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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创新育人齐发展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以“开放共享理
念”为先导，凸显“三位一体”“三力合一”的作
用，率先实施了校、行、企协同培养模式的改
革，重构职业能力与素质并重的培养体系。

学院的欧姆龙国际订单班就是一个协同
育人的典范。学院多年来与欧姆龙公司合作
办班，已经培养了三届毕业生，目前第四期订
单班学员们正在培养学习当中，不久的将来将
奔赴欧姆龙公司的各个岗位。该院与合作行
业、企业建立校、行、企共商机制，共同研制订单
班培养方案、学生管理办法、开发课程、设计实
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等。围绕岗位核心知识

和能力，积极探索信息化教学模式，共享企业
在线培训课程资源。目前学院正在和欧姆龙
公司积极筹备升级开设“欧姆龙学院”的事宜。

在这样的氛围中，订单班的覃立强同学
体验到从“学生”到“职场人”的无缝链
接，他说：“在这里我学到了技术技能知识，
提前熟悉了欧姆龙企业文化和管理，我以准
员工的身份主动参与学习，提升职业素养。”

职业教育培匠心 内涵发展育特色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纪实

2017年12月，为期5天的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在广东惠州落下帷
幕。来自全国26个省份和国资系统代表队选派了163支参赛队共489名选手在总决赛中展开激烈的角逐。在本
次国家一类大赛中，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收获颇丰，两支参赛队均荣获一等奖，取得了历史新突破。

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是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系列六个国家级别一类大赛之一，高端引领、规模
庞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高手云集。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参赛即获得两项一等奖，是这所广西职教领
头羊和老牌的制造业人才培养高校，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取得的新成绩。作为全国首批、广西首家国家示范性骨
干高职院校，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院，国家示范性高职建设重点培育8所院校之一，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技能发展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全国仅有的一所高职院校），学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规范管理，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学生需求为根本，培
养一流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建设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

以特促专，专业内涵建设新发展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专业建设上始终
坚持以需求、优化、效益为原则，注重专业建
设与行业发展同频共振,加大对现有资源和潜
在资源的整合力度，专业内涵建设不断深化，
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

学院积极对接广西重点发展产业和对高技
能人才的新需求，主动适应北部湾产业结构调
整、技术升级，新增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
业机器人技术等 16 个专业 （方向），取消了 4
个专业 （方向），优化了“以机电类专业为主
体、工、建、管门类专业协调发展”的专业体
系。学院现有 50 个专业，涵盖广西主要支柱
产业和特色产业，做到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方
向，强化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专业。

2017 年，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
动化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汽车车身维修
技术三个专业同时成为全国职业院校装备制造
类、交通运输类示范专业点，三个专业同时上
榜，在广西乃至全国都是获批示范专业点数量
多的。除此之外，学院现有多个国家级别教改
试点专业、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国家
示范性高职骨干重点建设专业及专业群、全国
机械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色专业等一批国家级
别和自治区级的优质专业和多个国家级别、国
家教育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自治区级的精品
课程和教学成果奖。学院专业内涵建设的新发
展成为专业服务产业发展的典范，对行业的发
展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起到良好的助推和
引领作用。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匠心成

2017 年 11 月 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教育部门职成机构联合广西电视台公共频
道推出的第四期 《挑战技能王》 节目，广
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带领 4 名在校生
组成“模具设计与制造挑战团队”，以组
合零件装配间隙仅为 0.1 毫米、全场最小
间隙的成绩，获得了专业评委的高度认
可，多家企业抛出就业橄榄枝。在现场直
播的场外投票环节，学院更是以 20890 票
的绝对优势票数获得“人气王”的称号，
赢取“助梦基金”。

像这样的“技能达人出校园”的例子
在学院还有很多，通过参加活动和比赛，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提升学生创新能
力和职业技能。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先后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国际青工焊接大赛、中欧国际焊接技
能对抗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
大学生电子竞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作品
大赛、全国高等院校斯维尔杯 BIM 软件建
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广西高职
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中屡获
大奖。5 年来，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
国际级奖励 9 项 （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
奖 2 项、三等奖 4 项），国家级别奖励 71
项 （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9 项、二等
奖 14 项、三等奖 32 项、优秀奖 14 项），
自治区级奖励 813 项 （其中特等奖 11 项、
一等奖 72 项、二等奖 122 项、三等奖 174
项、优秀奖 434 项）。

职业教育培匠心，内涵发展育特色。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正秉承“自强弘
毅、知行合一”的校训，遵循“校企合
作、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一流
的教育服务、一流的培养模式和一流的师
资力量，帮助学生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
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促进学生“专业能
力、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全面发展。肩
负培养青年技能人才的使命，做职教发展
的弄潮儿，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职业教
育。 （马 虹）

开放共融，国际领域展风采

2017 年 6 月 24 日，2017 嘉克杯国际焊接
大赛，焊接专业宁其贤同学在机器人焊接项目
单项赛和全能赛中均名列总成绩（企业和院校
组共同排名）之冠，被授予“个人总成绩金
牌”。该院的其他参赛学生亦表现出色，囊括

了全能赛前三名、团体第二名的成绩，被授予
银奖奖杯。2017 年 8 月 20 日至 22 日，“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机电技能大赛在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这次国际级赛
事，共有来自 55 个高职院校、74 个代表队同场
竞技。在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赛
项和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赛项中，该院凭
借不俗实力，斩获一等奖。

借承办此次大赛的东风，学院进一步提升

了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推动国际化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并以此加快开展国际区域合作办
学的新步伐。近年来，学院不断发挥焊接专业
在焊接教育方面的优势引领和示范作用，引领
行业进步，推动焊接技能培训国际化标准建设，
促成机器人焊接工艺培训项目方案的制定，获
国际焊接界认可，并于2017年在德国成功举办
了一期焊接高技能人才培训班。实现了国际教
育资源的互通互用，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匠心致远，深化现代学徒制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积
极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大
师工作室，聘请大国工匠高凤林为客座教
授，以大师讲座、实地实体教学等课程植入
形式，逐步融入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探索现
代学徒制适宜的教学组织形式，提升现代学
徒职业技术能力。

学院目前精心打造的焊接 2016 级学徒

班，探索建立现代学徒制管理制度体系，校
企联合制订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师
傅”通过传、帮、带方式带教学徒，加快学
生职业成长，保障学徒培训学习的高质量有
效进行。开设学徒班有力地实现了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
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
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

人才不仅要有专业知识“硬技能”，更
要 具 备 沟 通 交 流 、 爱 岗 敬 业 、 团 结 协 作 、
学习能力、创新思维等“软技能”。2016 级

焊接班李伟樟同学说：“这里施行校企双班
主任制，还将企业课程融入教学，企业实
训贯穿始终，让我更容易将书本知识融会
贯通，灵活运用。在校期间，我既学到了专
业技能，又锻炼了人际交往，提早适应了职
场节奏。”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连续 15 年保持在 90%以上，毕业生就业质
量逐年提高，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评价的
满意度达到 98%以上，位居广西高职院校首
位。学校成功培养了大批深受企业欢迎的优
秀人才，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课程

秋天的一个晚上，毕业于复旦大
学、现已成为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的钱俊背着双肩包直接从机场赶到了
海宁电大。报告厅里灯火通明，PPT
已经打开，近百名学生正全神贯注地

听着“财经应用文写作”课程，他们
全是来自海宁市行业龙头“正大会计
师事务所集团”的专业技术人员。钱
俊在教室最后悄悄坐下，打开资料和
笔记本电脑，迅速融入了课堂之中。

是什么吸引了复旦高才生、行业
精英赶到电大来听课？“我们的培训面
向实战。课堂上，市审计部门总审计

师讲到的案例可能就发生在海宁某单
位，讲到的审计报告写作中存在的问
题，可能每个学员都碰到过。”海宁电
大院长俞田汉介绍说，“这已经是正大
集团第二次在电大开班了。因为第一
期培训学员非常认可，集团董事会决
定再由公司出资举办第二期，还是选
择了海宁电大。”

像这样的校企合作，在海宁电大
还有很多。海利得集团等 20 多家海宁
当地知名企业和上市公司都办过电大
班，而每个企业都享受了量身定制
的专属课程。海宁电大要求主讲教
师不能一本书进企业，以深受企业
欢 迎 的 工 商 管 理 专 业 课 程 “ 管 理
学”为例，在每个企业的课堂都能
听到属于本行业、本企业的案例和

分析，这都是主讲教师前期下企业
充分调研的结果。

课程量身定制，课堂开在企业。
海宁电大的“专属定制”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企业来电大办班，品牌效应彰
显成效。这不仅让这所县级电大近几
年来一直保持了 6000 多人的成人本
科、大专学生的规模，更重要的是为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地企业的转型
升级培养了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实
用型人才。

把学校办在社会中

“Waiter, check, please。”初冬
的暖阳下，年逾古稀的顾则权正在海
宁电大的老年开放大学课堂跟着老师

学习如何用英语在餐馆结账。“我退休
后喜欢四处旅游，但出国游语言不
通。一学期下来，机场航班表能看懂
了，还会用英语点餐点饮料，感觉好
极了。”

国家开放大学校长杨志坚说：“开
放大学必须更大范围地满足百姓的学
习需求，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接受教
育的机会，努力把大学办在社会中。”
顾则权正是海宁电大践行“把学校办
在社会中”理念的一个缩影。在这
里，老年人在“夕阳红课堂”唱歌作
画重拾爱好，中青年培训“淘宝网
店、服装制版”忙“充电”，娃娃与爸
妈在“三叶草学苑”玩陶艺、学插
花、体验西点制作。不分年龄职业，
没有“户籍围墙”，只要你身在海宁，

就能从家门口的社区教育中受益。
为了给海宁市民送上“更需要”

的教育，学院还尝试开发了一批特色
自编教材。《急救知识手册》《老年英
语出国通——海宁读本》《海宁潮文
化》 等本土化的读物突出实用性和趣
味性，具有鲜明的海宁特色。

在把“学校办在社会中”的理念
的引领下，海宁电大的社区教育覆
盖面逐年增长，学习资源辐射全社
会 各 行 各 业 ， 产 业 工 人 、 新 型 农
民、村官、新居民等各种群体的身
影都出现在了电大的课堂上，涌现
了一批以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健康
教育、老年教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等
为特色的品牌项目，终身学习正成为
海宁人的新时尚。

让终身教育成为海宁新时尚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海宁学院探索转型发展之路

成立于1979年的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海宁学院（下简称“海宁电
大”）是长三角地区一所基层县级电大，在近40年的办学历程中，为
海宁培养了大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海宁电大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只有转型升级才有出路。为此，海宁电大人深入企业、走入社区，围绕
海宁人的职业岗位发展和生活所需开展办学，在人人皆学、时时可学、
处处能学上做文章，为海宁人送上更需要的教育。

广西横县——“中国茉莉之乡”，
是全国主要的茉莉花种植和花茶加工
基地，茉莉花产业已成为横县覆盖
广、带动农户多、经济效益好、更早
实现产业化经营、辐射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效果更显著的农业优势特色支柱
产业。

随着横县茉莉花产业转型发展升
级，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出现供不应求
的局面，严重制约横县茉莉花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横县职业教育中心作为
一所国家级别重点职业中学、国家示
范学校项目建设单位，坚持“面向地
方，服务三农”的办学理念，紧紧围
绕地方支柱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
求，与时俱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主动推动横县支柱产业——茉莉花产

业的转型和发展。

学校主要工作措施

（一） 适应茉莉花产业提质升级，
调整优化专业布局

根据横县茉莉花产业链现状，坚
持“强、补、调”链原则，调整与优
化专业布局。围绕茶叶、农艺重点专
业“强链”，缺失专业电子商务和中餐
烹饪与营养膳食专业进行“补链”，已
有专业的办学方向进行“调链”，优化
专业结构，不断提高专业与产业对接
的吻合度。

（二） 依据茉莉花产业岗位需求变
化，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茉莉花产业结构调整对专业课程

的设置具有较大的影响，产业结构转
型会带来茉莉花产业就业岗位和岗位
要求的变化。学校涉农专业根据这样
的变化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构建。

（三） 创建茉莉花产业服务体系和
“互联网+”农业平台，提升社会服务
能力

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和横县茉莉花
产业转型升级的特点，针对学校原有
的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社会服务能力
薄弱问题，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建茉莉花产业服务体系和“互联
网+”农业平台。

取得的主要成果

（一） 建立了涉农专业对接茉莉花

产业链的动态调整机制
围绕专业群对接茉莉花产业链，

通过“强、补、调”原则，调整与优
化专业布局，构建了以茶叶生产与加
工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打造突出特
色和优势的专业群服务茉莉花产业
链，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二） 构建涉农专业课程体系，编
写特色教材

1. 构建涉农专业课程体系。开发
了“茉莉花种植”“茉莉花 （茶） 加
工”等 8 门核心课程，构建了基于工
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实现了专
业课程与工作岗位、课程内容与岗位
技能的有效衔接。

2. 校企合作编写特色教材。编写
了 《茉莉花种植技术》《茉莉花茶加工

技术》《农产品宣传片制作实例》《农
产品交易动态网站开发教程》《农村宽
带网络组建技术》 等 11 本教材。

（三） 创建茉莉花产业“人才培养
—技术培训—科技攻关—文化传播”
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构建“按季分项，工学结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开展茶艺师、礼仪、
农机驾驶等各类社会培训；创建“劳
动·模范技术标兵创新工作室”，联
合校企合作企业，围绕茉莉花茶产业
发展的重大课题，开展技术研究和攻
关，共有 《茉莉白茶窨制技术》《开
发有机茉莉花红茶加工方法》《浅度
发酵的红砖茶的生产方法》 三项科研
获得专利发明，实现了产业核心技术
的突破；积极参与横县每年的“一会

一节”（全国茉莉花茶交易会、中国
国际茉莉花文化节），推动茉莉花产
业专业化、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
发展。

（四） 创建了“互联网+”农业平
台，助推茉莉花产业实现线上转型发
展，实现产业转型发展多元化

近年来，“横县青年学生电子商务
创业园”“横县电子商务研究院”等先
后入驻校园，以互联网思维推动茉莉
花 （茶） 产业实现多元化升级发展，
积极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

虽无艳态惊群目，幸有清香压九
秋。横县职业教育中心将继续走好校
企结合、产学融合、专业服务地方产
业的办学路子，助推当地产业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

广西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专业建设 积极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