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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以江苏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创新发展为例
——

产教深度融合， 集教育
教学、 素质养成、 技能历练、
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于一体，
既能促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培养， 又能将职业院校和企
业的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转型，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因此， 深化产教融合， 对于
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
战略性意义。 近年来， 南京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
职教集团的优势， 以产业或
专业 （群） 为纽带， 推动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与产业岗位
人才需求标准相衔接， 人才
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 探
索出了一条职教集团搭台、
产教结合育人、 服务行业提
升的特色办学之路。

2010 年 5 月，由南京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牵头，联合22家院校、50家企
业、 7 家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单位，
组建了江苏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
经过五年发展，集团成员单位已增至
104 家，其中院校 23 所 （含高职院校
5 所，中职院校 18 所），企业单位 74
家，行业主管单位 4 家，行业协会 5
家，科研机构2家，形成了具有一定
规模和交通特色的区域集团化办学
模式。在 2013 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作品展洽会上，江苏交通运输
职业教育集团代表江苏省参加“职
教集团”部分的展会，展示了江苏
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的工作成绩，
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好评。五年来，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集
团化办学模式，以“资源共享、合
作发展”为主线，充分利用集团的
平台效应，在体制机制、合作内容、
合作方式方面改革创新，引领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

整合集团资源， 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

成立专业分会。从全国已成立职
教集团的工作实践来看，职教集团发
展面临一个主要困境就是组织结构松
散，目前国内大多数职教集团的组建
方式，主要是以某一主管部门或主体
学校、主体企业为核心单位，联合其
他学校、企业及实体组建而成，在这
种组建形式下，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
过于松散，集团成员单位的自身优势
不易发挥。为了破解这一困境，增强
集团发展基础，充分发挥院校在各自

专业上的优势，在集团 2011 年年会
上，常务理事会通过了 《关于成立江
苏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专业分会的
决定》，决定成立八个专业分会，分
别由六所不同的院校牵头开展工作。
八个专业分会包括汽车、路桥、轮
机、港航、物流、航海、筑路机械、
船舶，基本涵盖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大
部分专业领域。
构建职前教育体系。集团构建了
较为系统的中高职贯通培养体系，采
用一体化设计，以学生为中心，拓宽
技能型人才上升渠道，为学生构建系
统的学习体系。同时，与本科院校合
作，构建高职与本科、中职与本科的
培养体系，形成“高职为主、上下延
伸、左右拓展”的职前教育体系。截
至目前，集团内8所公、铁、水交通
运输类职业院校共23个专业，启动实
施中职与高职“3+3”分段培养、中
职与本科“3+4”分段培养、中职与
本科“5+2”分段培养、高职与普通
本科“3+2”分段培养的江苏省现代
职教体系改革试点。
构建职后培训体系。依托集团成
员学校的办学优势和骨干企业的资源
优势，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的战略要求，构建了面向行业企业员
工的技能操作培训，技术提升培训，
管理创新培训以及下岗人员转岗、军
转干部培训“四位一体”的行业职后
培训体系。目前，集团开展汽车驾驶
员、汽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船员、海
员等员工技能操作培训每年近5万人
次，开展汽车维修技术、交通基桩检
测、轮机工程技术等员工技术提升培
训每年近3万人次，开展交通部门机
关干部、航道储备干部、交通执法人

员等员工管理创新培训每年近1万人次，
开展军转干部培训每年1千多人次，开展
下岗职工转岗培训每年近3千人次，较好
地发挥了职教集团的社会服务功能。

组建“双平台”， 科教研工
作上新高

人才链与产业链融合， 探索
建立紧密型集团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集团常务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加强集团内
理事单位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院校和企业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
限公司、理事单位江苏省镇江江天汽运 推进“双主体”办学，并与集团常务理事单
在江苏省教育部门、交通运输部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建“江苏省道路交 位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建“江
的统筹指导下，依托江苏交通运输职 通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苏交工路桥与港航学院”，形成校企之间
各取所需、资源互补、相互协调、相互联系
教集团平台，由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 并获省教育部门批准立项，在此基础
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海 上，向省交通运输部门申请立项成立了 的办学形式。
学院相继成立长安福特、东风标致、
事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南京地区交通
苏宁等培训中心，
南京交院中信通信学院
运输类高职院和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 “江苏省交通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共获科研经费投入近千万元。学 等合作育人平台，与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
限公司、中铁外运有限公司、南京航 院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
院共同成立“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南
姆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等集团单位，于
公益技术研究，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京交院勘测设计分院”，与北京通航、中国
2011 年 6 月联合组建成立了“南京交通
高职教育联合体”，形成政府主导、行 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 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共建“空中乘务”
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为主的办学 创新。至2014年已申请获准专利161项， 专业等校企合作项目。探索协同育人的现
代学徒制，发挥企业人才培养的主体作
体制。该项目也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 授权专利数达53项。
试点项目之一。
江苏省职业教育交通运输类专业教 用，与江苏省交工集团共建“江苏交工港
联合体以交通物流、交通运营管理 科研中心组，接受江苏省教育部门领 航建造师班”，与上海宏信设备工程有限
等专业为试点，创新实施了“公铁水游 导，在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 公司组建“宏信设备班”，做到“双重身份、
学制”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备公路运 身教育研究所指导下，承担省职业教育 双元实施、工学交替、岗位育人”。校企共
建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保证教学设备
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知识和技能的 行政和业务部门委托的教科研相关工
复合型人才。“游学制”除了完成本校 作。中心组单位多为集团成员，在集 与生产性设备同步更新，与郑州捷安高科
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本行业职 团已有的工作机制下，成立交通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1 千多万元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实训室”。为响应国家
业技能模块的学习，还需完成本行业以 类专业教科研中心组，组织开展以专
外的游学课程模块的学习、技能训练；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的 “一带一路”战略，配合企业“走出去”，探
索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型人
游学期间，学生的吃、住、学均在对方
学校，同时需要完成在公路运输、铁路 政策咨询研究，以课程开发和教学资 才，与江苏省交工集团共创“江苏交工
运输和水路运输领域的企业进行生产性 源建设为重点的教学改革研究，以提 路桥国际工程班”。与舍弗勒南京公司共
实习。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了校际壁 高教学质量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重 建德国AHK机电一体化“舍弗勒班”，这
垒，加强了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增进 点的教学研究活动。已组织了江苏省 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模式的本土
了集团内校际交流与合作。此外，三所 中等职业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 化实践。这些试点项目均以产教深度融
院校以该项目为基础，打破升学“天花 “汽车制造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 合为出发点，根据当前职业教育的新发
板”，与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运营管理”等3个交通运输类专业指导 展趋势，积极探索建立基于产权制度和
共同开展高职与本科“3+2”分段培养 性人才培养方案和9门核心课程的标准 利益共享机制的集团治理结构与运行机
制，加快了紧密型集团建设的步伐。
项目。
开发等工作。
依托试点项目 ， 育“大交
通” 复合型人才

广厦学子： 我们都有一颗创业的心
创业仅4年的他
瞄准创业板上市
2010年，许宇庞从广厦学院毕业，找了一个
稳定的工作。两个月以后，老板开始把很多重要
的任务交给他。
2011 年，许宇庞开始创业，短短 4 年时间，
他的企业取得了不俗成绩，并连续两年获市纳税
超百万企业称号。
许宇庞家里三代创业，对他的影响极为直
接。许宇庞的爷爷在南马创办橡胶厂，父亲在广
东创办声电厂，在父辈的帮助下，许宇庞做起了
电气生意，成立了东阳市佳华机电有限公司。
但是，由于刚走出校园不久，社会阅历不
足，在管理、技术等方面资历尚浅，公司刚成立
的时候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过关，公司业绩没有达
到预期。
对那时的艰辛，许宇庞用“很多困难”来形
容。
可是许宇庞并未放弃。他吸取教训，积极走
出去，参加各种管理、技术培训，引进高级技术
人才，产品质量不断达标。现在公司的产品质量
在1000多家供应商中排名前三。
随着公司步入正轨，许宇庞不断追求公司的
进一步发展，2013年，许宇庞去上海考察电机加
工市场，看到上海在进行截污纳管工程，当时适
逢浙江省提出了“五水共治”，于是萌生了创办
环保公司的想法。
许宇庞去上海专门观摩环保做得好的先进企
业，引进了他们先进的设备技术。在他的努力
下，永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作为一个
企业人，在获得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也要尽自己
所能回馈社会。运营中，许宇庞着重强调了环保
的重要性：公司成立不是为赚钱，而是要为这座
城市的环境建设出一份力。“当时的行业前景尚
不明确，这一领域的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尤其是
我从上海引进的设备技术，几乎没有人能够操
作。”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许宇庞不得不通过
高薪从别的城市招募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永佳环保一步步走上

▲ 广厦学院校园招聘会
荩 阿里巴巴跨境人才培育基地

正轨，并拿下全市12个乡镇的截污纳管招投标 欠一段时间。货源、物流都解决了。
为提高销量，钱圣燕想了很多办法。 《美丽
项目。
目前，许宇庞正在筹备两家公司合并，准 俏佳人》 是他必看的节目，其中一期一位颇有名
气的时尚人士推荐了一款饰品，深受嘉宾和主持
备明年在创业板上市。
人的喜爱。看完节目，钱圣燕在网上搜索，发现
还没有人销售这款饰品，马上就找到生产厂商安
微商创业尖兵
排生产。饰品上架后，由于淘宝只有他一家在
从初出茅庐的打工仔到如今年入百万的老 卖，马上就成为爆款，一天就能破千票，2010年
板，广厦学院10届国贸专业学生钱圣燕创业路 的销售额达到了200万元。
可谓一波三折。
有了爆款打出的知名度和店铺等级，销量开
刚毕业的时候，钱圣燕应聘到了义乌一家 始稳步上升。钱圣燕辞了工作，在阿里巴巴注册
卖饰品的淘宝店铺里工作。干了几个月，该学 做批发，开始了双线经营。做批发让饰品的销量
的都学会了，也攒下了一些人脉，钱圣燕开始 再一次有了质的飞跃， 2012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并开始着手准备。他找 800万元。
到了店铺的老板娘。老板娘答应零货款供货，
有了充足的资金再加上父亲的支持， 2014
快递公司答应钱圣燕快递费用可以比别人家多 年，钱圣燕在家乡苍南建立了自己的饰品工厂。

司里许多员工都是毕业于国家重点院校的学生。
作为专科生的他，学历不如人家，工资也不如人
家，可他付出的努力却丝毫不少于他人，甚至更
多，为了完成一个项目而通宵达旦，那是常事。
他参与执行湖州市吴兴区西山社区三标段的
项目，50幢楼需要30天出稿，设计任务艰巨。整
个项目中，周董智负责部分算量、套价及联系单
等工作，其中，“联系单”部分最为复杂，不仅
涉及工程实施的变更，还涉及与施工方、甲方等
的沟通联系。
当时因为车库的整体变更，从一个整体的
车库变更为每户一个车库，在实施过程中，增
加门、地梁、砖墙等不在设计内的因素，在施工
过程中，较多地方只看图纸无法理解清楚；一些
新增的细节，在图纸上没有显示，周董智只能重
新画图并且计算尺寸和费用等；更有甚者，不能
用软件算，只能手算，并且对计算的精确度要求
很高。
他不喊苦不喊累，每晚加班到深夜2点，第
二天早上8点又出现在办公室。最终，他们提前
一天完成任务。也因此，在原先只招本科生的中
汇，周董智脱颖而出，在他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
天，公司几位领导联名申请，破格为他转正。
从实习到转正，他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比
同期进公司实习的本科生早了整整5个月。
平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时下流行的款式，然后通
2012年7月正式入职后，周董智主要从事政
过买版的方式，再放到自己的工厂生产，如此一 府性投资全过程跟踪审计、设计概算、工程量清
来，款式更新快，货源充足，产品成本和快递成 单及预算价编制、结算编制、结算审核等工作。
本下降，销量上升得非常快，日均发件量达到了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影响成败！”这是周董智一
4000多件。2014年，双线的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
直重复强调的一句话。中汇工作量大，经常一人
元，利润也达到了300万元。
需跟好几个项目，周董智每天不是戴上安全帽去
今年，淘宝饰品行业销量排名，钱圣燕的店 施工现场拍照、审查、沟通等，有问题便向施工
铺排在第五。近期他加入了天猫商城，这将为他 方提出意见；就是回办公室联系甲方商量“联系
的店铺打开新的一片天地。
单”问题，处理公司对项目提出的问题。单位上
班时间是早上9点，而每天7点半他准时出现在公
毕业3年 年薪20万元
司，还每天晚上到公司加班加点，做项目设计、预
算等。一年365天，300天加班。周董智说：
“个人能
2012年毕业于广厦学院造价专业的周董智， 力和职业发展都能得到很好的提升。”
毕业才3年，年薪已达20万元。
至今，周董智已完成项目近65个，正在处理
2011年底，作为广联达算量大赛一等奖获得
项目11个，总工程造价约为14亿元。
者，周董智去了中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实习。公
（黄永强 吴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