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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5 年 
专业建设规划 

 

专业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载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建设是高

职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内涵发展的重要手段。专业群是学校破

解单个专业普遍存在的资源稀释、分散、封闭、不均衡等瓶颈问题，降低

宏观调控难度，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抓手，以专业群为单位优化专

业结构，能更好地适应新技术引发的快速职业迭代，发挥集聚效应，保持

发展活力，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全面提升学

校专业服务产业能力，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

业设置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结

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学校办学定位及发展整体规划、学校现有专业建设

积淀情况，特制定本规划。 

一、办学定位及发展规划 

办学理念：耕道、养德、理想、开拓。内涵优先，兼顾规模适度增长；

特色兴校，构建办学核心竞争力。 

办学类型定位：公办农业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层次定位：以专科层次职业高等教育为主体，积极构建中等职业

教育、专科层次职业高等教育和应用本科职业教育两座立交桥。积极探索

申办高职本科专业，加强开展继续教育，努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职业培训服务。 

专业面向定位：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专业为优势和特色，集农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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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大健康、工程、经济管理、电子信息等多专业门类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融合发展的专业群。 

服务面向定位：立足云南，服务西南，辐射南亚东南亚，面向三农、

面向产业、面向行业。 

培养目标定位：为区域一、二、三产业生产建设和管理服务一线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特色定位：五环全真、四位全程、生产全真、教学全程的“全真

全程”人才培养模式。 

发展规划定位：以高原特色农业专业为优势和特色，围绕区域产业发

展、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建设、滇中产业新区建设发展需求设置专业，

逐渐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延伸，建设形成一批支撑服务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及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本地离不开、

业内都认可、学生有发展、国际能交流的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 

二、现有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现设置有 52 个专业，招生专业 38个，涉及农林牧副渔等 13 个专

业大类、22 个专业类，初步形成了以农林牧渔大类为主，食品药品与粮食、

财经商贸、电子信息等其他专业类为支撑的多专业类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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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院现有专业情况统计一览表 

专业代码 专业 专业大类 专业类 

畜牧兽医学院 

510301 畜牧兽医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3畜牧业类 

510302 动物医学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3畜牧业类 

510306 宠物养护与驯导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3畜牧业类 

510315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3畜牧业类 

5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4渔业类 

510108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农学与园艺技术学院 

510101 作物生产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02 种子生产与经营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03 设施农业与装备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05 休闲农业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07 园艺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10 中草药栽培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11 烟草栽培与加工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201 林业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2林业类 

510202 园林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2林业类 

520804 环境工程技术 52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5208环境保护类 

530308 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 53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5303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65文化艺术大类 6501艺术设计类 

5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54土木建筑大类 5401建筑设计类 

570104 农业生物技术 57生物与化工大类 5701生物技术类 

510115 农资营销与服务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10108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 

510113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590103 食品质量与安全 59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1食品工业类 

590105 食品检测技术 59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1食品工业类 

590202 药品生产技术 59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2药品制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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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 专业大类 专业类 

590204 药品质量与安全 59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2药品制造类 

590301 药品经营与管理 59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3食品药品管理类 

590305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59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3食品药品管理类 

620302 中药学 62医药卫生大类 6203药学类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 64旅游大类 6402餐饮类 

590101 食品加工技术 59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1食品工业类 

620301 药学 62医药卫生大类 6203药学类 

经济管理学院 

510118 农业经济管理 51农林牧渔大类 5101农业类 

630301 财务管理 63财经商贸大类 6303财务会计类 

6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63财经商贸大类 6303财务会计类 

630701 市场营销 63财经商贸大类 6307市场营销类 

690206 行政管理 69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6902公共管理类 

工程学院 

5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52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5203测绘地理 信息 

520304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52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5203测绘地理 信息 

540106 园林工程技术 54土木建筑大类 5401建筑设计类 

540502 工程造价 54土木建筑大类 5405建设工程 管理类 

54050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54土木建筑大类 5405建设工程 管理类 

550201 水利工程 55水利大类 5502水利工程与管理类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6装备制造大类 5607汽车制造类 

540505 建筑工程监理 54土木建筑大类 5405建设工程管理类 

互联网技术学院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 电子信息大类 6102计算机类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 电子信息大类 6102计算机类 

610205 软件技术 61 电子信息大类 6102计算机类 

610213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61 电子信息大类 6102计算机类 

61021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 电子信息大类 6102计算机类 

630801 电子商务 63财经商贸大类 6308电子商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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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建设目标、思路、原则、内容 

（一）建设目标 

立足云南、服务西南、辐射南亚东南亚，面向三农、面向产业、面向

行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到 2025 年，学

院规划在学生规模达到 16000 人，规划建设 11 个二级学院（含 6 个产业学

院）、12 个专业群，形成对接高原特色农业、综合协调发展的专业群建设

格局，专业设置数达到在 60 个左右，每年招生专业数稳定在 50 个左右，

专业平均规模达到 300 人。 

（二）建设思路 

基于国家、云南省战略发展及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形势，对比全国

优秀高职院校及同类院校发展，立足学院及专业建设发展实际情况，坚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按照“适度发展规模，注重内涵建设，挖掘办学特

色，树立品牌专业，促进学生就业”的建设思路，以专业群建设及产业学

院发展为主要路径，依据学院强项优势发展自主专业群，对产业化依存度

较高的专业选择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共办产业学院的方式推进专业发展。 

（三）建设原则 

1.坚持适应发展原则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与产业

发展，在发挥主体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产业进步灵活调整

专业方向，形成新的增长点，推动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 

2.坚持资源共享原则 

按照“底层共建、中层分立、高层互用”的逻辑思路，通过单专业或

双专业引领的方式，引导专业群发挥整体优势；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积极对接产业发展，加强与行业企业交流合作，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产

业学院为载体，以育人机制的创新为落脚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符

合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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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动态调整原则 

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和专业结构，防止出现开设专业同质化、与产业吻合度不高等问题，避免

盲目设置、资源浪费，健全完善专业建设与发展自我评价机制，保障专业

建设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4.坚持内涵发展原则 

重点围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对专业及专业群建设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新趋势进行建设，

从而实现专业群的要素协同创新和整体内涵发展。同时要根据专业情况的相似

性、发展历史的相近性、发展要素的可比性来寻找国内外一流的同类专业群，

做好对标分析，结合自身原有的优势与特色，找准自己的发力点，力争在局部

突破并形成自身特色，从而实现专业群的整体提升。 

（四）建设内容 

1.二级学院、专业群重构 

在现有 6个二级学院的基础上，到 2025 年，规划整合建设 11个二级

学院（含 6 个产业学院）、12个专业群，形成对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及相

关产业、适应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需求，专业群对接产业群、综合协调发展

的办学格局。 

表 2  二级学院、专业群及专业组合重构情况一览表 

二级学院 专业群 招生专业 储备专业 拟增设专业 

1.畜牧兽医

学院 
养殖专业群 

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宠物养

护与驯导、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2.农学与园

艺技术学院 
种植专业群 

园艺技术、园林技术、林业技

术、风景园林设计、作物生产

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烟草

栽培与加工 

环 境 工 程 技

术、环境艺术

设计 

现代农业技术 

3.食品药品

学院 
检测专业群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食品

检测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

药品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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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 专业群 招生专业 储备专业 拟增设专业 

食药品专业群 

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经营与管

理、中药学、药学、食品加工

技术、烹调工艺与营养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 
 

4.经济管理

学院 
财经管理专业群 

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管理、市

场营销、农业经济管理、行政

管理 

 
会计、酒店管理、旅

游管理 

5.工程学院 工程专业群 
工程测量技术、工程造价、园

林工程技术、水利工程 

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建设项

目信息化管理 

 

6.互联网产

业学院 
计算机专业群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

技术、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电子商务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

理、跨境电子商务 

7.马术及休

闲产业学院 
马专业群 休闲农业  

马术运动及管理、马

育种及疫病防治、休

闲服务与管理 

8.大健康及

社区服务产

业学院 

大健康专业群   

护理、老年保健与管

理、中医养生保健、

家政服务与管理、老

年服务与管理、社区

管理与服务 

9.建筑工程

产业学院 
建筑专业群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

装饰工程技术、城乡

规划、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 

10.汽车产

业学院 
汽车专业群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汽

车营销与服务 

11.东盟产

业学院 
外语国贸专业群   

商务英语、应用泰语、

应用越南语、国际贸

易实务 

 

2.课程体系重构 

探索柔性、可拓展、面向岗位群的课程建设新模式，在专业群内按照

“平台+模块+方向”思路，系统重构课程体系，所有课程在教学中体现“课

程思政”，把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育人结合起来。按照平台课程相对

稳定的原则，整合专业群内共同必需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帮助学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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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整体认知。模块课程对接职业标准，按不同职业方向分流培养，帮助

学生形成岗位核心能力。方向课程机动灵活，跟随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不

断调整，使课程体系实时保持与产业界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积极应对

学生群体多元化、学习基础差异化、学习场景多样化的实际情况，实行弹

性学制和学分制，赋予学生群内专业选择权、课程选择权、教师选择权，

自主选择学习路径和进度，激发学习动力，满足多途径成长需求。其中：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群在以自身培养为主要目标的同时以支撑和服务其他

专业群“互联网+专业”的方向为目标提供相应支撑；外语国贸专业群在自

身建设形成“语言+专业”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同时继续为其他专业群提供

“专业+语言”的人才培养支撑。建设学院网络课程平台体系，到 2025年，

50%的课程能够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院教学模式全面转变，

教学质量整体提升。 

3.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聚焦校内教师职业品质、专业素养、教育素养、服务素养四大核心能

力模块，推动教师专业能力全面发展。把教师的师德放在首要位置，以新

时代“四有”教师标准统领师德建设，创新教师教育与管理，全面推动以

师德为灵魂的职业品质提升；加强专业培训学习，促进教师专业成长，通

过教师专业培训，不断更新教师专业发展理念，实现职业教育发展动态与

专业前沿知识与技术的把握，并内化为专业发展的资本，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与专业发展水平；通过教师教学能力竞赛、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等能力

提升平台搭建，提高教师的教育素养，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专业建设能

力和学生管理能力；引导教师关注区域产业布局调整，聚焦专业前沿，提

升社会服务能力，通过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组建产学研联盟，搭建校企

协同创新平台，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研究，解决企业生产和管理技术难题，

形成相应的绩效激励考核机制，有效提升教师的服务素养；充分发挥教师

发展中心的功能，给予政策、资金支持，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建立教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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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规划和管理，形成“教学名师”、“骨干教师”和“双师素质”三

大教师系列，把教学质量、教师发展、职称评审有机结合起来。 

4.教材及资源开发建设  

（1）校企合作编写教材 

积极吸纳企业人员加入教材编写队伍，以满足企业岗位需求为导向，

充分发挥企业人员与一线教师的专长，在深入了解岗位需求、全面掌握实

操技能的基础上，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教学，将行业企业技术

标准、工艺规范、工程案例等引入课程教学内容，编写具有职业教育特色

的教材，编写“活页式”教材，并通过教材修订机制实现教材内容与社会

经济发展紧密对接的动态更新。到 2025 年，完成 30 本以上的校本特色教

材开发编写出版，其中国家规划教材 10 本以上。 

（2）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助推教学改革，根据课程标准和教材配

套开发信息化资源、案例和教学项目，建立动态化、立体化、数字化的教

材和教学资源体系，积极开展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建设，使专业教材能够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的更新调整。到 2025 年，力争建

成校级资源共享课程 30门以上、省级资源共享课程 5门以上、国家级资源

共享课程 2 门以上。 

5.教学方法创新 

（1）推进以“课堂革命”为核心的教法改革 

以“实用性、创造性”为原则，充分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推进

“课堂革命”，实现教法改革。基于 2020 年疫情期间的信息化教学基础，

继续推进以信息化为载体的教育教学课程改革，以“实用性”为原则，按

照“准员工”的标准，推行项目教学、情景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法，将

课堂搬到农场、车间等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实现在“做中学、训中

学、研中学、创中学”，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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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把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起来，在解决工作难题中把基础知识与

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学习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以“创造性”

为原则，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打造创新创业课程，开发创新性训练项

目，建立创新创业案例库，系统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素养。 

（2）智慧学习环境建设 

基于学院智慧校园平台，构建“自主、泛在、个性化”的教学环境，

完善“互联网+职场化”教学模式，探索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VR/AR 等技术，推广虚拟工厂、慕课、微课等网络学习空间的

应用，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全场景立体式交互，提高

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知识课

堂”向“智慧课堂”转变。  

6.专业认证与评估 

加强专业建设的规范管理。利用诊断与改进平台机制监控专业运行，

获取大数据；引入第三方对专业做定期评估，对传统专业、特色专业核定

不同的评价标准，并配套相应的激励措施，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

2020-2025 年，每年完成 8-10 个左右专业认证与评估工作。 

四、专业建设举措及保障 

（一）加强协同推进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专业品牌建设协同推进机制。依托学院现有的云南农业行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云南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云南省农学会、云南农业

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单位、云南省农民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云南省农职业

教育培训中心、云南省农标委、云南省种畜繁育推广中心等资源和平台，

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资源平台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建立产、学、研 “三

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发挥好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学校的人才培养

和输送作用、科研的成果支撑作用，有序有力有效发挥学院各专业群龙头

专业的引领示范作用，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协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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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效能 

组成由学院院长牵头，教务处为主，校内各相关部门、第三方合作智

库及相关合作企业共同参与的学院专业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适时召开专

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分析产业行业发展现状，为专业建设发展提供咨询效

能；不断健全和加强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专业设

置、人才培养、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方面的指导促进作用。 

（三）合理分配和使用建设资金 

设立专业建设规划专项经费，加大专业群及专业建设的投入，

2020-2025 年专业建设项目预计总投入 1500 万元。其中：二级学院专业群

及专业组合重构 90万元、课程体系重构 150 万元、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380

万元、教材及资源开发建设 500 万元、教学方法创新 200 万元、专业认证

与评估 180 万元；2020 年 200 万元、2021 年 200 万元、2022 年 230 万元、

2023年 250万元、2024 年 310 万元、2025 年 310 万元。 

表 3  专业建设资金投入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资金投入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小计 

1 
二级学院、专业群及专业

组合重构 
10 10 10 20 20 20 90 

2 课程体系重构 20 20 20 30 30 30 150 

3 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50 50 60 60 80 80 380 

4 教材及资源开发建设 70 70 80 80 100 100 500 

5 教学方法创新 20 20 30 30 50 50 200 

6 专业认证与评估 30 30 30 30 30 30 180 

总计 200 200 230 250 310 310 1500 

 

五、可行性论证报告 

（一）专业建设规划必要性分析 

学校专业群和专业建设符合国家及云南省产业发展的新势态要求，能

够有效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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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建设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趋势 

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2030

年）的通知》（农计发[2015]145 号）明确了优化发展布局、稳定提升农业

产能，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农田永续利用等重点任务，其中面向西南地区

主要在生态保护中发展特色农业，发展生态畜牧业，稳定水稻、玉米面积，

扩大马铃薯种植，发展高山夏秋冷凉特色农作物生产。学院现有专业及新

增专业符合国家农业产业发展趋势。 

2.专业建设符合云南省产业发展趋势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提出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

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三个定位”；云南省进

一步明确了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生物

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旅游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物流产业、新材料产业、

先进装备制造业等“八大产业”；建好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

互联网的“五网建设”；全力打好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学院现有专业及新增专业符合云南省

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专业建设规划发展方向分析 

学院二级学院设置、专业群及专业设置符合我国高职院校特别是农业

类高职院校的整体发展趋势，并未下一步举办高职本科专业做好准备。 

1.全国部分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分析 

深职职业技术学院设有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等 16 个学

院、85 个招生专业。从院系及专业看，深职职业技术学院基于产业设立专

业，高度契合区域产业发展和服务产业多元化；积极开展四年制高职探索，

为“高—本”衔接职教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索。 

北京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设园艺系、畜牧兽医系、食品与生物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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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管理系、马术学院等 11 个院系，50 个专业，专业设置与首都经济

社会发展高度契合。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我国南方14个省（市）

唯一以培养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有动物科技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宠物科技学院、农业工程学院等 10 个二级学院、45 个专业，

专业设置起到对“长三角”农牧科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2.基于国内职业院校专业情况分析结论 

（1）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更加突出与区域产业结合 

国内发展较快速的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优势特色非常明显。分析表明，

开设专业一是要紧贴市场办学，更加突出国家职教发展政策导向、区域产

业发展需求，在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了专业建设服务

社会发展的功能；二是强调多元发展，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进行专业发展。 

（2）农业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向多专业类综合性职业院校转变 

作为农业传统类院校，现在均已有意无意的突破农业专业单一方向的

限制，在保持农业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寻求多专业类的综合发展符合未

来三产融合的大趋势。按照学院 2025年达到 16000 人办学规模的规划，面

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重构，确定学院未来新的发展方向将对专

业申报、专业群调整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六、其他支撑材料 

（一）校内专家组专业建设规划论证意见 

2020年 4 月 16日，学院组织校内专家开展专业建设规划工作。学院院

长文俊为组长，副院长田应华同志为副组长，教务处、招就处、实践教学

中心、各二级学院等教学及相关部门遴选共 14 位专家参与规划建设论证，

专家组审阅了《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规划》及相关材料，听取

汇报，进行质询答疑，经磋商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1.围绕职业院校服务社会的定位，基于区域产业发展，结合国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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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革发展、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定位及学院主体校区所在地滇中

产业区未来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学院及产业群总体设置符合发展要求，

思路清晰； 

2.学院规划框架规范、内容详实，既体现出学院优势特色专业的建设

与发展，又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增设新专业，动态调整有机制，规

划科学合理，可行性强； 

3.建议增设部分专业，为今后学院未来规划提供专业储备和发展支撑，

建议增设无人机技术、商务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 

经学院校内专家组论证，认为建设规划达到可备案要求，建议在修改

调整，组织校内外专家特别是行业、产业专家进行进一步论证。 

（二）校外专家组专业建设规划论证意见 

受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邀请，以董兴为组长的云南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专业建设规划可行性评审专家组 7 人，于 2020 年 4月 18日，对学院

专业建设规划进行了评审。专家组审阅了学院的《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建设定位规划报告》及相关材料，听取汇报，进行质询答疑，经磋商

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1.项目建设定位规划内容详实、数据充分、目标清晰。符合教育部《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改革方向，符合我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

学院办学实际。改规划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为出发点，

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坚持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突出特色，

按照规模化、特色化实施专业建设规划，加强骨干特色专业及专业群建设，

在此基础上科学慎重地增设新专业，“保证质量，控制数量”。 

2.专业建设规划建设定位吻合度高。专业建设定位规划，工作任务、

量化指标体系清晰，明确了建设目标，可操作性强。 

3.建立科学的专业改造、调整与退出机制，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专业结构，防止出现开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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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同质化、与产业吻合度不高等问题，避免盲目设置、资源浪费，形成专

业建设与发展的自我评价机制，保障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4.规划按照六年建设进度设计编制，提出了资金使用、人员安排和预

期目标和建设要点，建设任务具体化、项目化，验收要点针对性强，有量

化指标，要点明确。整个项目建设主动融入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和学院“十

四五”发展规划。 

问题及建议：进一步明晰专业建设的内涵和目标，强化责任落实，强

调突出专业建设的主要经验和特色，继续提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度广

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水平。 

经专家组论证，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规划及任务书规范、

科学、合理、可行，符合要求，建议给予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