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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专业定位

1.
专
业
定
位
与
规
划
1.2 人才培养
方案*

2.
师
资
队
伍

2.1 专业教师
结构*

写实性描述
1.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的快
速发展，尤其是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控
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服务的提升，使新能源汽
车技术专业毕业生成为社会急需人才。适应
《2021-2035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国
家汽车发展战略，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优化升级需要，符合高等职业教育要求
和学校整体办学定位，该专业属于装备制造
大类专业，归属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与学
校专业建设规划关联性强；
2.系部制定了专业（群）建设规划，专业（群）
建设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措施得力。
1.通过市场调研，专家论证，确立了对接产
业发展趋势和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
2.每年通过市场调研和专业建设讨论会，制
定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以
满足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课程设置符合教育
部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学标准及课程开设要
求。共开发和制定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7 门，
专业基础和专业拓展课程标准 9 门，课程体
系与目标规格对应关系清晰，突出职业能力
和职业素质培养；
3.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合理，实践课时 2019
级为 57.8%、2020 级为 59.6%、2021 级为
61.5%，顶岗实习时间为 6 个月；
4.教学进程安排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1.拥有专业教师 13 名，行业企业兼职教师
4 名，师生比达到 1:7.8；
2.本专业有高级工程师 2 名，副教授 2
名，高级技师 5 名，技师 4 名，硕士研究
生 11 名；
3.专业核心课教师有 4 名；
4.专任专业教师的双师素质比例达
88.2%。

自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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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2.2 师资队伍
建设

3.1 校内实习
实训基地*
3.
教
学
条
件

3.2 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

写实性描述
1.系部重视年青教师培养，制定培养计
划，通过以老带新、骨干教师培训和企业
顶岗培训等方式，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2.三年送教师企业培训、行业培训、考证
培训等各级各类培训 67 人次，每年累计不
少于 1 个月以上的企业实践锻炼共 13 人，
提升了专业技能，效果明显；
3.积极组织教师进行教学探讨、课题申
报、课程开发和教材开发等方面的科研工
作，教师近三年主持 11 项教学科研课题
（其中省级 7 项，市级 2 项，院级 2 项），
发表 41 篇论文。
4.聘任了有丰富经验的长沙理工大学汽车
与机械工程学院袁翔副教授担任我院特聘
专家，指导老师科研等相关工作，同时指
导学生技能竞赛和专业课教学。
1.按教育部职业院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
设标准建设了对应岗位需求的理实一体专
业实训室，配备了与企业和行业相当的仪器
设备，基本满足教学。学院建立了新能源整
车实训室、新能源汽车综合实训室、汽车底
盘实训室、汽车电气实训室和汽车发动机实
训室 5 个实训场地。校内实训设施设备基本
达到教育部职业院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
设标准的基本要求。
2.校内实习时实训基地数量、条件、功能、
工位数满足实践教学要求。
3.教学仪器设备 158 万，生均教学仪器设备
值（2019 年为 6521 元/人，2020 年为 10563
元/人，2021 年为 11703 元/人）符合规定。
建立了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相适应的、稳
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和学生实习基地 3 个，分
别是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宁德时
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东亚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能满足学生认知实习、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和学生就业需求，并能接
受学生就业。

自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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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性描述

自评等级

3.3 图书与
教材资料

1.专业图书资料 5000 册以上，专业图书资
料、数字资源能满足专业教学需要。
2.教材全部选用国家规划教材、重点建设教
材、校企合作双元开发教材，选用教材符合
课程教学内容要求。

A

专项经费投入 158 万元以上，能满足本
3.4 专业经费
投入

专业办学条件建设需要，经费使用管理规
范；教学设备经费、师资队伍建设经费、教

A

研教改经费、实习实训经费等投入高于学校

4.
教
学
运
行
与
管
理

4.1 课程体
系与教学内容*

整体专业的平均水平。
1.课程体系结构合理，体现专业新技术水平
与要求，通过不断修订课程标准，合理地将
“思政”融入课程教学，同时不断增加思政课
程的数量和课时，其中 2019 级思政课程开
设 3 门 、182 课时，2020 级开设 7 门、360
课时、2021 级开设 8 门、378 课时，课时设
置科学；
2.有专业基础、专业核心和专业拓展课程标
准（含实习实训标准）20 个，并不断更新和
调整；
3.从 2019 级到 2021 级，根据产业发展和
需要，结合学生现状，专业课程体系不断优
化，教学内容持续更新。

A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4.2 实践教学*

4.3 教学方法
与手段

4.4 教学管理*

写实性描述
1.根据行业技术发展和企业用人要求，建
立并完善了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实
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比例不断优化（2019
级为 57.8%、2020 级为 60.2%、2021 级为
61.5%），满足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实践教学编写了 7 门专业核心课程实训
指导书；
3.依托汽车实训中心，在校学生创新创业
成立了惠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让学生在
业余时间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4.广泛开展专业技能竞赛、鼓励学生参加
国家、省内相关内容的各类新能源汽车竞
赛；
5.本专业各种实训场所较好地满足了专业
技能训练、模拟操作和实习、实践锻炼，
实习、实训课开出率为 100%。
6.实践实训教学环节均由具有“双师”素质
的专业教师和具有实践经验的校外企业聘
请的具有技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兼职
教师担任，其专业知识实用，实践经验丰
富和技术水平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能
力。
1.专业课程采用产教一体、任务驱动、项
目导向、情境教学等教学方法与手段，符
合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2.疫情期间，利用宇龙汽车维修仿真软
件、景格云立方实训平台、行云新能教学
资源平台、腾讯课堂、职教云云课堂、
QQ、微信开展了线上网络教学；
3.学院将每个教室改造成为智慧教室，配
备了教学一体机，广泛开展了信息化教
学。
教学管理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机
制，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完整，运行效果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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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研教改

4.6 校企合作

5.1 思想道德*
5.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写实性描述
1.积极开展教研活动，每学期 9 次；通过
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新教师指导、课程
标准修订、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推荐等活
动，教研教改取得一定成效。
2.专业教师获得省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
等奖两项，三等一项。
校企合作落到实处，与常德中车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签订了校企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本专业多名教师每年前往该公司进行
专业培训，在新能源汽车装配与调试课程
实习中，学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总装车
间跟岗实习，同时有多名学生选择了该公
司进行毕业实习。
在教学中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教育、技术技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思想政治教育质量高，开展了多种活动
如学雷锋、三下乡、敬老院活动、小家电维
修、党员联班等。

自评等级

A

A

A

5.2 专业技能
水平*

专业技能抽查考试合格率待现场采集

5.3 身心素质*

1.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2019 级为
95.74%，2020 级为 82.76%。
2.学生心理障碍检出率：2019 级为 0%，2020
级为 0%。

A

5.4 学生满意度

通过学生调查问卷统计，学生满意度高，对
本专业人才培养的满意度为 100%。

A

5.5 专业招生

1.本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2019 级为 100%、
2020 级为 100%、2021 级为 100%；
2.近三年专业录取新生报到率逐步向好，报
到率：2019 级为 94%、2020 级为 90%、2021
级为 100%；
3.招生计划完成率：2019 级为 63%、2020 级
为 50%、2021 级为 107%，招生计划总完成
率为 72%。

A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