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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能源专业建设标杆

——华北电力大学新能源专业创建与发展纪实
近日，2017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揭晓，华北电力大学申报的“紧
跟国家战略需求的新能源专业创建与发展模式”从数百件申报成果中脱颖而出，获得
特等奖。拔得头筹并非偶然，应归功于该校所做的一系列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和布局。
从 2006 年创建新能源专业至今走过的十余年历程中，该校开创了数个首位的佳话：国
内高校首个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国内首家可再生能源学院，教育部门批准的首批开
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校，
全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联盟成立的发起单位。

人、“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5 人以及科技部
创新团队 1 个。先后组织编写了 《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专业导论》《太阳能转换原理与技术》
《风能转换原理与技术》《生物质能转化原理与
技术》《储能原理与技术》 等 14 部全国统编教
材，并建成了新能源教学资源网。

建校企“朋友圈”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布局学科发展蓝图
作为以能源电力为鲜明特色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华北电力大学历来视服务国家战
略、服务行业发展为己任，于 2007 年成立国
内首家可再生能源学院，并先后围绕风能、生
物质能和太阳能产业需求，建成了 3 个独立的
新能源专业,并于 2012 年将 3 个新能源专业统

一合并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十年磨一剑，如今的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
能源学院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新能源专业人才
培养的高地，有 2 个国家级别特色专业，建有
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质发电
成套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能源安全与清洁利
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可再生能源北京市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该院新能源专业教师队伍中有
“973”首席科学家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别人选 2

夯实专业建设基础
可再生能源学院专业建设团队反复研究论
证，提出了“交叉、融合、合作、开放、共享”的专
业建设思路，结合实践，探索形成了“1113”
新能源专业建设与发展模式，即以 1 个专业建
设理念为指导、构建 1 套专业知识体系、组建
1 个专业联盟，并以联盟为纽带汇聚高校、企
业和出版社力量建设三大教学支撑体系。
在实践教学支撑体系建设方面，该校建成
了生物质发电、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等 3 个虚

紧贴区域经济发展

拟仿真实验室，同时按照基础化学实验模块、
太阳能实验模块、风能实验模块、生物质能实
验模块、创新实验模块等 5 大实验模块建成了
实操实验室。新能源实验室被评为北京市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
为使教学支撑体系具备持续更新能力和构
建开放性教学支撑体系，学校于 2013 年发起
筹建“全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联盟”，并
以联盟为纽带，将学校、企业、出版社有机联
系在一起，形成了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的“朋
友圈”。截至目前，这个“朋友圈”包括华中
科技大学、中南大学等近 90 所不同类型的高
校以及英利集团、中利腾晖、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等 30 多家企业、出版社。
联盟连续召开了 5 届年会和 2 次教材建设
研讨会，累计参会教师 700 多人，参加青年教
师培训及教学比赛活动教师 60 多人。联盟建
成了“新能源教学资源网”和“新能源发电技
术内容服务平台”两大教学资源网站，为专业

教师和学生提供专业化的教学资源服务，注册
教师用户上千人。

专业建设结硕果
人才辈出受称赞
新能源专业学生表现出较强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先后有 400 余名学生在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美国数学建模竞赛等
国际国内竞技竞赛中获奖 100 余项。专业毕业
生就业率超过 98%，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企业
信赖和行业的广泛认可。
40 多所高校先后到华北电力大学学习专业
建设与人才培养经验，北京市将其作为新能源
专业双培生培养基地。该校积极参与国家战
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新能源人
才，并成立了中蒙可再生能源创新中心和中欧
可再生能源创新中心。
（朱慧花 杨世关）

创建彰显办学特色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区域特色办学之路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是
2007 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部门批准设立、国家教育部
门核准备案、面向全国统一招
生的一所普通高等职业学院。
建校 11 年来，先后荣获广西
高校和百色市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先进单位、自治区“森林
校园”、更具专业特色高职学
院、创平果教育品牌突出贡献
单位等 30 多项荣誉，获得广
西职业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全国高校数字艺术作
品大赛一等奖、第二届国际艺
术设计作品展金奖等十几个广
西和全国、国际一等奖。

学 校 根 植 百 色 市、立 足 滇桂 黔 ，
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找与打
造特色，培植和彰显相对优势。
1. 办学理念特色。建校初期提出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培育优秀工程人
才”的办学宗旨，形成以“熔炼工匠
精神、铸就一流技艺”为核心的文化
价值与精神特征，升本后拟转型为以
熔炼大国工匠精神为办学之魂，以服
务铝业与应用工程发展为办学之基，
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铝业与应用工程
人才为办学之本，以促进铝业与应用
工程科技创新为办学之要。
2. 学科专业特色。适应百色市和
滇桂黔铝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需要，规划
建设和发展以铝材精深加工类专业为
基础、核心和引领，以材料类、机械类、
土木类、电子信息类、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为主要一级学科，以工学为主要学科
门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
系。重点建设三大专业群：铝业方向的
材料类、机械类学科专业群、石漠化地
区建筑业方向的土木类学科专业群。
3. 人才培养特色。学校加强校企
合作，匠心打造应用型教学工程，合
力培养工匠式工程技术人才。近 3 年，
学校总体就业率达到 96%，社会第三
方对学生评价较高。学校组织学生参
加全国、全区各种权威性规范性竞
赛，先后获奖 160 多项，2017 年获得
第五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作品大赛一
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
第二届国际艺术设计作品展金奖银奖
铜奖各 1 项，在 2017 年平果县大学园
区组织的“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中，囊括了金、银、铜及鼓励奖

全部奖项。
4. 科技服务特色。以助跑领跑县
域经济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的能力水平，切实帮助百色
市、平果县解决产能升级、创新驱动
和众创工作中遇到的科技困难和问题。
一是搭建学术交流、科技研发与
服务平台，组织与推动科技服务地方
的学术研讨与交流：成立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 4 个校市
县企共建研究院；组织百色市辖区内
11 家大中型铝业企业与学校共同举办
百色铝二次创业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洽
谈会；承办全国材料物理与数值模拟
年会暨铝加工新技术高层论坛。
二是在科技创新与服务方面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为当地政府部门及辖
区企业提供专利及其成果转化、咨询

报告、设计报告等科技服务 100 多项，
为合作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10 多项。
三是发挥高端实验设备的示范引
领作用，最近 3 年来直接为百色市和平
果县国税部门、地税
部门、统计部门、交
通部门、扶贫办等组
织技术培训、设备保
障等 1000 多人次。
四是在行业培训
与考证方面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为当地培
训社会考生 3000 多人
次，得到政府部门和
社会广泛好评。
目前 ，学校在国
家教育部门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等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积极申报设置工科类应用型本科
学校。
（李 益 张金根）

工学一体培养“准员工”
——聚焦广西工业技师学院校企合作推行学徒制成果

近年来，广西工业技师学院秉承“知
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校训，紧密围绕广
西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职业教育内
涵发展的示范、服务经济的典型、特色创
新的排头兵。

一、对接产业，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贡献率高
学院与区内外 100 多家企业签订
合作办学协议，构筑了校企合作办学
联合体和长效运行机制。担任广西工
业职业教育集团副理事长，成立校企
合作指导委员会，在专业设置、专业
建设、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质
量评价等方面主动接受行业指导。学
院与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钦州石化
产业园区、北海出口加工区、防城港
港口区签订校政企合作协议，提供人
才培养、员工培训、技术改造服务。
与广西石油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广西
焊接学会、广西自动化学会、广西计
算机学会紧密合作，发挥行业在产业
对接、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方面的指
导作用。
学院紧密对接广西“14+10”产
业，形成了与广西石化、有色金属、
冶金、汽车、机械、电子信息等千亿
元产业紧密对接的专业体系。近年
来，学院年均招生 3500 人，其中报读
高级工、预备技师班学生比例达到
65%；年均为企业培训鉴定职工 5000
人，促进了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深度融合。学院大力开展人才
“订单”式培养，开设钦州炼油班、
田东石化班、金川冶炼班、百色氧化
铝班、中信大锰班等冠名班，校企共
同制订教学计划，实现招生、教学、
实习和就业无缝对接。近五年，为中
石油、中石化、中信大锰、金川集
团、华锡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百色
矿业、中船西江造船厂、广西建工、
广西柳工、田东锦盛、明阳生化等多
家大型企业订单委培 8623 人，其中
2013 年为钦州石化产业园一次性订单
委培 776 人。

二、深化教学改革，专
业建设示范引领强
教学改革硕果累累。学院作为全
国技工院校一体化师资培训基地、全
国技工院校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
院校，承担着人社部门焊接技术、计
算机网络、机电一体化、化学工艺等
4 个专业的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学院
从 2010 年 7 月开始，在重点专业中试
点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依据一体化
课程教学标准开发技术规程，开发课
程教学标准、教材，进行课程实验，
构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工学一体化课

程体系。教师深入石油化工、机械、
船舶制造、汽车、电力、冶炼、有色
金属、信息产业等 100 多家企业实地
调研，与实践专家访谈，获取了 617
个代表性工作任务，提取了 56 个典型
工作任务，制定 5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开发了 40 个一体化课程标准，编
写 29 本一体化教材。
专 业 建 设 长 足 发 展 。 2010 年 以
来，学院累计投入 5000 万元用于工学
一体教改项目实施。化学工艺、工业
分析与检验、化工仪表自动化、焊接
技术、机电技术、电气技术、数控技
术、计算机网络等 8 个专业，建成自
治区示范性专业、自治区技工院校重
点专业。工业分析与检验、焊接技
术、机电技术、计算机网络等 4 个专
业是中央财政重点建设专业。通过工
学一体培养“准员工”项目的研究与
实践，建立了“引产入校、产教融
合”办学模式和“准员工”人才培养
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增强，职
业素质明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
提升，大部分毕业生达到企业“准员
工”的要求。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学院建设了
25 个一体化学习工作站。建成石油化
工、电工电子与自动化、焊接技术、机
加工技术、中油广西田东石化总厂有限
公司校外实训基地等 5 个自治区示范
性实训基地和自治区技工院校公共实
训基地。其中，焊接实训基地是全国
技工院校一体化师资培训基地、广西
焊接公共实训平台；石油化工实训基
地是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示范性实训
基地。建成两个国家级别技能大师工
作室、两个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三、实施学徒制教学，
培养企业“准员工”
学校通过实施现代学徒制和企业

新型学徒制，推动人才培养、技术创
新、就业创业和社会服务。从 2014 年
8 月起，学院与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实施现代学徒制项目，招收焊
接、钳工、汽修、模具、钣金、机电
技术等专业现代学徒 900 多人。2017
年 5 月以来，学院作为广西首批企业
新型学徒制试点院校，与十九冶集团
（防城港） 设备结构有限公司、锦江
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新型学徒培养
245 人。
学徒班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形
式，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实施项目教
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行动导向
教学。学生定期到企业接受生产性教
学实习。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将更先进的设备提供给学院用于教学
实习和生产，派出工程师、技术能手
担任指导教师，把技术要点、生产流
程、企业精神传授给学生。学院组织
多名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对学
生进行跟踪管理和指导。柳州五菱汽
车工业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第一
安装有限公司投入 120 万元建设校内
汽车焊接制造实作培训基地，用于实
习和生产，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校企双方还依托各自拥有的国家
级别技能大师工作室，促进技术创新
和学徒培养。2016—2018 年，学院共
向五菱公司输送 1000 多名上岗能操作
的“准员工”
，深受公司欢迎。

四、传承工匠精神，培
养技能精英
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技能精英。学
生多次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全国技工院校技能大赛、全国石油和
化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区中等职
业学校技能比赛、全区技工院校技能
大赛荣获多项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

奖。韦雨忠同学荣获第三届全国技工
院校技能大赛焊工高级组之冠，成为
全国焊接冠军。学生组队参加第三届
（2014 年） 北京“嘉克杯”国际焊接
技能大赛，荣获优秀团体奖。2015 年
4 月，冉毅立、陆龙增同学在捷克举
行的第十九届“林德金杯”国际青工
焊接大赛上，荣获钨极氩弧焊、火焰
气焊两个赛项的冠军。其中，火焰气
焊赛项是欧洲国家的传统强项，我国
在该项目上首次获奖。在第四届
（2016 年） 北京“嘉克杯”国际焊接
技能大赛中，韦建粲、周荣才同学分
别荣获成品件焊接赛项和机器人焊赛
项第三名。
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得到企业普遍
认可。很多毕业生成为企业技术骨
干，比如国际焊接冠军冉毅立被广西
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作为高技
能人才引进，给予其高级技师待遇。
毕业生雷肖到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荣获“广西技术能手”“广西
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毕业生农
华科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公
司参加全国焊接职业技能竞赛，荣获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五、教学名师领衔，
技术能手聚集
学院通过设立青年教师成长专项
资 金 ， 实 施 教 师 队 伍 “123456” 工
程、专业教师团队建设等，促进教师
职业发展。聘用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专
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能工巧
匠等担任兼职教师。落实教师在职进
修和企业实践制度，加强专业带头
人、骨干教师培养。通过教学比武、
技能竞赛、教学成果评选活动，提高
教师教学水平，多名青年教师参加全
国、全区教学比赛、技能竞赛荣获
金奖。学院试行教师职称破格晋级和

德育职称评审，不拘一格选拔专业人
才。设立教学创新奖，鼓励教师开展
教学和技术创新。教师有 20 项技术
成果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200 多项科研成果在省部级评比中获
奖。
目前，学院建成一支教学名师领
衔、技术能手聚集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拥有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全国石油和化学行业优秀教学团
队 1 个、教学名师 4 人，自治区优秀高
技能人才 2 人，全区技术能手 20 人，
全区技工学校专业带头人 34 人。“双
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 86%，实
习指导教师全部都具有高级职业资
格。

六、产教深度融合，校
企协同育人
学院通过引产入校，产教深度融
合，校企协同育人。如，焊接专业承
接企业生物质燃烧机、消防排烟轴流
通风机、氧化锰矿仓等生产项目。工
业分析与检验专业与南宁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广西中环能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共建产品检验中心，开展氯碱、化
工产品分析检验业务。化工工艺专业
以 350 万吨/年现代化石油常减压—催
化裂化生产装置为原型建成“模拟炼
油厂”，让受训者感受到真实的炼油
化工过程。机电一体化专业与广西轻
工科学研究院共建自动化实训中心，
为糖业企业研发“糖汁锤度检测装
置”。
基于学院培养技能人才的贡献，
2017 年学院荣获第五届黄炎培职业教
育奖；《工学一体教学条件下“准员
工”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
果荣获广西职业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
（孙杰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