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10－82296896�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

AD

高考必读
2015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 11

多年来 ，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秉承
“以德立人、 以技立业” 的校训， 以市
场和区域经济特色为导向， 立足广西，
面向全国和东南亚， 一、 二、 三产业综
合发展、 齐头并进。 学院立足高等职业
教育层面， 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和办学特
色 ， 不断强化市场意识 ， 设置调整专
业， 优化专业结构， 优化教育资源， 为
社会培养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高素质
技能型应用人才。

呕心沥血谋发展 敢用小马拉大车

学院现设有8个教学系部， 是一所
集建筑设计、 机械汽车、 工商管理、 电
子信息、 财经、 艺术传媒、 生化、 现代
农业、 食品等十个专业大类60个招生专
业， 一、 二、 三产类专业协调发展的综
合性高职院校， 目前有来自全国23个省
市 （区 ） 的全日制在校生12800多人 。

办学50年来， 已为社会培养5万多名各
类人才， 并连续12年被评为自治区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近年来， 学院创新办学体制机制，
全面推行教育教学改革 ， 成效显著 。
2005年以优秀等级通过国家教育部门高
职高专人才培养水平评估， 2014年以优

秀等级通过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计划” 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项目
验收。 2015年4月， 被广西教育部门确
定为广西首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职
业院校﹔ 同年5月荣获全国职业教育先
进单位、 全国职业院校魅力校园等荣誉
称号。 学院与广西财经学院合作举办物
流管理专业高端应用型本科人才联合培
养试点工作获得自治区教育部门批准，
办学层次迈上了新台阶。

通过多年实践探索， 学院积淀了丰
富的办学经验， 建成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重点建设专业6个、 国家教改试点专业2
个、 中央财政支持服务产业专业2个 、
国家职业教育实训基地3个、 广西示范
性高职教育实训基地8个， 在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 专业发展、 科研服务等方面
优势明显， 为今后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
奠定了坚实基础。

涉农理念立格局 办学机制重创新

创建 “为农服务” 的特色职业教育
体系一直是学院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依
据。 学院与涉农龙头企业合作， 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 建设涉农实训基地， 将众
多非农专业转型为涉农专业， 形成服务
农业产业链的种植 、 加工 、 流通 、 营
销、 信息技术等5大涉农专业群及相互
衔接的涉农专业链， 使一、 二、 三产专
业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提升， 形成涉农
专业链竞争优势， 培养现代农业产业链
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学院获国家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 自治区级
教学成果奖13项 （含特等奖1项）。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抓住国家骨干高
职院校建设契机， 进一步创新办学体制
机制 。 牵头成立了由政府 、 行业 、 企
业、 社区、 学院五方81个单位组成的行

业主导型学院理事会， 吸引行业企投入
资金及设备2000多万元， 共同开发32门
工学结合课程、 13个人才培养方案， 互
兼互聘744人， 合作开发科技项目90项，
形成了 “人才共育、 过程共管、 成果共
享、 责任共担” 的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
制。 学院与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牵头， 联合企业、 中高职院校、 科
研院所等45个单位， 成立了广西茶业职
业教育集团。 依托集团， 与昭平县职业
教育中心、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的茶叶专
业联合开展县级职业教育办学改革试点
工作， 辐射带动了4所高职院校和7所中
职学校的茶叶专业发展， 为县域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 荣获2014年县级中专综合
改革考评 “高职贡献奖”。

技术就业显实力 桃满天下李满园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强化内涵建设，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
合、校企合作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 学院办学声誉得到学生和用
人单位充分肯定。 除广西生源外，新疆、
内蒙古、吉林、陕西、江苏、四川、湖南、广
东、海南等20多个省区的考生纷至沓来，
成为广西高职院校中招生省份最多的学
校之一。 近3年，学院共培养12000多名毕
业生，学生年底就业率为98%，连续12年
被评为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学院毕业生70%以上在区内就业，
为本地区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发展提供
重要的技术人才支撑。 在广西农垦系统
2000多名中层和技术骨干中，80%以上是
学院培养或培训出来的，学校因此被誉为
“广西农垦的黄埔”；为广西乡镇企业系统
培养了1000多人，毕业生现任市县企业部
门、乡镇企业办领导的有200多人，在企业
领导岗位任职的有170多人。

学校地址： 广西南宁市明阳工业区 邮政编码： 530226 咨询电话： 0771-4212461 4213131 4213255 4213299 学校网址： http://www.gxzjy.com 招办网址： http://zj.gxzjy.com

五十年积淀育人才 广职院桃李满天下

学院代码： 11773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进行茶艺展示

学校地址： 南宁市秀灵路75号 邮政编码： 530005
招生热线： 0771-3223310 学校网址： http://xingjian.gxu.edu.cn

孕育俊才天行健 砥砺精英地势坤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院校代码： 13638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位于荣获
“联合国人居奖 ” 和 “全国文明城市 ”
称号 、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
地、 享有 “中国绿城” 美誉的广西壮族
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015年， 行健文理
学院继续面向全国23个省 （自治区、 直
辖市） 招生。 需要了解2015年详细招生
信息， 请关注行健文理学院招生就业中
心微信公众平台。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从2002年办
学至今， 转眼间， 已经走过了十三个春
秋， 这是艰苦创业的十三年， 奋发进取
的十三年， 也是人才辈出的十三年。 办
学十三年， 行健文理学院秉承广西大学
优质的教学资源、 雄厚的学科基础和强
大的综合办学优势， 弘扬 “厚德自强”
的人文精神， 自强不息、 开拓进取， 探
索出了一条 “和谐建院、 质量立院、 特
色兴院、 人才强院” 的办学理念！ 办学
十三年， 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学子， 其中
有政府官员、 企业高管、 传媒精英以及
各行各业的能人志士， 他们为祖国的繁

荣、 家乡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伴
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 今天的行健文理
学院已成为一所环境优美、 教学设施一
流、 教师队伍精良的全国百强独立学院。

回首过去， 艰苦创业， 行健人自强
不息

2002年 4月 ， 广西教育部门下发
《关于同意广西大学等八所普通本科院
校试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批复》 （桂
教规划 ﹝2002﹞ 366号） 同意广西大学
试办行健文理学院， 标志着广西大学行
健文理学院的诞生， 也揭开了行健人艰
苦创业的序幕。 十几年间， 学院从最初
以广西大学东八教作为教学行政用房，
到现在拥有23万多平方米、 设施完善的
现代化新校区； 从2002年9月招收新生
235人， 到最近几年每年录取将近3000
多人， 截至2014年底， 在校生10600多
人， 是办学之始的45倍； 从最初的7位
教职工， 到现在的620余名教职工， 其
中具有正高职称的40余人， 副高职称的
150余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90余人， 硕

士学位360余人。 还有来自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泰国、 日
本等国的外籍教师10余人。 创业的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 然而， 行健人以 “天
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精神， 克服
种种困难， 使行健学院从无到有， 由小
变大，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实
现了万人大学的目标， 也沉淀并培育了
行健人 “厚德自强 ” 的大学精神 ， 至
2014年7月为社会输送了12000余名优秀
毕业生。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创业发展的
十几年， 凝聚了广大师生员工大量的心
血， 谱写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赞歌。 行
健文理学院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自治区
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关怀， 离不开兄弟院
校及社会各界的真诚帮助， 更离不开家
长和考生们的信任。

立足今日， 抓住机遇， 行健人信心
百倍

十几年的艰辛，十几年的辉煌，都已
成为往事， 当前学校面临新的改革发展

机遇期， 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继续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
广西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 以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振兴广西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紧紧围
绕“和谐建院、质量立院、特色兴院、人才
强院”的办学理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人才培养为核心、学科建设为主线、队伍
建设为重点、优化办学条件为保障，按照
“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协调的原则，
面向社会发展需求， 坚持优化学科专业
结构、 加强队伍建设和提升管理水平为
主的内涵建设， 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凝练和培育办学特色，不断提升学院
的人才培养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协同创
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育人
质量，推进学院新的跨越式发展，把学院
建设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特色

鲜明、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展望未来， 目标坚定， 行健人步伐

铿锵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发展定位

规划 （2013-2020）》 确定了学校的发
展定位和目标。 办学定位： 综合性、 教
学型、 应用型本科高校。 办学层次： 以
本科教育为主体 ， 适度发展研究生教
育， 其他教育形式为补充。 专业设置：
以现有优势学科、 应用学科为基础， 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 立足于广西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要， 借力于母体学校的办
学实力， 以人文社科类专业为基础， 积
极发展理工经管类专业； 利用学科综合
优势， 创办应用技术型新专业； 按照错
位发展的理念， 在基本稳定现有专业规
模的基础上， 适度调整专业结构。 人才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复
合型知识结构和较强实践能力， 并具有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服
务面向： 立足广西， 辐射全国， 面向东
南亚，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南宁学院是南宁市市属最大国有企
业之一———威宁公司与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广西区委会共同举办的国有民办
大学， 创办于1985年， 2012年11月升格
为本科， 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应用技术
大学试点高校。 近年来， 学校发扬工科
为主的办学传统， 明确应用技术大学的
办学定位， 对接产业行业建设特色专业
集群 ， 结合岗位能力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 实施专业核心课程改革， 深度开展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走出了从传统工
科向应用型本科提升发展的道路， 实现
了学校的二次腾飞。

发扬工科办学传统， 明确
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

升本后， 南宁学院决定立足以南宁
市为核心的北部湾城市群， 发挥工学的
学科优势， 强化应用技术教育特色， 以
技术性、 应用性为特色， 建设特色鲜明
的全国一流应用技术大学。 办学定位明
确后， 学校推动顶层设计， 制定了 《南
宁学院建设全国一流应用技术大学三年
行动计划》； 统一发展理念， 举办 “建设

应用技术大学” 专题研讨活动； 开展理
论研究， 成立了 “南宁学院应用技术大
学发展研究中心”， 成为广西首个应用技
术大学理论研究及实践平台， 形成 《笃
行》 《致远》 两本南宁学院建设应用技术
大学论文集的理论成果 ； 提高思想认
识， 举办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系列讲座。

对接产业、 行业需求， 建
设特色专业集群

南宁学院根据广西 “14+10千亿
元” 产业发展的需求， 着力发展应用型
学科专业集群， 构建以应用型学科专业
为主体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面向全国
20多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招生， 现
有本科招生专业16个 （含专业方向 ），
高职招生专业38个 ， 涵盖工学 、 管理
学、 文学、 艺术学、 法学、 农学、 经济
学等7大学科门类 ， 目前已初步形成
“2+6” 架构 。 “2”， 即重点引领 、 培
育城市产业与公共服务工程、 质量技术
工程两大跨学科专业特色领域。 “6”，
即重点发展6大专业群： 交通与物流专
业群， 机电与先进制造专业群， 信息与

通讯技术专业群 ， 土木建筑工程专业
群， 质量技术工程专业群， 文化产业与
城市经营管理专业群。

注重岗位能力 ， 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

南宁学院将人才培养定位于培养就
业能称职、 创业有能力、 深造有基础，
发展有后劲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
才 。 学校启动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大调
研 ， 赴开设同类专业的高校 、 科研院
所、 专业所涉行业或企事业单位、 有关
政府部门就专业建设方向、 人才需求情
况和就业导向等进行调研。 狠抓应用型
人才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立足岗位能
力， 侧重职业素质； 突出应用型， 注重
实践性， 对方案中实验、 实训、 实习等
实践环节明确规定要求40%以上。 结合
应用型人才的基本内涵， 明确专业的培
养目标和人才规格， 从大学生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结构出发， 设置课程体系。
组织专家从专业要求、 行业需求、 人才
培养过程等方面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进行全方位论证。

深度开展利益共同体式的
校企合作

南宁学院始终紧扣应用型人才培养
目标， 基于利益共同体的考虑， 深入开
展校企、 校政、 校校合作， 形成了六种
成功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着重介绍其
中三种。

“需求驱动” 模式： 基于南宁市轨
道交通发展的迫切需要， 学校与南宁市
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办城市轨
道交通控制专业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专业， 以民办高校灵活的办学机制从
全国各地引进轨道交通人才， 以轨道交
通需求的标准建设实验室 ， 合作共建
“轨道交通系统运行与控制实验中心”，
联合申报获批南宁市人才小高地。

“打通行业” 模式： 与广西质监部
门下的公办广西质量技术工程学校实施一
体化办学， 依托质监系统的行业优势， 共
办质量技术监督类专业， 合作后联合申报
的 “质量管理工程” 本科专业获得国家教
育部门批准， 2015年开始招生， 成为广西
首个、 全国第六个开设该专业的高校。

“攀亲嫁接” 模式： 与ZTE中兴公
司合作共办中兴通讯工程学院、 与苏州
高博教育集团合作共办高博软件学院，
依托中兴、 高博信息与通讯最前沿的技
术， 通过共建实验室， 配备师资， 参与
教学， 实习实训等模式， 对接广西的信
息产业群， 致力打造信息与通讯工程专
业群， 为南宁市软件产业与移动通讯产
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今年4月16日，
南宁学院与国家教育部门签署协议， 在

215所高校中脱颖而出， 获批成为 “教育
部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
拿下了学校首个国家部委级的创新平台。

学校地址： 广西南宁市龙亭路8号
邮政编码： 530299
咨询电话： 0771-5900802
学校网址： http://www.nnxy.cn/
学校招生办网址： http://zs.nnxy.cn/

从传统工科办学向应用型本科转型发展
南宁学院

南宁学院高博软
件学院移动应用开发
实训室

学院代码： 11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