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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江苏省重点专业

2011
省示范重点专业

央财支持重点专业

2019
江苏省A类品牌

专业（优秀）

2020
江苏省高水平专业群

核心专业

2010
江苏省特色专业

2012
省“十二五”重点专业群

核心专业

会计专业发展历程

专业名称：会计
专业代码： 630302
专业等级：A类品牌专业
在校生数：32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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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链打造1
n 标杆比较 n SWOT分析

n 建设目标 n 人才培养目标

n 发展规划



行业标杆校1

p 国家示范校

p 中央财政重点支持专业（会计专业）

p 山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品牌专业（会计专业）

p 国家优秀教学团队

p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2019高水平学校C档）

国家教学资源库课程 国家精品课程 省级精品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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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对比

山西财专 江苏财经



SWOT分析1
S：强势（Strength)：专业建设基础
较好�

p 省级会计实训基地、省级会计专业优秀教学团队

p 省级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p 省高职院校骨干教师与“双师素质”教师培训基地

p 全国模范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

p 连续9年承办全省高职会计技能大赛

p 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SWOT分析1

W：弱点（Weakness）：

教科研/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高水平的教科研成果偏少。

师资队伍建设：
高层次人才缺乏；
专业教师中企业经历比例较少；
结构有待优化。

专业教学资源：
教学信息化资源偏少；
高水平专业资源建设较滞后；
新技术应用相关资源较少。



SWOT分析1

O：机遇（Opportunity）：

2019年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职教二十条

p 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

p 将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

p 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p 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p 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p 建设多元办学格局

p 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

2021
大数据与会计



SWOT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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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教职成〔2019〕5号）

教育部《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教职成〔2018〕1号）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号）

教育部《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年3月20日）

教育部《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
〔2020〕1号）

教育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2019年1月24日）

03

教育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

》 （教党〔2016〕58号）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意见的通知》（苏财院委〔2020〕27号）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关于2019级人才培养方案制（修）

订的指导意见》

政策文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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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大数据洞察
打通企业内部和外部更多的接

口，直接获取、归集、使用更

多的数据。大大地提高财务数

据的准确性与实时性，赋能财

务转型，为业务提供各类大数

据洞察分析。

多端化
各类移动端设备随时随地的接

入使用，为财务数据的协同和

自动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充分

利用移动设备的特性，扩展传

统财务无法触及的场景。

全员化
智能财务的推广要面向企业全

员，要为员工提供智能简单易

用的应用，提高员工满意度。

社会化商业整合
交易平台的趋势，企业财务从

过去面向业务为核心变成以交

易为核心。财务系统与各类交

易平台连接协同共享，重塑高

效透明财务流程。

自动智能化
电子发票、电子档案等，重塑

企业财务流程。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应用，使得越来越多的

人工环节被系统取代。

发展规划1



建设目标1

科学定位专业发展，着力推进“十大项目”建设



建设目标任务分解1

教学资源

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

服务发展



           
人才

培养

方案

1 组长：张卫平

2 副组长：郭小明��李�坤

3 产业教授：胡�权（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云彬（江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4 校外专家：�宋红军��（淮安市财政局）

�����������������王��松�（淮安禧联华会计师事务所）等
5 校内成员：�孔德军�丁佟倩�王莹�李永丽������

�����鲁靖文�朱兆军�黄志艳等
6 学生代表：��周珊竹�汪瑞�李尚轩��翟天又

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委员会1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等技术层出不穷

南京途牛

企业调研

智能财务软件的引入将会导致用
人单位对从事基础会计工作人员
的需求大幅减少

宁波雅戈尔

企业调研

对财务人员的需求由单纯的技术
操作型向管理决策型转变

四川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院校调研

能分析、善管理、懂战略将是以
后会计行业最需要的人才

南京财经大学

院校调研

调研工作1



19.85%

14.61%

13.86%

11.61%

10.49%

18.99%

16.74%

15.14%

12.88%

11.69%

创新能力

业务能力

沟通能力

学习能力

抗压能力

财务分析能力

信息系统操作能力

纳税申报能力

会计核算能力

EXCEL应用技能

用人单位对会计专业毕业
生所需核心知识与能力

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
需要加强的工作能力

企业用人需求1



管理型会计人才

面向信息系统和管理制度

健全的中小企业云财务会计人才

面向信息系统较为发达

的中小企业

核算型会计人才

面向多行业小微企业

人才培养目标1

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

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以及较高的综合素质，掌握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企业财

务通则、税收法律制度等会计

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

主要技术技能，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



技术
技能

洞察力、市场意识和大数据思维

数据分析、会计核算能力

管理会计与金融管理能力

自我管理与学习能力

（1）思想政治素质

（2）职业素质

（3）文化素质

（4）身心素质

素质

培养目标优化1

（1）公共基础知识

（2）专业知识

知识

（1）通用能力

（2）专业技能

（3）职业能力

能力



实施运行2
n 诊改理念 n 常态纠偏

n 队伍建设

n 资源建设

n 课程教学 n 实训教学



诊改理念2

依托学校智慧数据平台，全面把握、系统思考，梳理形成
了学校、院系、教师、学生各个层面完善的目标体系，明
确了目标体系、标准体系、质量改进螺旋。



诊改理念2



常态纠偏2



常态纠偏——资源建设2
1.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

项目名称 主持人

会计职业基础 程淮中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程淮中

2.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珠算文化子库技能鉴定项目 张黎影

3.省、校课程建设

2018校级在线开放课程（2门）、省级在线课程申报3门

2019省级在线开放课程立项3门、省成教精品课程2门

2020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5门）



常态纠偏——资源建设2

国家规划教材

省重点教材

国家资源库教材

会计系列化教材

专业负责人主持编写3套富媒
体、智能型会计系列化教材

1

2

3

4





常态纠偏——队伍建设2

在读博士5人，海外研修教师3人，近三年省培、国培项目参训教师20余人，青年教师进企业

实践锻炼8人，引进新教师8人。积极参加校内外教师培训或竞赛项目，效果显著。



01

02
03

04

会计专业
通过高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

会计（3+2）
与淮阴工学院分段培养

会计（对口单招）
中专学校、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毕业生

或者同等学力者

会计（提前招生）
普通高中毕业生或者同等学力者

常态纠偏——分层教学2

会计（西藏）
招生对象：西藏普通高中毕业生

05

由于会计专业招生类型多，学生层次不一，
会计专业针对不同层次制定了差异性的培养方案



“ “ 自我提升
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

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您

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

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

字。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

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常态纠偏——课程教学2

0 5 10 15 20 25 30

9.16

10.26

10.89

10.95

16.83

24.78

会计专业核心课程重要性占比（%）

财务会计

税费申报与计算

EXCEL财务应用

成本会计

会计基础

会计信息化

数据来源：我校会计专业毕业生1252份调查问卷



�依托智慧校园，改进

教育教学方法，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通

过智慧职教、云班课、

学习通、云课堂等平台

推进教学改革，实现信

息化带动教学现代化。

自我提升
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

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您

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

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

字。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

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常态纠偏——课程教学2



网中网高职会计技能竞赛全真
模拟训练平台软件
网中网成本会计实训教学软件
网中网高职会计技能竞赛模拟
软件
VBSE财务信息化练习题库
网中网财务决策平台
网中网高职会计技能竞赛全真
模拟训练平台软件
新道VBSE财务信息化竞赛平台
新道新商战沙盘系统
平板套机、爱丁财经宝典软件

衡信税务实训平台软件
V1.0
会计能力训练与测评系统
会计综合实训与技能竞赛
系统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系
统
会计虚拟实训系统/厦门
网中网
用友ERP U872 财务软件
会计信息化教考系统
新道新商战电子沙盘系统

常态纠偏——实践教学（校内）2

基本技能
训练

财务技能
训练

业务流程认
知训练

综合技能
训练

层层递进，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3 常态纠偏——实践教学（校外）

序号 依托单位-名称
建立日期
（年月）

实习实训项目

接 待
学 生
量
(人次)

1 南通大地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200211 出纳、材料核
算、... 25 

2 淮安迪瑞税务师事务所 200007
代理记账、审
计工作底稿整
理

32 

3 南通大地股份有限公司 200701 出纳、商品核
算、... 20 

4 国瑞兴光税务师事务所 200810 代理记账 35 

5 扬子江药业集团 200612 出纳、材料核
算、... 15 

……………………………… ………… ……………………

20 金湖县佳申实业有限公司 201109 出纳、材料核
算、... 15 

21 天参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00609 出纳、材料核
算、... 20 

22 三淮会计师事务所 200702 出纳、成本核
算、... 10 

23 淮安新元会计师事务所 201005 出纳、总账... 15 

24 中石化淮安分公司 200609 出纳、材料核
算、... 28 

25 开元税务师事务所 201105 出纳、材料核
算、... 35 

26 …………………………………… ……………… …………………… …………

Ø淮安禧联华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王松被我院聘为专业建设委
员会委员，参加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方案研讨，合作编写教材，
安排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Ø淮安迪瑞税务师事务所，  
2019年先后安排多名同学赴淮安
市税务局进行顶岗实习



阶段自诊3
n 专业自诊 n 诊改预警



专业自诊——阶段完成情况3

具体目标 项目内涵 项目标准
任务完成情况
2018 2019 2020

1.1强化技术技能积累，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聚集校内外资源，服务区域产业发
展

累计申获专利（个） 5 11 7
科研技术到账经费（万） 69.7 118 54.8
发表论文数 83 107 85
省、市课题 10 12 8

1.2系统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夯实专业建设基础
建设高水平科研团队

省级教学团队 　 1 　
双师型教师 87% 89% 89%
教授（人） 7 8 8
产业教授（人） 0 1 2
在读博士（人） 2 3 7

深化校企合作，内外结合开放共享
基地

新增校外深度合作企业
（人） 1 2 2

1.3引进、输出，提升专业国际化水平 开展合作办学，师生双向交流
学生在校人数（人） 2892 2943 3294
教师海外研修（人) 1 2 1

1.4促进信息化教学，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育人
推进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专业课程实施信息化教学 100% 100% 100%
信息化等教学能力大赛 省二 省二 省二
微课大赛 省二 省一 省二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校级在线课程建设 3 4 6
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2 4 2

1.5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创新人才
实施创新人才培养 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订单班 0 0 0

技能大赛
国家级技能大赛 国二 　 　
省级技能大赛 省一 省二 省一

鼓励教师自我提升，提
高双师型教师比例

招生规模扩大，
注重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教学能力，争取教
学能力大赛省一等奖

实现产教融合订单班突破

提高技能大赛成绩



专业自诊3



专业预警4

会计专业诊改报告主要预警指标：

p应届毕业生月薪

p毕业生最终就业率

p用人单位满意度

p3-5年毕业生升迁情况（薪酬）

p专业课教师生师比（不含专业平台课）

p产教融合

p各专业、行业企业专家聘请



成效体会4
n 课证融通 n 新设课程 n 人才培养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4

江苏财经•用友新道数智财务产业学院的

正式揭牌，校企共建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开创新的教育教学模式，提高应用型会

计人才培养质量。



01

02

03

04

财务数据挖掘（专业课）
在数据分析领域，Python语言简单易用，第三方库强大，并提供了完整的数据分析框架，本课程从

Python数据分析的基础知识入手，结合大量的数据分析实例，让学生能够掌握利用Python语言进行

数据分析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财务共享服务实训
课程是会计专业的专业进阶课程，直接对应企事业单位财

务共享服务中心岗位。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财

务共享中心的业务流程和工作方法。

学生在真实的动态场景中，了解企业真实工作，感受企业

真实业务，通过“虚拟现实场景+真实案例”的混合模式

进行分岗位以及轮岗操作演练，培养了学生的全局观和系

统思维，提高了学生对企业集中式管理模式在财务管理岗

位中的有效运用能力。

大数据基础（选修课）
介绍当前紧密关联的最新IT领域技术云技术、大数据和物

联网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将介绍大数据处理基础架构。

区块链技术基础（选修课）
帮助学生认识区块链本质上是解决信任问题、降低信任成

本的技术方案，目的就是为了去中心化，去信用中介。

新设课程4



课程信息化建设4



4
l 2018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会计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l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比赛团体二等奖
l 2018年���第二届“新道杯”全国高职“管理会计”技能大赛江苏省省赛团体一等奖
l 2018年���第十四届“新道杯”全国职业院校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总决赛二等奖
l 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财税技能大赛华东赛区一等奖第一名
l 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财税技能大赛全国比赛一等奖第一名
l 2018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福思特杯”审计技能大赛一等奖

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l 2019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会计技能项目团体二等奖
l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福思特”杯审计技能大赛一等奖
l 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财税技能大赛华东赛区一等奖
l 2019年�“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财会职业能力大赛二等奖
l 2019年���全国涉外会计岗位技能大赛“工业企业会计手工账务处理”竞赛项目团体一等奖
l 2019年���全国涉外会计岗位技能大赛“涉外企业会计手工账务处理”竞赛项目团体一等奖

l 2020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会计技能项目团体一等奖
l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福思特”杯审计技能大赛一等奖
l 2020年�“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税务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全国十强校
l 2020年�“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财会职业能力大赛二等奖
l 2020年���全国高职院校智能审计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
l 2020年���“福思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高职组二等奖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重点、X证

社会认可、价值高

X标准对应工作岗位技术技能，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先进性

能学到实用的技能，拓宽就业

创业能力。

学习成果经国家学分银行认定

单击这里修改填写你的文字内容，或复

制的文本信息。单击这里修改填写你的

文字内容，或复制的文本信息。单击这

里修改填写你的文字内容，或复制的文

本信息。单击这里修改填写你的文字内

容，或复制的文本信息。

单击添加文字

课证融通

——“1+X”证书

4

序号 “1+X”证书 考核发证部门

1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
数字化管理会计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上海管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3
财务共享服务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4
财务数字化应用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业财一体信息化应用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人才新需求

共享财务人才
应熟悉系统操作、报销�流程、

运营机制，为财务共享中心

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基础

财务数据，对财务共享中心

输出的数据进行监控�。

运营会计人才
针对企业流程中的问题，对

企业流程进行持续分析、改

造和优化�。通过流程的优

化重组实现降低财务成本，

推动企业高速发展的目标。

大数据会计人才

利用其大数据知识

与会计专业知识，

分析企业庞大的数

据战略资源，为企

业财务决策提供会

计支撑。

管理会计人才

企业对会计人才在管理

会计、数据分析、风险管

理、战略评估等方面的能

力尤为重视。

会计专业人才培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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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汇报人：王莹 会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