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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培养高等学历信息技术应用人才，促进科技文化

发展。 

住    所 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188号 

法定代表人 王晖 

举办单位 深圳市教育局 

公 益 

服 务 

过 程 

概 述 

党的建设 

党委现下辖 16个基层党委（党总支），其中

基层党委 11 个，党总支 5 个；设置基层党支部

118 个。现有党员 1914 名，其中教工党员 990

名，学生党员 760名，离退休党员 164名。2021

年共发展新党员 800 名，其中∶学生党员 785

名，发展教职工党员 15名。发展的 15名教师党

员中，高知群体 13名（其中教授 2名），博士学

历 2名，硕士学历 11名；发展女党员 10名；少

数民族 1 名（满族）。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坚持因人施教，着力增强教育培训工

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教

育，组织方式灵活多样，坚持把党员教育培训与

党建共建结合起来、与重要节日结合起来，用好

党建资源、用活红色资源。党员教育方式不断丰

富创新，组织开展“践行初心使命，续写春天故

事”党史学习教育主题音乐党课培训，用音乐讲

党课、用艺术讲党史。校党委班子成员，校纪委

班子成员，全体中层干部，各基层党组织书记、

副书记、委员，教师党员、学生党员代表逾 400

人参加了培训。各基层党委（党总支）围绕“一

院一品、一支部一特色”活动，开展了红色家书

比赛、红色主题演讲、红色运动会、重温红色电

影、诵读红色经典等不同形式，丰富多彩的红色

党员教育活动近 40 余场。同时利用“党课开讲

啦”、“微党课”等活动载体，制作党员教育音频、

视频课件作品 10 余部。在党史学习教育期间，

开发党史学习“有声图书馆”，通过微信免费收

听学习，同利用微信公众号、党建工作群等自有

载体和学习强国等外部媒体，在官微和校园官网

发布党史每日一学，通过线上学习、每日打卡方

式，构建起多角度全方位的网络媒介学习平台，

实现了学习教育全覆盖。 



业务能力 

建设情况 

学校贯彻“三同”办学理念、聚焦“三个起

来”战略目标，围绕发展 “四个面向”和“五

个战场”，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

有”标准，全力打造一支适应“双元”育人职教

需要、师德高尚、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

理、能力突出、技艺精湛、有国际视野的卓越双

师队伍。 

一、聚焦教师发展，构建教师分类发展体系。分

为三个方向（科学研究、教学研究和服务产业）

和三个项目（深信学者、深信名师、卓越双师）

鼓励教师发挥术业特长。培养深信学者培养对象

6人、深信名师培养对象 2人、深信优青培养对

象 7人。 

二、聚焦“高精尖缺”人才，构筑创新人才高地。

柔性引进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 2

人，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领军人才 4 人及其领衔的

创新团队 6个；引进全国优秀教师 1人；聘请行

企高技能、管理人才担任产业教授（副教授）12

人；与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联合招收培养博士后

10人。 

三、聚焦教师专业能力提升，赋能教师新蓝海。

一是重点资助教师参加国家和省级培训项目，选

派 44 人参加广东省高职院校教师素质提升项

目，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提升培训班 31 人，

“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培训班 13人。二

是组织 153 人参加广东省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

培训班。三是组织开展了两期 2021 年新教师培

训工作，共培训新入职教师 556人，邀请教学名

师、科研学者等开展讲座，邀请各职能部门讲解

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四是组织开展了高技能人才

学历提升计划兼职教师岗前培训工作，共培训各

教学点负责人、各教学点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管

理人员约 110 人次。五是全体教师参加 2021 年

教师继续教育专题培训，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专题

培训。选派 122人次参加各级干部培训班。对口

帮扶师资培训工作 104人次。 
 

贯彻执行《条例》

和实施细则 

有关情况 

我校严格按照《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管理

和使用证书。 

相关资质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明文件 

及有效期 

无 



接受捐赠资助 

及使用情况 

1.2021 年 1 月，接受深圳市互拓科技有限公司

捐赠的七彩虹显卡设备一套，金额 5.04 万元，

已投入使用； 

2.2021 年 7 月，接受杭州加速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的数字/混合信号半导体测试机 5 台及集成电

路测试实训平台 5套，金额 194万元，已投入使

用； 

3.2021 年 8 月，接受广州达客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捐赠的大屏拼接屏等科研仪器设备一批，金额

12.74万元，已投入使用； 

4.2021 年 8 月，接受深圳市冰海科技有限公司

捐赠的 2 轴直线电机平台等科研仪器设备一批，

金额 97.95 万元，已投入使用； 

5.2021年 9月，接受德胜科技实业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捐赠的“跨境电商产教融合云平台”和

“JD电子商务仿真实训教学系统”软件各一套，

金额 108 万元，已投入使用； 

6.2021 年 9 月，接受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捐赠的商汤教学实验平台软件一套，金额

34.25万元，已投入使用； 

7.2021年 9月，接受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

有限公司捐赠的云计算基础知识课程等设备一

批，金额 299.62万元，已投入使用； 

8.2021 年 9 月，接受成都慕客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的原型设计工具-摹客 Mockplus 及协作设计

平台-摹客 iDoc一批，金额 72.99 万元，已投入

使用； 

9.2021 年 9 月，接受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

司捐赠的模拟 IC 全流程设计 EDA 软件一批，金

额 497万元，已投入使用； 

10.2021 年 9月，接受捷利升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捐赠的网训-计算机网络仿真教学软件一

批，金额 194.33万元，已投入使用； 

11.2021 年 9月，接受杭州朗讯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的 IC制造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一套，金额 47.35

万元，已投入使用； 

12.2021 年 9月，接受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以绿色通道的名义捐款 12.5 万元，已于

2021年 11 月按照捐赠单位的要求发放给学生； 

13.2021 年 11 月，接受深圳市宝安区应急安全

和消防平安促进会捐赠的灭火器实操王消防演

练设备 1 套，金额 37.15万元，已投入使用。 
 



绩效和 

诉讼情况 
无 

信息公开 

及其他情况 

1. 2021年 1月 5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 

2.2021年 5月 10日，2020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

度报告书； 

3.2021年 5月 31日，2021年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部门预算； 

4.2021 年 9 月 30 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度部门决算； 

5.2021 年 10 月 28 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6.2021年 12月 7日，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2） 

 

网址：https://www.sziit.edu.cn/ 

公 益 

服 务 

概 述 

以职能清单形式阐述本单位公益服务内容 

职能一 人才培养 

职能二 科学研究 

职能三 社会服务 

职能四 文化传承与创新 

职能五 国际交流合作 

https://www.sziit.edu.cn/


公益 

服务 

总量 

和 

质量 

职能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职能一 

着力打造“全

链条”人才培

养体系，一流

育人新架构

迸发活力 

全面推进办学条件水平提升：高标

准完成了本科申办并以优异成绩通过

教育部“双高计划”考核工作。统筹推

进我校“世界一流职业院校”等建设，

推动“创新强校”工程在年度考核中斩

获佳绩，取得突破。 

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

“1234+X”深信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了中高本硕“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体系。开展专业群改造工程，开设

特色班实施分层分类人才培养，打造深

信特色人才培养名优品牌。顺利通过教

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验收。集成

电路技术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获批

立项，2部优秀教材获得国家二等奖，

开展 2021年 1+X证书制度试点申报及

建设工作，共试点 36个证书，覆盖 43

个专业。 

继续发挥学生专业技能竞争优势：

获广东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国

家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省级一等奖 34项、二等奖 29项、

三等奖 25项；获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 2金 3银4铜，

国赛 2银 3铜。202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为 98.09%。2021年 11月，学校

被中国青年报社评为全国高职院校“就

业竞争力星级示范校”。 



职能二 

深度契合产

业发展和需

求，一流应用

研发和服务

能力大幅增

强 

 

学校牵头全国 12个省市 26家高职

院校与 10家工业软件领域的头部企业，

共同发起成立工业软件职业教育集团，

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强芯铸魂”战略和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能力，推动工业

软件领域专业建设的产教深度融合与

校企全面对接。 

科研立项方面取得多项标志性业

绩，共承担各级各类纵向项目 178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3项，

连续 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研究项目 3项。平

台建设成绩显著，立项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1项、教育厅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1项、龙岗区重点实验室 1项，并首次

获得市级人文社科类研究基地立项。科

技成果转化成绩斐然。弥补了国内在高

精度光学模组研制领域的技术短板、减

少国外进口限制，助力解决国内“卡脖

子”技术问题。知识产权转化势头良好，

授权各项专利 117件，其中发明专利 35

件，并实现转化 3件。  

 



职能三 

勇担社会责

任和教育使

命，社会服务

工作成效显

著 

    社会服务工作推进卓有成效，全年

完成社会培训工作量 42.9 万人天。依

托省“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扎实推

进“双师型”教师培训，成功获批国培

4项，省培 2项。完成 2021 年上半年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为政府、

学校、企业开展培训服务，共开展专题

培训 30余场，累计培训近 3000人次。

新建立 2所社区学院，共建党群服务中

心新增 8个，协助 3个社区成功创建“深

圳市学习型社区”，服务社区群众近

5000人次。组织学校 6名心理咨询师参

加“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

热线平台”援助热线，完成了超过 600

小时的心理热线志愿服务。高技能人才

培养突出教务精细化管理，探索集中面

授与平台分散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深入推进教育帮扶工作，赴各帮扶高校

开展教师交流 60余人次，培训各帮扶

高校师生 700余人次。 

 



职能四 

精心打造校

园文化工程

和活动，坚持

文化育人重

传承 

举办“灯火中国·青春向党”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系列活动，创

新形式举办“践行初心使命,续写春天

故事”主题音乐党课，风雅颂诗经文化

传承基地面向全校开展 22 期《音乐党

课·诗经故事·礼赞百年》活动，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师生深刻铭记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注重结合青年

学生特点，选准切实有效、针对性强的

若干个“小切口”，形成 “润、潮、云”

的思政育人特色，把“党史+”融入育

人各环节，引导青年学生“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 

遵循类型教育特色，围绕信息科

学、审美艺术、工匠创新、语言文化、

数理逻辑等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素养培养需求，创立素质赋能中心，

推进公共拓展课的设置改革与学生个

性化赋能。大力推进美育和文化育人，

开展体商文化系列活动，举办体商嘉年

华。大力推进“双创”能力培养，积极

对接深圳支柱产业和区域创业环境，从

体制机制、双创教学、平台建设等方面

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职能五 

大力拓展国

际化办学空

间和资源，一

流国际合作

范式建设成

效显著 

 

与华为签订“华为 ICT 国际人才交

流中心”，联合深圳大学向教育部申报

共建“国际中文+ICT技术”教育实践与

研究基地；牵头研制教育部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和汉考国际“国际技能等级

标准和考试体系”；制定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高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联

合培养百千万计划”方案；圆满承办教

育部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2021中

国-东盟职业教育能力建设高端培训”。

“湾区中德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示范

基地”正式揭牌。与德国 TUV莱茵集团

共建产业学院，并挂牌成立莱茵工业机

器人培训与考试中心。 

推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光电技术世界技能大赛赛

委会等合作；开拓与教育发达地区的院

校合作，推动建立海外职教中心，建设

“全球课程中心”“全球实验室”和海

外“孪生实训室”。构建“湾区中欧班

列”职教服务带；加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接，筹

划并启动中巴职业教育联合示范项目

暨中巴国际学院项目，“中-韩 2+1联合

培养项目”纳入广东省考试院高考招生

名目并顺利招生；首度实现面向印度尼

西亚本科院校开展整班制、按学期的远

程直播教学。 

筹建紫荆学院，打造粤港澳职业教

育合作的示范平台；在粤港澳职业教育

资历框架对接以及学分、学历、学位和

技能等级互认互通、学生双向交流等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 



公益 

服务 

投入 

从业人数 1500 

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及事业收入 

财务相关项目 金额/比率 备注 

开办资金（万元） 361233  

经费自给率（%） 13.75 

（事业收入+其

他收入）/（事

业支出+其他支

出） 

人员支出占事业支出比率（%） 41.85  

公用支出占事业支出比率（%） 4.98  

资产负债率（%） 1.84  

收入增长率（%） 27.52  

支出增长率（%） 21.5  

收入支出比（%） 99.02  

资产损益 

情    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289257.62 287515.20 

其他组织利

用国有资产

举办事业单

位公益服务

特定内容 

理事会运行情况 

基本运行情况  

召开会议情况  

决策决议情况  

兴办企业情况   

国有资产投入使用情

况 
  



公  众 

满意度 

须填写社会评价情况 

社会评价项目 社会评价描述 备注 

社会声誉-1 
2021年 1月，我校通过首批“全国党

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验收。 
 

社会声誉-2 
2021年 5月，我校获评全国“优秀易

班共建案例”和优秀易班工作站。 
 

社会声誉-3 
2021年 7月，我校党委获深圳市先进

基层党组织。 
 

社会声誉-4 
2021年 7月，我校入选 2021-2023年

创建广东省文明校园先进学校。 
 

社会声誉-5 

2021年 7月，我校“5G全场景全业务

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  ”入选教育部职业教育示范性虚

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 

 

社会声誉-6 
2021年 8月，我校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获评国家级、省级重点团队。 
 

社会声誉-7 

2021年 8月，我校入选教育部第二批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

项建设单位。 

 

社会声誉-8 

2021年 9月，我校 2部教材分别获评

全国优秀教材（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类）二等奖。 

 

社会声誉-9 
2021 年 11 月，我校获“2021 高职院

校就业竞争力星级示范校”称号。 
 

社会声誉-10 

2021 年 12 月，我校获评 2020-2021

年度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工作先进集体。 

 

社会声誉-11 

2022年 1月，我校 3项教学成果获评

2021年省级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

等奖。 

 



公 益 

服 务 

专 项 

举办单位下达的专项任务 

专项任务一 开展第 34 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专项任务二 
圆满完成“双精准”定点帮扶河源市和平县公白镇

塘角村三年攻坚任务 

专项任务三 
开启“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帮扶河源市连平县

上坪镇为期三年的工作任务 

专项任务四 
与百色职业学院续签对口帮扶协议，合力推动“深

百实验班”48 名学生顺利毕业 

专项任务五 
对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投入帮扶经费 200 余万元，派

驻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挂职干部 2人 

专项任务六 
助力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申报省域高水平学校

级专业群项目 

专项任务七 
实地调研甘肃培黎职业学院，围绕数字媒体技术专

业和科研创新工作落实对口帮扶任务 

专项任务八 
与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协议，协助帮扶其筹建电

子信息系 

专项任务九 
与赣州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协议，围绕教师培养、课

程建设、科研协作等开展帮扶工作 

专项任务十 
落实高职大规模扩招任务，完成 407 名云南贫困生

招生任务 

专项任务十一 
与陆河县教育局签订协议，推动广东省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 



其他需要说

明的情况 

无 

事业单位 

法人承诺 

与委托 

    兹承诺我单位年度报告书内容真实并委托登记管理机关公示我

单位年度报告书。 

 

法定代表人：  王晖                        

年    月    日 

举办单位 

意见（含 

保密审查 

意  见） 

深圳市教育局                                     

                                年    月    日 

报告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袁秋平 13631622869 2009300025@sziit.edu.cn 

 

mailto:2009300025@sziit.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