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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市场
营销专业 (群) 以国家骨干高职建设
为契机， 以内涵建设为核心， 通过改
革释放动力， 以创新积累经验， 在校
企合作体制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社会培养
了一大批“专业能力、 实践能力和综
合素质” 方面“三强” 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

开展“四共”合作
强化“双主体”育人

在骨干校建设进程中， 市场营销专
业充分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指导专业
建设、教学改革及校企合作的作用。专指
委成员充分发挥在行业企业的影响力及

广泛的人脉资源等优势， 为本专业与企
业开展多方位深度合作牵线搭桥， 开设
“订单班”，建设“厂中校”、“企业专家工
作站”等校企合作平台，构建了校企“共
建教学团队、共建核心课程、共建实训实
习基地、共建社会服务团队”的“四共”合
作机制，强化了校企“双主体”育人。

实施“工学五融入”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下，与
雨润集团、苏宁电器、苏果超市等企业深
度合作，实现了将“企业人才需求融入培
养目标，企业岗位标准融入教学内容，企
业市场运营融入教学过程， 企业考核评
价融入教学考评， 企业文化融入专业文
化”， 通过举办企业专家讲座、“快鹿杯”
品牌策划技能大赛、营销状元秀、跳蚤市

场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进一步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重构课程体系
建成优质核心课程资源

为适应企业现代营销模式多元化的
需要，市场营销专业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
线，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构建能力三递
进、销售三结合的课程体系，即通过专业
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及专业拓展课程
的教学与实践，实现了学生由基础能力向
专业能力到综合能力的发展。优化专业核
心课程设置，开设现代推销技术、零售企
业经营与管理、网络营销等不同营销方式
课程，培养学生具备人员推销、门店销售、
网上销售多种营销能力；基于营销工作流
程，建成了“现代推销技术”等6门专业核
心课程和“食品品牌策划”实践专项课程

教学资源库。

实施“五措”并举
提升教学团队综合能力

市场营销专业通过推行专业双带头
人制、强化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双师
素质提升、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发挥
特聘专家作用等五项措施， 提升了教学
团队的综合能力， 已经形成了一支专家
引领、专兼结合、结构优化的双师型教师
队伍。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保障实践教学质量

该专业依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实
际需求，与苏宁电器、苏果超市等重点合
作企业共同制定实训基地建设方案，通过
改建、扩建、优化配置，新建10个实训室、

优化改建2个实训室，新增了5家紧密型校
外实训基地，采取免费服务和全天开放提
升校内实训基地服务功能；通过融入企业
文化、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实验实训条件内
涵建设，为学生实习实训及提高实践教学
质量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条件。

主动服务行业企业
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以横向课题的形式为企业服务，3年
内共完成横向课题26项，参与企业营销策
划， 利用技术服务团队法律教师资源优
势，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活动；结合企业社会
需要，提供各类培训服务；开展对口合作交
流，支援涟水职教中心等中职校建设；组建
师生销售团队，从事食品销售代理，提高学
生营销实践能力。 成功举办市场营销全国
师资培训等，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
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该专业通过与合作企业紧密联系开
展“厂中校、订单培养”等，着力打造 “三
强”营销人才，积极拓展就业新渠道，保障
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近三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平均达98.8%， 就业对口率平均
达91.46%，用人单位满意度达99.2%，月薪
平均达3089元；85%以上的毕业生在两三
年内就晋升为企业的地区销售经理、柜组
长、门店店长等职位，受到用人单位和当
地社会的广泛好评。

站在新的起点上，市场营销专业将坚
持开放办学、育人为本、立德树人，以教学
质量为生命线，不断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
与发展能力。

(丁 勇 赵 慧)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打造“三强”营销人才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群）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纪实之二

为适应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诚聘优秀教师：
一、招聘职务及条件：
1.学校行政管理干部：初中、小学校长各1名，小学德育主任1

名，幼儿园副园长1名。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年龄45周岁以下，有多
年教育教学管理实践经验和相关科研课题研究、管理经验，业绩显
著并锐意改革。如有突出贡献或获地级市以上荣誉称号的，年龄可
适当放宽。

2.高中、初中、小学各学科和幼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年龄在
40周岁以下， 中小学教师年龄在50周岁以下 （特级教师可适当放
宽），三年以上教学经验，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有较强的班级管理和
教学能力，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 中小学教师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幼儿园教师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英语教师要求口语准确、流利。

3.中小学生活指导教师：中专以上学历，有学校工作经验，年
龄45周岁以下。

4.校报副主编：中文、新闻等专业大专或以上学历；有扎实的文
学功底，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有较好的人际交往和语言沟通能力。
有学校工作经验或懂摄影及图片处理者优先。

二、应聘办法
1.有意应聘者，请将求职信、个人简历、主要业绩和有关证件（身

份证、学历证、职称证、从业资格证等）复印件、全身4英寸近照1张与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寄我校人事组，所寄材料恕不退还。

2.登录南方人才网（www.job168.com）投递电子简历。
如获预约来校面试，请带齐有关证件的原件。
三、福利待遇
所招聘职位一经录用， 待遇从优。 小学教师年薪约8万—10万

元，中学教师年薪约9万—12万元，住房条件好，学校按国家规定参
加职称评定、社会保险及缴纳住房公积金，符合条件的，人事档案及
户口等可调入东莞市。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镇田北路 邮 编：523700
联系电话：（0769）87513060 （0769）87773222－3166 学校网址：http://www.dgncs.com.cn

新 世 纪 英 才 学 校
广东省优秀民办学校 东莞市一级学校 诚聘优秀教师

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是1994年创办的寄宿制民办学校，是广东省优秀民办学校、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东莞市科普特色学校和东莞市一级学校，现有学生3000多人。 学校坐落于东莞与深圳交界的凤岗镇境
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方便。新世纪英才学校按省一级学校标准建设，设备先进，环境优美，办学规模大，学
校占地3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多万平方米，办学层次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四个学段。

2011年6月27日是普通的
一天， 但对于北京市黄庄职
业高中的马蓉蓉、 黄萍等几
名同学而言， 却有着特殊的
意义。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 他
们分别在4个项目上夺得了冠
军。 激动之余， 他们忘情地
呐喊： “我是黄职人， 我就
是冠军”！ 这原本是一句平常
的口号， 却也是黄庄职业高
中30年来艰辛办学的真实写
照。 它演变成为了一种“黄
职精神”， 激励着一代代师生
奋勇向前。 截至2014年年底，
学校共赢得全国、 市、 区级
奖项879个， 黄职人一次又一
次地站在了高高的领奖台上，
收获着成功的喜悦。

获奖绝非学校办学的最
终目标。 作为北京市开办最
早的职业学校之一， 黄庄职
业高中在30年的办学探索中，
凝练出了“培养有尊严的成
功职业人， 负责任的幸福社
会人” 的育人理念， 以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 把行
业企业的需求作为教育教学
的目标和行动， 在人才培养模
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校企合作
与工学结合运行机制、 校园文
化建设与道德素质培养等方
面，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
展之路。 学校也先后获得首批
国家重点职业学校、 全国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北京市仅有的拥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京式旗袍) 的学校
等诸多殊荣。

立足区域发展定位
完善特色专业设置

3月11日下午， 黄庄职业高中迎来
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她就是国内电影
后期制作领域的泰斗级人物魏俊华老
师。 魏老师并不是第一次来黄职。 早
在2014年3月， 她就曾来这里与学校领
导就共同创办国内首个影视拟音制作
专业达成共识。 她将把全部教学工作
和影视后期制作工作放在黄职， 学生
不但可以在学习期间进行全仿真实习，
优秀毕业生还可以进入魏老师的工作
团队。 该专业第一期学生将于今年秋
季正式开课。

一直以来， 学校都把专业建设置
于学校发展的核心位置。 目前， 围绕
石景山区重点发展的文化创意、 高新
技术、 商务服务、 现代金融、 旅游休
闲五大主导产业， 学校设有信息技术、
旅游服务、 财经商贸、 时尚设计四大
类专业， 共开设14个专业， 其中， 国
家重点建设专业5个 （会计、 美容美发
与形象设计、 服装设计与工艺、 旅游
服务与管理 、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
作）， 北京市骨干特色专业2个 （中餐
烹饪与营养膳食、 服装设计与工艺），
北京市示范专业2个 （美发与形象设

计、 旅游服务与管理）， 美容美发与形
象设计、 口腔修复工艺专业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

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灵
活设置专业。 这句看似简单的话真正
践行起来并不简单。 1981年 ， 黄庄职
业高中创办了北京市首个服装制作职
业高中班。 1984年， 创办了北京市首
批计算机软件与应用专业、 服装设计
专业和美容美发专业。 90年代， 学校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 及时改造旧专业，
发展新专业。 1991年创办的全国首个
时装表演专业， 就曾在国内外引起轰
动。 如今， 学校创办国内首个影视拟
音制作专业， 可以说是学校具备敏锐
洞察力， 敢为人先的又一力作。

打造过硬师资队伍
推进专业课程开发

2014年12月4日， 在贵州黔西南州
兴义中职的课堂上， 来自北京市黄庄
职业高中的职教名师张玲， 为30名美
发专业学生现场授课， 她以 “第一区
卷发技术” 一课为例， 为兴义中职师
生带来黄庄职高新的课改成果———“三
阶六层” 教学模式。 这是黄庄职业高
中与贵州黔西南州三所职业学校开展
教学交流活动的场景之一。 此次黄庄

职业高中共组建了 “名师+专带+非遗传
承人+行业大师” 的8人团队参加活动。

本次教学交流活动， 既是黄职对黔
西南州职业教育对口支援的系列活动之
一， 也是对学校师资的一次检验。 一直
以来， 学校都将师资队伍建设列入系统
工程， 坚持 “内培外引、 专兼结合” 的
思路 ， 建设了一支名师 、 专代为引领 ，
骨干 、 双师为中坚 ， 青年教师为促进 ，
行业大师、 企业专家为依托的新老结合、
专兼职互补的阶梯型、 多元化教师队伍。
目前， 学校已培养市级职教名师1名， 市
级专业带头人1名， 专业带头人6名， 市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5名， 骨干教师13名；
京式旗袍传承人2名， 区级青年教学能手
12名。 引进专业教师7名， 增聘12名知名
度高、 技术过硬、 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
企业技术骨干到校担任兼职专业教师。

过硬的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
关键。 与此同时， 学校在 “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 课改理念的引领下， 聘请北师
大赵志群、 庄榕霞教授等职教专家， 全
程指导5个重点建设专业课改工作。 通过
对255家行业企业深入调研， 了解市场需
求， 形成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组织召开
实践专家访谈会， 分析提炼出106个典型
工作任务， 转化81门学习领域课程， 撰
写47门专业核心课程课标； 完成17门优
质核心课程学习情境设计方案； 启动了
校本教材、 工作页、 信息化资源库等配
套教学资源建设。 目前， 各专业已构建
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拓展国际交流合作

2014年4月2日， “曹明工作室 ” 正
式成立， 师生们在实训基地记账公司开
展了第一次活动———会计做账 ， 这一举
动对于黄庄职业高中会计专业而言， 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标志着会计专业
校企合作共同育人的新模式正式开启。

多年以来， 学校采用企业嵌入 、 订
单培养、 项目实训、 校企联营等多种合

作方式， 与北京红都集团、 欧莱雅、 德
国尤根牙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影集
团等企业合作， 创建了集 “教学、 科研、
实习、 生产、 培训、 经营、 服务、 合作”
于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9个， 长期稳定
的校外实训基地38个， 在构建课程体系、
培养专业教师、 建设实训基地、 实习实
训、 学生就业、 产品研发、 生产经营等
方面深度合作， 形成了校企合作长效运
行机制。

以人才培养模式为引领， 以校企合
作为平台， 学校创新了 “校企融合双主
体， 技能培养和德育双线并行， 基础能
力、 专向岗位能力、 综合职业能力的层
级递进， 从而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过渡”
的 “双体双线、 三段阶梯” 人才培养模
式。 此外， 针对不同的专业定位和人才
培养目标， 各专业也相继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诸如， 服装设计与
工艺专业以旗袍研发工作室为载体， 师
生共同研发 “京式旗袍” 系列产品， 学
生完成真实订单， 创新课堂教学、 产品
研发、 生产经营、 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人
才培养新模式。

与此同时， 学校创新了 “学历教育、
国际合作、 社会培训、 市民终身学习教
育、 中小学劳技教育” 的多元化、 开放
式 、 可持续发展的办学模式 。 与韩国 、
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启动国际化合作
项目， 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 开展国
内国际课程衔接、 教师国际师资认证等
工作， 为学生多样化成才打通国际渠道。

创建特色校园文化
有效提升办学效能

4月9日， 笔者第一次走进黄庄职业
高中的校园， 尽管新的教学实训大楼正
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 但 “文化广场、
爱国大厅” 等这些浓郁的校园文化还是
扑面而来。 围绕培养 “有尊严的成功职
业人、 负责任的幸福社会人” 育人目标，
学校将景观文化建设与理念文化建设相
互融合， 逐步构建起德育课程体系， 试

行 ISO质量管理体系 ， 系统完善学校制
度， 整体提升学校文化。

学校充分强化课堂主渠道的德育功
能， 将核心办学理念、 企业文化融入到
景观文化和专业文化创设之中， 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 公民意识 、 生态文明 、
心理健康教育 、 网络德育渗透到教学 、
实习实训和社会服务各个环节， 举行党
团携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升旗仪式、 班会、 演讲比赛等系列主题
活动。 2014年， 学校组织46名学生作为
全市首批中职校代表， 参加了毛主席纪
念堂志愿服务活动， 在实际行动中提升
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多年来 ， 黄
职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以 “十大功勋学
子” 为代表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毕业
生就业率达99%， 专业对口率接近90%，
稳定率85%， 这些毕业生活跃在社会各个
领域， 为石景山区职业学校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声誉。 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杨立新
自主创业， 创建了北京宏远信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同时获得国家政策和商业
市场认可， 能够提供整体的个性化通讯
需求解决方案； 时装专业毕业生李玫玫
创建寰润品牌， 任北京市奥运会、 残奥
会开闭幕式团体化妆总指挥； 美容美发
专业毕业生郝海创办芙蓉工坊美发沙龙，
在北京开设多家分店……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回顾过去， 30余年的办学历程， 黄庄职
业高中走出了一条可圈可点的特色发展
之路。 展望未来， 学校将一如既往地秉
承 “优质、 创新、 成人、 成才” 的办学
理念， 铭记 “厚德、 精技、 励志、 图强”
的校训， 勇立潮头； 敢为人先， 发挥底
蕴深厚的优势，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与创新， 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规模适度、
管理精细、 结构合理、 模式多元、 特色
鲜明的具有现化化、 国际化、 信息化水
准的精品职业学校， 不断创造新的更大
的辉煌！

（张跃志）

厚德精技勇立潮头 励志图强敢为人先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特色办学纪实（一）

一、 现根据发展需要， 招聘如下岗位
1.高中、 初中、 小学校长 （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懂英语者优先）。
2.中层管理人员 （教导教务、 英语教学、 财务、

招生、 总务）。
3.图书馆副馆长。
4.优秀教师、 班主任、 领事 （枫叶毕业生优先）。
5.校办产业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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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材料发送邮件至： hr@mapleleaf.net.cn 集团总部联系电话： 0411-87906577
将 机 会 变 成 机 遇 ， 加 盟 枫 叶 ， 共 创 未 来 ！

www.mapleleafschools.com

枫叶教育集团创立二十年来，始终秉承中西教育优化结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的办学理念，开设小学至高中阶段课程。 枫叶教育是首家香港上市的内地基础教育
机构，在校生16000余人，中外员工2700人，现已成为中国国际教育的领军者。

二、 任职条件
1.本科 （含） 以上学历， 5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2.爱岗敬业， 事业心强， 具有忠诚奉献与开拓精神。
3.有较强的执行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 枫叶团队
1.有梦想、 有活力的中外教育团队。
2.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机会。
3.高于行业标准的薪酬福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