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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片均由宁波财
经学院提供

学校把产学合作作为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紧密对接新业
态紧缺人才培养需求，在传统学院
基础上建立产业学院，深入推进

“双院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
宗商品商学院成为“宁波市首批特
色学院”，相关改革成果获浙江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各专业强化与行
业企业合作力度，建设合作研究平
台 40 个、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430
个，立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25项，学校成为教育部“高校
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
地”首批合作院校。

学校把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
径，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设立了创业教育与服务中
心；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建立了

“混合制”实体创业学院，开展四
年制创业管理专业教育、“3+1”专
创融合教育及全校创业通识课程教
育；同时以创业专业教育为引领，
建设多层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打
造了以商业模式实验室为核心载体

的创业实践服务平台，构建了创业
教育与实践、创业培育与引导、创
业服务与支持“三位一体”的创业
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创业人才培
养新模式。目前，校企合作开发创
业教育类课程及特色教材35套，创
业指导及实训类课程42门，出版相
关研究专著16部；创业学院已有两
届毕业生 310 余人，平均创业率达
20%；学校组建了一支由创业导
师、职业指导师和应用型教师组成
的专职教师队伍，建成了“一园一
街多空间”的大学生创业园区，近
三年共 280 个创客团队入驻创业孵
化园，在校生获得国家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 45 项；2012 届-2016
届毕业生创业率名列省内前茅，学
校创业学院被评为“浙江省普通高
校 示 范 性 创 业 学 院 ”， 学 校 获 评

“全国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示范
学校”，相关改革成果获浙江省教
学成果一等奖。

当前，学校在巩固现有成果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应用型人才培
养改革与创新力度，积极构建产教

合作协同育人新机制，努力培养更
多适应新产业发展需求的特色、紧
缺人才：一是实施产业学院强院计
划，建立产业学院发展绩效评估制
度，促进在建产业学院增强综合实
力；同时围绕财经大数据、数字创
意、影视科技等与学校学科专业关
联度较高的新兴领域，新建 2-3 个
产业学院，进一步拓展紧缺、特色
人才培养范围。二是以省示范性创
业学院建设为契机，注重分类施
教、个性化培养，继续完善多层次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商
业模式实验室 2.0”，持续办好“创
博会”，加快构建与专业教育有机
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三是
大力推进象山影视学院建设，对
接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凝聚各
界力量，打造影视类特色学科专
业，与影视类知名高校合作共建
大师工作坊、名人工作室、影视
文化产业公司，共同举办影视类
高端论坛、优秀电影展等学术文
化活动，为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协同育人水平提升工程协同育人水平提升工程 探索区域紧缺人才培养新模式

质量文化建设是确保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持续提升的根本。学校研
究出台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建
立定期考核和随机抽查评价相结合
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系统，构建了
常态化的教学日常运行质量监控与
改进机制；坚持落实校领导集体听
课制度，加快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设，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成
效。学校建立专业建设年度绩效考
核、专业建设专项评估、专业建设
综合评估构成的周期性专业评估制
度，首批 15 个专业通过学校应用
型专业评估，有效促进了专业建设
的持续改进。

近年来，学校学生职业发展力
与社会声誉明显提升。学生英语
四六级通过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
平，学科竞赛获奖级别与数量整体
提升，学生在美国 （国际） 大学生
数学建模、挑战杯大赛、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等国际和国家级高水

平竞赛中喜获佳绩；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均在 96%以上,毕业生的就业
现状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创
新能力总体满意度均高于全国非
211 本科平均水平。毕业生工作与
专业相关度、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
评价整体呈上升趋势，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综合素质满意度评价超过全
省平均值。

当前，学校突出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继续探索适应
教学工作实际、运行有效的人才质
量评价保障体系，切实将质量文化
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
下一阶段，将重点开展以下四方面
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考核与激励
相结合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
持续增强教师的质量和责任意识，
同时不断完善基于学生发展的评教
系统，加强学生信息员队伍建设，
增强学生参与质量评价的主动性。
二是加强“课堂、课程、专业”三
级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完善课堂教
学质量评价标准，建立课程评估指
标体系及专业年度发展报告和定期
评估制度。三是完善多主体参与的
人才培养质量调查评价制度，形成
面向专业的社会需求传导和人才培
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四是加强质
量监控信息化建设，建立教学质量
大数据平台，实现质量数据采集的
智能化、全覆盖，质量分析评价的
全面性、即时性，质量反馈、改
进、跟踪评价的及时性、针对性和
有效性。

未来几年，将是宁波财经学院
站在新起点全面提升教育内涵质量
的关键时期。学校将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和省市教育大会精神，以敢闯
敢拼、勇立潮头的勇气和担当，以
永不懈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能力，为更好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提供宁财力量！

质量保障文化建设工程质量保障文化建设工程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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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财经学院近年

来扎根创新创业之沃

土，汇聚江南山水之灵

秀，聚焦高水平民办本

科高校发展目标，坚持

以区域中小企业发展需

求为导向，不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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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定位和“致良知、

育实才、立善业”的办

学理念，凝聚力量加快

转型升级，持续深化应

用型人才培养改革，努

力建设成为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基地、解

决区域中小企业工程技

术问题的研究基地、区

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的服务基地。

学校紧密对接浙江中小企业、
家族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区域优势
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催
生的新业态，以经济、管理学科为
主，经、管、工、文、艺等多学科协调
发展，坚持“特色引领、创新驱动、强
化应用、注重成效”的学科建设原
则，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学科队伍、
搭建学科平台、打造学科特色，构建
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学科体
系。重点建设以大宗商品流通为特
色的应用经济学科、以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和家族财富管理为特色的工
商管理学科、以金融大数据技术为
特色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打造
学校财经领域特色学科体系；围绕
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影视
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非遗
传承等研究领域，发展财经领域相
关特色学科。

近年来，学校共有应用经济学、

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机
械工程等 4 个“十三五”浙江省一流
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艺术设计等 4 个
宁波市重点学科，共有宁波市大宗
商品流通协同创新中心、宁波市新
经济与创新创业研究基地、宁波市
影视产业发展研究基地等４个市级
科研平台。“十三五”以来，高水
平科研产出持续增多，新增以第一
单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
题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100 余项；获
得市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30 余
项。近三年，共承担横向项目近
500 项，横向到款额 4000 万元。另
有31项研究成果被各级领导批示或
被政府机构采纳，11项研究成果被
车俊、袁家军等省市主要领导批
示，较好地扩大了学校在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建设的影响力。
当前，学校正紧贴地方产业发

展需求，围绕学校发展定位，大力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造区域有影
响力的优势特色学科：一是以大宗
商品流通、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家
族财富管理、金融大数据技术等研
究领域为重点，重点打造财经领域
优势特色学科；围绕移动互联网、
影视产业、文化创意、新媒体、非
遗传承等研究领域，积极发展一批
新兴特色学科。二是进一步巩固大
宗商品流通、创新创业、家族财富
管理、金融大数据等学科研究领域
对财经类新兴特色专业（方向）的引
领作用；拓展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
领域对数字财经、影视技术等特色
专业（方向）建设的支撑作用，推进
一批工科专业向财经、影视领域转
型，推动工科类、人文类学科与财经
学科融合发展。

高水平学科建设工程高水平学科建设工程 强化应用研究与社会服务能力

学校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
新产业、新业态紧缺人才需求，不
断完善专业结构；聚焦课程体系优
化、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课堂教
学创新、实践教学强化等制约人才
培养的关键环节，实施“专业内涵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加 大 应 用
性、实践性课程比重，打造职业发
展力课程、素质教育课程等特色课
程，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形成了由基
础实践能力、专业核心能力、综合
应用能力构成的三层次能力培养体
系；积极顺应信息化教学应用趋
势，强化在线课程资源建设，在全
国同类高校中率先规模化开展“翻
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
践，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强化学生
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培养。

近年来，学校主要面向现代服
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信息技术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设置本科专业 38
个，共获省重点、优势和特色专业
11个，市品牌、特色和重点建设专
业 （群） 8 个；建设了校内实验教
学中心11个，其中“十三五”省级

重点教学示范中心 2 个，下设实验
（实训） 室300个，教学仪器设备总
值增至 1.3 亿元，教学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建设了应用型课程与应用
型教学团队33个，评选出优质课程
214 门，建设省、市在线开放课程
48门，立项省优秀、省新形态教材
共19部，形成了以合格课程建设为
基础、优质课程和精品示范课程为
引领的课程质量体系，相关改革成
果获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当前，学校正以满足区域行业
产业人才需求和学生多样化发展需
求为出发点，围绕影响人才培养质
量的关键环节，大力推进专业综合
改革，不断增强专业综合实力：一
是积极构建财经特色鲜明的应用型
专业体系，加快以省市两级品牌、
优势、特色、新兴专业和校级示范
性应用型专业为重点的高水平专业
建设，启动国家“双万计划”专业
专项培育工作，尽快形成一批社会
影响力大、学生满意度高、行业企
业评价好的高水平专业。二是培育
特色优势专业群，推进大宗商品流

通、财富管理、创业管理、大数据
与金融、影视艺术与技术、影视产
业管理、创意设计等应用型专业群
建设。三是进一步加强突出能力培
养主线的应用型课程体系建设，修
订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基
于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覆盖
教学内容、教学实施、考核评价全
过程的课程质量标准，实施课程资
源增量提质计划，全面提高课程建
设水平。四是大力推动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潜能的课堂教学改
革，开展“金课”创建与评选活
动，加强学习过程管理，推进考试
制度与学分管理办法改革，着力提
升学生学习成效。五是加强实践教
学体系质量标准建设，实施实验中
心升级计划，推进跨专业多岗位职
业能力实践平台建设，支持校企共
建实验实习基地，不断提升实践教
学育人水平。六是实施卓越财经人
才培养计划，积极探索复合型、创
新型、外向型财经人才培养途径，
进一步增强服务区域多样化人才需
求的能力。

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工程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工程 增强应用型专业整体实力

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一行考察学校翻转课堂

长城商学院揭牌仪式

学校每年举办创新创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