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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管理
行业品牌， 民政干部的摇篮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伴随

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秉持“仁爱、务

实、精进”的精神，武汉民政职业学院依

托行业开办了以民政管理专业为核心，涵

盖婚庆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社区服务与

管理、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等行业特色专

业的社会管理专业群。该专业群背靠民政

行业，从民政企事业单位邀请专家能手、行

业精英组建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依托

行业建设稳固的实习实训就业基地50多
家。近年，响应湖北省组织部门号召，推荐

入选的该专业大学生村官，纷纷成长为区

域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专业人才，涌现

出了团组织等部门表彰的优秀团员、政府

公务人员和乡镇街道和民政基层工作负责

人等。

婚庆服务与管理
喜庆时尚， 全国首创

婚庆专业是一个充满喜庆与时尚感的

专业，于2007年由武汉民政职业学院在全
国率先开办。该专业旨在培养懂策划、会

主持、能实施的技能型专业婚庆人才。

根据各自所承担的职责不同，婚庆服务

与管理人员可以细分为婚礼策划师、主

持人、化妆师、摄像师、督导师、花艺

师、职业经理人等多个职业角色，运用

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新人圆个性结婚

梦。在人才培养中，聘请了二十余名行

业专家担任婚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专

家委员，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指导、监

控，还聘请了全国金牌主持人、高级策

划师、化妆师、摄影师、花艺师亲自担

任核心技术课程讲师，拥有多名经湖北

省认定的“楚天技能名师”，确保了上

课所学知识与行业要求无缝对接。历届

“毕业婚礼庆典礼仪秀”成为业界猎头

用人平台，毕业生供不应求，多名同学

自主创办了婚庆公司。

社会工作
湖北高职率先开办,定向就业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自助为宗

旨，运用专业知识、理论和方法，整合

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

问题，促进社会福祉的专门职业。社会

工作专业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宏大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的要求，培养熟练掌握个案

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的基本技能和

初步能力，面向现代老年人服务、儿童青少

年服务、残障服务、妇女服务、贫困者服务、家

庭服务、民间组织服务等领域的高技能专门

人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扶贫

济困、急难救助始终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

务的重点领域，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始终是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的重点对象。2013年，学
校“社会工作”专业被民政部门确认为全国首

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社区管理与服务
和谐社会亟需

定向培养，储备干部，工学交替订单

培养是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主要特色。

该专业培养能够从事社区管理、社区规

划、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社区网络信

息、社区策划、客服管理服务等工作，熟

悉相关政策法规，综合素质良好的，有创

业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社

区专门人才，直接为和谐社区建设服务，

为辖区居民提供快捷高效的管理与服务

工作。目前在各级民政机关的社区建设

管理岗位、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居委会、

业主委员会、民间组织、社会福利机构、

社会救助等各种管理服务和社工服务岗

位，活跃着学院为和谐社区奉献的90后服
务人才。

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
典型特色， 行业特有

殡仪管理与服务为民政部门所特有，

是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先进的技术设

备、规范的礼仪服务，积极、有步骤地推

行火葬、改革土葬、革除丧葬陋俗、提倡

节俭、文明办丧事的殡仪改革，促进殡仪

事业从单纯行政管理向管理服务型转变，

从单项服务向系列化服务转变，积极把现

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高规格的管理与服

务规范地引进到殡葬事业领域。该专业依

托省内外行业建立有40多家实训实习和就
业基地，省内仅有的国家一级殡仪馆武昌

馆，全国十大典范陵园之一、全国殡葬改

革示范公墓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为该专

业提供了全真实习实践场所。作为民政行

业殡仪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该专

业殡仪服务员工种连续5年获得全国职业
院校民政职业技能大赛最高奖项。由于殡

葬业对专业人才的渴求，该专业学生实习

期间即带薪顶岗，未毕业已就业，毕业生

供不应求，对口就业率达到全部，并有多

名学生创业，开办殡仪礼仪服务公司。

康复治疗技术
行业需求， 央财支持

康复治疗是一门促进伤患者和残疾人

身心功能康复的新的治疗学科，是使患者

能够尽可能地早日恢复日常生活、学习、

工作和劳动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尽快融

入社会，提升生活品质。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康复医疗学院在十

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中，秉持“大医精诚、

团结奋进”的服务理念，依托行业开办了

以“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为中心，涵盖儿

童康复、社区康复的康复类专业群，服务

社会不同年龄和层次的人群，在实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助推学生实现职

场的腾飞和人生的辉煌。学院康复治疗技

术专业是中央财政支持的专业建设项目，

拥有中央财支持的实训基地，教学团队实

力雄厚。康复泰斗南登■教授任顾问委

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博导任“楚天技能

名师”，美籍华人戴荔博士为“客座教

授”。有国际假肢矫形器师1人，国家民政
部门“感统训练师”和“听统训练师”2
名，获“部级优秀指导教师”5人，获全
国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1人，获湖北省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主编国家“十二五”
规划教材4部，拥有“国家精品资源库”1
项，是全国卫生职业教育康复技术专业研

究会理事单位，湖北省康复医学会会员单

位。校外实习基地20余家，历届学生遍布
全国各地，大部分学生已经成为所在单位

的业务骨干，获得同行专家和社会的一致

认可。

老年服务与管理
关爱老年群体， 关注银发浪潮下

的朝阳产业
我国老年人口正按照3.3%的速度增长，

中国已进入老年化社会。为满足社会对老年

康复、老年护理、社区康复从业人员的迫切

需求，2007年学院将社区康复、康复护理、养
老理念融入专业建设，建成了专门针对老年

人群的康复和护理为特色的专业———老年

服务与管理。该专业主要培养具有生活护

理、医疗护理、安全护理、老年保健养生等技

能，也有现代养老机构开发、管理、营销能力

的专门人才，毕业后在各养老机构、社区从

事相关工作，也可以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会

社团群体组织从事老干工作。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开办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老年服务教育与产

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与湖北省老龄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武昌区

社会福利院、湖北省荣军医院及各养老机

构具有良好的合作，在师资、实训、实习、就

业等各方面优势明显。作为省级特色专业，

2013年5月与武汉侨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联合成立“武汉市老年事业

研究会”，并建立了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

基地———武汉侨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老年

事业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基地。作为养老护

理员职业资格培训基地，学生参加2014年
全国职业院校民政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个

人二等奖4名、三等奖1名、团体三等奖的佳
绩。在2014年承担了民政部门、中国老龄
委、湖北省民政部门、湖北省老龄委与香港

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第四期养老护理员

培训班”培训任务，获得社会的好评。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广大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需要更多的有为青年加入到社

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行业中来。武汉民政职业

学院将坚持把“建行业一流，创特色名校”作

为建设和发展目标，紧扣行业特点，服务行

业需求，开办特色专业，为民政事业的发展

培养更多的、适应行业需求的优秀人才。

立足民政办特色 服务行业谋发展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特色专业群纪实

依托行业发展、 围绕产业
构建专业体系是高等职业教育
进行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 作
为全国民政院校中仅有的一所
省级民政部门主管的高职院，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坚持立足民
政行业人才需求， 服务民政事
业发展， 紧跟民政经济产业链
设置专业， 围绕地方和区域热
门民政产业， 经过多年建设，
逐步形成了以服务民政行业
发展为主体， “特色引领，
学用并举” 的特色专业群：
即以民政管理专业为核心的
公共管理类专业群、 以康复
治疗技术专业为核心的康复
治疗类专业群、 以老年服务
与管理专业为核心的公共服
务类专业群， 所开办的“民
政管理”、 “养老服务与管
理” 专业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
持的建设项目。

▲历届婚礼秀成业界抢人才的平台
荩学生参加全国民政职业技能大赛

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

育集团建立了理事会、常务

理事会、专业协作组三层组

织架构。理事会是集团最高

权力机构，理事长由北京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王海平院长

担任，副理事长由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担任。常务理事

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开

发区跨国公司总裁及人力资

源部部长约占半数，常务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是集团

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集

团的日常工作事务。专业

协作组是该职教集团的主

要工作机构，协作组对接

开发区四大主导产业：

“电子与信息”专业协作组

对接开发区“电子信息产

业”，“生物与食品”协作

组对接开发区“生物医药产

业”，“机械与数控”和

“自控与电气”协作组对接

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

“汽车与交通”协作组对接开

发区“汽车制造产业”；同时

还对接“一区六园”的生物

医药产业园、新媒体产业园、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军民结

合产业园、生产性服务业产

业园等六大特色产业园中的

五个特色产业园。随着现代

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工作的

进一步推进，将建立对接

“新空港产业园”专业协作

组，形成对接全覆盖“主导

产业”和“一区六园”产业

发展的格局。

以亦庄跨国公司20多家

企业为主导，北京现代制造

业职业教育集团已有76家成

员单位，包括国有大型企业、

行业学会、研究院所、中高

职院校等。有效的集团运行

机制对亦庄高端制造业对人

才的需求提供了机制、政策、

渠道、信息等有方面的有力

支持和支撑。

支撑亦庄高精尖 一路前行勇向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牵头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办学侧记

亦庄———是北京仅有的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首都科技
创新中心主阵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从他1994年
建立， 到历经22年发展的今天，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连续9年超过80%， 在国家开发区中名列首
位， 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以上， 远高于全市25%和全
国5%的平均水平。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他正以巨人的英
姿， 彰显着产业集群发展、 向高精尖产业聚集的独特魅力，
以创新驱动打造着首都实体经济的“亦庄样本”。

开发区的发展， 离不开高精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 北
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作为一所坐落在开发区内仅有的高职学
院———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单位， 在亦庄整体
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 肩负起区域高端制造业人才支持的重
任，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物医药产业一直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支柱产

业，目前已经形成涵盖生物医药、医疗器

械、医药研究、医疗服务的520余家企业构

成的产业集群。今年一季度，开发区生物工

程和医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74.3亿

元，同比增长近20%。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办学思路明确，

将生物技术与应用专业对接亦庄生物医药产

业园，与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北京

亦庄生物医药产业园”合作，双方共同搭建

厂中校的“生物制药技术中心”，助力北京

亦庄经济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生物制药技术中心”建在亦庄生物医

药园中，企业提供1000平方米的生产场地，

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牵头校———北

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投资700万元的设备，

并对“中心”进行了装修，使“中心”环境

洁净级别达到1万级。为支撑“中心”的运

行，学校与企业共同成立组织机构，制定了

运行机制，双方各出一名代表担任中心主

任，下设咨询服务部、技术服务部和市场部

3个部门。学校教师1-2名长期在企业挂职，

形成由教师、厂方技术人员和校方实习学生

共同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学校-园

区-企业”三方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并于

2013年招收了第一届28名学生，创新了三方

合作育人培养新模式。截至目前，共有460

多人次的学生在生物医药园进行了教学实

践。生物医药园的技术负责人吴小兵被聘为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北京市特聘专家，

全面参与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的人才培养模

式和课程改革。

集团为园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哺乳动物

细胞培养、疫苗和病毒纯化等技术服务，为

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重组蛋白及疫苗等生物药

品的细胞培养、分离纯化等多个生产模块提

供技术服务和相关岗位培训，并面向生物医

药企业需求，校企联合开展课题申报、产品

研发、工艺改进等科研工作。“生物医药园

区”每个月举办一期“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与

发展论坛”，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

作生物医药技术前沿讲座，论坛面向集团的

师生开放。学生和教师参与了“新版GMP认

证培训”、“小分子靶向药物的发展趋势”

等多个论坛活动，开阔了教师的视野，提高

了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和兴趣。

生物医药园承担了“基因操作”、“药

品质量管理”等多门课程的项目教学和“认

识实习”等实践课程教学任务，此外，园区

的企业专家还参与了“免疫技术”、“生物药

物生产实训”等课程的教材编写和课程建设

任务，全面提升了专业的教学水平。集团还

在“中心”开展了“生物药物生产实训”、

“细胞培养技术”等课程的实践教学任务，并

已开发了5个完整的实践教学项目应用于教

学。学校以企业的实际生产任务为主线安排

“生物药物生产实训”等课程的实践教学任务，

并根据企业订单设计教学项目，实现了教学项

目设计与企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创新了“产学

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

职业院校“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亦庄的“高精尖”项目成为亦庄转型新

的支点，“高精尖”企业成为北京亦庄增长

的主引擎，“高精尖”企业在向“高精尖”产业群

聚集，寓示着北京亦庄将逐步构建起“高精尖”

经济结构。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发挥

集团化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汇集人才力量，从

点深入，以点带面，培养“高精尖”技术技能人

才，支撑亦庄“高精尖”，实现向高精尖产业聚

集，他们取得了成绩，赢得了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企业、社会各界的认可。支撑亦庄“高精

尖”，将亦庄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主阵地，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

将继续一路前行勇向前！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示范校建设办公室)

2015年一季度，亦庄高精尖产业增长迅

速，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汽车与交通设备产业四

大主导产业增速达到16%，远高于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的水平。而

作为开发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的汽车与交通

设备产业，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则达到

60%。

北京奔驰作为开发区汽车制造产业集群

的龙头，为适应其快速发展，从2006年起，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就与其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开设“奔驰班”。2011年9月校企进一

步合作，成立了“戴姆勒中国汽车学院”。

几年来，校企双方共投资2000余万元建成奔驰

汽车实习实训车间、发动机实训室、变速器实

训室、车桥实训室和戴姆勒中国汽车学院资源

库等。戴姆勒中国汽车学院教师团队由国外专

家、国内行业、企业专家和学校专业教师构

成，校企合作共同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

写教材、共同备课、共同授课、共同指导学生

实践、共同评价人才培养质量。为提高师资水

平，学校先后选派近20名教师赴德国巴登符腾

堡州州立教师进修学院进行德国“双元制”

行为导向教学师资培训。每年暑期，德国戴

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还面向现代制造

业职业教育集团内成员，进行为期2-3周的

奔驰汽车技术相关培训。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

订单培养。为培养真正具有奔驰特色的汽车

职业人，学校引进奔驰公司先进的生产设备

资料或展现真实生产过程或工艺过程的视频

和图片资料，将企业车间规章制度或工作室

规范搬进学校引进教室，将工人行为规则和

标准引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管理，还以工作

过程为导向，进行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在

学校，不仅加入包含企业特色的技术课程，

还让学生从进校开始就接受企业文化的熏

陶。称作“准蓝领”的“奔驰班”学生，还

要进入北京奔驰工厂顶岗实习半年，全面了

解工厂的各个生产环节和汽车制造维修的工

艺和流程。“奔驰班”学生在参加2013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

大赛，获得了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参

加2013年本田节能竞技大赛，获得了全国第

二名 (1237.85公里/升) 的好成绩；参加

2013年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也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北京奔驰的首位“80后”高级技师、首

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汽修冠军、北京市

第十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之冠获得者梁康就是

该校的一名优秀毕业生。至今，学校已经为

北京奔驰输送了376名带有“奔驰基因”的毕

业生。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培训中心总经

理陈彬认为，“企业发展受益于这样的订单

培养”。

为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合作平台，支撑

首都高精尖，5月7日北京现代制造业职业教

育集团与北京市教育部门联合组织了别开生

面“走进奔驰”活动，来自北京市20多所职

业学校的代表走进位于开发区的北京奔驰汽

车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交流。在交流会上，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介绍了与北京电子科

技职业学院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

“奔驰定订班”合作形式。

建立对接开发区主导产业的职教集团运行机制

成立“奔驰订单班” 支撑汽车制造主导产业发展

欢迎报考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校企合作共建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