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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

自 评 报 告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精神，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职业院校评估制度，

促进职业院校不断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按照《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

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国教督办〔2016〕3号）和《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

知》（国教督办函〔2020〕25 号）等文件要求，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

院扎实开展“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工作。

按照《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要求，围

绕评估指标体系，对照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等 24 个评估指标（115

个观测点），以内涵建设为重点，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

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从学院概况、办学基础能力、“双

师”队伍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学生发展和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

展开自评，形成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如

下：

一、学院概况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是浙江省人民政府 2002 年批准设立，由

上海交大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教育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和浙江科技孵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举办的全日制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学院坐落在浙江省东北部、杭嘉湖腹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嘉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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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有船舶与建筑分院、机电与交通分院、经济与管理分院、

设计与信息分院、国际教育分院、继续教育分院、基础教学部共 7 个

教学单位；涉及（建筑、船舶、机电、轨道交通、设计、信息、经济、

管理）8大专业群共 28个招生专业，其中 2 个省级优势专业，5 个省

级特色专业。学院建有船舶与建筑工程、多媒体技术创新创业、中德

智能制造平台等 13 个实训基地，26 个实训中心，138 间实训室，其

中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4 个，市级示范实训基地 2 个。

学院已与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等 15个国家和地区的 30余所

院校和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国际办学合作关系，成为嘉兴首个获批

中外合作项目的院校，同时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教育部“生活技

能开发”合作项目试点院校。

“十三五”期间，学院朝着“到‘十三五’末，把学院建成浙江

一流、全国知名的民办高职院校，具有举办应用型本科办学的条件和

水平”的奋斗目标，遵循“立足嘉兴、依托交大、提升内涵、二次创

业”的发展思路，重点实施了“管理创新”、“人才强校”、“文化兴校”

等“九大工程”，持续致力打造“和美南洋”、“特色南洋”、“活力南

洋”，走内涵建设道路，推进科学发展，学院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在“武书连 2019 中国一流民办高等职业学院”（共 27所），

学院位列第十二，在“武书连 2019 中国高职高专创新能力排行榜”

中，学院位列民办高职高专创新能力第十二；学院在“GDI 高职高专

排行榜 TOP1000 榜（2020）”中整体排名较 2019 年提升 150 位，位列

“GDI 高职高专（民办）排行榜 TOP100 榜（2020）”综合榜第 2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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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2018 年提升 54 位。与此同时，学院“国际化视野、长三角品质”

的南洋育人模式也已成为学院新特色。当前，学院正秉持“立德树人、

产教融合，做最好的职业教育”的愿景，朝着“十四五”阔步前进。

二、办学基础能力

（一）事业发展势头良好

2017 年至 2019 年，学院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为 1183.99

万元、806.70 万元和 971.66 万元，三年的生均财政拨款分别为 2565

元、1912 元和 1883 元。2017 年至 2019 年，学院的事业收入分别为

6170.89 万元、7170.74 万元和 10209.08 万元，事业收入保持逐年增

长的良好势头，具体如图 1-1、图 1-2 所示。

图 1-1 2017 年-2019 年生均财政拨款

图 1-2 2017 年-2019 年学院事业收入

（二）教学投入持续加大

学院重视教学条件建设，不断加大软、硬件设施投入力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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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仪器设备资产总值逐年增加。学校独立产权的教学实习仪器设备

资产值从 2017 年的 4259.06 万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5174.25 万元，生

均教学仪器设备值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为1.065万元、1.297

万元、1.190万元。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由2017年的372.7

万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424.9 万元，办学对应的教学实习仪器设备

资产各项指标均有较好的增长，具体如图 1-3、图 1-4 所示。

图 1-3 2017 年-2019 年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图 1-4 2017 年-2019 年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三）基础建设日益改善

自 2016 年 6 月搬入新校区以来，学院基础建设不断改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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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校占地面积、教学科研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分别为

380746.7 平方米、110196.71 平方米、16099.06 平方米，具体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平方米）

类 别
院校占地

面积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

房

行政办公用房

面积

学校产权 380746.7 110196.71 16099.06

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 482 1064 364

非学校产权非独立使用 9227 18515.4 2214

（四）数字校园不断推进

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学院管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

支撑。学院高度重视信息化教学条件建设，目前校园接入互联网出口

带宽 1000Mbps，网络信息点 12388 个，无线网络全校覆盖，教学用

计算机 2833 台，数字资源总量 1024GB，上网课程 39 门，在行政办

公管理、教务教学管理、顶岗实习管理、校园门户系统等方面实现信

息化管理。

三、“双师”队伍建设

（一）师资水平整体提升

学院现有教职工数 389 人，其中校内专任教师 277 人，与上年相

比专任教师净增加 74人，增长 36.46%，行业企业兼职教师 119 人。

教师队伍在职称结构、学历学位结构、“双师”素质结构等方面都有

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已经形成了一支能满足教学需要的素质良好、

业务精通、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

（二）师资结构更加优化

1.职称结构

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 59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1.30%；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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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 131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7.30%；初级及以下职称 87人，占

专任教师总数的 31.40%，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2.学历结构

专任教师中，博士研究生 8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89%；硕士

研究生 149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53.79%；本科 120 人，占专任教师

总数的 43.32%，如图 2-2 所示。

图 2-2 专任教师学历结构

3.“双师”结构

校内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中级职称以上）164 人，占

专任教师总数的 59.21%，非双师型教师 113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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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9%，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双师型”教师结构

4.兼职教师数量

随着学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深入推

进，兼职教师队伍不断壮大。2017 学年兼职教师 107 人，2018 学年

兼职教师 115 人，2019 学年 119 人，如图 2-4 所示。

图 2-4 2017-2019 学年行业企业兼职教师情况

（三）师资培训精准有效

一是实施“青蓝结对计划”，强化新教师入职培训，结合新教师

实际情况，建立新教师为期 1年的助讲培养制度。通过 32学时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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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讲座、业务操作、团队建设，学院组织 2019年新教师进行了入职

培训。随后，每位新教师都结对一位年长教师，进行 1年的助讲培养，

熟悉教育教学理论和技能，尤其是从企业引进的教师，通过培养较快

掌握教学能力。

二是实施“骨干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强化青年教师实践能力。

2019年，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充分利用假期、课后到企业实践锻炼，

时间 2-3个月/人，让青年教师直接面对企业实际需求、真实问题，有

利于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断提升。

三是实施“专业带头人引领计划”，强化专业带头人国际视野。

2019年，学院选派了 17人前往英国、德国、瑞典、芬兰、日本、韩

国、菲律宾等国家进行培训和交流，专业带头人了解国际职业教育新

形势、新发展，开阔了专业视野，推动了学院国际化发展战略。

四是实施“团队熔炼计划”，强化专业团队建设。2019年，学

院选拔一批教学创新团队、科技服务团队、校企合作团队，推动教师

从个人智慧到群体卓越，做大、做强、做优专业群，实现个人、团队、

学院、企业“四方共赢”。

案例：BIM 团队科技服务和教育教学双促进、双提升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船舶与建筑分院建立了 BIM 科技服务团队，由梁勇、

黄三满、张韩、兰莎、汪纤、李欣、邬海燕等 8名建筑类专业教师组成，其中高

级职称 1人、中级职称 5人、初级职称 2人。

近两年团队共承接了嘉兴市图书馆二期工程、乌镇人民医院、洪合镇雨污分

流项目、南湖区人民法院、检察院专业技术用房、平湖市中医院、南湖湖滨区改

造提升工程等项目，合同金额共计 73万元，其中 2019年承接合同金额 48.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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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在完成科技服务工作后，及时召开项目总结会议，把项目成果转化为鲜

活、生动的教学案例。经过专业群教师共同合作，目前嘉兴市图书馆二期工程的

建模已作为学生 BIM 建模的训练题目，乌镇人民医院项目安装工程已作为学生

给排水安装课程的典型案例，南湖区人民法院、检察院专业技术用房已作为学生

施工场地布置、脚手架工程的教学案例，受到学生普遍欢迎，教学效果显著。

四、专业人才培养

（一）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通过“技、创、工、学、辅”制度设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

立学分银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提供平台支持。技是对学

生参加技能竞赛获得的奖项、企业实践等，给予学分认可；创是对学

生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学分认可；工是对学生在企业学习

期间的工时、成绩，进行学分认可；辅是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的课

程取得学分。学生通过上述形式所取得的成绩，认定相应课程模块学

分，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和优势潜能发挥。

（二）课程体系重构优化

人才培养过程中，为实现职业核心能力与目标岗位相统一、教学

内容与岗位工作要求相一致、教学方法手段与学生学习相适应，提出

“能力本位、课程重构、项目实战、校企协同”的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理念，在课程开发、课程设计、课程实施等环节进行重构。在课程开

发上，明确课程定位，以职业能力为培养目标，与行业企业进行基于

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与设计，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职业岗位实际工作

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选取教学内容，编写特色教材，

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在课程设计上，采取校企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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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协同育人，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的教学模

式，灵活应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在课程实施上，完善

校内外实训实习条件，改革评价体系。

案例：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双元制”班课程体系架构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双元制”班，借鉴德国先进教学理念，引入德国优质

教学资源，根据德国机电一体化工 13个学习领域，构建课程体系，与企业共同

开发课程、共同实施教学、共同评价。在博凯机械、学校“双场所”实施教学，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互融通，在教学方法上，引入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六步”

教学法，培养学生“四种”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个人能力），

引入德国 AHK考证体系作为学生课程评价，将岗位能力目标和课程评价充分结

合。

（三）实践教学体系完善

学院充分依托嘉兴市欣禾职教平台、上海交大科技园等各类产业

园区等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45 个。2018 学年学生校外实训基地

实习实训达 188748 人日。目前学院已建成船舶技术实训基地、建筑

工程技术实训基地、中德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两化融合人才培养

基地、多媒体技术创新创业实训基地、非线性影像编辑实训基地、博

睿管理实训基地、创盈财经实训基地、国际商贸协同创新实训基地、

人文素质培养与教学 13 个实训基地、26个实训中心、138 间实训室，

如表 4-1 所示。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575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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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名称 实训中心

1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焊接技术实训中心

高新船艇跨企业培训中心

BRP 中国区售后服务培训中心

2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校企合作产业实训中心

生产性实训中心

模型展示实训中心

数字仿真实训中心

3 中德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
机加工实训中心

模具技术实训中心

4 两化融合人才培养基地
自动化技术实训中心

机电一体化实训中心

5 轨道交通实训基地 OCC 调度\车控室实训中心

6 视觉设计实训基地
视觉传播实训中心

生活产品设计实训中心

7 智能信息实训基地
人工智能实训中心

信息技术实训中心

8 博睿管理实训基地
ERP 模拟沙盘群实训中心

众创空间实训中心

9 创盈财经实训基地
财智信息化实训中心

会捷手工实训中心

10 国际商贸实训基地
跨境电商实训中心

国际贸易仿真实训中心

11 人文素养教育与实践基地 基础部人文素养教育与实践中心

12 国际教育实训基地 国际语言文化中心

13 民生服务实训基地
幼儿教育与发展中心

智慧养老与服务中心

（四）质量监控健全规范

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学院坚持规范性、全面性、发展

性和动态性管理，完善教学管理质量监控体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一是规范性。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秩序，学院先后

完成了《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制度》、《嘉兴南洋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评教和学生评教（网上）实施办法》等教学管理制度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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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和新增工作。

二是全面性。学院实施“四维立体化”教学督导体系，推进全院教

育教学的日常督导工作，以全面检查和专项重点抽查相结合，全面掌

握教学运行情况，并及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加强学风建

设，规范教学秩序，提高学生听课质量，学院继续推进课堂手机管理

专项活动，学风得到明显改善，课堂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通过对考

试全过程进行巡查，确保工作到位，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秩

序和考场环境。

三是发展性。课堂教学是整个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为深化产教

融合，推进校企协同育人，践行立德树人，贯彻落实“课程思政”要求，

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和效果，营造良好的教书育人氛围，带动学风、教

风、校风良性发展。学院通过实施“思源好课堂”评选，优化课堂教学

设计与实施，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四是动态性。学院通过“三期”教学工作检查，规范学院各项教学

秩序，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强化

监管力度，保障教学正常高效运行。

（五）书证融通推进试点

书证衔接和融通是“1+X”精髓所在,“1”是基础，“X”是“1”

的补充、强化和拓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互衔接和相互

融通。在试点过程中，我校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环

节，实现了“X”证书的培训内容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内容相

互融合；实现了“X”证书培训过程与学历教育专业教学过程统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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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同步实施；实现了“X”证书的职业技能考核与学历教育专业课

程考试统筹安排，同步考试与评价；实现了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体现的学习成果相互转换。目前学校已推进实施“1+X”试点证

书 11个，培训教师 36人次，完成学生培训认证 50余人。培训认证

学生达到企业对人才需求标准和个体成长就业需求。

表 4-2“1+X”证书试点一览表

序号 证书名称 颁证机构

1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

2
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

级)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3 界面设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4 数字创意建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浙江中科视传科技有限公司

5 人身保险理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中保慧杰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6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北京鸿科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7
业财一体信息化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
级)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工业机器人装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9 城市轨道交通站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广州城市轨道交通培训学院股份有

限公司

10
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初级、中级)
廊坊中科建筑产业化中心

11 建筑信息模型 BIM(初级、中级) 廊坊中科建筑产业化中心

五、学生发展

（一）招生规模持续扩大

1.招生录取人数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综合自身专业结构和布局的实际情况，结

合国家、浙江省和嘉兴市的相关政策，经过二轮专业结构调整，不断

优化、完善专业布局后，从 2017 年的总计划量 1700 人提升至 2019

年的 3810 人，招生省份分布数量由 2017 年 7个招生地区扩大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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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个地区。截止 2019 年，学院共有 26个全日制高职招生专业。我

院招生录取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内，招生录取数逐年增加，2019 年浙

江省录取人数达 3393 人，占当年招生计划数的 89.69%。

表 5-1 2017-2019 招录取生情况汇总表

2.普高首轮录取率

2017-2019 年，普高首轮录取人数分别为 291 人、630 人、1836

人，录取率分别为 25.71%、34.63%、76.46%，录取率逐年提高。
表 5-2 2017-2019 年浙江省普高首轮录取人数汇总表

（二）就业质量持续向好

1.毕业生直接就业数

2017-2019 年，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总体稳定，初次就业率均保

持 98%以上，如表 5-3 所示。

年

指标
2017 2018 2019

浙江省 1295 2210 3393

其他省（市、区） 17 23 24

录取人数 1312 2233 3417

总录取率 77.18% 85.88% 89.69%

年

指标
2017 2018 2019

首轮录取人数 291 630 1836

首轮录取数 25.71% 34.63% 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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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2017-2019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览表

2.毕业生自主创业数

学院积极贯彻落实“鼓励创业带动就业”“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

身创新创业”等十九大部署，推进“双创”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创业

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各类创业指导课程，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

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2017-2019 届毕业生初次自主创业人数分别 7

人、8 人、12 人，呈逐年稳步增长趋势，如表 5-4 所示。

表 5-4 2017-2019 届毕业生初次自主创业人数一览表

3.毕业生当地就业数

毕业生当地就业率是衡量学院人才培养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推进区域和谐具有重要

意义。2017-2019 年，学院毕业生人数共计 4616 名，当地就业毕业

生人数共计 1091 名，当地就业率均在 20%以上，2018 年创新高，达

26.23%。近三年，2017-2019 届毕业生当地就业数稳步增长，如表 5-5

所示。

年

人
2017 2018 2019

毕业生数 1535 1498 1583

初次就业率 98.76% 98.06% 98.36%

年

人
2017 2018 2019

毕业生数 1535 1498 1583

初次自主创业人

数
7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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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2017-2019 届毕业生当地就业人数一览表

4.毕业生就业流向

毕业生就业选择以浙江省为主，2017 届毕业生 1535 人，其中到

500 强企业就业 31人，到中小微及基层就业 1308 人；2018 届毕业生

1498 人，其中到 500 强企业就业 31人，到中小微及基层就业 1344

人；2019 届毕业生 1583 人，其中道 500 强企业就业 58人，到中小

微及基层就业 1380 人。学院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依旧是中小微及基层，

如表 5-6 所示。

表 5-6 2017-2019 届毕业生就业流向一览表

5.毕业生升学率

学院高度重视应届毕业生的升学辅导，组织骨干教师对学生进行

免费辅导。针对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对学生进行分层培养，开设大

一基础班、大二提高班、大三冲刺班，全面助力学生升学。2017-2019

年，学生专升本录取人数分别为 110 人、94 人、119 人，升学率分别

年

人
2017 2018 2019

毕业生数 1535 1498 1583

当地就业数 353 393 345

当地就业率 23.00% 26.23% 21.79%

年

人
2017 2018 2019

毕业生数 1535 1498 1583

中小微及基层就

业数
1308 1344 1380

500 强企业就业

数
31 3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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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2%、6.3%、7.5%，升学率基本稳定，如表 5-7 所示。

表 5-7 2017-2019 届毕业生升学率一览表

6.毕业生获取证书人数

学院鼓励学生在校取得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进一步提高

就业能力，提升就业水平，为进一步提高就业率和提升就业质量提高

保障。近三年来，毕业生获取证书人数保持稳定。2017-2019 学年，

毕业生获取国家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及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数（含中、

高级）分别为 1210 人、1108 人、1064 人，获取社会认可度高的其他

证书分别为 408 人、520 人、560 人，如表 5-8 所示。

表 5-8 2017-2019 届毕业生获证人数一览表

六、社会服务能力

（一）专业设置紧贴需求

学校根据国家、浙江省和嘉兴市“十三五”规划及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要求，优化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截止2019年，开有26个招生

专业，如表6-1所示。学院启动“1-3-6-4”专业建设工程，按照“做

优互联网经济、文化创意，做强智能制造，做特海洋经济，做活传统专

年

人
2017 2018 2019

毕业生数 1535 1498 1583

升学率 7.2% 6.3% 7.5%

年

人
2017 2018 2019

毕业生数 1535 1498 1583

职业技能等级及职

业资格证书获得数
1210 1108 1064

其他证书 408 520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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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思路，制定实施了学院专业发展规划，明确了紧密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学科专业建设体系和专业预警退出机制，以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船舶、文化创意、工艺美术、互联网金融、移动商务、轨道交通、

新材料和海洋经济等十多个产业群为目标，以专业群对接产业群、进一

步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切性、行业企业用人的耦合度和用人单位的

满意度，构建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的专业体系。

表 6-1 专业一览表

所在分院 专业名称

船舶与建筑分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装配式建筑）

建筑工程技术（BIM 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船舶工程技术（中外合作）

游艇设计与制造

机电与交通分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经济与管理分院

互联网金融

会计

工商企业管理

国际贸易实务

移动商务

设计与信息分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产品艺术设计

工业设计

国际教育分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应用韩语

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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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专业大类分布

（二）技术服务稳中有升

2019学年，学院“秀·创空间”获批区级众创空间，围绕文创、科

创、数媒、电商、设计引进10余家企业入园，依托“福达BIM学院”

等7个企业学院、“高新船艇先进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2个平台，

进行相关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为科技服务地方、服务企业提供了平台

保障；承担LNG动力船加注信息化平台与智能交互设备的研究、市雨污

分流改造工程BIM建模等横向项目。近三年，各类技术创新与服务项目

达40余项，获得经费300余万元；技术技能培训服务到款额近1000万

元。

表 6-2 技术服务到款额（万元）

项目 2017 2018 2019

纵向科研 11.6 8.08 25.59

横向技术服务 191.34 42.6 30

培训服务 275.93 186.8 479.94

技术交易 0.4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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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贡献效益良好

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人才资源优势，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开发高技能

和新技术培训项目，积极承接企业员工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社会

服务；开展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职工、中小学教师、村干部培训等各类

培训班；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承担嘉兴市本级、嘉兴港区等

多个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

2017-2019学年，扶贫专项到款额为267.94万元、242.03万元、252.53

元，社会人员培训为 115.22 万元、370.56 万元、125.49 万元，社区

服务到款额为 26.9 万元、90.6 万元、20.16 万元，如表 6-3 所示。

表 6-3 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万元）

项目 2017 2018 2019

扶贫专项 267.94 242.03 252.53

社会人员培训 115.22 370.56 125.49

社区服务 26.9 90.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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