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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

实现“五个对接” 服务行业企业
紧贴需求设置和调整专
业， 推动专业与产业、 职业
岗位对接

“把满足行业企业需求作为的办学
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河南机电高等
专科学校40年“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办学实践中始终秉持的办学理念。
为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契合度和专
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专业设置方面，学
校本着“对接产业、突出重点、打造特
色、形成品牌”思路，紧贴区域经济和
企业需求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着力
打造特色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
流、新能源与汽车制造、智能终端五大
专业群，积极与中兴通讯、富士康等知
名企业合作，开展智能终端 （手机） 专
业群建设，已成为助推河南省中原经济
区建设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两
大国家战略和新乡市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力量。
典型案例1： 2004年，新乡市建成
国家级物理化学电源产业园区，急需大
量电池专业人才。2006年，学校顺势而
为，与新乡市电池研究院合作设置电池
制造技术方向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至今
已为园区输送专业人才近500人，为新
乡电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保障。2013年，在中国新乡电池及电动
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产销对接会
上，新乡市荣膺“中国电池工业之都”
称号。
典型案例2：2006年，河南新乡长
垣起重工业园被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
会正式命名为“中国起重机械之乡”。
长垣在全国各地设有 2600 多个销售网
点，所生产的中小吨位起重机占全国
市场份额的65%以上，大吨位高端起重
机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以上。为助力
长垣起重行业发展，学校 2010 年开设
起重运输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迄今
已为长垣输送300余名量身打造的专业
人才。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始建于1975年， 是河南省举办的首所主要为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省属工
科高校。
学校在产学结合中孕育诞生， 在校企合作中发展壮大。 建校40年来， 学校坚定不移地走应用型人才培养道路， 为社会培养了
5.8万名毕业生， 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已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和企业的技术人才、 管理骨干， 为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和
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被社会誉为“培养机电人才的摇篮”。 1999年， 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全国示范性高等工程专
科重点建设学校。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特色鲜明。 据第三方评价机构调查显示， 在该校毕业5年以上的学生中， 工作在企
业的技术研发、 检验、 管理等关键岗位上的毕业生达91.38%， 其中机械制造、 电机与电气、 模具设计与制造等专业的毕业生达97%
以上。 截至2014年， 该校2013届毕业生平均月薪3745元， 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竞争力位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 在全国知名电缆企
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中， 该校的毕业生占相当大的比例， 在河南省电缆企业中， 80%的技术厂长为该校毕业生。 2004年， 学校被国
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 是全国高校中仅有的获此殊荣的专科高校； 2011年， 被国家教育部门授予“全国毕业生就业典
家授予“
型经验高校”。

统化为导向，在真实生产环境中逐步提
高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课程定位准确，针对性和适应性
强，突出学生技能和解决问题能力训
练，使订单培养的新员工能够迅速适应
在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每个专 岗位需要，他们现在大多已成为技术骨
业都成立了有行业企业专家和优秀校友 干。”新飞电器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参加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 吕广明说。
专业建设会议，研讨人才培养、专业建
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实训基
设和课程改革相关问题。
在课程建设上，学校将职业标准中 地，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包含的知识、技能等内容凝练成课程内 对接
容，使学生能掌握未来职业岗位需要的
为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知识和技能，满足工作需要。同时，将
课程建设与改革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核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按照“共建、共
心环节，以职业标准为导向，积极谋求 享、共管、共赢”原则，采取建设主体多元
与企业行业的有效合作，建立突出职业 化等形式，根据企业真实生产的技术和
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 工艺流程，寻求与企业、行业、政府联建
生产型、仿真型实验室和实训基地，为学
课程内容。
目前，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 生提供校内育人真实场景和仿真环境。
学校先后投资1.27亿元，建成146个
编写教材和讲义279部，其中，与新飞
电器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家电产品模 功能先进的校内实验室（实训基地），与
具工艺与制造”课程，先后被评为国家 美国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河南许
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继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联建校内实训
典型案例：为满足我国家电行业跨 基地21个，与捱捷精密机械、科信电缆、
越发展对模具人才的需求，学校与新飞 万新电气等企业联建3个校内实习工厂，
电器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家电产品模具 并与新乡市政府部门和40多家企业合作
工艺与制造”课程。课程以工作过程系 建立新乡市机电装备科技协同创新创业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推
动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

中心和11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实现校
内实训基地与产业技术更新同步提高，
达到了相关企业设备先进水平。
一方面，学校为学生提供仿真的实
验实训场所，可以满足基础性实验、过程
性实验、功能性实验的要求，使学生在校
内完成基本工程训练和技术技能训练，
提高动手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在与实
际生产过程接近的条件下进行训练，通
过产教融合，带动教学方式、生产方式和
培养模式的集成创新，实现理论实践一
体化教学，真正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
力和社会适应度。
典型案例1：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与学校共建的汇川自动化实验室，是该
公司与河南省高校仅有的共建实验室。
学校依托实验室，打造“汇川订单班”，并
根据汇川工程师职业资格标准设计有行
业针对性的实验实训项目。如今，订单班
的37名学生中，已经有26名学生成为企
业技术管理骨干，月薪达到5000元以上，
实现了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共赢。目
前，双方正在协商建立汇川技术产品应
用工程师认证中心。
典型案例2：今年7月中旬，从一汽—
大众（长春）汽车有限公司传来捷报，学
校“一汽—大众订单班”173名毕业生凭
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正式员工。
除此之外，学校还与汉威电子、河南
宇通、中兴通信等35家知名企业签订订单
培养协议，与企业合作培养专业人才。

以精细化管理雕琢精品，用特色化教育
打造名牌，着力打造安徽省素质教育首
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高，学校
品质明显提升，实现了新形势下学校的
创新与内涵发展。
长期以来，合肥45中高举素质教育
大旗，以特色兴校，该校是合肥市首批特
色初中、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该校
在抓好文化课教学的同时，大力加强学
生社团建设，组建了逍遥电脑机器人社、
图灵信息学社、启航科技创新社、星光摄
影社、科幻画社、文学社、书法社、英语
社、模联社、棋社、乒乓球队、篮球队、排
球队、合唱团、器乐团等22个学生社团；
其中，启航科技创新社团和逍遥机器人
社团获得了合肥市优秀社团称号。目前

该校六安路校区学校少年宫有30个社团
活动功能室、橡树湾校区有10个社团活
动室，桐城路校区有10个社团活动室，这
些社团成为学生课余时间的“最爱”，深
受学生的喜爱，并犹如阵阵和煦的春风，
催开了学校桃李园中的朵朵奇葩，成为
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
45中素质拓展课程培养了一大批特
长显著的学生，使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
学生脱颖而出。启航科技创新社有7位学
生获得国家级别奖，30多位学生获省级
奖，近200名学生获得市级奖，8名学生获
得合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图灵
信息学社已获得合肥市青少年信息学竞
赛团体七连冠，在2015年安徽省信息学
竞赛中，有15人获得一等奖；机器人社团

推行“双证书” 制度， 推
动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对接

为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学校以“双
证书”制度为抓手，推动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相对接。
首先，学校将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列
入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要求学生
在校期间须至少考取一个与专业相关的
职业资格证书。每个专业都建立了以“工
学结合”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将岗位资质
标准融入相关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使
学生在课堂上、在校内外实验实训场所，
都能获取与岗位资质相符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提高证书通过率，助力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
其次，依托校内实训基地，打造各类
职业资格技能鉴定中心。学校早在2003
年就经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
建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拥有维修电
工、焊工、车工等8个工种的初、中、高级
职业鉴定资格。2013年，经机械工业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核准，学校成立“机械
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新乡点”，该鉴定点荣
获“2014年度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2014年，经轻工行业职业技能鉴
定河南省培训基地批准，学校建立轻工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基地。
各类职业资格技能鉴定中心的成立，
为学生获取相关证书提供了便利。近5年
来，学校获取“双证书”的毕业生比例在
95%以上，2014届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
更是高达98.16%，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汽
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电线电缆制造技术、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等10余个专业毕业
生“双证书”获取率均为100%。拥有过硬
岗位技能的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
第三方调查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学校毕
业生满意度高达93.55%。
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推
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终身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主导思想和指导原则。职业教育作为我国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
培养“怀终身学习之能、具终身学习之愿”
现代职业人才的大任。为此，河南机电高等
专科学校根据产业发展和技能型人才成长
需要，拓宽学生继续学习渠道，构建人才培
养立交桥，为人才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积
极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一方面，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精
神培养，着力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学校打破教学内容“学会、够用”的一
般要求，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尽可能体现知
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备性，使学生毕业后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迅速掌握专业岗位群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成为行业“多面手”，
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学
生职业精神培养，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
敬业守信、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职业精
神。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学校毕业生到企业
后用得上、留得下、上手快，对企业的忠诚
度高，发展后劲大。 （任经辉 郭志立）

打造素质教育首善学校
—合肥45中集团化办学，为教育民生工程添砖加瓦
——
合肥45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以
“为了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为办学宗旨，坚持“
传承文化、深化特色、
科学管理、发展内涵、高位优质”的办学
思路，坚持
“育人为本、质量立校、特色兴
校、人才强校、依法治校、以改革创新求
发展” 的办学理念， 着力实施“五项工
程”，即：文化传承工程、特色兴校工程、
名优教师发展工程、学生素质拓展工程、
民主管理工程，增强改革与创新意识，深
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减
负增效，走特色发展道路，以精细化管理
雕琢精品，用特色化教育打造名牌，教育
教学质量整体提高，学校品质明显提升，
实现了新形势下学校的创新与内涵发
展，成效显著。

了庐阳教育“高起点上的优质均衡”，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享
有接受优质教育的平等权利，实现了更
2015 年 8 月，合肥 45 中万科森林城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好上学、上好学”
校区正式启用，实现了庐阳区域内一、 的愿望。
二环之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全覆盖，让北
城区的庐阳学子们，在家门口附近就可 学校开拓创新， 打造素质教育首善
以上名校，名校资源的辐射更促进了区
提到合肥45中，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域内均衡教育的发展。目前，合肥45中
已形成了一校四区 （即桐城路校区、六 是“盛产学霸”，20年多来，学校培养
安路校区、橡树湾校区、万科森林城校 了13名合肥市中考“状元”。不过对于
区） 的办学局面，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 45中的校长和老师们来说，他们更看重
学校的特色教育，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
多百姓。
合肥45中森林城校区是继45中橡树 发展。近年来，45中大力实施“五项工
湾校区之后，庐阳区政府部门优质教育 程”，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
资源向城区北部辐射的又一举措，做到 学效率，减负增效，走特色发展道路，
辐射优质资源， 实施教育民生
工程

在2015年合肥市青少年电脑机器人竞赛
中获得8个一等奖；作为安徽省棋类传统
项目学校，合肥45中连续多年在安徽省青
少年棋类比赛中荣获团体冠军；乒乓球社
团在省、市、区中小学乒乓球比赛中屡屡
摘得桂冠；布谷鸟合唱团在世界合唱比
赛中斩获银奖，素质教育成果丰硕。
45 中大力开展各种学生素质拓展活
动，让教育回归到了它的本真，真正
以学生为本，促进了每一个学生全面
和谐发展。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活动
已成为合肥 45 中特色教育的一个亮点，
安徽省素质教育首善学校雏形逐渐成
型，合肥 45 中辐射优质教育资源普惠
更多民生。
（徐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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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器待时 相信明天
生命里不灭的西藏烙印
格桑顿珠
在雪域高原守护生命
去时情满高原路
斯朗·丹增曲培
做汉藏交流的使者
一起走过的日子
黄香
思念是一种动力
靠近你，温暖我
从追梦人到圆梦人
罗旦
桥

格桑达瓦
江勇西绕
罗布次仁
仁增西绕
格桑德吉
多吉平措
吕森涛
王铁良
王晶
郑亚南
施乃平
冯海军
范杰

如果爱，请深爱
疾病困苦是教育的契机
我和学生的“牦牛版天天向上”
教育也是一种信仰
你的青春有我随行
西藏群众“远方的家”
智力援藏质的飞跃
带动地区发展 促进共同繁荣
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希望的样子
孩子成长了、成熟了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教育的力量 世界的创举
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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