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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学院40周年校庆公告

立德树人六十载 不忘初心谱新篇
——奋进中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自强不息，筚路蓝缕育新人

学校历经广东科学馆“广东省业余科技大
学”“广东业余大学”、下塘西路“广东省成人科
技大学”、广州渔沙坦和清远职教基地新校区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多个历史阶段。从
创立到停办、从复建到改制、从停滞到跨越、从
转型到示范，每个历史时期都流传着广东工程
职院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故事。

1958 年夏，“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遍大
江南北，广东省科学技术事业风生水起之时，
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南粤科技先锋、学校前辈，
为培养广东科技工作接班人几经周折创办了广
东省业余科技大学。学校总部在广东科学馆，
下设广州造纸厂、广东省公安部门新生一厂、
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广东省邮电部门等 4 所分
校，为渴望提升的老干部、老技工提供了深造
之所。于是，在广东科学馆走廊边的无数个日
日夜夜，就有了“广东省业余科技大学”的教
师们辛苦耕耘的劳碌身影⋯⋯

激情创业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先驱们
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种种教学、生活
的困难，创办短短 3 年，已获得全国人民的认
可。1960 年 3 月 10 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
用了近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学校提高教学质量
的长篇通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
6 月，学校与华南工学院等 17 个广东省的本专
科院校代表团一起，被选派参加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办的全国文教卫生战线群英大会，
并被评为“广东省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和“全国
文教战线先进单位”，闻名全国！此后，学校沿
着成人教育这条路努力前行，取得了诸多成绩。

乘着普通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东风，2005 年
3 月 24 日，学校正式转制成为普通高等职业院
校，自此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这艘职教大船
起锚扬帆。

事不避难者进。转型之初，编制、用地、
经费、师资和实训基地等全都是制约学校发展
的“拦路虎”，学校“二次创业”，自强不息，
攻坚克难，有效破解了办学上的主要瓶颈和种
种困难，办学条件大大改善，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学校相继顺利通过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水平

评估，挺进广东省示范性建设高职院校行列。
各级相关领导先后来校调研，对学校的快速发
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3 年，学校成建制划归省教育部门管
理，开启内涵式发展新征程。

党建领航，立德树人谱新篇

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学校 9 个党总支，两个直属党支部，34 个
党支部，789 名党员，每个基层组织都是一个
坚强的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争做一面立德树
人的旗帜。完备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突出，学校多次被广东省直机关
工委、省教育工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等。
从严治党，依法治校。学校全面贯彻从严

治党的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全面得到加强。学
校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制定
了学校章程，健全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
民主管理、社会监督”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党
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
机制。学校紧跟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优化调整

部门设置，大力推进政校行企协同创新，组建
了广东工程职业教育集团。

立德树人，以德为先。学校高度重视大学
生德育养成教育，思政教育工作卓有成效。
2015 年，学校成立了广东省高职院校首家马克
思主义学院，充分发挥学校作为“广东省培育
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广东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单位”的作用，进一
步强化主渠道作用。推动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
化建设，规范了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加强奖助
贷工作，连续 6 年获得教育部门组织的国家助
学贷款考核优秀。努力构建“一主多融”的校
园文化。推进“青马工程”，提高学生干部工
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开展暑期“三下乡”等志
愿服务实践，屡次在省“挑战杯”大学生科技
创新竞赛中获得好成绩。

改革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按照“利在企业，功在育人”的校企
双赢理念，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
学结合、知行合一，在创新办学体制机制、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特色高职院校等方面取
得颇多亮点。

学校积极探索并践行了从“适应”到“带

动”的内涵式发展路径，力推立足行业与服务
地方并重的双元运行发展策略，采取内涵发展
与外延拓展并举的同步加强发展举措，形成对
接产业与打造特色品牌互促的集群发展格局，
主动适应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
精心构建了“校企合作促内涵”的校地协同发
展模式，组建职教集团和研究所，搭建校地协
同发展平台，探索成立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
二级学院，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共建校行企创
新创业学院，打造众创空间，打造双师 （名
师） 工作室，创建企业开发中心，集聚协同创
新人才，服务产业发展，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推行二级目标管理，激发协同创新活力。强化
产教对接，成功打造了“校中厂、厂中校”协
同育人高地。

示范引领，同心共筑“强校梦”

第 29 个教师节，时任广东省领导来到广
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慰问教职员工，为学校走
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来，学校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积极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建设，增强产学
研能力。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校、专本对接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高

职院校，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现代学徒制、
三二分段中高衔接、“2+2”应用型本科人才等
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初具特色，有
两个省示范性建设专业，1 个省品牌专业 （二
类） 和 1 个省重点专业。学校积极打造研发机
构 和 科 研 平 台 ， 校 企 共 建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BIM） 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培养了一批科研
骨干和创新团队。2013 年学校与新西兰尼尔森
马尔伯勒理工学院合办建筑工程技术 （中外合
作办学） 专业，已培养学生 256 人。近 5 年来
与台湾的师生交流互访达 60 余人次，接待国
外高校来访 40 多人次。

2018 年 5 月 18 日，学校全体中层以上干部
共同见证了学校清远校区首期工程开工。学校
办学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学校目前占地面积
973 亩，纸质图书 75 万多册，中外文献 500 余
种；实训设备总值达 6900 万元；建设了 3 个中
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5 个省财政支持实训基
地。近 5 年来，立项各类科研项目 255 项、总
经费 708 余万元；公开发表论文 665 篇，出版
论著等 263 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8
项，获国家专利 26 项。

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就业创业成绩斐然。近 5 年来，总体就业率保
持在 99%以上，2013 年被国家教育部门评为

“全国毕业生就业工作典型经验高校”（全国 50
强），2014 年被国家教育部门就业指导中心确
定为全国 6 所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单位之
一，2015 年被省教育部门确定为首批“广东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

薪火相传“强校梦”，远大前程在召唤。
一代又一代的广东工程职院人坚守教书育人之
理想信念，矢志不渝，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台，
创造了学校一段又一段光辉历史。今天的广东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犹如珠江岸边的参天大树，
根深叶茂，蓬勃生长。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完
善，办学特色逐渐形成，内涵建设成效明显，
学校正紧抓“示范院校建设”“创一流”历史
机遇，以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己任，坚持
内涵式、精品化、特色化、高端化发展策略，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大力推进校企协同发
展，全面推动学院转型升级，为建设成为省内
一流高职院校，实现“强校梦”而努力奋斗。

（组宣部）

“南拥花城读书香，北揽飞霞共起航。知
行无涯梦为马，工于建构千万家。筚路蓝缕育
桃李，栉风沐雨树栋梁。耕耘青春好韶华，成
于创造满天下⋯⋯”一曲题为《筑梦同行》的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歌演绎出学校 60 年
来几代人的风雨兼程、接力奋斗、桃李芬芳的
办学历程。

如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已发展成一
所在校生万人以上、办学特色鲜明、社会声誉
良好的省示范性建设高职院校，正紧跟新时代
的脚步，凝心聚力、开拓创新，矢志不渝地追
求“强校梦”，为努力建成特色鲜明、省内一
流高职院校而砥砺奋进。

60 年来，广东工程职院人筚路蓝缕，初
心不改，砥砺前行，奋勇争先，谱写了一曲激
荡人心的“工于建构，成于创造”高等教育之歌。

2018年，普洱学院迎来了40周年华
诞。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
建设发展的各界朋友及海内外校友致以
诚挚的感谢与最崇高的敬意！

普洱学院的前身是思茅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于1978年10月正式招生，2012
年升本。目前，学校占地面积 2024 亩，
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 9000 余万元，馆藏图书 95 万册，
电子文献 30 万册，专业基础实验室、实
训室 70 余间，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 400
余个；学校现开设本科专业 33 个、专科
专业 39 个,有全日制在校生 12505 人，教
职工516名，外聘教师120人，副高以上
教师 163 人，教授 41 人，博士 42 人，研
究生以上学历比例为 59.3%，有享受国
家特殊津贴、享受省政府部门特殊津
贴、云岭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等省级

以上称号专家 24 人，省级创新团队 2 个，
省级教学团队2个。

40 年来，普洱学院秉承“固本 和
谐 创新 致远”的校训，革故鼎新、
砥砺前行，共为普洱及滇西南地区政府
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输送高素质毕业
生 5 万余名，为普洱及周边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滇西
南地区中小学师资摇篮和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培养基地。学校致力于建设特色鲜
明的应用技术型大学，成立了农林学
院、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二级学
院，积极申报了农学、茶学、园林、食品
质量与安全、酒店管理等应用型本科专
业，与全聚德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云南
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等联合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2014 年，园林专业被国家教育

部门、农业部门和林业部门确定为卓越
农林人才培养试点专业，同年，学校被确
定为云南省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高校。普
洱学院全面实施走出去办学战略，坚定
不移走开放办学之路，学校现有攻读本
科学历的老挝留学生 300 人，是全国全日
制老挝留学生较多的高校；学校与泰国
清莱皇家大学、老挝国立大学联合办学，
培养应用型复语人才600余人，毕业生全
部就业。2015 年，学校被省教育部门列
入云南省国门大学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
目单位。学校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积极开展普洱地方民族文化传承创
新研究，其中拉祜族、佤族研究走在前
列；普洱学院教师领衔创作的具有浓郁
边地民族风情的普洱绝版木刻在中国版
画领域独树一帜；学校精心打造的民族
民间鼓乐协奏组曲 《山魂鼓韵》 在国内

外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2015 年，学校
被省教育部门、省民族部门评为“云南
省第二批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

办学 40 周年是学校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为庆祝建校 40 华诞，定于 2018 年
12月28日举办校庆活动，我们诚挚邀请

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朋友、广大校
友拨冗莅临。热切期盼各界朋友、广大
校友聚首普洱学院，共谋蓝图。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普洱学院

2018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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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转型实现蝶变
——写在湖南文理学院建校60周年之际

寸积铢累 向多学科、多行
业的综合应用型高校转型

湖南文理学院坐落于沅澧流域的
常德市，源起于 1958 年创办的常德师
范专科学校。

1988 年 8 月，常德师范专科学校被
国家教育部门评为“全国优秀师专”。

1993 年 6 月改名为常德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1998 年被国家教育部门列
为“国家高等工程专科专业教改试点
单位”。

经过合并与重组，1999 年 3 月，
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常德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与常德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升
本，组建常德师范学院。2003 年 2 月，
常德师范学院更名为湖南文理学院。

1999 年升本后，学校坚持以学生

为根本、以教师为主体、以教学为中
心、以质量为生命、以市场为导向、
以地方为依托的办学思路，实施依法
治校、人才强校、质量立校、科技兴
校的发展战略，推进名师工程、质量
工程，逐渐从单一师范型向多学科、
多行业的综合应用型高校转型。

2005 年，在国家教育部门本科教
学水平评估中，学校“全面推进校县校
企合作，积极为地方培养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办学特色获得专家组认可，相
关成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披坚执锐 走出一条深度转
型的特色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
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
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标志着转型发展成为“十三五”
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

学校抓住国家转型发展机遇，打破
传统思维方式和办学模式，在地方院校
率先开展转型试点工作。全校上下思
想高度统一，形成了“六个转向”的转型
发展理念，即：办学定位从“传统教学
型”转向“现代应用型”，人才培养从“知
识本位”转向“综合素质本位”，教学方
式从“封闭式教学”转向“开放式教学”，
科研导向从“基础研究”转向“基础
与应用研究并重”，服务社会从“被动
适应”转向“主动引领”，“双师双能
型”师资队伍建设从“单一型”转向

“多元化”培养。作为湖南省两所转型
试点高校之一，学校通过主动适应国
家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培
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层次应用技术
型本科人才，走出了一条深度转型的

特色发展之路。
2016 年，学校被确定为国家“产

教融合工程应用型本科规划高校”，转
型发展经验被列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简报，向全国推广。

甲子华章 向国内一流综合
性应用技术型大学目标迈进

历史的足迹是一首用往事弹奏的
华章。经过 60 年的发展，学校凝练了

“博学弘文、明理求真”的校训，形成
了“尚善尚知尚行、爱国爱校爱人”
的校风。

从创业之初师生“苦战七昼夜”
“大战长茅岭”草创雏形到“地方性、

开放式、国际化”国内一流综合性应
用技术型大学的远景描绘，彰显了文
理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从“三字

一画”师范技能培训到获批“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刻画
了文理人教育质量提升的光辉历程；
从摘得“全国优秀师专”称号到被确
定为国家级别“产教融合工程应用型
本科规划高校”，揭示了文理人追求卓
越的内在品质；从进入“国家高等工
程专科专业教改试点”到荣获“水产
高效健康生产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与发展”两个协同创新中心，展示
了文理人向往现代的不懈努力。

目前，湖南文理学院正按照建设
“地方性、开放式、国际化”国内一流

综合性应用技术型大学的目标稳步前
行。学校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
运，以 60 年的沧桑砥砺见证了今日华
彩篇章，以一甲子的岁月峥嵘期待着
来日再创辉煌。

（易 姣 杨 云）

在 衔 枚 疾 进 的 2018，
湖南文理学院迎来了 60 周
年的校庆。巍巍武陵，见证
了她 60 载的志存高远；汤
汤沅澧，激荡了她 60 载的
澎湃豪情。

“十三五”以来，学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始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牢记立德树人
使命，学校党委行政锐意进
取，带领全校师生全面深化
综合改革，推进内涵发展，
以执着无悔和厚重积淀写了
一部充满奋斗与追求，光荣
与梦想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