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
（新增设）

学 校 名 称 ( 盖 章 ) ：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专 业 名 称 ： 美术

专 业 代 码 ： 350107

修 业 年 限 ： 四年

拟 招 生 数 ： 200 人

专 业 负 责 人 ： 羊双全

联 系 电 话 ： 17776542030

申 请 时 间 ： 2022 年 12 月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用于各学校填报新增拟招生的高职本科教育专业

信息。

2.根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的要求如实填报。

3.表中所填内容要言简意赅，如有需要可另附报告，一

个专业对应的报告单独一册，双面打印，单独装订。

4.学校承诺本表所填师资、办学条件等基本情况真实、

准确，如有虚假，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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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生专业基本情况：

拟招生专业名称 美术 专业代码 350107

办学性质 民办 学位授予学科门类 艺术学

2023 年拟招生数（人） 200 学制 四年

总学时 3188 实践教学学时 1952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的比例
61.23% 实验实训项目（任务）

能够开出率（%）
100%

“双师型”教师

占比（%）
61.90% 兼职教师数（人） 6

兼职教师计划承担的专

业课授课学时占专业课

总学时比例（%）

23.96%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等认定的高水

平教师教学（科研）创

新团队

否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

量（人）
0 省级及以上教学领域有

关奖励数量（项）
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万元）
1.18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技术

研发推广平台
是

所依托主要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 工艺美术 专业代码 350101

专业开设时间 2019 年
是否为省级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
否

本专业全日制

在校生数（人）
443 本专业专任教师

数（人）
24

专任教师与全日制

在校生人数之比
1:18.45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

比例（%）
42.86%

具有研究生学位

专任教师比例（%）
71.43%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

任教师比例（%）
19.05%

2022 年度面向行业企业

和社会开展职业

培训人次

910 2022 年度招生计划

完成率（%）
100.00%

2022 年度新生

报到率（%）
75.87% 2022 年度应届生

就业率（%）
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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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

生专

业设

置可

行性

一、行业/企业调研分析

随着国家对艺术教育领域的重视，我国美术行业发展得到

支持与推动。2020 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提出要把艺术类课程以及艺术实践活动情况纳入学

业要求，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2021 年，中国美术艺考培训市场规模达 312 亿元，较 2020 年

同比增长 6.5%，占艺考培训市场总规模的 58.25%，预计 2022

年将达到 358.9 亿元。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新媒体和传统媒体

不断融合，美术编辑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任务和职能。广西传统

艺术的开掘、整理，现代绘画艺术的创新和发扬，也亟需一批

专业的美术人才。

二、人才供给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广西开设有美术类专业的本科院校人才培

养和供给情况与现在的市场需求不相匹配。首先，具有良好职

业、就业能力，能够进行美术创作、美术设计和美术教学的复

合型人才比较缺乏。其次，我国在线美术培训成为美术培训行

业发展新趋势，需要大量熟悉美术培训和在线教育的复合型人

才。最后，数字化复合媒体对美术编辑人才需求较大，特别是

能熟练掌握新媒体宣传技术并能够把民族元素融入绘画作品的

创新型人才比较紧缺。

学校结合当前美术人才供给情况及短板，培养美术专业高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是缓解美术人才供求矛盾的重要举措。

三、办学基础和专业特色

（一）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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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所依托的工艺美术专业，已经组建结构合理、数量

充足、专业扎实的师资队伍，建成设施设备齐全的校内外综合

性教学实训实习基地，具备优质丰富的图书、教材，及网络信

息资源等，拥有支撑美术专业的办学基础条件。

（二）专业优势、特色

依托民族艺术（花山岩画）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积极构建“民族文化传承展示、民族文化传承课程体系、民族

文化传承师资队伍、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活动、民族文化成果转

化”五位一体的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以广西民族美术融合

新媒体为特色，将传统美术与现代信息化技术进行有机结合，

以兴趣为出发点，创造意识、专业能力为核心，培养会手绘、

会设计、会培训，能进行创作作品、能设计产品，能培训教育

的优秀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四、保障措施及相关制度

专业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健全，专业发展规划分工明确。

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监控体系完善，能确保教学计划各个环节

的整体性、科学性、规范性。专业建设专项资金使用制度，为

人才培养、师资培养、教学改革、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强有力

的资金保障。

教师

队伍

情况

要点

一、师资队伍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依托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1 人，兼职教师 6人，专任教师与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之比为 1:18.45，具有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

例为 42.86%，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为 71.43%，具有博

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为 19.05%，组成结构合理、数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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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专业扎实的师资队伍，满足教学需求。

二、具有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

“双师型”教师占比为 61.90%。拥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 4 名，在壮锦、铜鼓、刺

绣、花山岩画、陶泥艺术等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价值的民族民

间美术方面有高超的技艺和丰富教学经验。

同时，还聘请有专业水平高、行业经验丰富的美术企业、

行业高职称、高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参与专业教学工作，共

计 6 人，其所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任务授课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

的 23.96%，满足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需要、适应职业本科教育教

学规律的专门要求，推动美术专业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具备一支教研能力出众的教学团队

专业带头人羊双全副教授，主持市厅级以上科研项目 7项，

其中省部级课题 1 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主持并获得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已出版教材

《美术与手工》，完成专著《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及文化产品设

计》《素描绘画与技法研究》；在美术大观、世界林业研究、

广西教育等期刊发表论文 29 篇，作品 4幅。

专业教学团队在持续多年的教学、教改、科研、实践等工

作与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研究领域涵盖：美术创作、美

术设计、美术培训、美术编辑、文化传媒、环境艺术设计、陶

瓷艺术设计等。师资水平不仅能达到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要求，

还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教改、科研成果。

专业

人才

培养

一、专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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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要点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民

族文化传承需要，具备良好的审美意识和创新思维，具有较强

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掌

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和美术专业知识，具备绘画

创作、计算机辅助设计、美术培训活动组织与实施、艺术管理

与策划等职业能力，能够在美术及相关领域从事职业画家、美

术编辑、美术培训师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二、职业面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行业企业调

研，确定本专业面向的主要职业类别是画家、美术编辑和美术

培训师等。学生毕业后在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经过五年左右的锻

炼，能够根据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掌握相关专业技能，能

够独立创作，并且具备解决美术专业及相关领域复杂问题的能

力，能够在本行业中成为领军人才，优秀者能够成为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画家、设计师、高级培训师。

三、课程体系

职业本科美术专业工作任务对应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对应

职业能力，并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职业技能竞赛的内容融入

其中，以实现课证岗赛融通。

美术专业构建了由职业素质公共必修课程模块、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模块、职业基础能力课程模块、职业核心能力课程模

块、职业能力拓展选修课程模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模块和职

业能力实践模块组成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在实践教学环节，设

置认识实习、岗位实习、毕业实习三个层次递进的实践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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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构建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本专业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

比例为 61.23%，实验实训项目（任务）开出率达到 100%。

四、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美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本

专业实施“三会三能三方向”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

兴趣、创造力、专业能力，让学生能够多项职业技能发展，精

准确定就业方向，培养合格的美术领域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美术专业"三会三能三方向"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就业为导

向、能力培养为宗旨，整合实践、技能训练内容，积极推进和

完善实践技能教学课程建设，以“I CAN”[I(interesting

C(creativity) A(ability) N(nice)]为核心理念，培养美术专

业学生，以广西民族美术融合新媒体为特色，结合传统美术与

现代技术进行课程设计，兴趣为出发点，创造意识、专业能力

为核心，培养会手绘、会设计、会培训，能进行创作作品、能

设计产品，能培训教育的优秀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办学

条件

概要

所依托专业具有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专业扎实的师资队

伍，设施设备齐全的校内外综合性教学实训实习基地，具备优

质丰富的图书、教材，及网络信息资源等，拥有支撑美术专业

本科层次的办学基础条件。

一、具备开办专业所需的实习实训场所

拥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和实训基地，除了基础实训室和多媒

体实训室外，有以学校自身文化产业：“玉石研究所”“红木

家具研究所”“花山文化研究中心”“AAA 旅游风景区”等来

打造的广西高校“校园博物馆”“校园公园”，有与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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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合作的实训基地等，教学

实训中心占地 5000 多平方米。校内实训室设备先进，为学生实

践提供真实环境，为创作实践提供实际工程项目等各种需要，

能满足学生的技能实训要求，为专业的实践教学提供了优越的

条件。

二、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建立稳定校企合作关系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不断开拓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校目

前已经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艺美术研究所”“崇左市壮族博

物馆”“广西花山岩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通过建立多个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参与教学与课程建

设、开展课外名师系列讲座等多种合作方式，有效地补足了专

业实践教学的短板，将一线名师的经验直接引入课堂的方式，

将相关课程带入符合实际需要及技术发展的教学语境，并能较

好地满足本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要求，为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提

供了广泛的选择机会和空间，逐步实现了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的基本目标。

三、专业建设经费稳定增长，专业发展可保障

学校在专业建设项目的经费投入作了详细的规划，对投入

经费的使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每年都在年度预算中确保项

目建设经费，美术专业预计五年累计投入 100 万元，为人才培

养、师资培养、实习实训、教学改革创新、科学研究等方面提

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技术

研发

与社

一、技术研发

组建科研创新团队，鼓励教师积极组织和参与各项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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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

务基

础概

要

究项目，并着力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总结专业经验，为相关专业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所依托专业的科研创新团队结合区域经济进步、教育事业

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依托广西职业教育民族文化传承

职业教育基地——民族艺术（花山岩画），取得了丰富的科研

和教学成果。共获批市厅级以上科研和教改项 10 项，其中省部

级项目 1项，发表专业论文 36 篇，出版教材 1 部、著作 3 部，

教师参与获得 2019 年广西职业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等次，主持获得 2021 年广西城市职业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等

次。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丰富了美术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并服务

于区域、行业企业的发展。

二、社会服务

积极履行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通过信息咨询、师资培训、

技术服务、横向课题等多种形式，服务社会。

所依托专业师生积极履行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每年完成

多项社会服务项目，涉及室内美术设计、美术教学、技术服务

等多种形式，如西安莫奈云来谷度度假村方案设计、幼儿园音

体室空间设计项目、广州水村二五一号庭院设计方案、万德•

大学悦海公馆项目景观方案深化设计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

三、职业培训

在职业培训方面，我们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

合的要求，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开展职业培训。加大职业技能

培训投入力度，培养一批优秀的培训师团队，为开展各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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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所依托专业依托实训基地的功能，为旅游

工艺品、珠宝首饰设计、家具设计与制作行业企业培训和输送

高素质美术设计与技术人才。每年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开展职

业培训人次达本专业在校生人数的 2 倍以上。

专家

组评

议意

见

专家组长签字：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复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