琳 
云南省高校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示范培训班（第 2

期） 
5 省部 

张自芳 云南省“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食品质量与安全培训 30 省部 

李芸欣 云南大学教师教学方法培训 9 省部 

胡钦杰 乡村振兴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专题培训班 7 省部 

祁永琼 
现代信息化技术背景下全国部分高等职业院校  园林

园艺专业教学研讨会 
2 省部 

谢艳 思政课新教材使用培训 2 省部 

李石友 全国涉农职业教育干部培训班 7 省部 

胡小九 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 1 地市 

祁永琼 教师综合素质提升培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修学习 7 省部 

张英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18 年版教材使用培训 2 国家 

董仲生 地方猪品种资源开发 6 省部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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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1.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经过多年建设，本院共有校内实践基地 72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7 本院 2018 年校内实训基地 

编号 实践基地名称 编号 实践基地名称 

1 工程管理实训基地 37 园林实训园 

2 农业信息实训室 38 园林实训园二期 

3 普通化学实训室 39 园艺实训基地 

4 作物实训室 40 园林园艺学院机房 

5 生物技术实训室 41 园林园艺学院生态水稻田实训基地 

6 种子实训室 42 园艺综合实训室 

7 显微镜室 43 植物病虫害实训室 

8 中草药校内实训基地 44 组培工厂 

9 食药用菌生产基地 45 设施农业实训基地 

10 中草药炮制加工室 46 中草药实训中心 

11 宠物训导 47 招投标沙盘实训室 

12 牧医楼实验实训区 48 项目管理沙盘实训 

13 食品加工实训区 49 现代蛋鸡养殖基地 

14 养兔实训基地 50 血液与影像诊治实训室 

15 养禽实训基地 51 水产养殖实训基地 

16 特禽养殖基地 52 作物生产技术实训基地 

17 生态养殖基地 53 生物制药实训中心 

18 兽医临床诊疗与检验中心 54 数码显微互动实训中心 

19 牛、羊、马、驴实训基地 55 农业物联网 

20 养犬实训基地 56 土壤肥料实训室 

21 养猪实训基地 57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实训中心 

22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中心 58 饲料分析检测实训中心 

23 ERP 实训室 59 电子商务实训室 

24 网络实训室 60 财会实训室 

25 会计电算实训室 61 水体生物治理实训基地 

26 计算机应用实训室 62 大中型沼气实训基地 

27 网络工程实训室 63 中水处理实训基地 

28 组装与修护实训室 64 井水净水实训基地 

29 茶艺实训室 65 农村能源与环境实训室 2 

30 工程测量实训室 66 园林实训园三期 

31 计算机制图室 67 工程造价校内实训基地 

32 景观设计实训室 68 网络信息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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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实践基地名称 编号 实践基地名称 

33 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实训室 69 农产品检测中心 

34 农业水利技术实训室 70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35 特色园艺品种示范区 71 水稻育种实训基地 

36 园林规划设计工作室 72 美合易思合作办学特色基地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2.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学院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校外实践基地逐年增加，现有校外实践基

地 183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8 本院 2018 年校外实训基地 

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1 畜牧兽医学院-嵩明县畜牧局 嵩明县畜牧局 

2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云岭广大种禽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云岭广大种禽饲料有限公司 

3 畜牧兽医学院-爱美森宠物医院 爱美森宠物医院 

4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金江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云南金江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5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惠嘉育种有限公司 云南惠嘉育种有限公司 

6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建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建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7 畜牧兽医学院-三人食品有限公司 三人食品有限公司 

8 畜牧兽医学院-神农（东方红）饲料 神农（东方红）饲料 

9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金航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金航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0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雪兰公司 昆明雪兰公司 

11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广州利洋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利洋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12 农学院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丹花园艺公司 昆明丹花园艺公司 

13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金实鼎业农资连锁有限公

司 
昆明金实鼎业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14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天穗农资有限公司 昆明天穗农资有限公司 

15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鑫凯高科北京作物有限公司云

南分公司 

鑫凯高科北京作物有限公司云南

分公司 

16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英茂生物农业有限公司 云南英茂生物农业有限公司 

17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鼎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鼎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三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 
昆明三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9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日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日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1 畜牧兽医学院-西南集团 西南集团 

22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瑞特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瑞特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3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锦农堂农贸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锦农堂农贸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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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24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雄云兽药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雄云兽药科技有限公司 

25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西南天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西南天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26 畜牧兽医学院-曲靖市开发区利民獭兔开发有限公司 
曲靖市开发区利民獭兔开发有限

公司 

27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大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大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8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贝康宠物医院 昆明贝康宠物医院 

29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宠儿康动物医院 昆明宠儿康动物医院 

30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宣威市海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省宣威市海璇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31 
畜牧兽医学院-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校外实训

基地 
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 

32 
畜牧兽医学院-石林生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校外实训

基地 
石林生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33 园林园艺学院丹花园艺（昆明）有限公司实习基地 丹花园艺（昆明）有限公司 

34 园林园艺学院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实习基地 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 

35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习

基地 
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6 园林园艺学院博尔园艺（昆明）有限公司实习基地 博尔园艺（昆明）有限公司 

37 园林园艺学院昆明天穗农资有限公司实习基地 昆明天穗农资有限公司 

38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花仙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实

习基地 

云南花仙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39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季季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实习基

地 
云南季季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40 
园林园艺学院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习基

地 
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1 园林园艺学院昆明万园春园艺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昆明万园春园艺有限公司 

42 园林园艺学院通海县土肥站实习基地 通海县土肥站 

43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广德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广德饲料有限公司 

44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黄龙山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黄龙山饲料有限公司 

45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慧嘉养猪公司 昆明慧嘉养猪公司 

46 畜牧兽医学院-青岛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47 畜牧兽医学院-大北农集团昆明大北农有限公司 大北农集团昆明大北农有限公司 

48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东恒经贸集团猪育种有限公司 
云南东恒经贸集团猪育种有限公

司 

49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加美特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加美特饲料有限公司 

50 畜牧兽医学院-呈贡县农业局 呈贡县农业局 

51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 

52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昆明华龙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华龙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53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盛和畜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盛和畜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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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54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 云南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 

55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奥宝畜禽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奥宝畜禽科技有限公司 

56 畜牧兽医学院-富源博誉凯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富源博誉凯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57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新子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云南新子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58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市大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市大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9 畜牧兽医学院-西双版纳为民牧业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为民牧业有限公司 

60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玉溪康辉宠物医院 云南玉溪康辉宠物医院 

61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版纳微型猪近交系重点实验室 
云南版纳微型猪近交系重点实验

室 

62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北农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北农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63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昆明铁骑力士饲料公司 云南昆明铁骑力士饲料公司 

64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 

65 畜牧兽医学院-玉溪云兴畜禽服务部 玉溪云兴畜禽服务部 

66 畜牧兽医学院-玉溪怡悦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玉溪怡悦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67 畜牧兽医学院-红河邦格牧业有限公司 红河邦格牧业有限公司 

68 畜牧兽医学院-江川县远川养禽场 江川县远川养禽场 

69 畜牧兽医学院-寻甸县绿源养殖有限公司 寻甸县绿源养殖有限公司 

70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昆明善清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善清食品有限公司 

71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力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力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72 畜牧兽医学院-玉溪红塔区畜牧兽医局 玉溪红塔区畜牧兽医局 

73 奥龙世博经贸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奥龙世博经贸有限公司 

74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家云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家云饲料有限公司 

75 畜牧兽医学院-玉溪快大多饲料有限公司 玉溪快大多饲料有限公司 

76 昆明肯德基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昆明肯德基有限公司 

77 畜牧兽医学院-弥勒县唐氏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弥勒县唐氏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78 昆明沃尔玛购物广场实训基地 昆明沃尔玛购物广场 

79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牧康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牧康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 

80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 云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 

81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种畜场 云南省种畜场 

82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原种猪场 云南省原种猪场 

83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祖代蛋种鸡场 云南省祖代蛋种鸡场 

84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种羊场 云南省种羊场 

85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86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家畜冷冻精液站 云南省家畜冷冻精液站 

87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8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省祖代肉种鸡场 云南省祖代肉种鸡场 

89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蓝天伊势农业有限公司 昆明蓝天伊势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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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90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云南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91 畜牧兽医学院-玉溪东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玉溪东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92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绿盛美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绿盛美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93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杰翔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杰翔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4 畜牧兽医学院-西双版纳恒源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恒源肉食品加工有限公

司 

95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王庆来烤鹅公司 昆明王庆来烤鹅公司 

96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昆明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97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华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华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9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金瑞种业有限公司校外实

训基地 
云南金瑞种业有限公司 

99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保腾生化技术公司校外实

训基地 
昆明保腾生化技术公司 

100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校

外实训基地 
云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1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校外实

训基地 
浙江恒兴饲料有限公司 

102 畜牧兽医学院-腾冲县兴达鸵鸟养殖场校外实训基地 腾冲县兴达鸵鸟养殖场 

103 
畜牧兽医学院-西安市昌盛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校外

实训基地 
西安市昌盛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104 
畜牧兽医学院-新平利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校外实训基

地 
新平利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105 畜牧兽医学院-宜良旺民兔业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宜良旺民兔业有限公司 

106 畜牧兽医学院-玉溪济源种畜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玉溪济源种畜有限公司 

107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爱之家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爱之家 

108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亚东宏工贸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

地 
昆明亚东宏工贸有限公司 

109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亚灵/科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校

外实训基地 

昆明亚灵/科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10 畜牧兽医学院-宁波市兔业协会校外实训基地 宁波市兔业协会 

111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康农饲料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康农饲料有限公司 

112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清源牧业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清源牧业有限公司 

113 畜牧兽医学院-保山市永坤实业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保山市永坤实业公司 

114 
畜牧兽医学院-富源县佳益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校

外实训基地 

富源县佳益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 

115 
畜牧兽医学院-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驻云南办事

处校外实训基地 

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驻云南

办事处 

116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德美康宝宠物医院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德美康宝宠物医院 

117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云兴鱼渔业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云兴鱼渔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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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11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禾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校

外实训基地 
云南禾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9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金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金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0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121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新鸿源经贸有限公司校外

实训基地 
云南新鸿源经贸有限公司 

122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奋发友联科技有限公司校

外实训基地 
昆明奋发友联科技有限公司 

123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健之家健康连锁药房有限

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健之家健康连锁药房有限公

司 

124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作物保

护部校外实训基地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作物保

护部 

125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勤耕农资有限公司校外实

训基地 
云南勤耕农资有限公司 

126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季季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季季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127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新汇康健康有限公司校外实训

基地 
新汇康健康有限公司 

12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天和地农业营养科技有限

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天和地农业营养科技有限公

司 

129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生物谷灯盏花药业有限公

司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生物谷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 

130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校外

实训基地 
昆明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 

131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金秋种业有限公司校外实

训基地 
云南金秋种业有限公司 

132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润农农资有限公司校外实

训基地 
昆明润农农资有限公司 

133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昆明冠华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昆明冠华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34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35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金瑞种业有限公司 
云南金瑞种业有限公司校外实训

基地 

136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美国陶氏益农公司云南办事处

校外实训基地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云南办事处 

137 台湾惠光公司云南办事处校外实训基地 台湾惠光公司云南办事处校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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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训基地 

138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名泽烟草机械有限公司校

外基地 
云南名泽烟草机械有限公司 

139 经济管理学院昆明高等冶金专科学校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高等冶金专科学校 

140 经济管理学院沃尔玛超市校外实训基地 沃尔玛超市昆明大观分店 

141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海潮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海潮公司 

142 经济管理学院金蝶公司云南分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金蝶公司云南分公司 

143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巅峰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巅峰公司 

144 经济管理学院网中网软件公司校外实训基地 网中网软件公司 

145 园林园艺学院保山九润辣木产业开发公司 保山九润辣木产业开发公司 

146 园林园艺学院昆明瑞雨农农资有限公司 昆明瑞雨农农资有限公司 

147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利之源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利之源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148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卓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卓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49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弘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弘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0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广旭宇畜牧有限公司 昆明广旭宇畜牧有限公司 

151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天北隆升牧业有限公司 云南天北隆升牧业有限公司 

152 畜牧兽医学院-曲靖富源朝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曲靖富源朝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53 畜牧兽医学院-楚雄大姚金沙林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楚雄大姚金沙林牧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154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华桂源种禽有限公司 昆明华桂源种禽有限公司 

155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云岭广大峪口禽业有限公司 云南云岭广大峪口禽业有限公司 

156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宠保利宠物医院 昆明宠保利宠物医院 

157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安德利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安德利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58 畜牧兽医学院-中信嘉丽泽（国际）马术俱乐部 中信嘉丽泽（国际）马术俱乐部 

159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爱心贝贝宠物医院 昆明爱心贝贝宠物医院 

160 畜牧兽医学院-寻甸兴平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寻甸兴平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161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浩木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浩木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162 畜牧兽医学院-东方动物医院 东方动物医院 

163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泊尔恒国际生物制药 云南泊尔恒国际生物制药 

164 畜牧兽医学院-云南三丰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三丰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65 测绘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省测绘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166 测量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冉犀科技有限公司 

167 测量校外实训基地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 

168 测绘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测绘工程院 

169 工程测绘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普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0 测绘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鹏源测绘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71 工程测绘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民建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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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基地名称 依托单位名称 

172 工程造价校外实训基地 
昆明融众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173 工程管理校外实训基地 云南里德尔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174 广联达现代学徒制实训基地 广联达科技有限公司 

175 中海达测绘现代学徒实训基地 
广州中海达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76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 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 

177 园林园艺学院-昆明虹之华园艺有限公司 昆明虹之华园艺有限公司 

178 云南惠农时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惠农时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179 云南昆明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180 得库实业有限公司（台湾） 得库实业有限公司（台湾） 

181 工程学院-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2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 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 

183 畜牧兽医学院-昆明高上高食品有限公司 昆明高上高食品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3. 生均参加实习与实践的时间 

本院全日制学生生均参加实习与实践的时间为 300 学时/年，与去年相比生均增

长 20 学时。 

4. 毕业生参加实践与实训的比例 

本院毕业生参加实践与实训的比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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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本院毕业生参加实践与实训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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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生实践和实训的专业相关度 

本院毕业生实践和实训的专业相关度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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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本院毕业生实践和实训的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培养结果质量 

（一） 准时毕业率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届总毕业生人数为 1980 人。截止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准时就业率为 94.3%。 

（二） 毕业生就业率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 94.19%，与本院 2017 届（98.14%）基本持

平。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就业率达到 96.87%，基本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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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毕业生对就业现状的满意度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8%，比本院 2017 届（67%）有所提

高。本院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平稳增长。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就业现状满意度 65 6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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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本院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四） 毕业生平均月收入 

本院 2018 届的月收入为 3290 元，与本院 2017 届（3325 元）基本持平。本院

毕业生月收入水平基本稳定。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月收入 3128 3325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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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本院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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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生对母校总体满意度和推荐度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0%，与本院 2017 届（90%）持平。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校友满意度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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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本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的比例为 68%，比本院 2017 届（65%）高 3

个百分点。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校友推荐度 61 6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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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本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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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及竞赛获奖 

1. 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证情况 

本校 2018 届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为 34%。 

未获得, 66%获得, 34%

 

图 4-5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证情况 

本院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1 本院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证情况 

专业名称 

学生获取的符合专业面向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 等级 人数 发证机构（全称） 
鉴定 

地点 

农业经济管理 助理会计证 初级 29 云南省财政厅 校外 

财务管理 助理会计证 初级 38 云南省财政厅 校外 

建设工程监理 材料员 中级 2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校内 

工程造价 材料员 中级 4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校内 

水利工程 材料员 中级 5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校内 

建设工程监理 施工员 中级 8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校内 

工程造价 施工员 中级 20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校内 

工程造价 资料员 中级 11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校内 

园艺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97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园林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38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 沼气工 高级 24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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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学生获取的符合专业面向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 等级 人数 发证机构（全称） 
鉴定 

地点 

园林工程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40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环境工程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18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林业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36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环境艺术设计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15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作物生产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79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中草药栽培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81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烟草栽培与加工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17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水产养殖技术 水生物病害防治员 高级 16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药品生产技术 兽用生物制品制造工 高级 94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药品生产技术 农作物植保员 高级 94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药品经营与管理 兽用生物制品制造工 高级 44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畜牧兽医 家畜繁殖员 高级 255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畜牧兽医 动物疫病防治员 高级 255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高级 62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食品检测技术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高级 49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食品质量与安全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高级 37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动物医学 动物疫病防治员 高级 46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动物医学 动物检疫检验员 高级 46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宠物养护与驯导 动物疫病防治员 高级 48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 校内 

行政管理 秘书资格证 初级 8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 
校外 

电子商务 物流师 初级 8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校外 

市场营销 营销师资格证 初级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校外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络工程师 初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

中心 
校外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工程师 初级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和考试

中心 
校外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七） 毕业生的工作专业相关度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59%，比本院 2017 届（56%）高 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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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 2017届 2018届

相关度 55 5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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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本院毕业生的工作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八） 对主要职位的人才贡献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位类别为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39.4%）、商

业和服务业人员（23.6%）、工程技术人员（12.7%）。 

表 4-2 主要职位类别需求变化趋势 

职位类别 本院 2017 届（%） 本院 2018 届（%）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38.4 39.4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23.8 23.6 

工程技术人员 14.6 12.7 

其他人员 3.8 8.7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九） 对主要行业的人才贡献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为农/林/牧/渔业（42.4%）、批发和零售业

（16.6%）、建筑业（13.5%）。其中，就业于批发和零售业的比例较本院 2017 届（9.9%）

有所上升。 

表 4-3 主要行业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名称 本院 2017 届（%） 本院 2018 届（%） 

农、林、牧、渔业 43.2 42.4 

批发和零售业 9.9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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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15.3 13.5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十） 对本地区的人才贡献 

本院 2018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93.7%的人在云南省就业。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在云南就业的比例 91.4 93.5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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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本院毕业生对本地区的人才贡献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十一） 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人才贡献 

本院近两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性质均是其他企业（分别为 88.1%、

88.5%）。 

表 4-4 不同性质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单位性质 本院 2017 届（%） 本院 2018 届（%） 

其他企业 88.1  88.5  

其他事业单位 3.8  4.8  

国有企业 3.4  2.9  

机关 2.5  2.6  

其他 0.7  0.4  

医疗卫生单位 0.3  0.2  

中初教育单位 0.3  0.2  

三资企业 0.5  0.2  

部队 0.1  0.1  

农村建制村 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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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社区 0.1  0.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十二） 毕业生进入典型用人单位就业的情况 

学校作为一所兼具百年办学历史和现代农业办学特色的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

坚持发扬“耕道养德”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地与新时代对接，主动融入国家经济

发展战略和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战略。加强校企、校政、校校深度融合，促进毕业生

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搭建校园创业实战实训平台，鼓励

和帮扶学生创业。毕业生主要服务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第一线，普遍受

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好评，主要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达 96%以上。与其他高

校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认为学校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和“解决问

题能力”较强，而抗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积极乐观及自我展现能力相对来说不

占优势。 

（十三） 创业情况 

1. 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4.5%，与本院 2017 届（4.4%）基本持平。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创业比例 5.2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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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本院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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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评价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创业教学课程”（52%），其

有效性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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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本校 2018 届分别有 55%、48%、47%的毕业生认为创业教育对“树立科学的创

业观（如：创新意识、职业操守、意志品质及社会责任等）”、“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掌握创业必备的能力（如：创业资源整合、商业计划书

撰写、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非常有帮助”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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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0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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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专升本比例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升学的比例为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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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本院毕业生升学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五、 国际合作 

（一） 学生培养 

1. 全日制留学生规模 

本院现有国际学生共 17 人，境外学生数 19 人，在本院学习。其中，生源国主

要是泰国和柬埔寨。 

2. 开发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数 

本院有农作物栽培、园艺植物栽培、果树修剪、水产养殖、种子繁育 5 门课程

被柬埔寨班迭棉吉大学认可，双方正在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制定。 

3. 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 

学院选派 6 名学生到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示范培训教学实习实训基地进行

实习，选派 14 名同学去泰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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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交流与培训 

1.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表 5-1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培训项目 参与人员数（人次） 投入资金（万元） 

中缅农业科技人员培训（农业部项目） 20 20 

中柬农业科技人员培训 30 46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 

（三） 国际化合作典型案例 

学院于 2015 年承建了云南省政府与柬埔寨合作项目：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

吉农业科技友谊示范园，受到柬埔寨政府的高度认可。2018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

为更好地将中国农业技术的输出与推广到东南亚，提升项目可持续发展水平，我院

党委书记崔金赋一行六人赴柬班迭棉吉省就“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

友谊示范园”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合作洽谈，并在班迭棉吉省省长孙·博

武的见证下签署了《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班迭棉吉省农林渔业厅关于农业科技

友谊示范园项目可持续发展框架协议》，第一周期为四年，每年培训农业科技人员

40 人次，种植大户 80 人次，柬埔寨大学生 80 人次，中方学生 10 人到基地实训，

每年学院将投入经费 60 至 80 万元人民币。我院将以示范园为平台，开展农业科技

示范、推广，新品种展示；农业科技人员培训、村长（合作社）培训、种植大户培

训；棉吉大学和马德望大学农业类专业学生实习、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

等工作，发挥学院农业科学技术及培训优势，提升当地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使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六、 政策保障 

（一） 政策扶持 

1.学校坚持“以质量文化建设为核心，保证内部质量诊改持续性”工作思路，

培养广大教职工的质量意识、质量文化。把质量文化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之中，使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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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化有了深刻的根基。 

2.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等方面制度建设，研究出台了《云南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听课制度》、《云南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责任制实施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督导工作管理办法》、《云

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信息员制度》5 个教学质量监控制度。 

3.构建了“四三三制”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监控教学设计、教学建设、教学

过程和教学效果等四个主要环节，开展教师教学水平、学生学习效果和学院管理水

平三方面的评价，协调决策层、组织层、执行层三个层面的保障要素，促进教学质

量提升，实现全员参与的全过程质量管理。质量事故管控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 

4.逐渐建立起外聘督导评价，学生即时评价、阶段性评价、结果性评价等多维

度评定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机制，建立教师评学机制，实现师生互评，逐步建

立课程建设及教学质量诊断与反馈机制。 

 

（二） 政府的项目和经费保障 

1. 年度办学经费总收入及其结构 

学院 2018 年度办学经费总收入为 12814.99 万元，主要来源于财政经常性补助

收入（8542.34 万元），其次是学费收入（3878.55 万元）。 

表 6-1 本院年度办学经费总收入及其结构 

收入项目 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学费收入 3878.55 30.3 

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 8542.34 66.7 

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 142.64 1.1 

社会捐赠金额 251.46 2.0 

总收入 12814.99 — 

注：表中所占比例数据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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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均培养成本的公私构成 

学院 2018 年度办学经费总收入为 12814.99 万元，全院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6971

人（此数据为折合在校生人数），生均培养成本（办学经费总收入/在校生人数）为

18383 元，其中来自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的比例为 67.8%，

来自学费收入的比例为 30.3%。 

3. 年度办学经费总支出及其结构 

学院 2018 年度办学经费总支出为 4531.85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教学经费，其支

出额为 2183.48 万元，其次是用于教学改革及研究，其支出额为 1719.19 万元。 

表 6-2 本院年度办学经费总支出及其结构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设备采购 525.02 11.6 

日常教学经费 2183.48 48.2 

教学改革及研究 1719.19 37.9 

师资建设 67.6 1.5 

图书购置费 36.56 0.8 

总支出 4531.85 — 

注：表中所占比例数据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4. 总收入与教学支出的比率 

表 6-3 本院总收入与教学支出的比率 

收入项目 
金额 

（万元） 

所占比例 

（%） 
支出项目 

金额 

（万元） 

所占比例 

（%） 

学费收入 3878.55 30.3 设备采购 525.02 11.6 

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 8542.34 66.7 日常教学经费 2183.48 48.2 

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 142.64 1.1 教学改革及研究 1719.19 37.9 

社会捐赠金额 251.46 2.0 师资建设 67.6 1.5 

   图书购置费 36.56 0.8 

总收入 12814.99 — 总支出 4531.85 — 

收支比率 1：0.3536 

注：表中所占比例数据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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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服务贡献 

（一） 毕业生本地就业分布 

本院 2018 届毕业生在昆明就业的比例为 52.6%，其毕业后的月收入为 3313 元。 

52.6

3313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20

40

60

80

100

在昆明就业的比例 在昆明就业的月收入

(

%)

(

元)

 

图 7-1 本院毕业生在昆明就业的比例及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培训非学历学生规模及课时数 

表 7-1 本院培训非学历社会人员规模及课时数 

项目 人数 课时/人 
总课时 

（小时） 

云南省职业烟农培训项目 19070 14 266980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 200 56 11200 

非农专业继续教育培训项目 210 960 201600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关于 2017 年度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升国培项目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23 221 5083 

黔东南州 2017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补助项目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昆明）培训项

目 

101 48 4848 

2018 年度丽江市农业技术人员产业带头人培训

项目 
20 480 9600 

昆明市农业局 2018 年市级乡村农技推广员培训

项目 
40 40 160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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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本地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数 

本院与本地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共 40 门，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2 本院与本地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数 

专业名称 共同开发课程数（门） 

作物生产技术 4 

园艺技术 3 

园林技术 3 

中草药栽培技术 3 

药品生产技术 3 

药品经营与管理 3 

财务管理 3 

市场营销 3 

行政管理 3 

种子生产与经营 2 

烟草栽培与加工 2 

计算机应用技术 2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水产养殖技术 1 

农业生物技术 1 

工程测量技术 1 

农业经济管理 1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四） 为本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收入总数 

表 7-3 本院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收入总数 

序号 单位名称 收入金额（万元） 

1 宁洱鹿茸家禽养殖场 1 

2 寻甸县绿源养殖有限公司 1 

3 云南省真趣商贸有限公司 0.5 

4 昆明天穗农资有限公司 1 

5 云南惠农时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5 

6 富源县佳益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1 

合计： 6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五） 为本地企业的新雇员提供职前培训 

本院为企业年培训员工数共 1487 人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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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本院为企业年培训员工数 

专业名称 学校为企业年培训员工数（人天） 

宠物养护与驯导 280  

动物防疫与检疫 240  

种子生产与经营 180  

中草药栽培技术 180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120  

食品检测技术 100  

畜牧兽医 90  

作物生产技术 60  

动物医学 50  

财务管理 45  

农业经济管理 38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药品经营与管理 30  

行政管理 22  

烟草栽培与加工 2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六） 与本地企业产学合作 

本院与本地企业产学合作数共 196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5 本院与本地企业产学合作列表 

专业名称 产学合作企业总数（个） 

畜牧兽医 50 

作物生产技术 20 

宠物养护与驯导 20 

药品生产技术 15 

中草药栽培技术 10 

动物医学 10 

种子生产与经营 8 

药品经营与管理 8 

动物防疫与检疫 8 

烟草栽培与加工 6 

园艺技术 5 

农业生物技术 5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5 

水产养殖技术 4 

食品检测技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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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产学合作企业总数（个） 

工程测量技术 3 

休闲农业 3 

园林工程技术 2 

工程造价 2 

园林技术 1 

财务管理 1 

农业经济管理 1 

市场营销 1 

行政管理 1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1 

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 1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七） 为本地提供医疗、健康咨询等服务 

表 7-6 本院为本地提供医疗、健康咨询等服务列表 

时间 项目名称 

2017 年 7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小哨医务室合同（昆明大观医院） 

2017 年 9 月 7 日 开展新生入学健康卫生教育 

2018 年 4 月 3 日 开展春季疾病预防卫生知识专题讲座 

2018 年 9 月 13 日 组织开展传染病预防宣传教育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后勤。 

 

（八） 为本地提供法律咨询、少儿教育等其他志愿者服务 

表 7-7 本院为本地提供法律咨询、少儿教育等其他志愿者服务列表 

主要活动内容 
总数 

（人次） 

农博会志愿者服务、对附近的尊老爱幼志愿服务，学校环境维护志愿服务 659  

省级技能大赛“艺术插花”、“果树嫁接”志愿者服务、志愿服务单独招生技能考试、

迎新志愿者 

240  

参与 3.5 学雷锋志愿，清扫花庄河走廊、18 级迎新志愿者等活动 236  

office；PS；AI 以及其他软件知识应用 150  

农博会志愿者服务、中草药传统技能大赛志愿者服务、学习焦裕禄精神拓展活动 150  

“精艺杯”技能大赛志愿者服务、农博会志愿者服务、“学雷锋”清扫校园活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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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内容 
总数 

（人次） 

“学雷锋”集中开展志愿者服务（打扫教室），旧物易主贵如宝等活动 95  

爱鸥护鸥、失物招领,捐款捐物等 55  

向德馨小学捐款捐物，救助车祸儿童李浩冉，校园失物认领、参与茭菱社区公益等 55  

技能大赛志愿者服务、清理花庄河垃圾、保护红嘴鸥活动、服务单独招生考试 53  

云南省中药技能大赛选拔，培训，志愿者。 30  

合计 1824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八、 面临挑战 

（一） 现有挑战 

1.农业厅下属 3 家单位成建制并入学校，机遇与挑战并存 

云南省种畜、种禽、原种猪繁育推广中心已于今年并入学院，学院实现跨越发

展，迎来重大机遇，但也面临巨大挑战，融合存在困难。 

2.育人环境仍需改善 

学院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逐年改善，但与广大师生的期盼和要求还有差距，仍

需继续投入，持续改善。 

3.产教融合深度需进一步提高 

学院与企业的合作方式和模式总体还比较单一，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

发展等方面还有不足，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 

4.专业建设仍有不足 

专业结构还不够合理，专业发展不平衡，龙头专业和优势专业较少，专业布局

需进一步优化。 

（二） 应对措施 

1.继续推进学院优质高职院校项目建设 

以云南省优质高职院校立项建设为契机，做好 7 个云南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

骨干专业建设和第三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工作。 

2.提升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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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并入单位融合工作，进一步整合资源，做好顶层设计，融入高原特色农业

现代化建设，调整专业布局，进一步提升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服务能力。 

3.进一步加强产教深度融合 

做好互联网+特色专业的建设，继续探索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深

化与企业合作的协调育人机制。 

4.持续改善办学条件 

积极推进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数字校园建设，重点开展智慧

校园建设，在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工作中打造互联网+教育的应用。 

 

 

附件一：质量报告“计分卡”指标 

附表 1 本院质量报告“计分卡”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2555 

云南

农业

职业

技术

学院 

1 就业率 % 87.20 96.87 

2 月收入 元 3325 3290 

3 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 56.00 59.00 

4 母校满意度 % 90.00 90.00 

5 自主创业比例 % 4.40 4.50 

6 雇主满意度 % 95.61 99.41 

7 毕业三年职位晋升比例 % 63.00 65.23 

数据来源：麦可思-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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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质量报告“学生反馈表”指标 

附表 2 本院质量报告“学生反馈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一年级 二年级 

12555 

云南

农业

职业

技术

学院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2965 2233 

2 

教书育人满意度 —   

（1）课堂育人 调研人次 人次 1362 960 

满意度 % 95.00 96.00 

（2）课外育人 调研人次 人次 1362 960 

满意度 % 96.00 97.00 

3 

课程教学满意度 —   

（1）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12 12 

满意度 % 95.00 90.00 

（2）公共基础课（不

含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24 10 

满意度 % 90.00 90.00 

（3）专业课教学 调研课次 课次 304 380 

满意度 % 90.00 90.00 

4 

管理和服务工作满意度 —   

（1）学生工作 调研人次 人次 2500 2000 

满意度 % 91.20 90.85 

（2）教学管理 调研人次 人次 2500 2000 

满意度 % 95.36 94.80 

（3）后勤服务 调研人次 人次 2500 2000 

满意度 % 94.40 93.20 

5 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时间 人日 3284 2188 

6 

学生社团参与度 —   

（1）学生社团数 个 43 43 

（2）参与各社团的学生人数 人 

乒乓球社: 136 

棋牌社: 120 

羽毛球协会: 130 

民族舞社: 35 

手工社: 110 

网球协会: 34 

合唱团: 70 

排球协会: 39 

轩雅汉风舞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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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一年级 二年级 

足球社: 66 

篮球社: 134 

武术协会: 130 

定向协会: 24 

动漫社: 80 

街舞社: 50 

爱国社: 55 

曳舞社: 51 

汉服社: 80 

语言艺术社: 120 

健身社: 104 

爱心社: 125 

摄影社: 56 

Hmong 协会: 68 

飞盘社: 35 

自立读书会: 75 

说唱社: 52 

滑板社: 45 

园艺协会: 39 

轮滑社: 87 

IT 社: 45 

茶艺社: 31 

制图协会: 23 

插花协会: 40 

中草药协会: 50 

创业协会: 25 

创新创业部: 17 

青年者志愿者协会: 27 

少数民族协会: 200 

民兵连: 174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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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质量报告“资源表”指标 

附表 3 本院质量报告“资源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2555 

云南农

业职业

技术学

院 

1 生师比 — 17.76 17.54 

2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 77.02 74.30 

3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生 10042.62 11764.90 

4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m2/生 
16.88 16.02 

5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个/生 0.46 0.45 

6 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Mbps 10000 10000 

7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 门 745 899 

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 门 287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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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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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质量报告“国际影响表”指标 

附表 4 本院质量报告“国际影响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备注 

12555 

云南

农业

职业

技术

学院 

1 
全日制国（境）外留学

生人数（一年以上） 
人 30 36 

—— 

2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

员培训量 
人日 380 600 

—— 

3 

在校生服务“走出去”

企业国（境）外实习时

间 

人日 3000 3100 

—— 

4 
专任教师赴国（境）外

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 
人日 90 95 

—— 

5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

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 
人 3 3 

张国建、杨卫国在柬

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

技示范园担任工程师

及翻译。赵茜在缅甸

福利来有限公司担任

技术咨询。 

6 

开发并被国（境）外采

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数 
个 0 1 

作物栽培技术专业专

业教学标准被柬埔寨

班迭棉吉大学采用；

农作物栽培、园艺植

物栽培、果树修剪、

水产养殖、种子繁育

等 5 门课程被班迭棉

吉大学认可。 

开发并被国（境）外采

用的课程标准数 
个 5 5 

7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

奖数量 
项 0 1 

在柬埔寨班迭棉吉举

办的水稻栽培技能大

赛获得一等奖。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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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质量报告“服务贡献表”指标 

附表 5 本院质量报告“服务贡献表”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255

5 

云南

农业

职业

技术

学院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7019 8040  

毕业生人数 人 2065 1980  

其中：就业人数 人 1897 1688  

毕业生就业去向： —  —  

A 类:留在当地就业人数 人 1409 1303  

B 类: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就业人数 
人 1963 1327 

 

C 类: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

务人数 
人 1403 1570 

 

D 类:到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 人 52 47  

2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2003.50 1850.50  

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 万元 0 0  

3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万元 1139.97 1038.32  

4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2003.50 1850.50  

5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680.00 650.00  

6 公益性培训服务 人日 360 450  

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单选）：省级（√）   地市级（） 

行业或企业（）     其他（）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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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质量报告“落实政策表”指标 

附表 6 本院质量报告“落实政策表”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2555 

云南农业

职业技术

学院 

1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元 17100.00 12589.00 

其中：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元 3525.19 4152.27 

2 

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 人 355 586 

在岗教职员工总数 人 358 397 

其中：专任教师总数 人 248 249 

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万元 790.00 371.00 

4 
生均企业实习经费补贴 元 1300 1300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5 
生均企业实习责任保险补贴 元 150 150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6 

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 课时 5454 9760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元 1230600.00 1147000.00 

其中：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数据来源：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