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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春天的职教旗舰
———重庆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改革创新提升内涵跨越发展纪实

光亚———走向世界的学校
光亚学校办学特色

数字化教育的引进 光亚学校与国
内外远程教育网通力合作， 分享世界先
进教学资源 ， 强力打造数字校园建设 ，
将学校、 教师、 学生和家长纳入校园云
平台， 全面实现了教育教学 “均衡化”、
“现代化”、 “国际化”、 “信息化”； 有
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和视野， 激发了学
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有利于全面促
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国际商务课程的开展 经过精心研
究， 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学博士， 现任
光亚学校教务主任、 商务管理及AP经济
外教Richard Derbyshire先生专门开发了
一套适合中国学生成长的商务课程体系，
为有志于从事商务事业、 做企业家的同
学报考国外的优秀商科学校打开便利之
门。 如果这些学生不出国， 商务课训练，
一样可以进入国内的优秀大学的商科专
业学习。 光亚国际商务课程设 “企业精
英学院”， 通过课堂学校， 商务俱乐部，
学生自己出资精英咖啡屋， 模拟股市操

盘和领导才能培养等实践。
每天下午学校都会为学生提供1至2

个小时的实践活动， 很多同学都积极参
与 。 有的学生在校园内开设有水果铺 、
开快递公司、 开水吧、 毕业生为毕业典
礼拉赞助、 设计文化衫销售等， 学校为
学生提供房间、 租用摊位。 有同学通过
三年的特色民族首饰批发， 及电子商务
会员制代理， 高三毕业达百万效益。

独特的 “个人设计 ” 毕业考试 光
亚学校为初中部的学生们开设了特色课
程， 并让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以汇报演讲
的方式见证自己三年的学习成果。 这些9
年级同学们的个人设计都是用英语汇报
的， 2000字以上， 自作PPT。 每一位同学
的题目都不一样， 选题宽泛， 从 “发型
设计” 到 “埃及金字塔”， 从 “库尔斯克
战役” 到 “藏传佛学”， “城管的一天”
到 “我家园林的流派” 同学们展示的是
课本以外自己熟悉的世界 ， 丰富多彩 ，
视角独特 ， 学校外教进行一对一指导 ，
并由外教老师和中国老师一起为同学们
的演讲进行现场评判。

加拿大 “枫叶班” 光亚学校于2012
年8月率先成为由加拿大政府在中国学校
设立的首个“留学加拿大工作部”，加拿大
驻重庆总领事馆承办。 加拿大各大名校每
年会定期两次到光亚学校进行现场招生
咨询。 光亚学校开办“枫叶班”，为有意愿
去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独立课程，
“枫叶班” 的学生在光亚学校完成一年的
高中或大学准备英语课程后，获得免托福
雅思进入加拿大高校深造。

光亚优秀学生
光亚学校的校长、 举办者卿光亚先

生经常教导学生们要有好的人品， 要有
慈善情怀， 因为只有好人掌握了财富才
能对社会有贡献、 有价值。 他要求学生
们以 “蜘蛛侠” 为榜样， 一边领取高中
毕业证， 一边拯救世界； 希望高中生在
18岁毕业时的生活劳动技能不局限于
“穿草鞋”， 而是 “穿皮鞋”。 22年来， 光
亚学校依法施教， 光亚的学生在毕业时，
不仅享有法定资格， 而且学会了法定年
龄应有的社会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 能

付完整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备开公司、 选举
和被选举的能力， 成为合格的社会劳动者和
世界公民。

建校22年以来， 光亚学校为世界各大名
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 如： 英国牛津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 美国斯坦福大学、 美国麻省
理工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深泉学院、 美国纽约大学、 美国达特茅斯大
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美国
罗德岛艺术学院、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美
国莱斯大学、 美国迈阿密大学、 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加拿大
蒙特艾莉森大学、 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 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

2004届毕业生王桐， 美国纽约大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 在美期间曾获得美国 “流行乐
比赛” 第一名， 2012年组织承办 “西城男
孩” 巡回演唱会；

2011届毕业生， 王晓曦IB满分， 就读加
拿大名校麦吉尔大学， 2014年9月赴非洲肯
尼亚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志愿者工作；

2013年毕业生， 郎琛就读加拿大名校滑

铁卢大学软件工程开发与管理专业。 2014年
暑假， 进入日本日立集团东京总部实习。

2014年毕业生， 王茹就读美国名校雪城
大学， 在光亚学校就读期间受美国国务院邀
请与赞助赴夏威夷珍珠港演讲 ， 其演讲稿
《从过去到现在， 中美联系的桥梁》 收录在
美国陈纳德航空博物馆内。

2009年毕业生， 胡诗芮现就读美国斯坦
福大学研究生院。

2009年毕业生， 何华现就读美国达特茅
斯大学研究生院。

2015届在校生冷洋， 托福104分， 光亚
学 校 Cyber Bucks Coffee 创 始 人 之 一 ，
2014年该同学完成美国斯坦福大学 “机械课
程” 的学习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移动机
器人操控” 在线课程， 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
这两门课程的 “荣誉证书”。 这两门课程均
属于研究生阶段课程。

20年前就读光亚学校芳草地光亚幼稚园
的英国三姐妹王丽薇 (Livia Wang)、 王小铠
(Eleanor Wang)、 王三妹 (Amelia Wang) 目
前就读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 2014
年暑假， 姐们三人回到成都寻访母校， 回忆
起在成都， 在母校的童年时光。

美国哈佛大学有370多年历史， 英国牛
津大学有840多年历史 ， 成都石室中学有
2000多年历史， 卿校长希望光亚学校能像这
些名校一样， 办百年名校， 让孩子们50年后
找得到母校， 还能回到母校汲取养料。

学校简介
光亚学校建立于1992年， 位于世界文化遗

产地四川省都江堰。 6月16日登记（黄埔校庆），7
月7日招生，9月18日开学。 成立以来，光亚学校
一直秉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教育思想。 为纪念“抗日战争”，教育孩
子勿忘国耻， 光亚学校将第一次的开学日期定
为9月18日，并将这一天永久性得定为光亚学校
“校庆日”。

光亚学校与国际教育接轨， 光亚学校以三
分之一的国际师资配备，广泛应用国际教材，提
供丰富的课程。 全球权威的三大考试授权光亚
学校。 1995年，光亚学校加入IBO（国际文凭组
织）成为IB联盟学校并开设IB国际课程。 随后，
剑桥（A-Level）考试中心（编号CN566）落户光亚
学校。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在光
亚学校正式开设，培养出优秀的国际学生。

2008年（“512”地震年）开办麓山光亚国际
学校，每天6节文化课，2节体育课，课外作业为
每天完成一部经典电影的赏析，读一部书，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效果显著。 2011年
海南万宁光亚国际学校（小学、幼儿园）开办，
采用国际师资、 国际课程、 国际教材， 提供优
质的教学资源， 学费平均660元/月， 受到工薪
阶层的青睐， 办学成绩较佳， 社会口碑较好。

光亚学校鼓励学生通过课堂学习、 社会实
践，让同学们发现开启潜在能力，认识自我，希望
同学们在18岁毕业的时候成为合格的劳动者。

春天， 对职业教育来说， 别有一层
含义。 从十七大报告中的 “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 到十八大报告中的 “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 “现代” 两字的加入，
赋予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的目标和内
涵。

精百工技行天下， 兼德才名达四海。
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 重庆市
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围绕现代产业建设、
产业升级对人才的需求， 积极改革、 调
整优化学科结构、 专业结构、 课程结构，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隆化职中， 正不断
壮大规模、 深化内涵， 在创建国家中职
示范学校的征途中昂首奋进。

冲在前 作好职教 “领头雁”

隆化职中原是一所占地面积不足80
亩 、 在校生1000余人的 “微型 ” 学校 ，
在区外职业中学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下，
隆化职中举步维艰。 2004年， 以校长张
健为首的隆化职业中学新一届领导班子
科学决策， 大胆制定学校发展 “三步走”
发展规划。

2005年， 学校提出了实施学校整体
迁建工程的构想。 2011年1月， 一座投资
仅 1.2亿元 、 可容纳在校生 6000余人的
“南川最美校园” 之一矗立于凤嘴江畔。
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和学校发展需要 ，
学校努力争取各级各方支持， 近3年， 学

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3720万元， 企业捐
赠资金1260万元、 设备价值85万元 ， 投
入学校建设， 添置专业设备， 极大地增
强了办学实力。

从2010年到2013年 ， 中央财政重点
支持1000所中等职业学校改革创新 ， 使
其成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示
范。 隆化职中领导集体高瞻远瞩， 始终
站在职业教育发展前沿， 以超前的思维
对学校的发展进行战略思考， 认真学习、
研究国家政策， 认识到国家中职示范学
校建设是国家职业教育名校的一次重大
布局调整， 将长时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
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间接影响该地
区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与水平， 进而影
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经过一年多呕心
沥血的准备， 学校于2012年8月成功申报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
跻身全国中等职业教育第一方阵， 实现
了学校 “三步走” 战略的第二步， 开启

了隆化职中跨越发展的新征程。

“沉下肩” 创新办学模式

隆化职中把培养学生 “文明守纪、 爱岗
敬业” 的素质确立为德育工作的主线 ， 于
2006年在重庆市首创 “学校+军营” 职教管
理模式。 聘请一批优秀退伍军人担任军事
教官， 深入校园、 班级、 宿舍， 加强学生
管理， 指导学生思想工作， 全校形成 “学
校即军营， 学生即士兵” 的局面。 近年来，
学校毕业生文明守纪、 吃苦耐劳 、 爱岗敬
业， 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好评。 学校军事
化管理的职教特色， 吸引了重庆市内外中
等职业学校前来学习交流， 《重庆日报》、
《重庆法制报》、 重庆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曾广
泛报道。

学校创新办学模式， 全面实施学分制管
理的改革实验， 解决了长期以来中职学生动
手能力强而文化考试无法过关的问题， 营造
了有利于学生自主、 全面、 和谐发展的教育

环境。 学校实施工学结合、 半工半读人才培
养模式， 强化学生技能训练和职业能力的培
养， 提高就业能力和竞争水平， 让用工企业
充分了解了学生工作能力， 为聘用工作做好
铺垫， 有效解决了学生就业问题， 形成了企
业、 学校、 学生三方共赢的局面。

学校认为， 校企结合是职业学校的办学
方向， 让学生到企业实习是职业学校学生技
能提高的关键。 为此， 该校利用一切机会，
积极与全国大型企业加强联系， 经过努力，
学校先后在德国博世公司、 德国西门子公
司、 韩国LG集团、 天津月坛集团、 重庆博
赛矿业 （集团） 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建成学
生实习和就业基地， 保障了学生的实习和就
业， 确保学生出口畅通。

“昂起头” 铸造职教品牌

■健全管理制度， 保障依法治校
隆化职中始终坚持依法治校、 用制度管

理学校、 用真情对待师生员工的治校理念。

学校修改、 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 使学校管
理步入了法制化、 制度化轨道， 学校被评为
“重庆市依法治校示范学校”， 充分调动了干
部、 职工工作积极性， 学校活力迸发。

■实施素质提高工程， 培育职教名师
学校高度重视教职工素质能力提高工

作， 从2004年起， 学校划拨专项经费， 大力
开展多渠道、 多形式、 多层次的教师培训，
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自2004年以来，
教师参加国家、 重庆市级赛课和技能大赛获
奖近百项； 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交流论文数
百篇， 学校先后承担12个国家课题和3个市
级课题的研究与实验， 有24位教师先后获得
全国总课题组和重庆市子课题组一、 二、 三
等奖。

■育人精技， 学校活力四射
学校坚持 “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

向， 以能力为本位” 的办学理念， 紧跟国家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抓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机遇，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 与重庆博赛集团等实现行业文化进
校园、 企业文化进教室， 促进教学环境 “职
业化”、 组织管理 “企业化”、 人才培养 “岗
位化”， 打造了具有企业特色的职教模式。
通过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校企合作、 强强
联合等方式， 为企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技能
型人才。 结合重庆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南川区
经济转型发展实际， 及时调整专业结构， 重
点打造旅游专业， 与区内重点旅游企业开展
联合办学， 订单式培养人才， 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

近年来， 学校共计培养20000余名合格
毕业生， 学生就业率达全部， 毕业生专业技
能强， 综合素质高， 受到企业、 行业广泛赞
誉。 学校利用优质教学资源， 面向社会广泛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转岗培训、 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 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等各类职业
培训40000余人次， 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学校先进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经验，
吸引了周边区县和川、 湘、 陕、 黔等地学校
前来参观学习， 充分发挥了示范 、 引领作
用。

目前， 充满无穷活力和魅力的重庆市南
川隆化职业中学校必将承载着深厚的隆职文
化与隆职人的宏伟梦想， 以一种向前， 不断
向前的姿势， 南川职业教育这艘旗舰， 正在
驶向姹紫嫣红的春天。

准确定位稳步升级 积极探索拓展途径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工作纪实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幸福城市” 河北省会石家庄。
多年来， 该校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 以培养高级应用技术型专门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为己任， 准确定位自身办学方向与目标，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经过多年建设， 河北工
程技术学院已逐渐成为当地具有鲜明特色、 深受社会赞誉的应用技术型大学。

发挥优势 准确定位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创办于1997年 ，
其前身为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 2001年，
该校实行国家计划内招生， 2011年更名
为石家庄城市职业学院， 2014年 ， 经国
家教育部门批准， 升格为本科院校， 并
正式更名为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学院的
三次更名， 标志着该校内涵建设的三次
提升。 目前， 该校占地面积805余亩， 现
有全日制在校生8000多人， 专兼职教师
500余人。

为积极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
整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该校早在
“十二五 ” 教育事业规划中就曾提出了
“立足河北， 面向环首都经济圈， 服务京
津冀一体化 ” 的主题 ， 通过市场调研 、
专家论证， 重新调整了办学定位， 将原
有专业科学、 合理地整合为九个专业群，
形成了工、 经、 管、 文协调发展的专业
布局。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 学院紧
紧围绕 “推进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
化发展， 打造首都经济圈” 的发展规划，
按照进一步创新办学体制、 机制， 并按
照国家教育部门有关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精神和
要求， 积极转型， 产教融合， 努力为推
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在该校吴满财院长看来 ， 作为一所
应用技术型大学，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
整体优势主要体现在 ： 办学机制灵活 、
校企合作机制完善和出国留学渠道畅
通。

在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上 ， 河北工
程技术学院始终瞄准市场需求前沿， 及
时调整专业结构， 顺势开设需求旺盛的
前沿专业， 加大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建
设力度， 确保学生所学的专业理论与技
能能够与当前行业企业的需求接轨。 另
外， 学院与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
有限公司、 河北华恒信通讯有限公司等
多家省内外猎头企业建立了稳定、 深入
的校企合作机制， 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
在企业一线锻炼， 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
需求的无缝对接， 为今后的就业创业奠
定坚实基础， 真正解除了学生和家长的

后顾之忧。 同时， 学院十分重视国际交
流与合作， 与英国、 美国、 韩国等多个
国家的多所国际知名高校建立了合作交
流关系。 日前， 学院还与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并共同建立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国际交流
中心， 搭建国际型人才培养的平台， 满
足广大学生不同层次的深造需求。

基于学院自身优势， 近年来 ， 河北
工程技术学院审时度势， 按照国家教育
发展规划和区域经济建设需求， 结合学
院实际， 逐步确立了 “立足省会， 面向
河北， 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工
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 推进城市建设
上水平， 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创
新精神， 理论功底扎实、 实践能力突出
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的办学定位，
并逐渐形成了 “为城镇化服务， 校企合
作， 五真育人” 的办学特色。

同时， 学院董事会和党委紧紧围绕
学院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把文
化建设和文化育人工作列入学院事业发
展的顶层设计， 先后印发了 《石家庄城
市职业学院办学理念及注释》、 《石家庄
城市职业学院 “十二五” 文化建设规划
（2011—2015年）》、 《中共石家庄城市学
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 〉 的通
知》、 《石家庄城市职业学院2011—2015
年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规划 》
及 《石家庄城市职业学院关于加快实现
“节约文明” 型校园的通知》 等一系列文
件， 并成立了学院文化建设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的领导主要由校内外的知名专家
和院领导担任。

“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五真’ 应用型
城市建设专门人才， 这是我们经过多次
论证确立的办学目标和发展定位。 ‘五

真’， 即真人、 真学、 真会、 真做、 真能，
其中， 真学是指学会学习， 学会实践创新，
在有意义的学习经历中真学； 真会是指学会
认知， 学会知识技能， 在工作世界中真会做
事； 真做是指学会做事， 学会动手动脑， 在
基于项目的学习中真做， 在将来的社会服务
中真做； 真能是指学会生存， 学会工作生
活，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真能创业； 真人是指
学会共处， 学会成长做人， 在学习共同体中
成为真人。” 吴满财说。

产教融合 拓展途径

如何让学院的教育教学接地气， 让学院
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到企业 “上手快 、 用得
上、 干得好”。 对此，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进
行了不懈努力与探索。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班子深知， 校企合
作是现代职业教育中职业院校谋求发展、 实
现与市场接轨、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有针对
性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一线应用技术型人
才的重要举措。 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
作， 教学与生产的结合， 校企双方互相支
持、 互相渗透、 双向介入、 优势互补、 资源
互用、 利益共享， 既能发挥学校和企业的各
自优势， 又能共同培养社会与市场需要的人
才， 是实现高校教育及企业管理现代化、 促
进生产力发展、 加快企业自有人才的学历教
育， 使教育与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为此， 该校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始终注
重不断深化校企合作， 尤其在校企深度对接
方面， 该校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有益经验。

在校企对接路径方面， 河北工程技术学
院坚持 “五个对接”， 即： 坚持专业与产业
对接、 坚持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坚持
探索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坚持学生的
社会能力培养与企业文化对接、 坚持专业教
师与技术人员对接。 通过这 “五个对接”，
使校企合作的内容项目化、 具体化。

为使学院办学对接地方产业， 该校不断
调整办学定位， 优化专业结构。 校企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计划， 使专业教学要求对接行业
企业岗位技能要求。 强化实践育人， 使学院
专业对接行业企业。 包括校企共建生产性实
训基地、 建立校企互动机制等。

为使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一方面
该校编制课程标准， 使课程内容对接行业技
术标准； 另一方面， 学院不断完善 “双证
书” 制度， 使毕业证和资格证对接从业岗
位。

该校不断探索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 一方面基于工作过程开发课程， 使设置
的专业课程对接企业典型任务； 另一方面，
共享企业资源， 使专业教学实训对接企业真
实生产。

在学院教育教学中， 与河北工程技术学
院合作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承担了学院大部
分实践环节的教学任务， 与本院教师共同开
发实践教学课程内容， 负责指导学生技能训
练。 学院教师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革新、 设
备改造与新产品的研发， 承担企业员工继续
教育的培训工作， 专业课教师坚持每学期到
合作企业顶岗实践。 2013年全院共聘任来自
行业企业兼职教师78人， 学院专任教师赴企
业挂职锻炼累计1796人每年。 校企合作编写
实训指导书37种。

在此基础上，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遵循高
职教育 “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 合作就业、
合作发展” 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探索出 “三
线合一、 五位一体”、 “岗证一体、 工学交
替” 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移动通信技术专业
为例， 学院与河北华恒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成功合作， 由公司投入960万元， 在学院建
成华北地区仅有的大型通信实训机房， 所采
用设备全部为华为公司主流设备和联通、 移
动、 电信等运营商现网设备， 进行移动通信
特色班订单培养。 毕业生可以在移动 、 电
信、 联通等电信运营商处从事3G网络维护

与安装、 3G设备调试、 网络优化规划、 3G
基站建设等工作， 也可以在企事业单位、 政
府机关从事网络管理维护、 网络系统实施、
网站建设与维护等工作。 通过校企深度合
作， 总结出了 “四个共同”， 即人才共同培
养、 项目共同建设、 成果共同分享和事业共
同发展， 有效地解决了 “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么培养人” 的问题。

此外， 学院还建有多个多功能 “学生创
业教育实践基地”， 为广大学生营造了一个
“想创业、 敢创业、 会创业” 的良好氛围。
学院是石家庄市工商联培训中心， 是大学英
语四、 六级及公共英语考试考点单位、 全国
计算机应用证书 （NIT） 测试点。 此外， 还
为学生提供38种职业技能鉴定资格的培训服
务， 使学生毕业时能够与企业需求对接。 学
院多年来一直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
导向， 构建完善的院系两级就业指导体系为
学生就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2005年以来， 学
院就业率均在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特色发展 提高质量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和各项教
育事业的基础。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坚持内
涵建设并实现学校特色发展是关键。

为了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河北工程
技术学院一方面以 “八个一工程” 和 “九个
一工程” 为切入点， 按照当前世界上先进的
高等职业教学理念， 引入德国 “工作过程系
统化” 的课程开发模式对建筑设计技术、 建
筑工程管理等9个专业进行课程改革， 推进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 构建了专
业课程教学新体系。 另一方面， 学院按照职
业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不断推进产
教融合发展， 学院目前建有校内实验实训室
79个， 校外实验实训基地106个， 并与行业
企业合作， 与行业企业合作制订各专业人才
培养计划， 先后邀请近百位来自企业行业一

线的专家， 召开多次实践专家研讨会， 进行
典型工作任务分析， 共同开发出专业课程65
门， 逐步总结形成了四个 “共同”。 即： 人
才共同培养、 项目共同建设、 成果共同分享
和事业共同发展。

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 河北工程技术学
院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不断提高。 自2003年
至今， 学院两次被评为 “河北省明星学校”，
2005、 2011年顺利通过了国家教育部门高职
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两次为河北省
首家通过评估的民办高校， 2008年被腾讯网
和 《中国教育报》 等联合评为 “十大特色专
业民办高校”。 2011年学院荣获 “石家庄市
消防安全先进单位”； 2012年河北省教育部
门、 石家庄市公安部门分别颁发给该院2012
年度院校安保工作先进集体的奖牌。 2012年
被河北省民政部门授予 “5A社会组织和诚
信建设示范单位”。

近几年，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招生、 就
业率分别达到100%和98%； 学院党的建设
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校园文化建设多次获
得河北省教育部门和国家教育部门思政机构
等部门的表彰。 办学至今， 学院已累计为国
家培养和输送大学生近30000余名。

2011年， 学院第二次在省内同类院校中
率先通过河北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
后， 学院董事会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 依据
专家组反馈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办学指导思
想和办学方向， 不断加大教学和实训投入力
度， 更新教育理念，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大
力推进专业课程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资
队伍建设， 办学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办学
实力明显增强。 目前， 学院获得河北省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2项， 省级精品课程2门， 获
得国家专利8项， 完成各级科研课题120项
（厅级以上71项）。 2011年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河北赛区高职高专组一等奖、 华北地区二
等奖， 2012年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河北赛区一等奖。

2014年3月， 学院通过国家教育部门高
评委专家评审， 升格为普通应用型本科高
校。

桐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
如今，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正站在 “把学

院院建成为城市特色鲜明， 省内有优势， 国
内有影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而努力奋斗” 的
起跑线上不断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