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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陕教职办〔2020〕16号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杨凌示范区教育局、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韩

城市教育局、神木市、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各高职院校，省属

中职学校：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全国

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0〕25号）要求，

为做好 2020年全省职业院校参评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参加评估的院校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已设立、截至 2019

年 7月已有毕业生且独立设置的职业院校。我省参加评估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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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共 215所，其中：高职院校 36 所，中职学校 179所（名单

见附件 1、2）。

二、评估内容、方式与步骤

1. 评估内容。本次评估主要围绕《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教督办〔2016〕2号）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教督办〔2016〕3号）中两个《办法》所列指标涉及的内容

开展。

2. 评估方式。评估工作采用网上评估方式进行，参评职业院

校登录全国职业院校评估数据采集系统填报数据信息并完成网

上提交（网址：http://wj.cnsaes.org/admin），省教育厅审核确认

并报送省级自评报告，国家督导委办公室委托第三方进行总体评

估，并向省政府反馈评估情况及存在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并上报

整改结果。

3. 评估步骤。7月 10日（星期五）前各市（区、县）教育部

门和省属中职学校、高职院校联系职成教处相关负责同志领取登

录账户和密码。参评职业院校要及时登陆系统，下载、学习数据

采集项说明和平台使用手册，8月 23日前完成数据信息填报、问

卷填答和网上提交工作。各参评高职院校 10月 30日前依据本校

填报的数据信息撰写自评报告，在本校门户网站发布并同时报送

省教育厅（纸质版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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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1. 各市（区、县）教育部门、各职业院校要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落实责任，高质量完成本次评估工作。

2. 各职业院校要明确专人负责参评和数据填报工作，确保数

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真实反映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

效和职业院校办学、适应社会需求能力水平。

3. 各职业院校填写《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联系人

信息汇总表》（附件 3），于 7月 8日（星期三）前报送省教育

厅职成教处相关邮箱（市属中职学校由各地汇总报送，高职院校

和省属中职学校直接报送）。

4. 为加强工作交流，省教育厅建立 2020年陕西职业院校评

估工作 QQ群（群号：677240425），请各地、各职业院校安排具

体负责（或数据填报）人员入群，每单位限 1人。

四、联系方式

滚多海（高职）电话：029-88668625 邮箱：3323365995@qq.com

裴生芬（中职） 电话：029-88668836 邮箱：sxzcjc@163.com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7月 2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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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加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的高职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1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8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9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公办

14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陕西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公办

1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9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2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5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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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29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民办

31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2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3 西安健康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4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民办

35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民办

36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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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加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的中职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隶属

1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 公办 省属

2 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校 公办 省属

3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公办 省属

4 西北工业学校 公办 省属

5 陕西省商业学校 公办 省属

6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省属

7 西安航天工业学校 公办 省属

8 西安军需工业学校 公办 省属

9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 公办 省属

10 陕西省商贸学校 公办 省属

11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 公办 省属

12 西安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 公办 省属

13 陕西省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公办 省属

14 西安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公办 省属

15 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公办 省属

16 西安市卫生学校 公办 西安市

17 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公办 西安市

18 西安市艺术学校 公办 西安市

19 陕西科技卫生学校 民办 西安市

20 西安东方美术高中 民办 西安市

21 西安市涉外职业高中 民办 西安市

22 西安铁道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23 西安医药科技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24 西安现代电子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25 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26 西安工业经济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27 西安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28 西安城市科技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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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隶属

29 西安市导游礼仪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30 西安东方艺术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31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32 西安市未央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33 西安经开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34 周至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35 西安市高陵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36 蓝田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37 西安市灞桥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38 西安幼儿师范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39 西安舞蹈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40 西安市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西安市

41 西安实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42 西安第四联合职业中学 民办 西安市

43 西安市明珠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44 西安市阎良区职教中心 公办 西安市

45 陕西航空医科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46 西安市长安区职教中心 公办 西安市

47 西安市临潼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48 西安华乐艺术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49 西安市鄠邑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西安市

50 西安八一中等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51 西安市雁塔区职业高级中学 公办 西安市

52 西安博雅艺术职业中学 民办 西安市

53 西安培华学院附属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54 西安旅游烹饪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55 西安交通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56 西安生物医药技术职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57 西安艺术职业高级中学 民办 西安市

58 陕西省高教系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西安市

59 西安商贸旅游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60 西安市特殊教育职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61 西安市残疾人艺术职业学校 公办 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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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隶属

62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公办 宝鸡市

63 宝鸡市渭滨高级职业中学 公办 宝鸡市

64 陕西中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宝鸡市

65 宝鸡市金台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66 陕西亚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宝鸡市

67 陕西振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宝鸡市

68 陕西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宝鸡市

69 宝鸡市陈仓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70 陕西三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宝鸡市

71 宝鸡商贸交通职业学校 民办 宝鸡市

72 凤翔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73 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74 扶风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75 眉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76 陇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77 千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宝鸡市

78 麟游县职业中学 公办 宝鸡市

79 太白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80 凤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宝鸡市

81 咸阳市秦都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咸阳市

82 咸阳市渭城区高级职业中学 公办 咸阳市

83 兴平市高级职业中学 公办 咸阳市

84 武功县高级职业中学 公办 咸阳市

85 三原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咸阳市

86 陕西省泾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咸阳市

87 咸阳市礼泉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咸阳市

88 乾县职教中心 公办 咸阳市

89 永寿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咸阳市

90 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咸阳市

91 长武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咸阳市

92 旬邑县职教中心 公办 咸阳市

93 淳化县职教中心 公办 咸阳市

94 咸阳中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咸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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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隶属

95 咸阳卫生职业学校 民办 咸阳市

96 咸阳协和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咸阳市

97 咸阳陕广电子机械职业学校 民办 咸阳市

98 咸阳理工职业学校 民办 咸阳市

99 铜川市印台区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铜川市

100 铜川市耀州区高级职业中学 公办 铜川市

101 陕西省渭南工业学校 公办 渭南市

102 澄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03 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04 合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05 富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06 白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渭南市

107 大荔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08 华阴市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09 潼关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10 渭南市华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渭南市

111 渭南市幼儿师范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2 渭南市西北理工职业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3 渭南西北新世纪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4 渭南市东大职业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5 渭南市兴华职业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6 渭南市红星中等职业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7 大荔县西北职业学校 民办 渭南市

118 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 公办 延安市

119 延川县职教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0 延安市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1 延长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2 子长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3 安塞县职教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4 志丹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5 吴起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26 甘泉县职业中学 公办 延安市

127 富县职业中学 公办 延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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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隶属

128 洛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延安市

129 宜川县职业中学 公办 延安市

130 黄龙县职教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31 黄陵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延安市

132 榆林体育运动学校 公办 榆林市

133 榆林市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34 定边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35 靖边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36 榆林市横山区职教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37 绥德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38 米脂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39 子洲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榆林市

140 榆林能源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榆林市

141 榆林能源交通职业学校 民办 榆林市

142 榆林北方工业职业学校 民办 榆林市

143 榆林益友能源化工技术学校 民办 榆林市

144 榆林市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榆林市

145 陕西省城固师范学校 公办 汉中市

146 陕西省汉中体育运动学校 公办 汉中市

147 镇巴县职业中学 公办 汉中市

148 城固县职教中心 公办 汉中市

149 汉中市南郑区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汉中市

150 宁强县职业高级中学 公办 汉中市

151 汉中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汉中市

152 西乡县职业技术高中 公办 汉中市

153 勉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汉中市

154 略阳县天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汉中市

155 洋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汉中市

156 汉滨区新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安康市

157 汉阴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公办 安康市

158 石泉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安康市

159 紫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安康市

160 岚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公办 安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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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隶属

161 平利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安康市

162 旬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安康市

163 白河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安康市

164 安康高新中等职业学校 民办 安康市

165 安康育英中等职业学校 民办 安康市

166 商洛市商州区职教中心 公办 商洛市

167 洛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商洛市

168 丹凤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商洛市

169 商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商洛市

170 山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公办 商洛市

171 镇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公办 商洛市

172 柞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商洛市

173 杨陵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杨凌示范区

174 陕西医科学校 民办 杨凌示范区

175 杨凌中等职业学校 民办 杨凌示范区

176 韩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韩城市

177 神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公办 神木市

178 陕西省府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公办 府谷县

179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附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西咸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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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联系人信息汇总表

单位名称：市（区、县）或高职院校、省属中职学校

院校

名称

院校领导 数据填报人员

姓名 职务 固话 手机 姓名 部门 职务 固话 手机 QQ邮箱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7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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