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调研规划 

 

 

一、调研目的 

1. 了解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现状及发展趋势； 

2. 确定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就业岗位（群），了解岗位职责和岗位    

从业人员结构； 

3. 了解本专业群相关岗位职业能力结构，收集工作任务和项目，了解岗位

生产对象，生产流程等，深入到工作岗位的细节，考虑潜在的因素； 

4. 明确中等职业学校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定位。 

二、调研时间安排 

1、准备阶段：（2017年3月12日-3月25）组成调研组，围绕调研主题，结合

实际情况，研究确定调研课题，拟定调研方案（含调研提纲）； 

2、实施阶段（2017年4月8日-2017年5月10日）：围绕确定的调研课题，通过

网上查找、深入企业等多种手段，收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3、形成调研成果阶段（2017年5月14日-2017年6月15日）：在认真调查、研

究、分析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论证，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交调研成果。 

三、调研内容 

（一）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发展趋势调研 

1、调研主要方法：文献和统计资料研究方式 

2、责任人：      张斌（组长）、阳根民、谢向花 

3、具体工作要求 

（1）收集行业或地区该职业领域里涉及技术、经济和社会现状、教育与就业

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趋势的数据； 

（2）了解劳动市场情况，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数

量和规模，就业人数和层次，行业或地区的投资情况，相关产业的生产、销售和



利润在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就业需求等； 

（3）如岗位群当前就业人数、需求人数、近期预计需求人数； 

（4）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岗位群中各岗位当前就业人数、来源及需

求人数； 

（5）当前社会急需岗位及所需人员层次、职位； 

（6）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7）、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情况； 

（二）企业人才需求现状及典型工作任务调研 

1、调研主要方法：现场收集资料、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 

2、责任人：      第一阶段分四个调研小组 

第一组：刘克军（组长）、周启和京龙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第二组：向志军（组长）、李先良恒裕实业（怀化） 

第三组：申玉虹（组长）、杨帆、谢向花金大地水泥公司（怀化） 

第四组：杨英国（组长）、阳根民、张斌旭明电力公司（深圳） 

  



3、调研任务： 

调研企业的高层管理者1人以上： 

①企业人才现状 

②企业未来3-5年人才需求状况 

③对学院毕业生的认可度 

调研企业的中层管理者2人以上： 

①岗位主要职责 

②岗位主要工作任务及流程 

调研企业基层4人以上： 

①岗位工作目标分解情况：各类型岗位工作目标、各具体岗位工作目标； 

②岗位职责安排情况：具体工作任务内容；各类型岗位的工作职责、具体

工作任务内容；各具体岗位的工作职责、具体工作任务内容； 

③各具体岗位的胜任能力、胜任资格要求； 

④对行政服务满意度评价的看法及建议。 

调研毕业生4人以上： 

①调查岗位的劳动状况； 

②岗位的职责、工作任务； 

③岗位工作过程； 

④岗位变迁； 

⑤岗位薪酬。 

  



（3）调研流程：到企业调研用时2-3天，如下图所示。 

 

工作程序 成果及要求 

对企业人力资源和车间领导

进行访谈式调研，调查企业

对专业人才基本需求情况 

深入车间和办公室对企业人

才需求情况进行问卷式调

研； 

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智

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工

作岗位及典型工作任务，并

了解其技能要求； 

拜访企业领导，汇报调研目

的及沟通调研程序；同人力

资源部门共同确定调研人员 

1、 企业门口标志照片 3 张以上，

同企业领导照片 1 张。 

2、 确定调研人员要有一定代表

性； 

3、 同相关部门商定调研时间。 

1、3份以上《企业情况定性调研访

谈表》；（其中人力资源领导1人、

车间领导1人） 

2、索取企业可以公开的管理制度 

1、 要求调研一线技术工人 3 人、

车间工程技术人员 2 人、中层

领导 2 人、企业高管 1 人共收

集 8 份有效的《智能制造装备

技术应用专业人才需求调查问

卷》； 

2、 留下相关调研照片。 

1、 通过认真调研，提炼专业工作

岗位 3 个典型工作任务，填写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

就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访

谈表》； 

2、 收集企业智能制造设备、工作

场景、相关产品照片各 5 张以

上。 

完成调研任务，顺利返怀！ 

上交调研资料！ 

召集学校毕业生进行座谈，了

解毕业生相关信息，同企业沟

通寻找产品外包加工及技术服

务、培训等合作途径。 

1、 收集 8 份以上《智能制造装备

技术应用专业毕业生调研问

卷》（含培训学员）； 

2、 收集企业在外包产品加工、技

术服务、培训等方面需求，并

提供书面报告。 



四、调研经费安排 

调研地点 调研项目 责任人 完成时间 
调研费用

（元） 

天津 

1. 企业调研 

2. 毕业生调研 

天津京龙公司 

刘克军 5月5日 5000 

深圳 

1. 企业调研 

2. 毕业生调研 

深圳旭明电力技术

有限公司 

杨英国 5月7日 5000 

怀化 

1. 企业调研 

2. 毕业生调研 

怀化金大地水泥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恒裕实业公司 

向志军、

申玉虹 
5月5日 1000 

省内 

1、行业调研 

2、政府相关政策调

研 

张斌 5月10日 1000 

合  计 12000 

说明：1、调研费用是指车费、住宿费及每天按照学校规定的出差补助费用，

采取实报实销。2、若需相关招待事前必须征得项目负责人张斌老师的同意。 3、

相关调研资料调研结束后，整理交申玉虹老师处，相关待遇由项目负责人根据调

研材料的质量进行相应确定。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项目建设组 

                                              2017年3月12日 

 

  



2018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调研规划 

一、调研目的 

1.了解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现状及发展趋势； 

2.确定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就业岗位（群），了解岗位职责和岗位

从业人员结构； 

3.了解本专业群相关岗位职业能力结构，收集工作任务和项目，了解岗位生

产对象，生产流程等，深入到工作岗位的细节，考虑潜在的因素； 

4.明确中等职业学校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定位。 

二、调研时间安排 

1、准备阶段：（2018年3月10日-3月25）组成调研组，围绕调研主题，结合

实际情况，研究确定调研课题，拟定调研方案（含调研提纲）； 

2、实施阶段（2018年4月1-2018年5月10日）：围绕确定的调研课题，通过网

上查找、深入企业等多种手段，收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3、形成调研成果阶段（2018年5月15日-2018年6月10日）：在认真调查、研

究、分析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论证，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交调研成果。 

三、调研内容 

（一）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发展趋势调研 

1、调研主要方法：文献和统计资料研究方式 

2、责任人：      张斌（组长）、阳根民、谢向花 

3、具体工作要求 

（1）收集行业或地区该职业领域里涉及技术、经济和社会现状、教育与就业

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趋势的数据； 

（2）了解劳动市场情况，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数

量和规模，就业人数和层次，行业或地区的投资情况，相关产业的生产、销售和

利润在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就业需求等； 

（3）如岗位群当前就业人数、需求人数、近期预计需求人数； 

（4）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岗位群中各岗位当前就业人数、来源及需

求人数； 

（5）当前社会急需岗位及所需人员层次、职位； 



（6）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7）、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情况。 

（二）企业人才需求现状及典型工作任务调研 

1、调研主要方法：现场收集资料、问卷调查、个别访谈 

2、责任人：      第一阶段分四个调研小组 

第一组：向志军（组长）、李先良 恒裕实业（怀化）  

第二组：申玉虹（组长）、杨帆、谢向花 金大地水泥公司（怀化）  

第三组：米久美   威灵（芜湖）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安微） 

第四组：张   斌  杨英国  深圳市骏威实创电子有限公司 

  



3、调研任务： 

调研企业的高层管理者1人以上： 

①企业人才现状 

②企业未来3-5年人才需求状况 

③对学院毕业生的认可度 

调研企业的中层管理者2人以上： 

①岗位主要职责 

②岗位主要工作任务及流程 

调研企业基层4人以上： 

①岗位工作目标分解情况：各类型岗位工作目标、各具体岗位工作目标； 

②岗位职责安排情况：具体工作任务内容；各类型岗位的工作职责、具体工

作任务内容；各具体岗位的工作职责、具体工作任务内容； 

③各具体岗位的胜任能力、胜任资格要求； 

④对行政服务满意度评价的看法及建议。 

调研毕业生4人以上： 

①调查岗位的劳动状况； 

②岗位的职责、工作任务； 

③岗位工作过程； 

④岗位变迁； 

⑤岗位薪酬。 

  



（3）调研流程：到企业调研用时2-3天 

 

工作程序 成果及要求 

对企业人力资源和车间领导

进行访谈式调研，调查企业

对专业人才基本需求情况 

深入车间和办公室对企业人

才需求情况进行问卷式调

研； 

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智

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工

作岗位及典型工作任务，并

了解其技能要求； 

拜访企业领导，汇报调研目

的及沟通调研程序；同人力

资源部门共同确定调研人员 

4、 企业门口标志照片 3 张以上，

同企业领导照片 1 张。 

5、 确定调研人员要有一定代表

性； 

6、 同相关部门商定调研时间。 

1、3份以上《企业情况定性调研访

谈表》；（其中人力资源领导1人、

车间领导1人） 

2、索取企业可以公开的管理制度 

3、 要求调研一线技术工人 3 人、

车间工程技术人员 2 人、中层

领导 2 人、企业高管 1 人共收

集 8 份有效的《智能制造装备

技术应用专业人才需求调查问

卷》； 

4、 留下相关调研照片。 

3、 通过认真调研，提炼专业工作

岗位 3 个典型工作任务，填写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

就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访

谈表》； 

4、 收集企业机电设备、工作场景、

相关产品照片各 5 张以上。 

完成调研任务，顺利返怀！ 

上交调研资料！ 

召集学校毕业生进行座谈，了

解毕业生相关信息，同企业沟

通寻找产品外包加工及技术服

务、培训等合作途径。 

3、 收集 8 份以上《智能制造装备

技术应用专业毕业生调研问

卷》（含培训学员）； 

4、 收集企业在外包产品加工、技

术服务、培训等方面需求，并

提供书面报告。 



四、调研经费安排 

调研地点 调研项目 责任人 完成时间 调研费用（元） 

安微 

1． 企业调研 

2.毕业生调研 

威灵（芜湖）电机制造

有限公司 

米久美 6月8日 5000 

怀化 

3. 企业调研 

4. 毕业生调研 

怀化金大地水泥股份有

限责任公司 

怀化恒裕实业公司 

向志军、申

玉虹 
5月5日 1000 

深圳 
深圳市骏威实创电子有

限公司 

张斌、杨英

国 
5月5日 1000 

合  计 7000 

说明：1、调研费用是指车费、住宿费及每天按照学校规定的出差补助费用，

采取实报实销。2、若需相关招待事前必须征得项目负责人张斌老师的同意。 3、

相关调研资料调研结束后，整理交申玉虹老师处，相关待遇由项目负责人根据调

研材料的质量进行相应确定。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应用专业群项目建设小组 

                                                  2018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