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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定位篇
紧跟政策市场要求
始终坚持办学特色

学校历来重视组织对国家、省职教政
策的集体学习，重视组织参加各级各类培
训。 通过解读政策和总结体会，学校准确
把握了国家、省职教发展趋势，及时抢抓
机遇、顺势而为，在实训中心建设、德育体
系建设、 内涵质量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
有力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学校高度重视招生市场和就业市场
的双向要求，注重调查生源市场对学校品
牌、专业和管理方面的要求，注重调查就
业市场对毕业生的专业需求、专业能力方
面的要求。 学校领导经常带队到企业走
访、召集企业人员座谈、参加行业企业活
动，通过与企业的广泛接触，时刻把握企
业的需求。 按照两个市场的双向要求，不
断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培养内容和培
养方式。

学校始终坚持 “立足外经贸行业、服
务商贸经济、培养经贸人才”的办学方向，
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建设理念，
努力办好最纯粹的外经贸学校。 学校以国
际贸易业务流程为基础，依托核心岗位打
造品牌专业， 逐步打造财经商贸类专业
群。 从1956年办学以来，就开设了国际商
务专业，国际商务专业逐渐发展成为省内
龙头专业，围绕这一龙头专业，开发了商
务英语、涉外会计、（跨境）电子商务专业，
目前四大专业占学校在校生规模的80%。

专业建设篇
围绕行业企业需求
推进专业优质建设

学校建立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科学设计和灵活调整专业布局。 充分调研
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围绕现代服务

业开发新专业。 重点建设行业需求大、前
景好的国际商务、 电子商务等主干专业、
长线专业，缩减、淘汰不符合需求的会展
等专业，开发针对性强、专业性强的短线、
特色专业。 长线、主干专业适应了行业企
业对大批量人才的需求，短线、特色专业
满足了个别企业的特色需求。

学校专业建设以专业部为主体，每个
专业部都有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分别建
有“和道”、“礼道”、“商道”、“信道”特色专
业文化， 均以建设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岗位模块化课程体系、实践理实一体化
教学模式、开发理实一体化教材、建设校
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立多元化过程性评
价机制等为主线推动专业建设。 各专业建
设基本实现了“专业设置与行业企业岗位
衔接； 课程设置与岗位能力要求对接；教
学内容与行业标准衔接；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衔接；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衔接”。

教学改革篇
依托“08111”工程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2008年1月， 学校适应职教发展趋势
和自身发展需要 ，启动了 “08111”实训中
心建设工程， 耗时近五年投入2000多万
元， 建设了17000多平方米现代化实训中
心。 实训中心建设基于实际业务流程、企
业岗位职责和典型工作任务，将课程理论
教学、技能实训教学和顶岗业务实践有机
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大
幅度提升了学校实践教学水平。

学校实训中心自主创新性强，建设方
案、配套教材、文化渲染等，主要由学校教
师完成；功能齐备，具备开展理实一体化
教学、组织技能考证及培训、承办各类技
能竞赛等多种功能；仿真性强，模拟企业
真实工作场景进行设计，引入真实企业进
驻实训中心；实践性强，配备有仿照企业
业务设计的实训软件；配套完善，配有校

本实训教材、教学视频、实训知识库等配套软
件设施；示范性强，具有独特的外贸特色，已
成为省内外商贸类实训中心建设的示范，在
很多方面开了先河。

依托先进的实训中心，学校建立了“专业
课程实训、专业综合实训、岗前岗位实训”递
进式实训教学体系， 实现了 “理论课程实务
化、实务课程实训化、实训课程岗位化”，实训
课程占课程体系比例达到60%以上。 学校推
进了项目教学、 岗位导向教学等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法改革，推动以职业标准为导向、以
专业技能为核心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改革，推
动以自主开发一体化校本实训教材为主的教
学内容创新。依托先进的实训中心，学校开始
与企业开展合作， 校企合作从无到有并逐步
扩大。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提高，学生近几
年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三等奖以上奖项40多
人次，毕业生综合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

校企合作篇
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凸显人才培养特色

学校从2009年开始， 借助外经贸行业资
源，打造了职教集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等
校企合作平台，积极实践“共建共享、互惠互
利、产教融合，共同发展；岗位导向、工学交
替、学做一体、模式创新”的校企合作理念，按
照“不图规模、只求质量”的原则遴选优质企
业合作， 按照人才培养要求和企业需求设立
合作项目，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务实推
进各项合作。

学校80%以上班级均有合作企业， 从学
生入校到学生毕业，合作企业全程参与。企业
与学校共同挑选订单班学生， 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将企业文化引入班级，参加专业、
班级的文化活动。 企业派业务骨干进校给学
生作入学教育、企业文化等方面的讲座，直接
讲授核心专业课程， 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和
顶岗实习，近距离对学生进行业务指导。企业
对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考核评价。

学校与深圳市贝希恩商贸有限公司、广
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亚洲陶瓷控股有限公司
等数十家企业开展冠名班、订单班 、工学结
合班等合作，给企业量身定制培养人才。 学
校应亚洲陶瓷控股有限公司要求，开设“亚
洲陶瓷员工班”，优秀骨干教师“送教上门”
给公司员工培训；应广州市西黛尔首饰有限
公司要求，开设“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班”，
公司派业务人员进校，给学生讲授核心专业
课；会计和商务英语专业与多家企业开展联
合订单培养，国际商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
与广东省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会等协会合作
开展联合订单培养。

学校引进深圳市贝希恩商贸有限公司
入校，在校内共建“家商城”产学园。 “家商
城”产学园占地1500多平方米，将公司完整
的部门体系和业务流程引入产学园。 产学园
内设有销售部、电商部、财务部等多个部门，
学校各专业都能在产学园内找到相应的实
践岗位；与广新外贸集团下属的广东广新达
电子商务公司合作，将公司的客户服务部引
进学校，公司指派业务人员指导学生开展客
户开发、联系、咨询等业务；与广东省外贸开
发公司合作共建“外贸开发淘宝班”，公司安
排企业人员进校，指导学生开发、设计、经营
外贸淘宝网店。

学校的校企合作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
合作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长期的、相对固定的
常设合作模式，又有短期的、适应企业需要的
特色项目模式。 比如学校每年都应很多外贸
企业要求派学生到广交会实习， 应广州市西
黛尔首饰有限公司、 中远国际货代公司要求
派学生参加双十一大战。

师资队伍篇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学校注重各专业的教师结构， 合理配置
各专业文化课、专业课教师的比例。注重考虑
专业教师的学历水平， 全部专业专任教师具

备本科以上学历。 注重考虑专业教师的双证
比例， 要求所有专业教师都具备职称证书和
技能证书， 同时具备专业教学能力和业务实
践能力。注重专兼职教师结合的教师结构，从
企业邀请业务骨干担任兼职教师， 邀请能工
巧匠组建团队进校授教。

学校坚持“以才选人、知人善任”用人观，
把能力视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 以名师工
程为引领，建立由“普通教师向双师型教师、
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发展的教
师成长体系；建立岗位聘任制度、中层干部竞
争上岗制度、专业技术人员竞争评级制度，建
立教学考核制度、教职工绩效考核制度、示范
校建设绩效考核制度、技能竞赛奖励制度、双
师型教师奖励制度， 用完善的考核和奖励制
度，激发教职工的工作热情。

学校积极组织校内培训，邀请职教专家、
企业精英进校培训，安排校内名师交流分享。
高度重视教科研工作， 设立专业部教科研专
项经费，每学年均组织校本教研课题研究，鼓
励教师参加校外教科研课题研究。 学校教师
牵头制定了广东省国际商务专业实训中心建
设指导方案和专业建设指导方案、 全国中职
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标准等。 组织教师参
加省级、国家级别、出国骨干教师和企业实践
培训，参加省级学科带头人培训，2013年各级
各类培训达到200多人次。

学校教师参加省及全国信息化大赛、省
及全国说课比赛、省专业技能比赛、省班主任
技能比赛频繁获奖，近几年9人次获得全国奖
项，28人次获得省级奖项。 学校教师近3年自
编、参编80多本教材，教材被广泛采用，其中
《21世纪国际商务教材教辅系列》更是被高职
学院、本科院校采用，学校商务英语专业还牵
头编写中职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国家规划立项
教材， 参编中等职业教育商务英语专业教育
部门立项教材。 学校教师从只关注三尺讲台
转变到关注行业发展， 积极参加各类行业活
动； 从只擅长专业教学转变到了擅长专业实
践，到企业担任业务指导和顾问；从校内名师
逐渐成长为省内名师，3人获 “南粤优秀教

师”、3人获“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1人获“广
东省职教名师”称号。

另外，学校还注重加强学生管理力度，在
规范刚性管理的同时，加大柔性管理的力度，
全力构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员育
人”三全德育工作体系。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以“丝绸之路”承载商贸文化的理念，“一路一
带”传播中国商贸文化精神，积极营造与商贸
企业文化相融合的校园环境， 用文化凝聚人
心、感化人为、汇聚人力。

面对学校已取得的显著成就， 再次站在
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点，未来几年，学校将坚决
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全省职业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根据学校国家示范校建
设任务要求和“十二五”规划目标，坚持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
业为导向，强内涵，创特色，实现学校跨越发
展。 坚信学校必将承载着58年来不断发展的
强劲动力，继往开来，奋发崛起，鼓浩荡长风
直济沧海，擎如橼巨笔谱写职业教育新篇！

（卜玉辉 王素雪 邓 潞）

强强内内涵涵 创创特特色色 实实现现学学校校跨跨越越发发展展
——————广广东东省省对对外外贸贸易易职职业业技技术术学学校校创创建建国国家家示示范范校校纪纪实实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56年，是以财经商贸类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归属于广东省教育部门管理。 学校是
广东省改革创新示范性中职学校，第三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单位，是广东省职教学会商贸专业指委会的主
任单位，也是全国外经贸行指委副主任单位暨中职学校主任单位。 学校于2011年被广东省授予“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于今年6月被国家教育部门等六部委授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学校按照国家、省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精神，紧跟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紧贴经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以质量和特色求生存，
以改革和创新谋发展，深入推进改革创新，逐步强化内涵建设，努力推进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功功能能完完备备的的专专业业实实训训室室

学学生生到到企企业业参参加加双双十十一一大大战战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认真落实学校
体育工作条例，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积
极夯实学校体育基础工作，自2012年秋季
起在全县义务段学校实施了“每天每班一
节体育课”， 创新性地将国家课程标准与
“阳光体育运动”、“体育艺术2＋1” 项目结
合起来，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促进学
校体育工作全面提高及学生的健康成长。

明确目标任务
“健康第一”是大邑县学校体育工作

的指导思想。 当地县委、县政府部门高度
重视此项工作，明确了学校体育工作必须
达到“三升一降”的发展目标（即学生体能

素质明显升高， 运动兴趣和技能明显提
升，学校体育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学生营
养不良、肥胖及近视率明显下降）。 每年，
县里都召开全县学校体育工作推进会，研
究部署全县学校体育工作。 大邑县教育部
门和学校成立体育工作领导小组 ， 由局
长 、校长任组长 ，全面推行 “每天每班一
节体育课”，认真解决体育工作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 切实履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的责任，形成了分工负责，扎实推进的良
好氛围。

落实三大保障措施
该县切实从三方面保障学校“每天每

班一节体育课”顺利实施。
一是课程保障。大邑县明确提出：在落实

部颁课程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教育部门“体育
艺术2+1”项目的实施，创新性地整合地方课
程、综合课程，将“阳光体育运动”列入课程，
2012年秋季开始， 在全县义务教育段学校全
面实施“每天每班一节体育课”，确保在校学
生“阳光体育锻炼一小时”。

二是师资保障。近年来，该县新招聘体育
专业教师100多人；从2013年起，根据学校体
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目标要
求， 全县城乡中小学校体育专业教师配备率
达到100%以上。 并对全县体育教师进行了
市、县级培训。 目前，全县已拥有大批市县体
育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三是经费保障。 为确保每天每班一节体
育课，大邑县财政安排50万专项经费，严格按
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10%的比例专项用

于学校体育工作。近年来，共投入资金6000余
万元，完善了全县学校的体育设备设施，全县
学校体育器材配备和学生运动场所达到国家
一级标准和国家基本要求。

抓好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课程管理环节。 学校将“每天每班

一节体育课”列入课表，强化学校体育课程
的开齐、开足、开好，做到师资、课程、场地、
督查四落实。 在认真上好体育课的同时，坚
持“两操”（课间操、眼保健操）、“一活动”（三
十分钟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 的扎实开展。
体育课程内容设置科学合理，义务段学校每
周增加的二节课，一节用于各学校体育特色
课的学习，另一节用于学习“太极拳”和“足
球基本技术”。

二是体质测试环节。 大邑县全面实施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建立和完善了《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报告书制度，测试报告
作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记
入学生档案中。 全县中小学体质健康合格率
均在95%以上。 全县学校学建立完善了学生
体质健康档案。 结合学生体侧结果，将学生
体质状况告之家长， 并提出学生运动处方，
配合学生家长督促学生加强相应的运动锻
炼，做到了学校、学生、家长三联动。

三是评估考核环节。该县建立了县委、县
政府部门对县教育部门，县教育部门对学校，
学校对教师、 学生的评估考核的三级评估考
核机制。依据国家教育部门下发的《中小学校
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对全县学校体育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了全方位检查评估。 全县学校达
到优秀等级占80%以上。

创建学校体育特色项目
目前，大邑已被确定为“四川省学校体育

区域整体推进改革试点县”， 该县充分利用
“每天每班一节体育课”的举措，全面推进学
校体育特色项目建设。 全县各学校结合实际
和地方特色， 挖掘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学生的
特色体育项目，并深入开展。形成了以体育精
神为引领， 体育项目为支撑的大批体育特色
学校。如该县学校的短式网球、足球、乒乓球、
太极拳、跆拳道等项目都已取得显著成效，参
加省、市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该县银都学校、
悦来学校开展短式网球教学活动被 《人民日
报》、《中国体育报》等多家报刊报道，韩场学
校、城西小学、出江学校等学校校园足球项目
的开展，已初具规模。 同时，该县坚持每年组
织一次大型的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 每年三
次小型体育单项比赛，近年来，大邑县参加成
都市综合运动会，均获得优异成绩，大邑县北
街小学体育舞蹈、 晋原初中跆拳道等获得成
都市一等奖。

强健体魄 从每天一节体育课做起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全面实施 “每天每班一节体育课”

在湘中新城娄底，一所创建于1978年的
青春学府———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正怀揣着
湘中梅山文化的深厚底蕴，传承着湖湘先进
的教育文明，阔步前行，后发赶超。2004年升
格为本科院校，2011年成为 “服务国家特殊
需求人才培养项目”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首批试点单位。该项目主要围绕服务现代
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培养农业推广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目前，该校在农业推广类
别下开设了植物保护、作物、农村与区域发
展和农业信息化4个领域，2012年首次招收
研究生21名，2013年招收28名，2014年招收
31名。 对于该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校
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人的什么、怎样培
养人”上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与实践，取得
了一系列实践探索的新成就。

培养模式有特色

———“三双、四模块、七学段 ”模式特
色鲜明，切合了专业学位教育的新要求

该校着眼于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培
养 ，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 “三双 、四模
块、七学段”人才培养新模式。

注重校企“双主体”协同培养。 建立学
校与农业管理部门、涉农企业“双主体”协
同培养运行机制，在招生、培养、学位论文
指导、 学位授予等各个方面实现共同管
理，共同制订培养计划，共同建设师资队
伍，共同建设研究生实践基地。 目前，已建
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8个。 同时，该校牵
头联合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湖南海利

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等研究生联合培养
单位组建的“农田杂
草防控技术与应用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 于
2014年获得了 “湖南
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
计划”认定。

注重校企 “双导

多师” 联合培养。 建立校内外导师相结合的
“双导师”制，成立“1+1+N”导师组，由1个校
内导师+1个校外导师+多个实践指导教师共
同指导培养研究生。 该校现已聘任校外导师
24人，校外导师从开学典礼到学位授予仪式，
从课程教学到专业实践，从开题论证、中期检
查到论文答辩，均能积极参与。 同时，采取“双
教师”课程教学模式，成立“1+X+Y”课程组，
由1个课程负责人+多个校内教师+多个校外
教师共同开展教学活动。

注重“双段交替”多岗实践培养。整个培养
过程分为七个学段，采用理论与实践“双段交
替”进行的教学组织形式，并建立多岗轮换实
践制度，使学生对职业领域的多个岗位都具备
一定的实践经验。从首届毕业生的多岗实践情
况来看， 完成2个以上岗位实践的研究生达
80%。 通过“双段交替”多岗实践培养，切实提
高了学生就业竞争力。该校已毕业的18名研究
生均已全部就业，且从非定向培养的13名研究
生就业来看，11人走上了涉农相关岗位， 与培

养目标的吻合度达84.6%。
设计“四模块”课程体系。 在全国农业推

广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
设置的公共课、领域主干课的基础上，增加了
以培养专业能力为目标的专业技能课和以培
养综合素养为目标的专业拓展课程两大特色
模块。如植物保护领域在专业技能课模块设置
了“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原理与实践”等实
践性较强的特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模块设置
了“农业项目管理与评估”、“农业法制”、“公文
写作”、“公务礼仪”、“创业管理”等特色课程。

创建“七学段”学期制度。 根据农业生产
的季节性特点，该校改革了传统的学期制度，
将两年四个学期改成了两年七个学段， 农忙
时学生进入实践基地进行专业综合实践，农
闲时在学校进行课程学习。 第二、三、五学段
为理论课学习阶段，第一、四、六、七学段为专
业实践阶段和学位论文答辩阶段， 二者分段
交叉进行， 建立从实践———理论———实践的
螺旋式上升培养路线。

服务地方开新路

———研究生三农工作室成效明显， 彰显
了服务地方的新特色

2014年1月，该校在新化县委组织部门挂
牌“研究生工作站”，在新化县曹家镇和奉家
镇建立了“研究生三农工作室”。每个“三农工
作室” 安排2-3名全日制研究生开展为期总
计8个月的专业实践。 同时，学校将校内导师
和湖南省农科院、 娄底各有关单位受聘于该
校的兼职导师， 以及学校相关专业的专家教
授进行优化组合，成立了一支“校内导师＋校
外导师＋相关专业教师”导师组，采取定期下
乡指导和挂职锻炼3个月到半年的方式指导
研究生开展服务三农工作。 目前，“研究生三
农工作室” 参与了奉家镇的旅游规划与开发
建设， 完成了导游词的撰写、 旅游网站的建
设、 导游培训的工作和优良樱桃品种的引种
示范；在曹家镇与当地企业合作，启动了特种
瓜果蔬菜产业园区项目的建设。 研究生三农

工作室的建设， 彰显了研究生教育与服务地
方紧密结合的新特色。

合作办学出妙招

———大学生村官硕士班切合需求， 打造
了研究生教育的新品牌

为了积极探索大学生村官培养新途径，
切实提高大学生村官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能力
和水平， 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村官在服务新农
村建设中的作用， 该校与新化县委组织部合
作启动了大学生村官MAE培养计划，招收具
有一年以上“村官”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村官攻
读该校农业推广硕士。 2014年录取了7名大学
生村官，开设了首个村官硕士班。 2015年报考
的大学生村官有21人。 大学生村官MAE（农
业推广）硕士班的开设，实现了大学生村官培
养与研究生教育的无缝对接， 得到了湖南省
娄底市委组织部的高度重视， 原组织部部长
雷绍业作出了重要批示； 也得到了新化县委
组织部门的全力协作，出台了专门文件《新化
县大学生村官报考攻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MAE硕士班管理办法》（新组通〔2013〕26号），
并就培养方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

在国家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
时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巧抓机遇， 持续发
力，聚集“三农”，紧扣“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主题， 沿着培养高层次农业现代化人才的轨
道飞奔驰骋， 必将绽放出一朵研究生教育的
新奇葩。 （陈 勇 周发明 刘 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积极探索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途径

22001122年年99月月1133日日，， 湖湖南南人人文文科科技技学学院院举举办办研研究究生生教教育育启启动动仪仪式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