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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概况

1.1 合作企业介绍

湖北美和易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集计算机产品研发、计算机系统集

成、教育软件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询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型 IT 服务机构，总部位于湖北武

汉光谷国际企业中心，目前已在河南、湖南、陕西、山西、河北、重庆、广西、贵州、云

南等 14 省成立分公司，与 50 多所高校进行校企合作。

湖北美和易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用爱和科技推动职业高等教育创新与发展”作

为毕生使命，将打造一个“自我实现、受人尊重、成就梦想”的平台作为奋斗愿景，致

力于为各合作院校提供招生、学术、学工、就业等一揽子服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

的软件人才。公司目前在职员工 1000 余人，校企共建专业在校生规模 22000 余人。公司

已被认定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企业，旗下有两家软件外包企业，560 家软件战

略合作伙伴，并与 5000 余家知名 IT 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公司不断深入贯彻“人”字理念

模型，立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校企共同参与、以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为保障、以高质量就业为目标的校企合作新模式。（见图 1-1-1）

1.2 校企共建专业概况

图 1-1-1 合作企业介绍

校企双方于 2019 年3 月正式签约启动项目，合作共建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双

方合作后，共建专业按照“一切向学生负责，一切向家长负责，一切向社会负责”的办学理

念，创新了“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工学结合，校企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教学改

革，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在办学理念上，主张与企业紧密合作，以技能就业为导向，以传授知识、训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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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质为重点，以技能成才为目标，走技能教育、技能就业、技能成才道路；在学校职能

上，坚持全日制培养与社会化培训相结合，利用学校和企业资源，培养全日制技能人才； 在办

学过程上，主张从技能人才需求信息、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计划、教材编写、教案

制作、教师结构、教师能力、课堂教学等多个环节都深入合作，做到所教、所学、所用有效

对接；在招生就业上，招生方面主张针对学校实际，精心选择市场紧缺且对学生发展特别有利

的工种细化专业方向，招收学生；师资提升、训练上，美和易思每半年，在其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为相关任课老师提供有关软件工程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材体系方面的短期免

费培训，即“授课资格培训”，“项目管理资格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认证考试，所有老

师“持证上岗”。

2、校企共建专业合作成效

2.1 招生及培养人数

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 2019 年开始招生，截止 2021 年，共招生 606 人，具体

如下：

2019 年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共招生 225 人，其中软件技术专业 120 人，移

动应用开发专业 105 人。

2020 年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共招生 264 人，其中软件技术专业 177 人，移

动应用开发专业 87 人。

2021 年软件技术专业共招生 197人。（见表 2-1-1）

表 2-1-1 湖南民院美和易思校企共建专业招生人数

年度 专业 班级数量 人数

2019 年 软件技术 3 120

2019 年 移动应用开发 3 105

2020 年 软件技术 5 177

2020 年 移动应用开发 2 87

2021 年 软件技术 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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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作品

校企共建后的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更加注重学生的项目实践能力，学生

进校后就会模拟真实的企业开发环境，参照标准的项目开发流程将学生分成若干个项

目小组，共同完成项目从理论到实践的任务。学生 3 学年的时间里大约掌握 12000 行

代码，完成 36 个真实项目，大大提高了学生将理论知识变为真实项目的能力，为学

生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见图 2-2-1、图 2-2-2、见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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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地铁一卡通管理系统

图 2-2-2 俄罗斯方块



第 5 页

图 2-2-3 财务管理系统

2.3 赛事获奖

2.3.1 学生获奖

共建后的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并且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

（1） 荣获 2021 年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省赛一等奖 1 个、

省赛二等奖 1 个。（见图 2-3-1、图 2-3-2）

图 2-3-1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一等奖奖状 图 2-3-2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二等奖奖状

（2） 荣获 2021 年湖南省职业技能大赛“移动融媒体”赛项省赛二等奖 1 个、三等奖1

个。（见图 2-3-3、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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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移动融媒体应用技术二等奖奖状 图 2-3-4 移动融媒体应用技术二等奖奖状

（3） 荣获 2021 年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赛项一

等奖 7 个。（见图 2-3-5）

图 2-3-5 蓝桥杯省赛获奖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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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荣获 2021 年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国赛赛项二

等奖 4 个，三等奖 5 个。优秀奖 1 个。（见图 2-3-6、图 2-3-7）

图 2-3-6 蓝桥杯国赛获奖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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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蓝桥杯国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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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教学获奖

（1）在 2021 年湖南民族职业学院2021年“三教”改革三级联动说课比赛中，企业方讲师杨拓

荣获“说教学案例赛项”二等奖。（见图 2-3-12）

图 2-3-12 讲师获奖证书照片

（2）在 2021 年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校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企业方讲师杨拓、陆建林荣获二等

奖。（见图 2-3-13）

图 2-3-13 讲师获奖证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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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辅工作

共建后校企双方在合作创新及专业规划建设及内涵提升方面，也积极配合，共同创作

并完成大学生信息素养综合测评平台（见图2-4-1）

图 2-4-1 大学生信息素养综合测评平台首页

图 2-4-2 大学生信息素养综合测评平台管理员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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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大学生信息素养综合测评数据分析

图 2-4-1 大学生信息素养综合测评数据比对

2.5 学生管理

2.5.1 学生管理理念

美和易思学工管理理念是以人（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可持

续发展潜能”为核心，持续推行爱的教育，将爱的种子植入学生心中，在培养过程中以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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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质优秀大学生自主管理体系为载体，通过学生组织实施知识、技能、能量、智慧四个

维度的激励提升，培养学生的高度责任感、宽厚知识、执着精神、健康身心，不断接纳自己、

融入团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最终达到素质能力双优人才培养目的的学生管理模

式。

2.5.2 学工管理模式（见图 2-5-1）

图 2-5-1 学工管理模式

2.5.3 学生日常管理细节（见图 2-5-2）

2.5.4 学生出勤

图 2-5-2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校企共建专业班主任常规事务

合作后的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狠抓学生日常管理，提倡学生高度自治，

成立了班级委员会，让学生参与到日常管理工作当中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

专业课统一要求提前 15 分钟进入教室，提交手机并记录考勤；公共课统一要求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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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进入教室，提交手机并记录考勤。教务老师每天巡班 8 次，班主任每节课巡班、并

成立了巡查小组，学生出勤情况效果显著。（见表 2-5-1）

2.5.5 课前六分钟

表 2-5-1 2021 年共建专业学生出勤数据

（1） 为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演讲能力，让学生变得更加自信阳光，在专业课前的

10 分钟由班委组织开展课前六分钟；每次课前六分钟共计 2 名学生进行演讲，每名学生

演讲 3 分钟，学生班主任讲师共点评 4 分钟，总计 10 分钟。

（2） 誓约：在课前六分钟开展前，演讲的学生要先喊誓约，誓约内容为“我自信、

我能行，我是乐观、进取的某某某！”。演讲学生喊完后，台下同学需呼应“你就是！”。

（3） 誓约和课前六分钟结束后，班主任将学生的演讲内容及提升点记录到纸质文档

备档。（见图 2-5-3）

主持人开场 学生演讲 班主任点评

图 2-5-3 课六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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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学生会议管理

（1） 班委会：班委会每周 1 次，由班委制作会议内容 PPT 并主持，班主任、讲师共

同参与，针对上周班级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出解决方案，同时对下周班级事务做出整

体规划。（见图 2-5-4）

图 2-5-4 班委会照片

（2） 部门委员会：分别有班长会、学委会、卫生委员会、新媒体委员会等。核心委

员会每周召开 1 次，由责任老师组织开展，针对上周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出解决方案，

同时对下周对应事务做出整体规划。（见图 2-5-5）

图 2-5-5 部门委员会照片

（3） 主题班会：除了两个星期召开一次的常规班会，每个班级不定期还会召开

主题班会。2021年各班级陆续开展了以“防诈骗”、“开学收心”、“网络安全”

等为主题的班会。（见图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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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巡查小组巡班

图 2-5-6 主题班会活动现场照片

狠抓学管及教学工作，共建专业成立了巡查小组每日巡班，对巡班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

馈，并要求班主任及讲师及时整改，并反馈整改结果。（见图 2-5-7）

2.5.8 致家长的一封信

图 2-5-7 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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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学期末，共建专业企业方为每位学生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含本学期各项考试

成绩及班主任、讲师对该同学的评语，要求家长阅读并签字，以便家长了解其孩子在学校的

学习及生活情况。（见图 2-5-8）

图 2-5-8 家长的一封信

3、企业参与办学情况

3.1 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案

合作后，双方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将 2.5+0.5 的培养模式修订为 2+0.5+0.5 的模

式，即用 2 年的时间完成将 3 年的学习内容，学生保质保量完成思、政、体学习任务，修

满课时学分，第三年属于企业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利于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学生到社会

人的转变。（见表 3-1-1）

序号 职业岗位 主要职业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 模块 职业资格证

1
Java 平台开

发

1.进行Java 编码；

2.完成流程设计、界面设计；

3.与团队中其他成员合作，解

决软件开发中遇到的问

题；

4.遵照开发规范，按时保质的

完成软件模块开发和实现工

作；

5.完成所负责的功能模块开

发；

6.使用框架技术开发基于

MVC 模式的企业级应用程序

使用C 语言进入软件

编程世界
JAVA 模块（Java 程

序逻辑）

软件工程师

使用JAVA 语言深入理

解程序逻辑

JAVA 面向对象编程

使用JSP 开发企业级

WEB 应用程序

JAVA 模块（Java

Web 应用开发）

Struts 框架应用

JAVA 模块（框架应

用）

使用Hibernate & Ejb

开发持久层应用

使用Spring 开发控制

层企业级J2EE 应用

工作流程管理(JBoss

JB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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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lex 开发富客户

端应用程序

2
.Net 平台开

发

1.进行C#编码；

2.完成流程设计、界面设计；

3.与团队中其他成员合作，解

决软件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4.完成所负责的功能模块开

发；

使用C#开发数据库应

用程序 .net 模块(C#程序

逻辑)

软件工程师

使用C#开发.NET 平台

应用程序 (.NET OOP)

使用ADO.NET 开发三

层架构应用程序

.net 模块(ADO.NET

数据访问技术)

使用C#高级特性开发

企业级应用

.net 模块(ASP.NET

项目开发)

使用ASP.NET 开发企

业级应用

使用MVC 模式编写企

业级.net 应用

企业开发库

使用WCF 和

Silverlight 技术开发

企业级应用

3 数据库管理

1.使用SQL Server 管理和查

询数据

2.使用ORACLE 管理和查询企

业级数据

使用SQL Server 管理

和查询数据 数据库管理模块

(SQL 应用开发)
软件工程师

SQL SERVER 数据库管

理和高级查询

使用ORACLE 管理和查

询企业级数据

数据库管理模块

(Oracle 应用开发)

4 页面设计

1. 完成界面设计；

2. 使用 Div+CSS 设计 WEB 页

面布局；

3.与团队中其他成员合作，解

决软件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4.页面特效制作

5.完成所负责的功能模块开

发；

使用PhotoShop &

Flash 设计程序界面

页面设计模块(静

态页面技术)

软件工程师

使用HTML 语言开发商

业站点

使用Div+CSS 设计WEB

页面布局

使用JavaScript 实现

WEB 客户端页面特效及

表单验证

页面设计模块(页

面脚本技术)

使用Ajax 开发企业级

应用

页面设计模块

(Ajax 框架技术)

5 项目管理

1.认证项目开发的可行性

2.控制项目开发的成本、进

度。

项目管理（PMP）
项目管理模块(软

件项目管理)
软件工程师

开发基于LAMP 平台的

企业级应用

项目管理模块

(LAMP 项目开发)

表 3-1-1 软件技术专业职业工作任务与学习任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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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企共同开发教材及课程资源

按照“依托行业、对接产业、锁定职业、服务就业”的专业建设思路，校企共同开展市

场调研，分析归纳软件技术专业面向的职业活动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及高职学生认

知特点和学习风格，开发基于职业活动的模块化项目课程和基于价值引导的情景化人文素质

课程，构建“双轮驱动”的课程体系。（（ 3-2-1）

图 3-2-1 校企共同研发的紫牛程序员课程

3.3 共同培训师资，提高教学水平，确保教学质量

现有专职班主任团队 6 人，严格控制人员招聘和人才选拨，学历层次要求本科二本以上

学历，所有上岗班主任都必须通过美和易思总部的管理培训，通过班主任认证和 QA 认证，认证

通过率达到100%。现在有专业讲师团队 8 人，其中学院讲师 2 人，企业讲师 6。（见表 3-

3-1）

序号 师资来源 姓名 岗位

1 学院 李维龙 讲师

2 学院 龚祖兴 讲师

3 企业 赵胜 讲师

4 企业 陆建林 讲师

5 企业 杨拓 讲师

6 企业 陈依依 讲师

7 企业 骆训星 讲师

8 企业 毕明 讲师

9 企业 易甜 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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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企业 方艳 班主任

11 企业 戴红红 班主任

12 企业 姚琴 班主任

13 企业 韩宇 班主任

14 企业 熊晓苑 班主任

3.3.1 学工管理满意度调查

表 3-3-1 教师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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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A 是每月月底，组织全班学生对本月本班班主任进行评分，其考核项包括：学生谈话、

班委管理、ODT 课堂气氛、ODT 授课案例、ODT 授课实施、日常管理、班会实施、班干部

选举、学生活动、班规制定、班级管理、班风、学风、凝聚力，每项满分为 5 分。（见表 3-3-2）

表 3-3-2 各班班主任年度 QPA 测评均值

3.3.2 学术管理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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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A 是每月月底，组织全班学生对本月本班讲师进行评分，其考核项包括：授课模式、课

程回顾、授课目标、授课重点、授课思路、授课案例、授课技巧、阶段总结、上课准时、作业

点评、技术水平、课堂气氛、答疑解惑、激发兴趣、课后习题、布置作业、学生管理、授课效

果，每项满分为 5 分。（见表 3-3-3）

表 3-3-3 各班讲师年度 QPA 测评

3.4 创新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
3.4.1 新颖的教学模式进行课堂设计和教学（见图3-4-1）

图 3-4-1 专业教学模式和设计特色

3.4.2 以学评教

（1） “以学评教”要求课堂教学评价应以学生的学习发展作为主要依据，来改变教

师的教学行为。

（2） “以学评教”能促使教师以学生的学习行为分析和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提高

教学业务水平。

（3） “以学评教”倡导教师要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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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卓越项目管理

以项目管理为理论基础，结合软件企业员工培养模式和大学软件专业制定的一套以项目

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领导、情景式工程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学生根据项目的

分工不同，发挥各自的优势、扮演不同的角色，投入到主动学习、深入探索的寓教于乐过程

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及团队协作力，让学生提前身份穿越，体验“真实”职场感受，以便

后期一踏上工作岗位便能快速适应企业，高效完成工作任务，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见图

3-4-2、图 3-4-3）

图 3-4-2 卓越项目管理体系

图 3-4-3 卓越项目管理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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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互联网+教育”授课模式再度升级

开发在线学习平台系统 MOOC ，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更主动、更积极、更自如，让技术

大咖老师有更多机会造福更多的学生，让学校和专业的教学更灵活、更机动、更高效。（MOOT

学习平台详情可访问 http://www.51moot.net）（见图 3-4-4）

图 3-4-4 企业提供的在线 MOOC 学习平台

3.4.4 教学保障

共建专业依照企业方学术标准化工作细则，讲师课程管理事务共分为以下六大模块，

后续是具体的工作数据与内容呈现。（见图 3-4-5）

http://www.51mo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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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课程管理标准化事件

3.4.5 学生活动的组织

学生管理秉承“激励和唤醒 ”的理念，通过学工和学术活动来提升班风、学风；在

活动的组织和参与中让学生找回自信、提升学习专业的兴趣成就感、激发学生自身潜能。

（见表 3-4-1）

月份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3 月 教学 项目大赛

4 月 就业 职业风采大赛

5 月

就业 模拟面试

院系 五月的鲜花

教学 大二知识竞赛“头脑风暴”

6 月

就业 过三关（人力、技术、项目）

学工 欢送学长晚会

7 月-8 月

学工 暑期社会实践

教学 商业项目承接

9 月 学工 水果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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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 迎新晚会

教学 打字比赛

教学 PPT 设计大赛

院系 军训会操

10 月

教学 PS 创意设计大赛

院系 冬运会团体操

11 月 教学 HTML 设计大赛

12 月

教学 赛事人才选拨大赛

教学 大一知识竞赛“头脑风暴”

学工 元旦迎新晚会

表 3-4-1 共建专业学生活动一览表

新生入学教育是同学们开启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帮助 20 级新生更快适应

大学生活，使新生完成从高中生活向大学生活的过渡，共建专业开展了新生见面会、我的班

级我做主、大学，我来了、班级愿景旗、疾风三十一等一系列入学教育活动。

（一）新生见面会。新生见面会可以说是同学与同学、学姐学长、班主任之间的第一次

正式见面。为了让 21 级新生能够更快了解大学校园生活，适应大学的环境，增进师生、同学

之间相互交流，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共建专业特地召开了新生见面会。（见图 3-4-2）

图 3-4-2 新生见面会班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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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我来了。大学是一座完美的象牙塔，初入大学的新生是彷徨茫然的。为

了让学生进一步认识自我、树立大学目标，与内心深处的自己进行一场浪漫的对话，畅想三

年后自己的模样。班主任让每一位同学都写下了自己未来的目标，带领着大家一起来规划未

来的学习生活，为21级新生种下梦想的种子。（见图 3-4-3）

图 3-4-3 大学我来了班级合照

4、就业

4.1 就业理念

美和易思就业着眼于学生发展的全过程，根据高职学生特点构建一个完整的就业能力

培养体系，通过企业用人所需的素质、能力、经验、技术四个维度对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人

岗匹配，使学生在职场稳定工作、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实习到就业、就业到立业，成长为

有工匠精神的企业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4.2 就业目标（见图 4-2-1）

图 4-2-1 美和易思就业目标

美和
易思

口 碑
 学生对学校和专业认可度高

 学校认可培养结果

 社会认可

稳 定






心态稳定，不盲目跳槽

实习稳定，提升项目经验

就业稳定，符合企业人才培养规律

质 量
 人岗匹配，专业对口

 获得合理的薪资

 有可持续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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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就业流程（见图 4-3-1）

4.4 人岗匹配

表 4-3-1 美和易思就业流程

通过对学生的技术测评、项目经验测评、素质测评为学生匹配适合自身条件的求职岗位，

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就业定位，让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能胜任并长期发展。（见图 4-4-1）

学

习

实

训

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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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就业模式

图 4-4-1 人岗匹配图

美和易思为学生提供了五大就业模式，多渠道、全方位确保学生能找到专业对口、人

岗匹配、有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实习工作。（见图 4-5-1）

4.5.1 专场校园招聘会

图 4-5-1 就业模式图

学生在进入大三学习后，通过就业内训考核的学生可以参加由学校或专业组织的企业专

场招聘会获得面试机会。企业通过到校招聘、在线视频面试等多模式开展招聘，学生通过企业

宣讲、面试及复试后可以获得企业入职 OFFER，直接与企业签约，确定实习企业。大三课程

结束后可直接上岗实习。

4.5.2 小微订单班

根据企业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需求开设小微订单班并进行定向培养，订单班

合作企业也安排项目经理、人力资源经理对学生进行面授及远程授课。大三课程结束后企

业组织专场面试，根据学生现场面试情况和学习情况选择合适的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4.5.3 名企直推实习

校企合作专业与百度、华为、联想、浪潮、OPPO 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

知名企业自主进行面试或其外包公司组织面试，通过面试的学生可以进入该企业在开发 类、

测试类、实施类等岗位进行实习，实习结束后优秀的学生有机会留在该企业正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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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个性化派遣求职

学生大三课程结束后，校企合作专业根据学生技术技能的掌握情况及各城市的计算机类

专业对口岗位的招聘需求，合理指导学生在不同城市进行个性化求职。学生通过在求职当

地投递简历获得企业面试机会，就业老师对学生进行面试指导及岗前辅导，并根据掌握的

企业资源提供一些面试安排，帮助学生更快实现实习上岗。

4.5.5 园区双选会求职

学生大三课程结束后进入实习阶段。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或省

会城市求职时，通过参加 IT 园区为公司校企合作专业的学生组织的专场双选会获得面试

机会，让企业与学生在所在园区直接面对面进行双向选择、让学生获得更多面试机会，通过

面试的学生可进入企业实习。

4.6 就业出口城市

美和易思提供了 12 大就业出口城市，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喜好选择自己的就业

实习地点。（见图 4-6-1）

图 4-6-1 就业出口城市

4.7 美和易思就业成果展示

4.7.1麦可思质量报告

麦可思作为高教管理数据与咨询产业的开拓人与领军者，每年为 1000 多所高校提供

年度数据跟踪与咨询服务，是中国科协、人社部、司法部、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等机构

的合作项目单位，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产学研合作基地，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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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即就业蓝皮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唯一撰稿人，

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撰写《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见图 4-7-1）

图 4-7-1 麦可思质量报告

4.7.2 2019级顶岗实习报告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 2019 级顶岗实习中，教学、学管、就业三个部门协作，让

学生具备四种就业意识：沟通、抗压、主动、确定；四种就业能力：专业能力、面试能力、工

作能力、规划能力。达到的就业成果如下：

2019 级实习生在各个城市的平均薪资分别为上海 3677 元，广东 3000 元，北京 5800 元，浙

江 3613，其他城市 3125 元，整体的平均薪资 38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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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2-1 2019 级学生实习薪资分布

图 4-7-2-2 2019 级学生实习岗位分布



第 34 页

图 4-7-2-3 2019 级学生实习岗位薪资分布

5、企业资源投入
2020 年共建专业企业方在人员工资、 招生差旅费、网络宣传费、学生活动经费、办公耗

材费用等常规性管理经费投入 214.55 万余元。

5.1 常规性管理经费投入表

支出项

目

支出内容

全年合计
摘要

月支出（元

/月）

年支出（元/

年）

全年人

员及工

资性支

出

工资薪金(含管理人员及

教职人员基本工资,岗位

工资,实训与就业培训课

时费以及年终绩效奖金等

合计)

在职员工15人,每人每月均

6300元,
￥94,500.00 ￥1,134,000.00

￥1,322,372.28

社保基金(养老 医疗 失

业 生育 工伤险)

基本养老:3263*16%*15人 ￥7,831.20 ￥93,974.40

失业保险基金3033*0.7%*15人 ￥318.47 ￥3,821.58

基本医疗保险3145*7.5%*15人 ￥3,538.13 ￥42,457.50

工伤保险基金3033*2%*15人 ￥909.90 ￥10,918.80

福利费支出: 团队活动与

建设费;员工活动组织经

费;教职工节假福利津贴

等

每人每月均200元,共15人 ￥3,000.00 ￥36,000.00

其它福利性支出（交通

费）
￥100.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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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

设性成

本支出

软件专业教材研发及印刷

费用;教材资料及耗材;就

业实训及技术服务费;

1200元/人/年/*456生 （按20

级&21级在校人数核算）
/ ￥547,200.00

￥594,600.00
教学场地维护及修缮费 / ￥1,800.00

管理协调服务费
100元/人/年/*456生 （按20

级&21级在校人数核算）
/ ￥45,600.00

行政类

公用经

费支出

办公费用

办公费（打印费、快递费、办

公用品采购费）
/ ￥10,288.89

￥421,381.23

差旅费 / ￥5,438.76

招聘网站费用 / ￥3,680.00

业务招待费 / ￥27,763.80

学生活动类

组织学生活动而发生的宣传

制作及物资采购;大学生自治

委员会团队建设费;月度优秀

班级和文明寝室评选活动;年

度项目大赛经费等

/ ￥7,171.28

广告宣传费

学术,学工,就业产生的各项宣

传制作费;招生宣传产生的各

项宣传费用,如百度推广、企

业推广、360推广等

/ ￥81,729.20

全年主营税金及附加 增值税、附加税、个税 / ￥15,477.45

招生成本

招生差旅费、生源开拓费、招

生代理费、招生奖金、业务招

待费、招生餐费、招生期间奖

励

/ ￥269,831.85

合计 ￥2,338,353.51 ￥2,338,3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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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题与挑战
校企合作是一种注重培养质量，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注重学校与企业资源、信

息共享的"双赢"模式。校企合作做到了应社会所需，与市场接轨，与企业合作，实践与理论

相结合的全新理念，为教育行业发展带来了一片春天。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与湖北美和易思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一方面满足学校教学改革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也收获了声誉。自 2019

年共建软件技术与移动应用开发专业以来，共建专业在人才培养、课程改革、教学实践等方

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学生在各类比赛中也表现突出，极大地提高了学院知名度，

也为其他专业的校企合作提供了更好的范例。

随着国家教育部大力提倡高校探寻新的发展之路，校企合作也将成为潮流，湖北美和

易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公司将更加注重与时代接轨，与市场

同步，在技术创新上要有前瞻性，将最新的市场需求技术更新给学生，让学生所学更有实用

性，在技术上保持活力；同时也希望学院需要用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接纳企业，合作共赢，

在学生利益上达成共识；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更多的资源，以保障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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