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德 技精 勤思 协作
附件 4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一览表
立项专业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造价
建设目标与任务

人才培养模式 1.优化现有“高职工程造价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创新
2.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效果与过程典型案例

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建设任务完成率（%）

1.完成工学结合“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方
1.优化形成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方案。案，完成率达 100%。
2.收集优化后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的典型案例与效果。
2.收集优化后的人才培养模
式典型案例若干，完成率达
100%以上。

1.培养 3 名“双师型”青年骨干教师：
2014 年 6 月培养李玲玲参加四川省高等院校工程造价师资技术
培训班取得合格证。
2015 年 10 月选配温李亚参加 BIM 建模培训，得到了专业知识的
1.完成 3 名“双师型”青年骨
提高。
干教师的培养，完成率达
2016 年 7 月选配刘慧参加造价软件培训。
1.培养 3 名“双师型”青年骨干教师。
100%。
2.完善并优化现有“双师型”师资队伍结构：
“双师”教学 1.通过引进和培养双举措，优化现有“双师型”
2.引进和企业培养“双师型”
2014 年培养贾瑞琦、唐宵为中级工程师并公开发表多篇论文。
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结构。
青年骨干教师 10 余名，完成
2015 年培养李玲玲、唐亚男为中级工程师并公开发表多篇论文。
2.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率达 100%以上。
2016 年培养温李亚、杨诗洲为中级工程师并公开发表多篇论文。
3.引进社会、企业专家兼职教
3.完善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师共 3 名，完成率达 100%。
2014 年引进从事造价咨询 9 年高级工程、注册造价工程师王飞；
从事 7 年造价，注册造价工程师曹燕翔、袁静。
2015 年引进从事 8 年造价，注册造价工程师王庆、廉建国、贺青。
2016 年引进高级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王飞，从事造价管理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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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与任务

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建设任务完成率（%）

完成课程体系与课程标准建
设方案 1 份，完成率达 100%，
构建课程体系与课程标准；建立 TOP-T 项目化 已完成“工程造价专业课程体系”与“工程造价课程标准”；TOP-T
课程改革与资
完成 TOP-T 项目化教学方案 1
教学方案；开发一个特色课程资源信息库（房 项目化教学方案；开发了《房屋建筑构造》、《工程量清单计价》
源建设
份，完成率达 100%。
屋建筑构造、工程量清单计价 2 门课程）。 2 门核心课程的资源信息库。
完成 2 门核心课程改革与资源
库建设，完成率 100%。
完成本专业“房屋建筑构造”和“工程量清单
教学方法与手
已完成“房屋建筑构造”和“工程量清单计价（土建）”两门课程 完成教学方法与手段实施方
计价（土建）”两门核心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
段改革
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实施方案。
案 1 份，完成率达 100%。
与手段建设实施方案。
2014 年 12 月：
2014 年 12 月：
2014 年 12 月：
1.完善建设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技术综合实训 建设校内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室 5 个，每教室 12 张桌子，共计 240 1.完善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技
室，满足学生 CAD 制图，广联达软件算量、计 个工位；总投资额为 63 万人民币。编制完成《课程实训教学大纲》术综合实训室建设，完成率达
价等功能；
《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现代学徒制实施细则》《学生顶岗实习 100%；
2.完善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室，容纳 72 个工 管理办法》《校内实训基地管理办法》初稿。
2.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室建
位；
2015 年 12 月：
设，完成率达 100%；
3.完成实践教学体系方案初稿，验收初稿文 建设校内 2 个 CAD 电脑制图实训室，共 100 台电脑，100 个工位；3.完成实践教学体系方案 1
实践教学体系
件。
1 个软件实训室，共 50 个工位，共投 68 万人民币。能满足学生 CAD 份，完成率达 100%。
与条件建设
2015 年 12 月：
制图，广联达（斯维尔）软件算量、计价实训项目；完成《课程实 2015 年 12 月：
1.对实践教学体系的方案进行试运行并动态 训教学大纲（修改）》《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修改）》《现代学 1.实践教学体系的方案试运
优化；
徒制实施细则（修改）》《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修改）》《校 行与优化：完成率达 100%；
2.完善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室，容纳 144 个工 内实训基地管理办法（修改）》。
2.完成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
位，（至少有 1 个毕业班的实训成果）；
2016 年 12 月：
室扩建，完成率达 100%；
3.完善建设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技术综合实训 建设校内 2 个软件实训室，共 140 台电脑，140 个工位，建设规模 3.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技术综
室，满足学生 CAD 制图，广联达（斯维尔）软 为 250 ㎡，共投 91 万人民币；对实践教学体系方案的完善与优化，合实训室扩建，完成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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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与任务

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建设任务完成率（%）

件算量、计价等功能，容纳 144 个工位。
完成《课程实训教学大纲（执行）》
《现代学徒制实施方案（执行）》100%。
2016 年 12 月：
《现代学徒制实施细则（执行）》
《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执行）》2016 年 12 月：
1. 完善、优化实践教学体系方案，向社会中 《校内实训基地管理办法（执行）》等实践教学文件编制。
1. 完善、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高职院校进行推广运行并回访、验收回访记
方案，完成率达 100%。
录。
2.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建筑制
2.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室，
图与识图实训室，完成率达
形成一定规模，开放式的绘图实训室并增加工
100%。
位。
3.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建设工
3.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建设工程造价软件应用
程造价软件应用技术综合实
技术综合实训室，满足学生 CAD 制图，广联达
训室，完成率达 100%。
（斯维尔）软件算量、计价实训项目并增加工
位，（至少有 1 个毕业班的实训成果）。
2014 年 12 月：
1.建立学校主体、政府协调、行业指导、企业 2014 年 12 月：
参与的专业建设制度与机制实施方案；
完成校校企合作参与的专业建设制度与机制实施方案；与四川西南
2.建立 1 家企业作为长期的合作单位；
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12 月：
2015 年 12 月：
1.完成校校企合作参与的专
1.运行并优化建立的四方参与的专业建设制 优化校校企合作参与的专业建设制度与机制实施方案；与四川慧博 业建设制度与机制实施方案，
管理机制建设 度和机制；
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立长期校企合作关系；
完成率达 100%。
2.建立 2 家企业作为长期的合作单位；
2016 年 12 月：
2.完成 4 家校企合作单位，完
2016 年 12 月：
完善与优化校校企合作参与的专业建设制度与运行机制实施方案，成率达 100%。
1.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四方参与的专业建设制 并形成体系；与四川省宏业建设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三好软件
度和运行机制，形成一个体系。
技术有限公司 2 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建立 1 家企业作为长期的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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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与任务

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建设任务完成率（%）

1.完成建立学校主体、政府协调、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专业建设 完成以学校为主体、政府协
机制。
调、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专
1.建立学校主体、政府协调、行业指导、企业
服务社会能力
2.先后与四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慧博城建 业建设机制实施方案 1 份，完
参与的专业建设机制。
建设
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宏业建设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三好软 成率达 100%。
2.通过实施新建机制，
建立 4 家校企合作单位。
件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接收我校部分学生参加岗前 建立 4 家校企合作单位，完成
实训与顶岗实习；
率达 100%。
其 它

无

无

注：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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