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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1

骨干专业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档次

1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A

2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A

3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A

4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A

5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A

6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A

7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A

8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A

9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 A

10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 A

11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A

1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A

13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A

14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 A

15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A

16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 A

17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A

18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 A

19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专业 A

20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专业 A

21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临床医学专业 A

22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 B

23 冀中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 B

24 泊头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 B

25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专业 B

26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B

27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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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B

29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 B

30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工程造价专业 B

31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B

32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技术专业 B

33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 B

34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色冶金技术专业 B

35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B

36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B

37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加工专业 B

38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B

39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中药制

药方向)
B

40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 B

41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专业 B

4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 B

43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B

44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B

45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应用技术专业 B

46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审计专业 B

47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B

48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B

49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B

50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B

5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技术专业 B

52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专业 B

53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B

54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B

55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三

维动画设计方向）
B

56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B

57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 B

58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B

59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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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专业 B

61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B

62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专业 B

63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专业 B

64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 B

65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导游专业 B

66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B

6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动物医学专业 B

68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 B

69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B

70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B

71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专业 B

7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 B

7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 B

74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 B

75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B

76 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B

77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专业 B

78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专业 B

79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专业 B

80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 B

81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专业 B

82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专业（英语方向） B

83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会计专业 B

84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B

85 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B

86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 C

87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C

88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 C

89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C

90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专业 C

91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C

92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C

9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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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 C

95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通信管理专业 C

96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专业 C

97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专业 C

98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口腔医学专业 C

99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C

100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 C

101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会计专业 C

10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会计专业 C

103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专业 C

104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 C

105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C

106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刑事侦查专业 C

107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 C

108 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C

109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专业 C

110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C

111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专业 C

112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C

113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 C

114 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专业 C

115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电算化专业 C

116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专业 C

117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专业 C

118 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 护理专业 C

119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专业 C

120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口腔专业 C

121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新增

122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专业 新增

123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专业 新增

124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新增

125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新增

126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 新增

127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专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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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 退出

129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退出

130 河北司法警察职业学院 刑事执行专业 退出

131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治安管理专业 退出

132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退出

133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退出

134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退出

135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退出

136 石家庄城市经济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专业
退出

137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退出

13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专业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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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2

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生产性实训基地 1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性智能制造技术实训基地 2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生产性实训基地 3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生产性实训基地 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 5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商类生产性实训基地 6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生产性实训基地 7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加工生产性实训基地 8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技术中心生产性实训基地 9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汽车综合实训中心生产性实训基地 10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青霉素钾盐生产性实训基地 11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陶瓷设计与工艺生产性实训基地 12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化工医药—新道”实训基地 13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生产性实训基地 14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 15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 16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测生产性实训基地 17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实训基地 18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类生产性实训基地 19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实训基地 20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实训基地 21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实训基地 22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类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 23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机加工生产性实训基地 24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口腔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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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承德市旅苑旅行社生产性实训基地 26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E创客+”电子商务创业实训基地 2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创业实训基地 28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附属幼儿园 29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器人实训基地 30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专业生产性实

训基地
31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交通管理实训基地 32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实训基地 33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 34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建材检测中心生产性实训基地 35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实训基地 36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科诺伟

业、新源绿网、柏斯顿）
37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 38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生产性实训基地 新增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新增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轨道交通生产性实训基地 新增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类生产性实训基地 新增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校园共建的教学性实习基地 退出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航空铁路生产性实训基地 退出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高尔夫训练场地 退出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口腔类生产性实训基地 退出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校中企”建设（河北新龙科技有

限公司）
退出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财经-七星”共建酒店生产性实训

基地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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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3.1

国家优质校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2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国家优质校 3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4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5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6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7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8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9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10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11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优质校 12



9

XM-3.2

河北省优质校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1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省优质校 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4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省优质校 5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6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7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8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省优质校 10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11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省优质校 备选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省优质校 备选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

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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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4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2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5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6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8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9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0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1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2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3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4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5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6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7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8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19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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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6.1

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导游 1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院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陶瓷设计与工艺 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4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5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 6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8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9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0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备选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文秘 备选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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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6.2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高专英语 1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常用电气设备控制与检修 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办公软件应用 3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机床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4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儿童歌曲伴奏与弹唱 5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库技术 6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辅助造型 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电路项目实践 8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控制与 PLC 9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电算化 10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应用写作与口才 11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零部件应用与维护 12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HTML5 移动应用开发 13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模拟导游 14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极限配合与测量技术 15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发动机构造与拆装 16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陶瓷产品装饰设计与制作 17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液压传动 18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花卉生产技术 19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会计实务 20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1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22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PLC 控制系统设计 23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发动机电控技术 24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交际礼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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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单元操作 26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微生物及育种技术 27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28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矿井地质 29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餐饮服务与管理实务 30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英语 31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生产矿井测量 32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化工单元操作 3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旅游 34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 35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集散控制系统 3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心理学 37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网站前台美工设计 38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免疫学检验 39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建筑材料 40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概论 新增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仓储与配送管理 新增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会计电算化 备选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应用写作 备选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成本会计 备选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线务工程 备选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现代礼仪 备选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 备选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办公室的故事 备选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建筑材料 备选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基础护理学 退出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经济学基础 退出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安装调

试与运行维护
申请退出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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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7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动车组检修技术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

真实训中心
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2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石油勘探开发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3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跨专业虚拟仿真综合实训中心 4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过程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5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变电仿真实训中心建设 6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备选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VBSE 经管类跨专业虚拟仿真综合实训

中心
退出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15

XM-8

骨干职教集团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交通职业教育集团 1

河北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旅游职业教育集团 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曹妃甸工业职业教育集团 3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能源职业教育集团 4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 5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 6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京津冀护理职业教育集团 7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建材职业教育集团 备选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装备制造业职教集团 备选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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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10

对口支援西部职业院校建设项目中期绩效

评价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支援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1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支援宁夏民族职业学院、贵州毕节

职业技术学院
2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支援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支援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对口支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卫生学校 5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支援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6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对口支援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7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对口支援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新增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对口支援新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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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11

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新龙软件学院 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经济学院 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与迅腾科技集团合作开办互联网学院 3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与万和集团联合共建汽车分院 4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新能源学院 5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玻璃学院 6

冀中职业学院 惠仁健康科技学院 7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健康学院 8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二级学院 9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沧州北方微软 IT 学院 备选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技术学院 备选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交路桥学院 备选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邢台物流分院 退出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中科创业学院 退出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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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15

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1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2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4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5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6

渤海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7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8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9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10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11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12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6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7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18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19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0

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1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2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3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4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5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教育部学徒制试点单位 26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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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16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仪器仪表工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3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交通建设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4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优化与信息安

全技术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5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方共建“工业机器人”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6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京津冀协同发展燕山果业试验站协同创新

中心
7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建筑节能集成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8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矿山机电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9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类专业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0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11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物流技术研发中心 1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 BIM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3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畜产品生产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14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非晶合金材料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1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6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市快速制造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1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高校骨质瓷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18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材料检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9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新增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智能装备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新增



20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紧固件产业技术研究院 退出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退出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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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17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浩楠艺术工作室（版画） 1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古川云雪设计室 2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晏钧（陶瓷）技艺大师工作室 3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冠伟陶瓷艺术技艺大师工作室 4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邢玉菱工作室 5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冀派内画大师工作室 6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风筝技能大师工作室 7

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郑久强炼钢创新工作室 8

冀中职业学院 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缂丝类） 9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崔志刚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 10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于铁军传统工艺大师工作室 11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蔚县剪纸大师工作室 12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井陉拉花传承大师工作室 13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磁州窑非遗传承人技能大师工作室 1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中华巧女姜艳华技能大师工作室 备选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烙画、内画技能大师工作室 备选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能大师工作室 备选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22

XM-18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排序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课程 1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群建设 2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创业基础 3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课程 4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 5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 6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7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互联网 DNA的创新创业课程

群建设
8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9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课程建设 10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就业与创业指导 11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创业基本功与精益创业方法论 12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13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 14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15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16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网络创业实践 17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创业素质拓展课程 备选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 备选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 备选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课程群建设 备选

注：列为备选的建设项目，在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终点确认时，与立项建设项目统筹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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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20

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中期绩效评价

综合排序一览表

学校名称 示范专业点名称 排序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陶瓷艺术设计与工艺专业点 1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风筝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 2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工艺美术品设计示范专业点 3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 4

冀中职业学院 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 5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民族民间舞蹈示范专业点 6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文字的传承--书法的技艺传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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