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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08

安徽华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现面向全国诚招有一定教育资源的合作伙伴
招商电话： 0551一65306286 4008005876 13866709370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华亿科学园E1幢502号

一所学校藏几万册图书， 学生借读率不
到1%， 非常揪心。 造成这一现象， 除了学
生学习压力大之外， 主要原因：

一是繁杂的借还流程；
二是学生借书还书时间与学校图书管

理人员在时间上的矛盾；
三是在学生之间无法形成竞相借阅读

书的有效氛围等。
我公司长期从事教育信息化研究， 开发

了一款安装在各教室的 “分布式图书管理系
统”， 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上存在的所有问题，
使借还图书过程无需他人操作， 自动记录借
还以及阅读内容等。

自主开发， 专利产品。

分布式图书管理系统
诚招各级代理商

以人为本 以师为尊 求贤若渴 唯才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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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北三路 63 号 厦门英才学校人事处（收） 邮编：361022
联系电话： 0592-6251478、3952822 联系邮箱： 451902670@qq.com
中 学 部 ： 0592-3952997 小 学 部 ： 0592-3952868 传真：0592-6259733

������厦门英才学校是福建省最具规模的民办名校之一，中小幼一
体化全寄宿制学校，并设有国际中心、艺术考试中心，为不同学生
个性特长发展提供平台。 办学理念独特，教育教学质量显赫。 办
学以来，每年均有一批优秀学子升入清华、北大、复旦等著名高
校，并曾一度摘取省高考理科之冠和市高考理科之冠的桂冠。
一、 我们需要：

中、 小学各学科教师、 科技创新大赛指导教师、 中学奥赛
金牌指导教练、 生活指导教师。
二、 我们将会为你提供：

学科教师年薪 6 万-12 万元， 生活教师年薪保底 3 万－6
万元， 中学教师年薪平均超 8 万元， 优秀教师年薪可超 12 万
元， 寒暑假工资照常享受； 为你解决户口、 人事关系、 职称、
保险、 住房问题 （校内有教师公寓房， 对优秀教师实行住房全
额奖励制度）。

三、 我们希望：
●中学教师， 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业绩显著， 三年以上教学

经验； 小学教师， 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县级以上学校教师， 专业
水平高， 且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应届优秀毕业生须综合素质高；

●中小学生活教师， 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有较高的组织管理
水平， 善于与学生沟通， 能细致地做学生思想工作；

●年龄要求在 45 岁以下 （小学女教师 40 岁以下）， 特别优秀
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四、 联系我们：

请将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和身份证、 学历证、 职称证、 教师资
格证、 普通话等级证、 计算机等级证书、 个人业绩证书复印件以及
近期全身生活照函寄厦门英才学校人事部收， 来函务请写明联系地
址和通讯方式 （材料恕不退还）。 发送邮件时电子邮件主题需注明
应聘小学、 初中、 高中、 学科等。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诚聘英才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原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 地处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 是锡华集

团 1993年创办的国内全寄宿制学校之一。 2010年 3月， 经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学校与美国费尔蒙特学校合作举办中

美高中课程合作项目 （中美高中双文凭）； 2010 年 4 月， 与北京市公办名校十一学校合作办学， 引进十一学校先进办学理

念， 2011年 6月， 学校正式转型成为海淀区首所国际学校。 因学校国际化发展迅猛， 特向全国诚聘教育英才。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恩济庄 46 号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人事部 邮编：100142
联系电话：010-88115048 88139280 网址：http://www.21cis.com 电子信箱：cis21hr@sina.com

一、招聘职位：
1. 国际高中各学科 （托福 、SAT、AP 课程 ）全英文授课

教师；
2. 初中、小学各学科骨干教师；
3. 学校中高层管理人员。
二、岗位要求：
1.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教学经验；具有国际学校教

学经验的硕士、博士及留学人员优先考虑；
2.优秀的学习能力、卓越的组织能力，熟悉常用办公软件；
3.身心健康、品貌端正、50 岁以下（区级以上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可适当放宽）。

三、 应聘办法：
1. 请应聘者以“应聘学科+姓名”为邮件标题，以附件形

式发送电子版简历，并附本人近期电子照片一张；

2. 简历通过者，另行通知到校面试、试讲时间。
四、 福利待遇：
1.同行业具有竞争力的优厚薪酬；

2.办理社会保险及公积金；

3.提供三餐、教师公寓及北京市区接送班车；

4.优秀教师提供国内外培训；

5.符合条件者可办理北京户口及职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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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聘 优 秀 教 师

深圳市福景外国语学校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福田区，
广东省一级学校。 创办于 1999 年，是一所国有民办完全中
学。 因学校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招聘部分优秀教师。

招聘对象：
教学岗位：初高中各科教师。
应聘条件：
应聘教师年龄 45 岁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教师

资格证，3 年以上教学经验，身体健康。 名优教师年龄可适
当放宽。

面试方法：
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教师

资格证复印件及近期照片邮寄到学校。
来信请寄：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 3 街 2 号福景外国语

学校 301 室
邮 编：518034
联系电话：0755-83921355

0755-83920791-3301 （石老师）
学校网址：http://www.ffls-edu.com
电子信箱：FFLS330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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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华栋中学是 1999 年经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创办
的一所全日制民办学校。 学校位于榆林市经济开发区，占地 80
多亩，建筑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校园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
配套齐全，现有在校生 2400 多名，教职工 168 人，36 个教学班。
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初高中各科优秀教师。

一、招聘条件：
1.本科以上学历。高中教师须有 5 年以上本学科教龄，年龄

在 40 岁以下。 初中教师须有 3 年以上本学科教龄， 年龄在 35
岁以下。

2.应聘教师应热爱民办教育事业，师德高尚，学识渊博，具
有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普通话标准，掌握现代化办公技术，身
体健康，心理素质好。

二、聘用待遇：
标准工作量，年薪 10 万-12 万元，按月发放。
三、应聘办法：
有意者可来函报名，提供本人简历、身份证、教师资格证、

学历证、专业技术职称证等复印件，本人近期免冠照片一张，通
讯地址、联系电话等资料。 经初审合格后，通过考试、面试、试
讲，方可录用。

有条件者，欢迎携带相关证件直接来我校面谈（应提前预
约）。

联系电话：0912-3599496 0912-3599710 0912-3599724
18992290544 18992278808

QQ 号：543180750
电子邮箱：ylhdjw3580544@163.com

“市校一体”；
“校行企”三位一体；
“政校行企”四方合作；
“校企”互融互动；
集团化办学；
中高职衔接。
……
当你走进湖北鄂州职业大学， 师生们

就会欣喜地告诉你：“这些都是学校在实施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中的新创举。 ”

2010年11月，国家教育部门 、财政部
门确定鄂州职业大学为国家骨干高职院
校建设单位。

“这是一份光荣，更是一份职责，还是
一副重担。 决不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必
须闯出一条新路。 ”这是鄂州职业大学全
体师生的共同心声。

当2011年新年的钟声敲响，鄂州职业
大学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掀起高潮。

于是，我们听到了鄂州职业大学锐意
创新、开拓奋进，创新办学体制机制的铿
锵之声！

于是，我们看到了鄂州职业大学冲出
校园、拓展天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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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市校一体”新格局
创新“一五五”办学体制机制，推动全

市职教资源大融合，实现“市校一体”发展
新格局———鄂州职业大学冲出校园，吹响
了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前奏曲！

2012年12月6日。
这一天，注定要载入鄂州市教育发展

的史册！
这一天，更要载入鄂州职业大学创新

发展的史册！
这一天，14家政府职能部门、9家行业

协会（学会）、72家企事业单位汇聚鄂州职
业大学，隆重召开鄂州职业大学“政校行
企”合作办学理事会成立大会，鄂州职业
大学校长孔国庆执掌常务副理事长，时任
市领导任理事长。

至此，冲破关门办学、羁绊，一个学校
层面的“鄂州职业大学‘政校行企’合作办
学理事会”组建完成。

随后，鄂州职业大学又组建了五个由
行业(区域)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合作企业
等参与的“校行企”合作教育工作委员会，
还在五个骨干校重点建设专业建成校企

合作实体，从而“一五五”三级办学体制机
制形成。

在新体制机制的推动下，“市校一体”
的全市职教资源大整合的序幕徐徐拉开。

全市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及继续教
育资源大整合掀开崭新的一页。 鄂州市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鄂州经济社会改革发
展研究中心、 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中心、
鄂州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公安系统
民警考试与培训基地、公务员招考考试基
地、鄂州市招硕引博考试基地、机械设计
与制造技术研究中心、莲花建筑技术服务
中心、鄂州市旅游培训中心、电子技术服
务中心、冬梅护理技术服务中心、药剂检
测技术服务中心、 计算机技术服务中心、
鄂州市中小企业管理培训与健康体检基
地、学前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一个又一
个机构，凭借鄂州职业大学“政校行企”合
作办学理事会这个平台，在校内建成。 鄂
州职业大学几乎承担了全市各行各业职
业教育与培训主要任务，基本实现了全市
职业教育领域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及继
续教育等大整合。

大整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为了充
分利用鄂州职业大学的教育及文体资源，
鄂州市酝酿实施两大工程：

将鄂州市图书馆资源并入鄂州职业
大学图书馆，并将大学图书馆建设成面向
全市的市级图书阅览中心；

在鄂州职业大学东区运动场新建体
育馆，市、校共享。

目前，这两项工程已由鄂州市相关职
能部门论证通过，预计2016年底建成投入
使用。 到时，“市校一体”的合作办学格局
愈发凸显。

“市校一体”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尤其
是全市职业教育与培训等资源的大整合，
为学校探索构建区域性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提供了条件。 2013年6月，鄂州职业大学
“政校行企” 合作办学理事会召开构建鄂
州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工作专题会，会议
达成共识：先行先试构建鄂州市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将高职院校、中职院校、职业培
训、成人教育等纳入框架内，以合作办学
理事会为平台， 由鄂州职业大学牵头，整
体规划和设计鄂州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建设与发展。

2014年元月，鄂州职业大学召开区域
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工作预备会，统
一了基本工作思路，即由中职学院（技工

学校）联络市内各中职学校，由职业技能培训
鉴定中心联络市内其他培训机构， 由继教学
院、科技学院等联络市内其他成人教育机构，
草拟鄂州市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框架。 2014年7月，将组织市内外专家
对这个框架进行论证，2014年下半年开始全
面实施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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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产教相长”新模式
借 “一五五” 三级办学体制机制创新东

风， 鄂州职业大学主动挑起重振地方行业组
织的重任，以此推进产教融合，创造“产教相
长”新模式。

长期以来，受企业改制影响，鄂州市域内
行业组织名存实亡，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行
业的统筹管理职能无法有效实施。 在筹备组
建“政校行企”合作办学理事会的过程中，无
论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是行业协会，无一例外
提出要借此东风重振鄂州市行业组织， 推进
全市产业发展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

为确保重振后的行业组织能良性运行，
在鄂州职业大学“政校行企”合作办学理事会
2013年5月的专题研讨会上， 鄂州市经信委、
住建委、教育部门、卫生部门、文化部门等与
会人员提议将所有行业组织的秘书处设在鄂
州职业大学相关院系， 相关院系主任担任行
业组织的常务副会长或秘书长， 利用学校的
智力资源和场地资源打造具有“校行企”三位
一体意义上的行业组织。 该提议得到一致通
过， 担此重任的鄂州职业大学相关院系先后
于2013年理事会召开前制定出了建设方案，
并大力推进行业组织重建。

如今，放眼鄂州，鄂州市企业联合会、湖
北金刚石生产力促进中心、 鄂州市金刚石工
程协会、鄂州市机电工程协会、鄂州市电子电
工协会、鄂州市护理学会、鄂州市护理职教联
盟、鄂州市建设行业协会、鄂州市建设教育协
会、鄂州市学前教育学会、鄂州市装饰行业协
会、鄂州市房地产协会、鄂州市旅游协会、鄂
州市教育界艺术家协会……由鄂州职业大学
相关院系牵头重组的行业组织， 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达到14家。

重振后的14家行业组织， 依托鄂州职业
大学七大院系 “校行企” 合作教育工作委员
会， 成立了七个行业主导的职业教育行业指
导委员会。 截至2014年3月底，在“政校行企”
合作办学理事会范围内开展产教对话11次，
初步形成了“产教相长”发展新模式，为进一
步推进校企深度合作夯实了基础。

鄂州职业大学不仅主导重振了鄂州地方
行业组织，还结合“市校一体”办学格局，依托
14个行业组织，对接七大产业，建设七大专业
群，打造品牌专业，推进了产教深度融合。

近几年，鄂州市重点发展七大产业，即现
代制造产业、建筑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医药
卫生产业、商贸与物流产业、文化教育与社会
服务产业、服装设计与制作产业。为有效对接
七大产业，鄂州职业大学适时调整、优化专业
布局与结构，着力打造了七大专业群，即以机
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 以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 以应用电子
技术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 以护理和药学两
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 以工商企业管理和物
流管理等为龙头的专业群， 以学前教育和社
区管理等为龙头的专业群， 以服装设计专业
为龙头的专业群。

此外，为了突出区域特色，各专业院系充
分利用学校 “政校行企” 合作办学理事会平
台，主动与三大开发区、鄂州市综改办、鄂州
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及鄂州金刚石产
业园等加强联系， 组织专业教研室主任及相
关专任教师深入企业一线，打造品牌专业。同
时，与企业技术专家、管理人员等访谈、座谈，
梳理鄂州七大产业的区域特色。 鄂州现代制
造业偏向生产装备、精密模具、金刚石工具生
产等三个方面， 机械工程学院便着重发展机
械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以
及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 建筑工程学院将
城乡一体化及新农村建设中的许多建设项目
转换成学习项目，融入到实践教学中，突出区
域特色。

经过三年建设， 鄂州职业大学建成机械
设计与制造、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
术、护理、工商企业管理等5个国家骨干校重
点建设专业，物流、药学等2个央财支持产业
服务能力提升重点建设专业，以及7个省级重
点专业、2个省级产业人才培养计划专业、15
个市级产业支持重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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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校企合作”新关系
狠抓校企合作实体建设———在骨干高职

院校建设中， 鄂州职业大学将此创新举措牢
牢抓在手上。

学校将凡是学校集体或个人参与、 具有
公司或经营性店铺特色、 能够为学校人才培
养提供一定实训工位的生产性实体、 经营性
实体、研发性实体和服务性实体，都作为校企
合作实体。目前，学校建有多样化校企合作实

体22个，形成了“校企合作”的信息、资源、过
程、文化“四大互动”，大力促进了专业建设与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信息大互动。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群组搭
建即时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 及时了解合作
企业的用工需求， 促进在校生和就业学生之
间关于职业及专业的认知交流； 建立专业教
研室主任对接企业信息员的信息往来制度，
由其建立一个企业信息员群， 及时与企业信
息员之间交流与沟通； 完善专业负责人与深
度合作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经理）互访制，及
时了解企业职业岗位新变化、用人新标准，以
及本行业发展动态， 根据了解内容及时调整
教学内容。

资源大互动。实行双向兼职，即企业技术
能手和能工巧匠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 目前
学校建有837人的兼职教师资源库；学校的骨
干教师作为企业的兼职员工（技术人员、研发
人员和管理顾问），如建工学院14名骨干教师
在市内8家施工和监理企业常年挂职，成为企
业兼职员工。此外，深度合作企业将闲空的职
业岗位提供给学校实训，开展“校中厂”教学，
如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在深圳莱特公司和台湾
精成电子公司建有两家“厂中校”教学点，开
展两门专业技能课的教学； 学校所建的生产
性工位提供给企业进行产品研发、 检测和试
用等， 如机械工程学院国家金刚石工程技术
实训基地以及金刚石单晶生产设备， 常年面
向鄂州市金刚石生产企业搞开发， 帮助研发
新产品、检测单晶生产质量等。

过程大互动。这是校企互动最难的环节，
对此，鄂州职业大学严把“三道关”：要求有规
模的校企合作实体必须完全或部分提供真实
的生产过程（工作过程）；要求兼职教师承担
校内实训项目时， 必须通过其操作有限度再
现生产过程； 要求专任教师在下企业顶岗实
践时，必须将深度了解企业生产过程（工作过
程）作为重要内容，并及时总结渗透到自己的
教学中去， 以确保校内教学过程有效对接生
产过程。

文化大互动。采用“十步法”，做到产业文
化进教育、 工业文化进校园、 企业文化进课
堂”。 一步法：利用毕业生创建的青苹果大学
生创业基地，营造创业文化氛围；二步法：利
用校企合作实体建设， 将合作企业或产业文
化引入校园；三步法：利用订单班、冠名班，将
企业文化带进课堂；四步法：利用学校年会、
校企合作教育论坛、职业教集团活动等契机，
营造浓厚的产业文化氛围；五步法：利用一年
一度的大型校园招聘会， 将各企业的文化引

入校园；六步法：通过举办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暨模拟招聘系列活动， 邀请合作企业负
责人担任评委， 将企业文化潜移默化传达给
学生；七步法：通过开设企业文化拓展课程，
将产业文化、 工业文化以及企业文化等传达
给学生；八步法：通过企业赞助活动，将赞助
企业的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九步法：通过
毕业生返校与学弟学妹交流、座谈，将自己眼
中的企业文化认知传递给学生；十步法：将熟
悉并总结顶岗实习和校外实训所在企业的文
化特色，作为学生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

随着学校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所带来的职
业教育资源整合和产教融合， 特别是校企合
作的深度推进，2013年，鄂州职业大学组建了
两个职教集团， 即湖北模具职教集团和鄂东
南学前教育职教集团。

前一个集团由鄂州职业大学和鄂丰模具
有限公司牵头组建， 合作推进湖北省高校模
具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目前一个集实践教学、
社会培训、技能鉴定、技术比武、项目研究为
一体， 特色鲜明的省级模具专业实习实训基
地已初步建成。

另一个集团， 鄂东南学前教育职教集团
则为了进一步整合鄂东南学前教育资源，推
进区域内各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共同发展
而建。目前，集团在校高职生800余人，五年一
贯制在校生370人。

与此同时， 由鄂州职业大学管理学院学
前教育专业教研室牵头组织职教集团成员单
位的骨干，根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草拟了《三年制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三年制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和
《五年一贯制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3个
核心教学文件，统筹设计不同层次学前教育的
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促进共同发展。

此外， 鄂州职业大学将探索中高职衔接
作为骨干高职建设增加任务， 在学前教育专
业， 积极探索五年一贯制背景下的中高职衔
接；在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积极探索单独自主
招生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内容改革；
在护理和机电一体化等专业， 积极探索中职
专业教学与高职专业教学的区别与联系。 经
过2013年上半年的酝酿， 相关专业于2013年
下半年正式实施上述探索性建设任务。

冲出校园天地宽。鄂州职业大学经过近3
年的艰苦探索与锐意创新， 形成了 “市校一
体、产教相长、校企互动”的合作办学特色，带
动了集团化办学实践、中高职衔接探索、区域
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迈进了国家骨干
高职院校的行列。 （邱祥启 陈中林）

冲出校园天地宽
———鄂州职业大学创新体制机制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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