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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 

（试行） 

为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

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推动河

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建立常态化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机制，引导

和促进高等职业院校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升内部

质量保证工作成效，推进高等职业院校深化改革、内涵发展、办

出特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河北省实际情况，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精神为指导，以完善质量

标准和制度、提高利益相关方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

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

引导高等职业院校切实履行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

建立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可持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

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建成“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和

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原则。诊断与改进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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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内涵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开展工作。 

（二）坚持数据分析，实际调研的原则。诊断与改进工作主

要基于对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分析，辅以灵活

有效的实际调查研究。 

（三）坚持质量标准，突出办学特色的原则。高职院校以省

实施方案为基本标准开展诊改工作，同时要突出学校办学特色，

补充有利于自身特色发展的诊改内容。 

（四）坚持自主诊改，抽样复核的原则。诊断与改进工作以

高等职业院校为主体，自主诊断与改进，省教育厅根据需要对学

校进行抽样复核。 

三、具体任务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是高等职业院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办

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聚焦专业设置与条件、教师队伍与建设、

课程体系与改革、课堂教学与实践、学校管理与制度、校企合作

与创新、学生全面发展与保证、质量监控与成效等人才培养工作

要素，查找不足，完善提高，谋求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工作过

程。 

建立基于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学校自主诊

改、省教育厅根据需要抽样复核的工作机制，在促进我省高等职

业院校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基础上，构建网络化、全覆

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现教

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具体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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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学校定期开展自主诊断与改进。

组建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并受

省教育厅委托，建章立制、组织实施、咨询指导各高职院校自主

诊改和省复核、整改回访等工作。 

2．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以诊断与改进为手段，

促使我省高等职业院校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

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强化学校各层级

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系，形成全要素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 

3．提升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强化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

据在诊断与改进工作的基础作用，促进全省高等职业院校进一步

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完善预警功

能，提升学校教学运行管理信息化水平，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

供参考。 

4．树立现代质量文化。通过开展全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引导我省高等职业院校提升质量意识，建

立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提升标准内涵，促进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 

四、工作程序 

（一）诊改对象与复核抽样 

1．办学基础稳定、办学时间相对较长的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

院校，应依据本方案自主开展诊改工作，每 3 年至少完成一次质

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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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未参加过评估的新建高等职业院校（名单附后），按照国

家、省有关文件，应接受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合格评估。接受

合格评估后纳入省抽样复核工作对象。上一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工作评估暂缓通过院校，应申请接受复评。 

3．省教育厅组织专家抽样复核，自 2017 年起，采取院校申

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选取方式，每 3 年抽样复核的学校数不少

于诊改院校总数的 1／４。 

（二）院校自主诊断与改进 

高等职业院校应根据本实施方案，依据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数据，对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运行情况及效果定期进行自主诊断与改进，并将自主诊断与改进

情况写入本校质量年度报告。学校自主诊断与改进可以安排校内

人员实施，也可自主聘请校外专家参加。 

（三）省教育厅组织抽样复核 

1.抽样复核对象。抽样复核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学校自

主诊断与改进工作的有效程度，教育厅将按照“学校自主申请与

省教育厅指定相结合，随机抽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原则确定

抽样复核对象，并于每年年底前向社会公布本省下一年度接受复

核的院校名单。 

2.抽样复核程序 

（1）院校每年可于 12 月的第一周向省教育厅自主申请抽样

复核。 

（2）教育厅于当年年底公布抽样复核院校名单和有关材料提



 

5 
 

交要求。 

（3）被列入复核的学校应提交材料： 

①学校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格式参见附件

2）。 

②近 2年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③近 2年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④近 2 年学校、校内职能部门、院（系）的年度自我诊改报

告。 

⑤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及其他子

规划。 

⑥学校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 

（4）复核前 30天，学校将以上相关诊改材料上报省教育厅，

并同时在校园网上公示。 

（5）专家现场考察复核。 

（四）结论与使用 

复核结论反映院校自主诊断结果、改进措施与专家复核结果

的符合程度。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

考表中，诊断要素共 15项。复核结论分为“有效”“异常”“待改

进”三种，标准如下： 

有效——15 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

12 项；改进措施针对性强、切实可行、成效明显。 

异常——15 项诊断要素中，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

10 项；改进措施针对性不强、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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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进——上述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 

学校可根据自身办学特色，自选增加一项诊改项目，自定诊

断点和影响因素参考内容，进行自主诊改。经专家组复核，自选

诊改项目、自定诊断点和影响因素参考内容成立，并通过复核。

专家组在诊改结论中，可在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项目数

中，增加 1项。 

“待改进”和“异常”的学校改进期为一年，改进期满后须

重新提出复核申请，再次复核结论为“有效”的，同一周期内可

不再接受复核。 

复核结论为“异常”和连续两次“待改进”的学校，省教育

厅对其采取削减招生计划、暂停备案新专业、限制项目申报等限

制措施。 

（五）学校须根据复核工作报告制定整改方案，在一年内完

成整改任务。省教育厅根据需要选派专家进行整改回访。 

五、组织实施 

（一）建立诊改工作组织机构，组建诊改专家库。成立河北

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下设秘书处。

诊改委由熟悉职业教育、具有管理经验和公信力的职业教育专家、

教育研究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等组成，在教育厅统筹管理和指导

下开展省内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指导、抽样复核以及

省内诊改工作动态追踪、方案修订等工作。各市教育局要督促本

市高等职业院校积极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 

（二）搭建诊改工作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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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河北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专题

网站，创建诊改工作的相关政策和信息发布专栏，搭建诊改工作

信息交流平台。完善河北省高职人才培养状态数据管理系统。 

（三）完善诊改工作配套政策 

加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组织报送与应用，落

实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建立和完善质量预警机制。制定

专家管理办法和专家现场考察复核工作规程。 

五、纪律与监督 

诊断与改进工作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教育部二十

项要求，加强统筹，强化过程管理和监督，严肃工作纪律，确保

诊断与改进工作健康进行。 

（一）各高等职业院校要把自我诊断与改进工作作为学校内

部质量保证的常规工作，常抓不懈，杜绝突击应付。 

（二）在专家组进校复诊期间不停课、不调课，不临时调整

师生学习生活场所。不搞迎送，不举行开闭幕式、专场文艺演出

等有可能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活动。 

（三）学校提供的相关材料中的数据要保证真实可靠，不得

提供虚假数据。 

（四）学校要保证教学数据与教学文件的原始性与真实性，

不准更改原始材料和伪造材料。 

（五）复核专家须认真履职、洁身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被确定为专家组成员后，不得接受邀请参加已列入复核学校的诊

改辅导、讲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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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复核专家应严格保守秘密，不得泄露专家组内部讨论

过程中个人发表的意见，以及有关保密事宜。 

（七）省教育厅将指定网站集中公布诊改相关政策文件、复

核专家组名单、接受复核院校公示材料，以及复核结论、回访结

果等。 

（八）严格专家队伍管理。复核专家要自觉接受省教育厅以

及被复核学校的监督。对违反工作纪律或学校和社会反响差的专

家，省教育厅将取消其专家资格，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附件：1.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2.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

告（参考格式） 

3.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诊改专家库专家名单 

      4.河北省未评估的新建高职院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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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影响因素参考提示 
数据管理平台 

相应编号 

1 体系总

体构架 

1.1质量保证

理念 

质量目标与定位 

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否科学明确；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是否符合

京津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

质量保证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达成度。 

1.3/7/9 

质量保证规划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是否科学明晰、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

性；实际执行效果是否明显。 
1.3/7/9 

质量文化建设 

师生质量意识，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

度；质量文化氛围；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是

否实现持续改进。 

2.2/8 

1.2组织构架 

质量保证机构与分工 
学校、院系各层面质量保证机构、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分工

与职责权限是否明确。 
8 

质量保证队伍 

质量保证队伍建设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人员配

备是否符合岗位职责要求；对质量保证机构、人员是否有考核标

准与考核制度；考核机制是否严格规范；能否实现持续改进。 

8.2/8.6 

1.3制度构架 质量保证制度 
学校、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层面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否

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与可操作性。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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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与改进 

质量保证制度落实情况与改进措施是否具体务实；质量保证制度

是否不断改进和完善；是否定期发布质量年度报告，质量年度报

告结构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准确；院（系）、专业自我诊改是否

已成常态。 

8.7 

1.4信息系统 

信息采集与管理 

是否重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建设；

人财物是否有保障，管理是否到位，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建立信

息采集与平台管理工作制度，数据采集是否实时、准确、完整。 

3.4/8.1 

信息应用 

是否运用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和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各级用户是否

定期开展数据分析，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反馈诊断分析与改进机

制。 

3.4 

2 专业质

量保证 

2.1专业建设

规划 

规划制定与实施 
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可行；规划实施情况

如何，专业机构是否不断优化。 
1.3/7.1-7.6/9.2 

目标与标准 
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

科学、先进并不断优化。 
7.1/7.3/7.4 

条件保障 
新增专业设置程序是否规范；专业建设条件（经费、师资、实验

实训条件）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 

3.4/4/5.1/5.2 

6/7.4/7.5 

2.2专业诊改 

诊改制度与运行 
学校内部是否建立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是否能够促成校内专

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 
3.4/8.1/8.7/9.1/9.2 

诊改效果 

诊改成效如何，人才培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校企融合程度、专

业服务社会能力是否不断提升；品牌（特色/重点）专业（群）

建设成效、辐射影响力是否不断增强。 

4/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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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诊断（评估）结论

应用 

是否积极参加外部专业诊断（或评估、认证）；外部诊断（评估）

结论是否得到有效应用，对学校自诊自改是否起到良好促进作

用。 

4/5/6/7/9 

2.3课程质量

保证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7.2/7.5 

目标与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达成度；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先进性、

规范性与完备性。 
7.2/7.3 

诊改制度实施与效果 

校内是否开展对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

课程质量保证机制；是否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

显的推进作用。 

3.4/7.2/8.1/8.2 

8.5/8.6/8.7 

3 师资质

量保证 

3.1师资队伍

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 
学校、院系、专业等层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科学性、一致性和

可行性；规划目标达成度。 
6.1/6.2/6.3/6.4 

实施保障 
是否能为师资建设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必需的外部环境、组织管

理、资源支撑、经费等保障。 
5.2/7.1/7.2/8.1/ 

3.2师资建设

诊改工作 

诊改制度 

是否制定专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聘用资格标准；是

否开展对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师资质量保证

机制。 

6.1/6.2/6.3/6.4/7.2 

实施效果 

教师质量意识是否得到提升；教学改革主动性是否得到提高；师

资队伍数量、结构、水平、稳定性、社会服务能力等是否得到持

续改善；学生满意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6.1/6.2/6.3/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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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全

面发展保

证 

4.1育人体系 

育人规划 

是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标准；学生素质教育方案制定是否科学，

培养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因材施教，注重分类培养与分层教

学；是否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加强创意、创新、创业教

育。 

5.2/8.3/8.4/7.2 

诊改制度 是否实施对育人部门工作及效果的诊改。 8.1 

实施与效果 

育人工作是否已形成常态化诊改机制；育人目标达成度；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主动学习积极性、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否得

到提高。 

2.2/3/7.2/7.3/9.2/9.7 

4.2成长环境 

安全与生活保障 

是否实施对服务部门服务质量的诊改，并形成常态化安全与生活

质量保证机制；学校安全设施是否不断完善；学生生活环境是否

不断优化；学生诉求回应速度、学生满意度是否持续提高；意外

事故率是否不断降低。 

 

特殊学生群体服务与资

助 

建立家庭困难学生、残障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学生生活保

障管理运行机制情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系与运行管

理机制情况；能否为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必要的设施、人员、资金、

文化等保障。 

5.2/8.8 

5 体系运

行效果 

5.1外部环境

改进 

政策环境 
能否促进社会资源引入、共享渠道的拓展；政策环境是否利于学

校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 
 

资源环境 

是否能够促进校内办学资源的不断优化；学校资源环境能否促进

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改善学校的办学

条件。 

 

合作发展环境 
学校自主诊改机制是否有利于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的

不断优化；合作发展的成效与作用是否不断呈现。 
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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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质量事故

管控 

管控制度 

是否建立质量事故管控反馈机制，制定质量事故分类、分等的认

定管理办法，对质量事故处理及时有效；是否建立学校、院系两

级质量事故投诉受理机构，制定质量事故投诉、受理、反馈制度；

是否定期开展质量事故自查自纠，形成质量事故管控常态化管理

反馈机制。 

8.1 

发生率及影响 
学校质量事故的发生率、影响程度；处理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

的速度与能力；学校质量事故与投诉发生率是否逐年减少。 
 

预警机制 

是否建立过程信息监测分析机制与质量事故预警制度； 

是否有突发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预案； 

是否有近三年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及其反馈处理效果报告； 

8.1 

5.3质量保证

效果 

规划体系建设及效果 
各项规划是否完备、体系是否科学，实施是否顺利，目标达成度

如何。 
 

标准体系建设及效果 
专业、课程、师资、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是否完备、先进、成体系；

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社会认可度如何。 
 

诊改机制建设及效果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日趋完备；持续改进的机制是否呈常态化

并步入良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5.4体系特色 学校质量保证体系特色 
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能否形成特色，应用效果好，并能发挥辐

射与影响作用。 
 

6 办学特

色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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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注：1．本表设 5个诊断项目，15 个诊断要素，37个诊断点。 

2．“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所列的各指标编号，起引导作用，不是规定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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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 

（参考格式） 

学校名称：                                 

一、自我诊改工作概述（500字以内） 

 

二、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表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自我诊断意见 改进措施 改进成效 

1 体系总体构架 

1.1 质量保证理念    

1.2 组织构架    

1.3 制度构架    

1.4 信息系统    

2 专业质量保证 

2.1 专业建设规划    

2.2 专业诊改    

2.3 课程质量保证    

3 师资质量保证 

3.1 师资队伍建设

规划 
   

3.2 师资建设诊改

工作 
   

4 学生全面发展

保证 

4.1 育人体系    

4.2 成长环境    

5 体系运行效果 

5.1 外部环境改进    

5.2 质量事故管控    

5.3 质量保证效果    

5.4 体系特色    

6办学特色* 6.1 办学特色*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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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报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 

2．每一诊断要素的“自我诊断意见”需阐明目标达成程度，主要成绩，存在问题，

原因分析。总体不超过 500字。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应占一半左右篇幅。 

3．每一诊断要素的“改进措施”需突出针对性、注重可行性。总体不超过 200 字。 

4．每一诊断要素的“改进效果”指实施改进措施之后已经显现的实际效果，不是

预测或估计成效。如果措施尚未实施，请加说明。总体不超过 200字。 

5．自我诊改务必写实，无需等级性结论，如无补充诊改内容，不填此项。 

6.加*为学校自选诊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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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北省高等职业院校诊改专家库专家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从事专业 

1 丁德全 男  河北省高职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2 胡振文 男  河北省高职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3 马东霄 男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车辆工程 

4 刘彩琴 女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副书记 教授 机械设计 

5 李贤彬 男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车辆工程 

6 王纪安 男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党委书记 教授 金属材料 

7 曹克广 男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校长 教授 化学化工 

8 田乃林 女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副校长 教授 石油工程 

9 温守东 男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化学工程

系主任 
教授 化学工程 

10 刘明生 男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院长 
教授 网络与信息安全 

11 杨  明 男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数学教育 

12 王振杰 男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教授 
教育管理、生物

化工 

13 贾俊礼 男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教育管理、数学 

14 付俊薇 女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教育管理、冶金

技术 

15 池云霞 女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世界经济 

16 郝  骞 男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副

处长 
副教授 教育学 

17 白敏植 男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技术经济 

18 柴锡庆 男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

院 
党委书记 教授 医药卫生 

19 张炳烛 男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

院 
院长 教授 生物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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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从事专业 

20 张志华 男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

院 
副院长 教授 化学工艺 

21 张建军 男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高职教育 

22 马良军 女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高等职业教育管

理、教育评价 

23 刘志国 男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教授 
资源环境与安全

类 

24 孙景余 男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教育与体育类 

25 王  升 男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教育与体育类 

26 张小菊 女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助理 教授 装备制造类 

27 邵英秀 女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土木建筑类 

28 郎秋洪 女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财经商贸 

29 赵栓亮 男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财经商贸 

30 张洪芬 女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财经商贸 

31 李朝鹏 男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校长 教授 临床医学 

32 曹聪云 女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务处长 教授 高等教育学 

33 刘莲花 女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副院长 教授 经济法、民商法 

34 马成东 男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教育管理、统计

分析 

35 邸卫民 男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旅游类 

36 冯卫星 男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岩土工程 

37 郭志敏 女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无机材料 

38 刘雅丽 女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运输管理

系主任 
教授 

运输管理、物流

管理 

39 田明欣 女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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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从事专业 

40 彭  炜 男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机械设计 

41 夏秀坤 女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物理 

42 刘洪武 男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系主任 
副教授 计算机 

43 张兆隆 男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 

44 赵双全 男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 

45 刘海军 男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电子信息 

46 马  莉 女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主任医

师 

口腔医学 

47 王立秋 男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作物遗传育种 

48 刘子林 男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计算机应用 

49 窦新顺 男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教授 创新创业 

50 盖春瑞 女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教授 教育学 

51 徐爱新 女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计算机 

52 朱玉春 男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装备制造 

53 周美茹 女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

部主任 
教授 材料科学 

54 杜春艳 女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正高级

工程师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55 乔跃兵 男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校长 教授 
人体解剖与组织

胚胎学 

56 才晓茹 女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校长 副教授 中医 

57 桑金歌 男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计算机网络、数

字媒体技术 

58 麻士琦 男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 
高级工

程师 
机械工程 

59 金桂兰 女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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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从事专业 

60 秦美从 女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副书记 教授 劳动法 

61 杨建立 男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院长 教授 财经商贸类 

62 张彩霞 女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副院长 教授 电子信息类 

63 黄盛兰 女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院长 教授 教学、教育管理 

64 杨京楼 男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副书记 教授 教学、教育管理 

65 孟洪武 男 泊头职业学院 副院长 教授 教育类 

66 徐国辉 男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教务处长 教授 预防医学 

67 刘更新 男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院长 

教授 

主任医

师 

流行病与预防统

计学 

68 靳  明 男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教务处长 
高级讲

师 
动画设计教学 

69 王惠然 女 
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教务处长 教授 学前教育 

70 薛彦萍 女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副院长 教授 
公共管理与服务

类 

71 张玉军 男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副校长 教授 基础医学病理学 

72 林  涛 男 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 

建筑与艺

术学院副

院长 

高级工

艺美术

师 

装饰设计 

73 翟巧丽 女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副院长 
高级工

程师 
无机化工 

74 刘炳炎 男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副院长 教授 经济管理、农学 

75 王立朋 女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分公司 
总经理 

高级培

训师 
财务管理 

76 尤国侠 女 
神州数码网络（北京）有

限公司  
总监 营销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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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北省未评估的新建高职院校名单 

序号 院校名称 

1 泊头职业学院 

2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3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4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5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7 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9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0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12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