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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要结论

一、基本办学条件达到高职院校设置标准

12 项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达到师范类高职院校设置标准，其

中生师比、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量、具有研究生学

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数等指标，均符合标准，学校具备了保障

人才培养工作及其质量的基本条件。但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要求，学校需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基本办学条件建设有待进一步强

化。

二、学校内涵建设质量不断提高

经费收支、办学目标与定位、领导作用、师资队伍、专业与课

程建设、校企合作、教学管理、社会评价、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等案

例指标显示：学校经费保障有力，办学目标清晰、定位准确，领导

作用明显，师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专业与课程建设初显成效，校

企合作内涵丰富，教学管理规范，招生数量逐年递增，学生就业率

高，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进一步增强。但专业与课程建设等方面仍需

持续加强，教育教学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

第二部分 主要数据分析

一、基本情况分析

(一)发展历程

学校前身始建于 1932 年，时名隆昌县立乡村师范学校，1934

年更名为隆昌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47 年更名为隆昌县立师范

学校，1952 年更名为四川省隆昌师范学校。1986 年开办幼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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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名为四川省隆昌幼儿师范学校。2014 年,经四川省政府批准，

升格建立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同年教育部备案，以培养幼

儿、小学教育师资为主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是西南地

区重要的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学校荣获“全国文明单位”

“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校园文化先进单位”“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省

级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

(二)基本情况

学校占地面积 500 亩，现有教职员工 368 人，其中专任教师 249

人，占教职员工总数的 62.25%。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共开办

专业 7 个，全日制高职学生 5627 人，生师比 17.71。专任教师中，

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占比 20.08%、“双师”素质教师占比 54.62%、

硕博学历（学位）比例 49.40%。

(三)机构设置

学校内设机构 24 个，其中设党政管理机构 14 个，教学管理机

构 6 个，教学辅助机构 2 个，群团机构 2 个（见表 1-1）。

表 1-1 机构设置情况

机构类型 机构名称

党政管理机构

（14 个）

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宣传部（统战

部）、组织部（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学生工作部）、

招生就业处、计划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合作交流处（继续教育

部）、后勤管理处、安全保卫处（武装部）、审计处

教学管理机构

（6个）

学前教育一系、学前教育二系、三系、初等教育系、艺术教育系、思

政教学部

教学辅助机构

（2个）
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图书馆

群团机构（2个） 团委、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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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领导

校级领导 6 人，其中高级职称 4 人，职称、年龄结构比较合理。

学校领导积极参与教学及学生工作，本学年共听课 101 节、走访学

生寝室 210 次、走访校外实习点 33 次、参与学生社团文体活动 56

次。

(五)师生规模

现有各类教师 400 人（折算后 317.76 人），其中校内专任教

师 249 人，占教师总数 62.25%；校内兼课教师 38 人，占比 9.50%；

校外兼职教师 113 人，占比 28.25%，各类教师数量增加，结构进一

步优化（见图 1-1）。

图 1-1 近两年教师数量对比(单位：人)

截至 2018 年 8月 31 日，学校全日制高职学历教育在校生 5627

人。其中高中起点学生 4905 人，占比 87.17%；中职起点学生 722

人，占比 12.83%（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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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日制高职学生来源情况

二、办学基本条件分析

(一) 国家监测指标分析

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以 5627 名在校学生为基数计算，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 12 项监测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要求（见表 2-1）

表 2-1 基本办学条件对比表

序号 核心指标
川南幼专近三学年数据

合格指标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1 生师比 11.36 16.21 17.71 18.00

2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

的比例（%）
42.18 42.22 49.40 15.00

3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生） 40.44 20.52 14.14 14.00

4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6787.65 4098.17 4077.19 4000.00

5 生均图书（册/生） 132.54 107.25 110.18 80.00

6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比例（%）
20.41 20.00 20.08 20.00

7 生均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135.59 68.81 59.24 54.00

8 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21.11 10.71 7.38 6.50

9 生均实践场所（平方米/生） 17.79 9.03 6.22 5.30

10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数（台） 15.46 13.49 11.87 10.00

11 新增科研仪器设备所点比例（%） 15.45 31.81 44.43 10.00

12 生均年进书量（册） 0.51 39.99 36.3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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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办学条件分析

1.占地及建筑面积情况。学校总占地面积 333365.89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34891.19 平方米。学校建筑主要用于教学、科研和学

生，其中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72677.39 平方米，占 53.88%，学生

生活用房（宿舍+食堂）面积 51636.86 平方米，占 38.28%。（见图

2-1）

图 2-1 校舍使用情况

2. 馆藏图书资料情况。本学年纸质图书总数 62 万册，较上

学年新增 20.43 万册，生均年进书量 36.31 册。专业期刊 3201 种，

其中中文纸质专业期刊 495 种，电子专业期刊 2706 种。（见表 2-2）

馆藏图书资料充分满足了各专业教育教学需要。

表 2-2 馆藏图书资料对比表

指标 单位 2016-2017 学年 2017-2018 学年

纸质图书总数 万册 41.57 62

本学年新增数 万册 15.50 20.43

专业期刊
中文纸质 种 545 495

电子期刊 种 2706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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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览室、机房、教室情况。全校共有网络多媒体教室 127 间，

阅览室座位 1240 个，教学用计算机 668 台，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

算机数 11.87 台，能够满足各专业教学需求。

4.信息化建设情况。有线网全覆盖，无线网覆盖率 100%，互联

网出口带宽 1.21Gbps，接入信息点 3815 个。建立了智慧校园平台、

微格教室系统、教务管理、学生就业管理、资产管理、图书管理、

一卡通、档案管理等 21 个应用系统，数字资源量 47010GB，其中

电子图书 22.3 万册（见表 2-3）。

表 2-3 信息化管理系统一览表

序号 类型 系统名称 来源 开发单位名称

1 门户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站群系统 购买 四川互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 行政办公 OA办公系统 购买 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3 其他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

采集与管理平台
赠送 四川省教育厅

4 学生工作 四川省资助管理系统 赠送 四川省教育厅

5 资源库 汇雅电子图书管理平台 4.02 版本 购买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6 资源库 维普考试服务平台 购买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7 资源库 纸质图书管理系统 购买 北京华夏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8 资源库 中国知网（CNKI） 购买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9 招生就业 高校学生就业系统 购买 成都易科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0 其他 智慧校园平台 购买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 教务 教务管理系统 购买 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2 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综合管理系统 购买 联奕科技有限公司

13 后勤 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购买 山东国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4 财务 高校内控管理软件 购买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

15 学生工作 心理测评系统大学生 V9.0 B/S 网络版 购买 上海惠城咨询有限公司

16 学生工作 Psy-Cloud 智能心理管理云平台 购买 上海惠城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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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条件分析

1.校内实践基地情况。建有校内实践基地 12 个，建筑面积

34985.65 平方米；设备总值 1384.14 万元，当年新增设备值 683.13

万元；设备总数 2123 台；工位数为 4585 个；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18 人、兼职管理人员 35 人。（见表 2-4）

表 2-4 近两年校内实践基地情况

指标 单位 2016-2017 学年 2017-2018 学年

基地数 个 11 12

建筑面积 平方米 34053.56 34985.56

设备值
设备值 万元 793.38 1384.14

其中：当年新增设备值 万元 182.88 683.13

当年设备

来源

社会捐赠 万元 0 0

社会准捐赠设备 万元 0 0

设备数
设备总数 台套 714 2123

其中：大型设备数 台套 0 7

学年使用

频率

校内 人时 886058 1026330

校外 人时 600 2100

工位数 个 4239 4585

原材料（耗材）费用 万元 29.38 12.19

设备维护费用 万元 8.47 2.15

专职管理人员 人 17 18

兼职管理人员 人 29 35

17 网络教学 普通话测试系统 购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18 网络教学 微格教室系统 购买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后勤 一卡通系统 购买 四川迈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 网络教学 急救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购买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 党政 档案管理系统 购买 南京中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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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情况。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05 个。

基地接待学生 6839 人次，累计使用 12273 天，接受半年顶岗实习

学生 1575 人，接收应届毕业生就业 89 人。学校派出指导教师和学

生管理人员共计 239 人次。（见表 2-5）

表 2-5 2017-2018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情况

指标 单位 2017-2018 学年

基地数 个 105

接待学生量 人次 6839

基地使用时间 天 12273

接受半年顶岗实习学生人数 人 1575

有住宿条件基地数 个 5

发放学生实习补贴 个 102

接受应届毕业生就业数 人 89

学校派指导教师/学生管理人员 人次 239

3.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情况。学校设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1

个，鉴定工种 1 种。本学年面向社会鉴定 327 人天，在校生鉴定 5633

人天。（见表 2-6）

表 2-6 近两年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情况

指标 单位 2016-2017 学年 2017-2018 学年

机构数 个 1 1

鉴定内容 鉴定工种/证书数 种 1 1

鉴定数
社会 人天 45 327

在校生 人天 4650 5633

(四)办学经费收支分析

1.经费收入情况。2017 年度经费收入总额为 8621.18 万元，生

均学校经费总收入 15321.09 元。其中学费收入 800.35 万元，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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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补助收入 6359.18 万元，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入 808.19

万元，其他收入 653.46 万元，社会捐赠金额 0 万元。（见图 2-2）

图 2-2 2017 年经费收入结构

2.经费支出情况。学校逐年加大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确保教

育教学活动实施和改革的需要。2017 年度经费支出总额为 8418.16

万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 12.73 万元，设备采购 1227.27 万元，教

学改革及研究 67.10 万元，师资队伍建设 65.60 万元，图书购置

535.82 万元，日常教学 447.30 万元，其他支出 6062.34 万元。（见

图 2-3、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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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7 年经费支出结构

图 2-4 2015-2017 年教学相关经费支出对比（单位：万元）

三、师资队伍情况分析

(一)师资队伍总体分析

1.师资队伍总体结构。本学年，学校共有各类教师 317.76 人

（折算后）。其中校内专任教师 249 人，校内兼课教师 8.91 人，

校外兼职教师 59.84 人，师资队伍结构基本合理。（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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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师资队伍结构

2.师资队伍总体授课情况。本学年，教师队伍教学总工作量为

71040 学时，其中专任教师总教学工作量为 59935 学时，校内兼课

人员总教学工作量为 1426 学时，校外兼职教师总教学工作量为

9575 学时，其他教师总工作量为 104 学时。兼职教师承担实践课教

学工作量占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总量的 93.81%。（见图 3-2）

图 3-2 教师教学总工作量结构

(二)校内专任教师分析

1.校内专任教师基本情况。专任教师职称结构不断优化。249

名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 50 人，占 20.08%；中级职称 51 人，占

20.48%；初级职称 74 人，占 29.72%；其他职称 74 人，占 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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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专任教师职称结构图

专任教师学历学位结构不断改进。249 名专任教师中，具有硕

士研究生学历 86 人，硕士学历人数占 34.54%。大学学历 163 人，

占 65.46%。具有硕士学位人数 123 人，硕士学位人数占 49.40%。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数不断增加。（见表 3-1）

表 3-1 近三年教师学历结构

学年 研究生 大学 专科

2015-2016
人数（人） 49 95 0

比例（%） 34.03 65.97 0

2016-2017
人数（人） 75 149 1

比例（%） 33.33 66.22 0.44

2017-2018
人数（人） 86 163 0

比例（%） 34.54 65.46 0

专任教师年龄结构不断改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占大多

数。249 名专任教师中，35 岁及以下 161 人，占 64.66%；36-45 岁

57 人，占 22.89%；46 岁及以上 31 人，占 12.45%。45 岁以下专任

青年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人数 121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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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0%。

3-4 专任教师年龄结构

专任教师素质不断提高。249 名专任教师中，获技术专利（发

明）数 2 人，双师素质教师 136 人，占 54.62%。

2.校内专任教师其他情况。本学年，共有 178 人次专任教师参

加 176 个项目的培训，人均培训 21.8 天。专任教师科研能力不断

增强，本学年共获得各类奖项（包括行政性奖励）172 项。其中，

获得技术专利（技术发明）3 项；主持或参与在研课题 127 个，其

中省级 49 个；公开出版著作与公开发表论文 251 部（篇）。

(三)校外兼职教师分析

1.校外兼职教师基本情况。本学年校外兼职教师共 113 人（折

算后 59.84 人）。其中，35 岁及以下 48 人，36-45 岁 39 人，46 岁

及以上 22 人，年龄结构合理；高级职称 24 人，中级职称 39 人，

初级职称 31 人，其他 19 人，职称结构合理。

2.校外兼职教师授课情况。本学年校外兼职教师共授课 18 门，

9575学时。承担的教学任务中，A类课程占22.22%，B类课程66.67%，

C 类课程 11.11%（见图 3-6）。兼职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中，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课 17 门，占承担教学任务课程总数的 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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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校外兼职教师授课类型结构

四、专业与课程建设分析

(一)专业建设情况

1.专业开设情况。本学年学校共开设 7 个专业，有 3 个校级特

色专业。（见表 4-1）

表 4-1 本学年专业开设情况

系部 专业 首次招生日期 修业年限 特色专业
是否有上届

毕业生

学前教育一系 学前教育 201409 3 校级 是

初等教育系 小学教育 201409 3 校级 是

初等教育系 科学教育 201509 3 校级 是

初等教育系 语文教育 201509 3 是

初等教育系 老年服务与管理 201609 3 否

艺术教育系 音乐教育 201409 3 是

艺术教育系 美术教育 201509 3 是

备注：我校另有初等教育系小学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二系学前教育专业含有五年制大

专后两年学生。

2.专业带头人情况。本学年全校共有专业带头人 8 人，其中具

有硕士研究生学位 4 人，占 50%；高级职称 4 人，占 50%，基本形

成一支职称学历层次较高、管理经验丰富、科研能力突出的专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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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队伍。

3.专业负责人情况。本学年共有专业负责人 8 人，其中具有硕

士研究生学位 4 人，占 50%；中级以上职称 8 人，占 100%。

(二)课程建设情况

本学年共开设课程 425 门。按照课程类型分类，A 类课程 87 门，

B 类课程 262 门，C 类课程 78 门；按照课程属性分类，公共课 76

门，专业基础课 84 门，专业课 265 门。专业课程结构，总课时数

为 22018 学时，其中 A 类课程占 25.38%，B 类课程占 45.23%，C 类

课程占 29.39%。（见图 4-1、图 4-2）

图 4-1 课程类型结构

图 4-2 课程属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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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质量分析

(一)招生就业情况

1.招生情况。学校生源逐渐扩大，招生方式不断丰富，招生规

模增长迅速，学校招生规模稳定增长，报到率较高。学校知名度和

吸引力不断增强。近 3 年分别到成都、攀枝花、达州、广元、巴中、

雅安、眉山、宜宾、自贡、泸州、内江、资阳等市州进行平均每年

50 余场的招生巡展宣传，招生省份由四川拓展至云南、贵州、重庆、

广西、湖北、河南、河北、安徽九个省份。（见表 5-1）

表 5-1 2016-2018 年新生招生及报到情况一览表

年度 计划人数 录取人数 报到人数 录取率 报到率

2016 1481 1474 1173 99.53% 79.58%

2017 2544 2443 2017 96.03% 82.56%

2018 3026 2920 2615 96.50% 89.55%

2.就业情况。2017 届毕业生 814 人，毕业专业有学前教育、初

等教育和音乐教育，就业率为 96.31%。2018 届毕业生专业增至 6

个，毕业生共 1144 人，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就业 1069 人，就

业率为 93.44%，基本实现充分就业。毕业生就业城市分布在四川、

重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

广西、广东、海南、贵州、云南、新疆，就业率、对口就业率较高。

(二)获证获奖情况

1.学生获证情况。2017-2018 学年，全校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

书共 50 类，2431 人，其中获中级以上证书 194 人，占 7.98%。 2015

级毕业生获得符合专业面向的职业资格证书率为 93.79%。

2.学生获奖情况。本学年全校学生获得国家级奖项 30 项，省

部级 85 项。技能大赛获奖国家级奖项 26 项，省部级 8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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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企合作分析

(一)顶岗实习情况

2015 级毕业生参加顶岗实习人数为 1144 人，企业录取顶岗实

习毕业生 245 人，企业录取率为 21.42%，顶岗实习对口毕业生 1136

人，顶岗实习对口率为 99.30%，对口实习率较高。顶岗实习单位

854 个，学生全部购买了顶岗实习责任保险。

(二)产学合作情况

1.幼教集团情况。2017 年成立川南幼教集团，136 家单位加入，

2018 年成员单位增加至 285 家，构建开放平等、互联互通、合作共

赢平台，加强校企（园）深度合作。举办园长论坛、教师教育学术

论坛、学前教育体育论坛，与小学、幼儿园、行业企业签订教学、

科研、思政教育等实践实训基地 105 个,在成都、重庆、川南片区

建立校外园长工作站 4 个。

2.订单培养合作情况。与成都金苹果教育集团、深圳马荣教育

集团开展“直通班”订单式人才培养，由企业选派专家和学校选定

教师组建专门的讲师团队，共同研究定制化课程模块，开设综合培

养课程、国际化教育模拟实践和特色精品讲座等，定向为企业培养

优秀幼儿教师。同内江市直机关幼儿园、泸州天立附属幼儿园、宜

宾青年街幼儿园、成都科分院幼儿园、成都宋庆龄幼儿园、成都爱

智学前教育集团、重庆百慧教育集团、北京善上咿呀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金华瑞禾幼教集团、广州永祥教育集团、海南山高教育

集团等建立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合作关系。

3.职后培训情况。学校是省级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内

江市幼儿教师培训中心、资中县敬老院管理（养老从业人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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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基地，依托学校特色专业优质教学资源，积极承担小学、幼儿

教师及养老从业人员培训。2015-2018 年，开展“国培”2910 人天、

“省培”9810 人天、“市培”2163 人天，“县培”9878 人天。2017

年国培项目——乡村新建幼儿园教师和转岗教师访名校培训经省

师培办综合评定考核为良好，2018 年 11 月，作为四川省唯一高校，

承办 2018 年第二批“国培计划”幼师国培项目-乡村教师访名校省

内培训，效果良好，社会评价赞誉高。为幼教行业培训人数逐年增

加，培训服务能力逐步增强。

4.校地合作情况。学校立足内江，服务川南，与隆昌市、资中

县、资阳市雁江区、宜宾市兴文县、遂宁市教育局等川南地区市县

地方政府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开展人才培养、教师培训、中高职

衔接、合作办园、基地共建、人才交流等合作。指导帮助隆昌、资

中职业中学申办学前教育专业。喻利平、全晓燕、刘昌群、黄琼慧

等教师为地方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教育扶贫等开展专题讲座 100 余

场次、专业指导 180 余人次，培训教师 6000 余人次。

七、教学管理分析

(一)管理文件制定情况

学校共制定教学及学生管理文件 67 个，其中教学管理文件 55

个，新增和修订学生管理文件 12 个，保证了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

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专职管理人员情况

学校现有各类专职教学、学生管理、招生就业指导及督导人员

共计 48 人，其中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14 人，专职学生管理人员 26

人，专职招生就业指导人员 4 人，专职督导人员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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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已经初步建成一支教学管理工作经验丰富、年龄、职称、

学历结构合理，校（教务处）、二级系部相互配合的专职教学管理

队伍。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职教学管理人数占专职教学管理人

员总数 100%。专职督导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间 30 小时。

现有专职政治辅导员 16 人，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总数占专职政

治辅导员总数比例 351.69%。

(三)评教情况

本学年学校评教客体（教师）覆盖面 85.14%，校领导参与评教

比例 100%，学生参与评教比例 96.73%，同行参与评教比例 85.14%，

社会参与评教比例 68.18%，评教机制正在不断完善。

(四)学生奖助学金情况

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杂费

等奖助学项目。本年度共资助学生 3995 人次；发放奖助学金 585.77

万元。其中奖学金发放 1249 人次，108.62 万元；助学金发放 1296

人次，388.8 万元；助学贷款 1198 人，风险补偿金 53.10 万元；勤

工助学 241 人，32.08 万元；减免学杂费 2 人，0.73 万元；困难补

助 9 人，2.44 万元。（见图 7-1）

图 7-1 奖助学金发放情况（单位：万元）



数据分析报告

- 20 -

图 7-2 近两学年奖助学金发放情况（单位：万元）

八、平台部分数据（奇异点）说明

部分指标较上一学年度有所下降。由于本年度学生基数增加

（2017 年 3876 人，2018 年 5627 人），故部分生均指标有所下降，

如生师比、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生均计算机数等，

但其绝对数仍然正向增长，且高于合格标准。

第三部分 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教学经费投入占学校总支出较小

存在问题：学校在日常教学经费、教学改革及研究经费、师资

建设经费等教学相关经费总体投入在数额上是逐年提高的，但是在

总体投入较少，占全校总体支出偏小，对日常教学经费的投入过少。

改进措施：加强对日常教学经费、教学改革及研究经费、师资

建设经费等教学相关经费的投入，优化本校的经费投入比例，优先

满足教学经费的使用，加大教学改革及研究经费、师资建设经费、

实践教学条件改善、精品课程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二、专业内涵需要加强

存在问题：专业内涵建设方面，由于部分专业设置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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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设成效与优质院校差别较大，对专业建设及定位还不够精

准，专业内涵还需要深化。

改进措施：对现有的专业建设及定位进行合理调整，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科学制定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合理设置专业，努力形成多学科协调发展和学校之间师资共

享机制，充分利用学校基础资源和地方人才力量，提高专业建设质

量。

三、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存在问题：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还需加强，专业教学团队还需要

进一步进行打造。本学年大力引进了校外兼职教师，但是对校外兼

职教师的管理、建设还不够规范。

改进措施：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经费的投入，为师资队伍建

设提供经费保障；继续引进优秀人才，做好本校教师培训，增加教

师到幼儿园、小学、老年服务机构等实训基地学习时间和次数；建

立科学的校外兼职教师管理机制，使校外兼职教师的建设与专业教

学团队的打造更有力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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