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 8月 27日 星期二

04教育展台 电话：010－82296896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

AD

以就业为导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中等职业学校
发展的重中之重， 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要， 也是中职学校提高育人水平的必
经途径。 探索并实施多元化的人才培养，
进一步丰富人才培养模式所包含的教育
理念与改革思路， 是中职学校深化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围绕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
元化”要求，重庆工商学校以就业为导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建筑工程施工、数
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
技术以及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5个重点专
业为实践平台， 在项目责任人的带领下，
深入行业企业进行调研，调研相关企业98
家，行业需求专项调查528人次，问卷调查
3625人，召开专家访谈会53场次，毕业生
追踪调查4655人次， 查阅核心期刊文献
721篇，开展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会33场次，
完成问卷分析报告、访谈分析报告、调研
报告共计15篇，对行业企业的现状与发展
趋势、行业人才需求状况、岗位职业能力
要求等诸多元素进行科学分析。

通过深入行业、 企业调研 ， 进一步
明确了人才需求规格和人才培养目标 ，
学校结合专业实际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
在着力实施 “工学结合 ”、 “订单式 ”、
“顶岗实习” 等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
结 合 学 校 实 际 ， 新 创 了 富 有 特 色 的
“11233” 人才培养模式和 “411” 订单式
人才培养模式， 有效解决了学校人才培
养与企业用工需求脱节的矛盾。 学生通
过专业学习、 校内实训、 校外实习等阶
段， 实现了由低年级的模拟训练到高年
级仿真训练的过渡， 由单纯技能型的分
项训练到项目综合技能提升训练的过渡，
有效解决了学生 “校内学习” 和 “校外
实习” 的脱节现象， 使学生的专业能力
呈现 “螺旋式上升”。

“11233” 人才培养模式 ： “112”
是指合作企业每月派出2名技术人员到学
校参与教学与管理1周； “33” 指从第一
年起， 学生在校学习三个月， 再到企业
生产实习三个月， 进行工学交替式培养。

“411” 人才培养模式则是建筑工程
施工专业根据订单培养及企业对岗位能
力的要求， 构建了 “411” 订单式人才培
养模式。 学生入校学习的前两年将在校
企之间交替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
第三年上学期， 学生将在订单企业开展
施工技能专项实训， 为最后一学期在订
单企业进行 “轮岗” 实习打好基础。

今年， 该校建筑专业在校生规模在
全校所有专业中位列榜首， 在校生达到
2700人， 年招生规模保持在900人左右 。
95%以上的学生 “零过渡期” 获得中级施
工员上岗资格， 毕业生 “双证书” 获取
率达100%， 一次就业率达到98%以上 。
近两年来， 建筑专业面向社会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3200余人次， 开展职业技能鉴
定2500余人次， 受训者建筑工种证获得
率达100%。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构建特色课程体系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从典型工作任
务、 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入手， 确定岗位
核心技能 ， 构建以专业核心课程为引
领， 以文化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为
支撑， 以校企文化课程为补充的特色课
程体系。 以一线教师、 行业主管、 企业
骨干、 职教专家组成教材建设团队， 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 科学分工与合作， 形
成 “四位一体” 教材建设机制， 合作开
发了 《网络工程施工 》 、 《SMT生产技
术 》 等 20门课程标准 ， 以及 《建筑材
料 》、 《服装缝制工艺 》 等18种特色教
材和15门课程教学资源库。 在示范校建
设期间 ， 学校编写出版了4门国家规划
教材， 其中， 《建筑材料》 和 《制冷与
空调设备安装及维修 》 2门教材被国家
教育部门评为首批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
创新示范教材”。

重庆工商学校校长杨宗武一语道破：
“学生能否适应这种要求， 能否尽快地熟
悉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 与学校开设的
专业课程、 实施的教学模式以及教育教
学方法直接相关。”

优化教学条件
创新教学模式

该校按照 “体现技术实用性 、 突出
职业针对性 、 兼顾岗位适应性 ” 原则 ，
秉承 “贴近技术前沿 、 创设真实环境 、
营造企业氛围、 培养职业能力” 的实训
基地建设理念， 紧密联系行业企业， 结
合专业特点， 投入1165万元建成了以学
生为中心、 以职业实践为主线、 以实际
操作能力为本位， 集教学、 生产、 培训、
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实训
基地。 教学实训环境的优化， 促进了理
论与实践、 知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紧密
衔接， 增强了教学的实践性、 针对性和
实效性。 推广应用了 “五环四步” 教学
模式 ， 探索创新了 “8331” 教学模式 ，
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 一是 “五环四步”
教学模式。 “五环” 是将教学过程分为

能力发展动员、 已有能力诊断、 能力发展教
学、 能力发展鉴定、 能力教学反思等5个环
节。 “四步” 是指在 “能力发展教学” 环节
中， 按照 “明确任务———小组行动———展示
成果———及时评价” 4个步骤实施教学。 二
是 “8331” 教学模式。 将教学过程分为学习
动员、 解读任务、 制定方案、 分享决策、 任
务实施、 展示互评、 职场训练、 教学反思等
8个环节。 在 “制定方案” 和 “任务实施”
这两个环节， 按照 “会、 快、 精” 三步骤进
行教学， 实现能做、 快做、 做优的能力递
增。 在教学中， 充分体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
程、 技能训练内容与岗位需求、 学生素养与
员工素质的 “三对接”； 凸显以培养学生职
业能力这一中心。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一所职业学校如果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 靠的是实力， 关键在教师， 教师在
所有竞争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身居职教发展
风口浪尖的工商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为此， 重庆工商学校尽其所能地为教师成长
搭建平台， 着力打造一支 “师德高尚、 业务
精良、 善于育人、 乐于奉献” 的 “双师型”
教师团队。

在示范校建设期间， 该校通过 “教师培
养工程”， 开展针对性培养， 形成了 “4599”
师资队伍建设模式 。 “4599” 模式是指对
“四类教师” （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 双
师型教师 、 兼职教师 ） 开展 “五级培训 ”
（出国培训、 国家培训、 市级培训、 区级培
训和校本培训）， 通过 “九条途径” （专业
建设、 课程设计、 教材开发、 基地建设、 示
范教学、 技能大赛、 企业实践、 课题研究、
论文撰写）， 提升 “九种能力” （职业道德
教育能力、 行业联系能力、 课程设计能力、
教学组织和实施能力、 鉴定能力、 交流与合
作能力、 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与教育能力、 学
生服务与管理能力、 专业发展能力）。 通过
两年建设， 培养了3名教学名师、 10名专业
（学科） 带头人、 82名骨干教师、 308名 “双
师型” 教师， 打造了一支高素质教学团队，

全面提升了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增强了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

深化校企合作
建立长效机制

重点建设专业与合作企业在基地建设、
员工培训、 技术研发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
作， 形成了校企资源共享、 互利多赢的价值
链条， 构建了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成立了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聘请企业骨干、 管理
高层、 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和
课程体系的构建； 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
锻炼， 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 聘请企业技术
骨干、 能工巧匠到校兼职任教， 形成了校企
双方人员良性互动的机制。 企业主动参与教
学计划的制定、 教材的编写、 评价体系的构
建以及企业文化渗透等诸多环节， 切实形成
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所需的 “零距离”。 两
年来， 新增合作企业52家， 引进企业资金或
设备185万元， 新建校外实习基地35个， 校
企合作共建了松下微波炉、 SMT自动生产线
2条； 与上海爱登堡电梯公司合作开办了电
梯安装与维修专业， 填补了重庆中职学校电
梯专业的空白； 与德国博世公司合作， 成为
了中德 （重庆） 汽车职业资格培训与认证中
心联盟成员单位。 校企间多元紧密合作， 为
实施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创设了良好环
境。 半年以上顶岗实习学生数占应届毕业生
总数的比例达100%， 生产性实训占实训教
学学时的比例提高到45%。

加强行业企业合作
构建 “三位一体” 评价模式

行业、 企业和学校三方共同制定人才质
量评价标准， 行业以职业技能鉴定， 企业以
用工标准， 学校以过程性评价和技能考核的
方式， 构建起行业、 企业、 学校共同参与的
以学生能力为核心的 “三位一体 ” 评价模
式。 学校建立了与评价模式相适应的注重过
程性、 激励性和发展性的框架体系、 综合学
分体系和评价工具体系， 为实施多元评价模
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现了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由学校自主评价向行业、 企业、 学校相结

合的多元评价转变， 由知识本位向职业能力
本位转变， 学生 “要我学” 向 “我要学” 的
转变。

职教集团高效运行
践行 “园校互动” 模式

学校于2009年率先在重庆市牵头组建了
西部地区最大的跨区域、 跨行业的职业教育
集团之一———重庆工商职业教育集团。 集团
覆盖了渝西、 黔北、 川南、 滇东等西部地
区， 拥有36所职业院校、 80家企业、 3个科
研院所、 1个行业协会， 在校学生达到6万
人。 集团所在地的江津区政府部门紧邻职教
集团布局工业园区， 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
目前入驻企业已有40多家， 实施工业园区与
职教集团双向互动。

重庆工商职教集团自挂牌运行以来， 健
全了组织机构， 完善了各种制度， 构建起高
效运行的建设管理机制； 大力实施校际间分
阶段式联合办学， 壮大了集团的办学规模；
优化职教资源， 加强教学科研与专业建设，
推进教学一体化进程； 深化校企合作， 全面
实施 “订单式”、 “工学交替” 等人才培养
模式； 建立校际、 校企间教师、 工程师的互
派、 互学和互聘制度， 共建专业实训基地与
生产性实训基地， 形成校际联动、 校企互动
的良性格局， 提高集团学校办学质量和服务
企业、 贡献社会的能力。

集团通过统筹资源配置 、 实施园团互
动、 共建经济实体、 实施开放办学、 服务地
方发展， 实现了职教集团与职教工业园发展
规划一体化、 资源配置一体化、 园团管理一
体化、 校企活动一体化、 利益分配一体化、
培训就业一体化， 实现园团良性互动、 区域
良性互动、 校际良性互动、 校企良性互动和
产教良性互动。 集团探索建立校企利益链和
利益共同体， 逐步从 “学校与企业合作发
展” 转变为 “学校与职教工业园区互动” 到
“职教集团与职教工业园区一体”。 集团催生
了一个园区， 服务了一批企业， 为企业输送
专业对口、 岗位对接、 能力对应的下得去、
留得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提升了区域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重庆工商职业教育集团主动服务集生
产、 实训、 研发为一体的重庆江津工业园，
引进与集团专业相适应的企业15家。 并以工
业园区为实践平台， 创新了 “园团互动、 校
企融合” 的职教办学模式， “园团互动、 校
企融合” 的工商职教集团模式， 不仅极大地
提升了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而且为
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影响并辐射了重庆周边省市乃至全国
的集团化办学， 发挥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
用。

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
提升学校教育现代化水平

近两年来,学校高质量完成了 “室室通”
建设， 完成了校园网络改造， 安装了中心机
房和156个信息点， 建设了160间多媒体教
室， 完善了校务管理系统。 通过校务管理系
统， 把教师、 学生、 管理人员等角色与校园
计算机网络系统有机联系在一起， 以统一身

份认证、 综合信息门户的方式提供集成化、
智能化、 共享型、 开放型的数字教育教学环
境； 以教学资源库建设为核心 ， 构建起先
进、 高效、 实用的数字化教育教学体系， 建
立开放灵活的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提高
了教育信息化水平。 通过信息化建设， 促进
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提升教学质量奠实了基础。

完善管理制度
创新管理机制

学校对原有的教学管理、 教师考评、 分
配奖励等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 。 修订制度
113个， 新增制度32个， 健全并完善了以规
范为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 以激励为导向的
教职工分配奖励制度、 以能力为核心的学生
评价制度等共计189个制度， 构建了教学 、
学生、 党政、 后勤等管理制度体系， 提高了
学校的综合管理水平。 同时， 学校投入40余
万元建成了校务管理系统， 在教学管理、 教
师考评、 后勤管理等方面实现了网络化和自
动化， 提升了学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现代
化和信息化水平。

打造重庆职教名片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一所优秀的职业技术学校， 其作用远不
止停留在教书育人上， 它的更大效能是对一
个城市、 一个地区的人才培养和经济增长做
出巨大贡献。 学校质量的整体提升就是它服
务经济社会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建
设， 推动了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通过师资
队伍建设， 提升了育人能力； 通过校内外实
训基地建设， 优化了育人环境； 通过顶岗实
习和教学实践， 强化了学生的职业技能， 学
生的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综合能力得到了
大幅提升。 毕业生的 “双证率” 达到99%，
就业满意率达到97%， 企业满意率达到98%
以上。

在近两年的市级技能大赛中， 学校团体
总分和奖牌总数均处于全市领先地位， 并在
全国技能大赛中获得5金3银10铜的优异成
绩。 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文明风采竞赛
中， 有280件师生作品获奖， 连续6次摘取
“全国优秀组织奖”， 铸就了 “工商技工” 品
牌。 在2012年首届重庆市职业技术教育教学
成果奖评选中 ， 学校荣获6个奖项 ， 其中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建设方案》 和 《集团化
办学模式》 两项成果荣获一等奖。

通过示范校建设， 学校提升了服务经济
社会能力， “助推器” 作用显著增强。 学校
每年向格力集团、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 群光
电子公司等80余家企业输送4500余名毕业
生， 成为重庆、 江津产业发展最稳定的培训
基地和人才输出基地之一。 主动担负起下岗
工人、 失地农民、 三峡移民等各类人员的技
能培训以及企业职工的提升培训， 年培训人
员1.1万人次。 特别每年为2000多名农民工
提供建筑技术培训， 铸就了闻名全国的 “江
津建工” 品牌。 近两年， 为多家企业提供技
术咨询服务12项， 合同金额182万元， 为区
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建立帮带机制， 及时将重点专业建
设的理念、 模式和经验向校内其他专业进行
推广， 促进了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同
时， 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与辐射作用， 通过
讲座、 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开县职教中心、 黔
江职教中心等学校进行了示范校建设成果推
广， 接待了云、 贵、 川、 粤等省的教育主管
部门和职业学校80余个单位来校学习 “取
经”。 学校集团化办学经验入选由国家教育
部门主持编写的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典
型经验》 一书， 成为了中国集团化办学的成
功典范。 学校还会同首批示范校建设单位，
及时总结示范校建设经验， 出版了 《国家中
职示范校建设学校推进策略研究》 专著， 将
建设成果向全国中职学校辐射推广。 重庆工
商学校这艘中国西部的职教旗舰正以示范校
建设为新的起点， 助力 “富民兴渝、 科学发
展” 战略而扬帆起航。

（杨 山）

着力内涵建设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重庆工商学校国家中职示范校建设成果盘点

帅乡江津， 名镇白沙， 绽放着一朵中国西部职教奇葩———重庆工商学校。 学校创建于1987年，
经过全体工商人26年艰苦卓绝的努力， 坦然走过了从省重、 国重到国家中职示范校建设单位行列的
峥嵘历程，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 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单位等多项国家荣誉。 学校现占地516亩， 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 开
设有建筑、 电子、 机械、 汽车、 计算机、 幼教、 护理、 电梯等9类27个专业， 专兼职教师689人， 有
来自渝、 川、 黔、 滇等12个省市的在校生16000余人。 目前， 无论是在规模、 实力、 师资、 质量、
就业等硬数据， 还是科学规范管理、 校园文化建设等软指标上， 均已全面 “领跑” 重庆中职教育，
彰显出办学理念国际化、 办学模式集团化、 人才培养品牌化、 园校基地一体化、 社会效益多元化等
靓丽特色。 成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 综合办学实力最强的中职名校之一。

2011年1月， 重庆工商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 财政部门确定为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 建设单位。 该校示范校建设内容包括建筑工程施工、 数控技术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等5个重点支持建设专业以及数字化校园、
职业教育集团两个特色项目。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 现已完成 “国家中职示范学校” 全部413项建
设任务。 通过示范校建设， 该校的 “硬实力” 和 “软实力” 得到进一步增强， 办学实力和办学质量
得到进一步提高， 提升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发挥了示范、 辐射、 带动作用。

单元式松下微波炉生产线

数控技术实训中心

学生团体操表演

重庆工商学校办公楼

建筑测量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