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行业企业分析报告

2021 年 11 月



2

目 录

一、“十三五”期间学校专业与产业对接情况........................................................3

（一）“十三五”期间深圳经济发展结构和 GDP 占比.....................................3

（二）深圳现代服务业结构.................................................................................3

（三）学校专业设置对接深圳现代服务业情况.................................................4

（四）学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4

二、深圳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及人才需求....................................................6

（一）深圳十四五发展发展方向.........................................................................6

（二）深圳现代服务业人才需求分析.................................................................6

三、学校认真做好深圳“十四五”人才需求服务工作............................................8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8

（二）学校专业设置要对接深圳经济社会需求.................................................8

（三）学校专业群建设对接行业需求.................................................................8

（四）提升人才岗位适应能力.............................................................................9



3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行业企业分析报告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新安学院”）成立于 1998 年，是由杰

出的人民教育家王屏山先生创办的一所全日制非营利性民办普通高等院校。学校

地处深圳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双区建设”中心

和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坐落于南山区核心地带，北依塘朗山，南临深圳湾，毗邻

名企云集的南山区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具有良好的产业支撑。

学校立足深圳办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业设置主要面向现代服务业，

培养区域社会紧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深圳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人才摇篮。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5756 人，开设 36 个专业。

一、“十三五”期间学校专业与产业对接情况

（一）“十三五”期间深圳经济发展结构和 GDP 占比

图 1 深圳产业整体规划布局体系

“十三五”期间，深圳产业整体规划布局体系包括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

新兴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根据深圳市“十三五”规划，深圳的产业结构凸显“三

个为主”：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40.9%；工

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 70%；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服务业占 GDP 比重 60.5%，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提高至 70%以上。

（二）深圳现代服务业结构

《深圳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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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动力，突出重点行业与新兴业态，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促

进产业链的整合优化，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

统服务业并举，全面提升我市服务业发展综合竞争力，抢占服务经济发展制高点

和主动权。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兴服

务业（见下表）。

序号 服务业类别 深圳重点发展领域

1 生产性服务业 金融业、物流业、文化创意、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专业服务

2 生活性服务业 商贸会展服务、旅游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家庭服务

3 新兴服务业 互联网金融、融资租赁、节能环保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

（三）学校专业设置对接深圳现代服务业情况

学校现开设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与会计、建筑室内设计、药品生物技

术等 36 个专业，包括土木建筑大类专业、电子与信息大类专业、财经商贸大类

专业等 10 个专业大类。专业全部对接深圳现代服务业，与深圳现代服务业匹配

度达 100%（见下表）。

序号 服务业类别 对接学校的专业

1 生产性服务业

金融服务与管理、大数据与会计、艺术设计、广告艺术设计、物联

网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云计算技术应用、移动应用开发、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力资源管

理、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室内设计、工程造价、药学、建设工

程管理、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2 生活性服务业

工商企业管理（会展、连锁经营方向）、国际商务、电子商务、旅

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商务英语、应用英语、医学检验

技术、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现代物业管理、药品经营与管

理

3 新兴服务业 金融科技应用、跨境电子商务、健康管理

（四）学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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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从

学生就业区域看，学校 2020 届毕业生有 98.84%在广东省内就业，其中有 70.66%

的毕业生在深圳就业、92.27%的毕业生在珠三角地区就业（见图 2）；从学生就

业行业看，学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依次为批发零售业、建筑业、

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见图 3），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要求高度契合，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图 2 学校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地域分布图

图 3 学校 2020 届毕业生行业流向人数比例前 10 位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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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及人才需求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中心城市有四个——广、深、

港、澳，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各有分工和侧重。香港主要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澳

门主要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广州则主要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作用，而深

圳作为经济特区，处于湾区城市群的中心位置，要建设成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

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

（一）深圳十四五发展发展方向

1.加大专业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根据《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件内容，深圳在接下来的五年会加大专

业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打造专业服务业产业集群，推动设计、法律、会计审计、

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高端化发展。到 2025 年，现代服务

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 77%。

2.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

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继续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

3. 发展新型国际贸易。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跨境电商

通关服务平台功能。到 2025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500 亿美元。

（二）深圳现代服务业人才需求分析

从深圳“十四五”规划中了解，深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突出，优势明显，

这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这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深圳产业发展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产业发展布局主要围绕 4大支柱产业、

7大战略新兴产业和 5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是未来深圳重大发

展战略，服务业 GDP 占比要超过 60%，其中重点突出创新金融、现代物流、专门

专业、网络信息、服务外包、创意设计、品牌会展、高端旅游等高端服务业发展。

这些产业的发展人才需求缺口较大。

2.深圳超特大城市为服务业带来强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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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是广东省 2个副省级地级市之一，常住人口达 1756 万人，是国家的

超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既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还要提升传统服务业，来

支撑城市的发展，满足城市发展需求。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产业发展的提升又为学校教育质量提

出更高的要求。

3.深圳 2019、2020 年现代服务业业绩情况

根据《深圳市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年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2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其中，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6.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9.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1.9%。

根据《深圳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年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4937.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分行业看，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1.3%，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增长

19.0%，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6.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4.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 0.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8.1%。

通过近 2年的数据分析（详见上图），结合深圳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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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现代服务业人才的主要需求类别依然集中在：金融、科技、

物流、商贸、会展、家政等领域。

三、学校认真做好深圳“十四五”人才需求服务工作

从“十四五”深圳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现代业的发展趋势呈高端发展，人

才需求量凸显，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些为我们学校下一步人才培养提供了重

要的启示：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学校服务定位准确。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快速发展中，产业集中、结构优化、

多地加强交流与合作，未来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将越来越突出及重要，而深圳充分

发挥地缘、商缘、人缘优势，作为经济特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校地处深圳南山区，紧邻科技园，学校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服务定位：立足

深圳，面向粤港澳大湾区。

（二）学校专业设置要对接深圳经济社会需求

学校的专业定位恰当。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

向，主动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和布局，差异化培

养社会急需专业人才，夯实重点专业、培育特色专业、打造品牌专业，全面提高

专业（群）建设水平。

学校立足深圳地区，坚持以专业发展为主线，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不断增强

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能力。专业设置紧贴深圳“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的四大支

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三）学校专业群建设对接行业需求

对接行业和产业链调整专业建群。根据行业的需要，围绕新兴战略产业、高

端服务业等产业，学校按照“3+N”格局构建高水平专业群调整专业建群，按照

“五相”原则组建专业群，“以群建系、一群一系”的组织架构下，实现专业群

人才培养“内外可适应、内外可共荣”，推动专业群生成和发展。优先打造三个

高水平专业群引领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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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重点建设的“3+N”高水平专业群表

类型 专业群名称 专业构成 对应行业产业 建设目标

3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群

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计

算机网络技术、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

省内先进、特

色鲜明、品牌

效应

药品生物技术专

业群

药品生物技术、药学、药品经营与管

理、医学检验技术、健康管理
医药大健康

省内先进、特

色鲜明、品牌

效应

建筑室内设计专

业群

建筑室内设计、工程造价、建设工程

管理、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

省内先进、特

色鲜明、品牌

效应

N

数字贸易专业群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商务、

商务英语、应用英语
电子商务、商贸 特色鲜明

财会金融专业群
大数据与会计、财税大数据应用、金

融科技应用、金融服务与管理
财会、金融 特色鲜明

社会服务与管理

专业群

现代物业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社

会工作、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

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

理

物业、社区、旅游 特色鲜明

婴幼儿教育专业

群

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婴幼儿托育服

务与管理
婴幼儿教育 特色鲜明

…… …… …… ……

（四）提升人才岗位适应能力

根据深圳市“十四五规划”，深圳将“增强产业链根植性和竞争力，前瞻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推动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重塑产业链竞争

新优势”——学校专业设置主要面向现代服务业，适应深圳市经济发展需求。经

过十三五建设，深圳市如今提出了新目标：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学校需主动对

接深圳的新需求，从人工智能、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培养人才，提升人才的岗位适

应能力需求，将培养人的规格从“低中端”迈向“高端”发展，适应深圳的经济

发展需求，人才培养规格实现三个转化。

一是从知识型向技能型转化。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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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拥有核心技能，并能将核心技能转化为市场认可的生产力。

二是从技术型向素质型转化。在生产性服务领域，技术型人才是香饽饽，以

前的职业教育多以“考证制+学分制”为主要培养方向，今后的职业人才培养应

更聚焦“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

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商务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

伸发展，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生活性服务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三是从标准型向创新型转化。从世界厂向创新之都的转变过程中，对人才的

要求也由过去的标准化向创新型转变，例如深圳工厂外溢，标准化人才需求下降，

但同时又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文化创意企业，需要更多的创新创意人才，

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

综上所述，学校为了更好的对接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还需主动对接行业企业，为其提供更多的智力服务、技术服务，为深

圳行业企业经济增速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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