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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化办学服务“海员强国”
——全国首家马士基 （中国） 培训中心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11 月 6 日下午，全国首家马士基
（中国） 培训中心授牌仪式在江苏海事
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江苏海院）
举行，标志着马士基 （中国） 培训中
心正式成立、马士基集团与江苏海院
在海员培训事务上的合作正式启动。
已有 114 年历史的丹麦马士基集
团，是世界十大船公司之首，拥有全
球较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服务网络
遍及世界各地，在全球 135 个国家设
有办事机构。江苏海院是首个与马士
基集团建立合作关系的中国高校。此
次合作，见证了江苏海院主动服务
“海洋强国”战略，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遵循“航海+”人才培养方
向，探索海事特色鲜明的国际化办学
之路。

授牌仪式现场
江苏海院成立于 1951 年，是新中
国创办的首所专门培养远洋船员和内
河船员的学校，被业界誉为“新中国
航海精英人才的摇篮”
，是江苏省高水
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全国高职院校
国际影响力 50 强和服务贡献 50 强单
位。随着国家“海洋强国”发展战略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推进，江苏海院敏锐地意识到，
培养胜任的当代海员，服务从
“海员大国”到“海员强国”的
转变，是历史赋予学校的使命。
2017年，学校与新加坡韦立国际
集团、几内亚UMS集团共建几内
亚江苏海院韦立船员学院。学
校还经巴拿马海事部授权，先
后为缅甸、孟加拉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培养国际海员 96 人。
BIMCO （波 罗 的 海 国 际 航 运 公
会） 2016 年发布的国际海员市场报告
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干部船员的缺口
将达到 15%以上，“胜任”的海员属于
稀缺资源。这就要求航海职业教育要
从培养“适任”人才向培养“胜任”

人才转向，“航海+”人才培养模式是
国际化办学的前提。那么，横亘在江
苏海院面前的难题是，用怎样的国际
化视野和标准来培养“胜任”船员？
孔子曰：“欲得其中，必求其上；
欲得其上，必求上上。
”因此，学校办
学必须向国际一流海事院校看齐，向
国际一流企业看齐。从德国维斯马应
用技术大学海事技术学院、挪威
Kongsberg 海事公司、挪威西福尔德海
事大学，到丹麦马士基集团斯文堡培
训中心、马士基阿伯丁 （英国） 培训
中心，都留下了江苏海院考察团求知
若渴、拥抱变革、追求卓越的足迹。
丹麦马士基集团斯文堡培训中心尤其
给学校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中
心成立于 1978 年，拥有科学的理念和

先进的设备，为马士基航运提供了优
质的海员培训服务。江苏海院作为中
国涉海工程领域专业覆盖更全的职业
院校，一流的办学条件完全与国际接
轨，也让马士基集团斯文堡培训中心
情有独钟。合作之旅就此启动。
2017 年 3 月 ， 双 方 达 成 初 步 意
向；6 月，就具体合作内容签订意向
协议；10 月，马士基集团应邀加入江
苏海院发起成立的“泛长三角港口与
航运国际职教集团”；11 月，双方签
订“马士基 （中国） 培训中心战略框
架协议”。
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6日授牌仪
式之前，马士基培训中心资深海事审核
专家参照相关国际标准和马士基集团相
关体系审核要点，对江苏海院船员培

训质量体系进行了严格的现场审核。
江苏海院以零缺陷顺利通过审核。
双 方 商 定 ， 在 现 有 BRM 和 ERM
培训项目基础上，逐步拓展合作内
容，直到合作项目全覆盖。马士基
（中国） 培训中心的成立，对加深中国
航海教育与国际深度融合起着积极推
动作用，为中国航海精英人才走向国
际市场、加入现代化船舶团队提供智
力保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江苏海
院坚持与海事同舟、与国际接轨、与产
业融合，力争创建国内领军、世界一流
的海事高职院校，在与马士基集团这样
的国际企业的合作中，正逐渐探索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海事职业教育的领航之
路。
（陈江江 程 萍）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校企合作

共建跨境电商人才培育新模式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是首批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位于“三江
之口、七省通衢”的江西省九江市，创办于 1960 年，现有教职
员工 838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76 人，90%以上的专业教师具
有双师素质，招生遍布全国 31 个省份，全日制在校生 1.5 万余
人。学院拥有省级示范、特色专业 8 个，国家级别、省级精品课
程 33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1 门，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 3 个。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8%以上，2012 年被国家
教育部门评为“全国 50 所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
近年来，该校积极顺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
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数字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率先

提出了校企合作共同打造“灯塔”跨境电商人才培育项目，大
力培养具有高水平跨境电商运营技能人才。该项目由江西财经
职业学院、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赛群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实施，受训学生集中接受 1 个月校内跨境电
商理论教学、6 个月校内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实操、3 个月杭州跨
境电商带薪顶岗实践，该项目切合当前跨境电商发展的蓬勃形
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政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
策导向。依托“灯塔”跨境电商人才培育项目，该校按照阿里
巴巴总部装修风格建成 1000 平方米的“阿里巴巴跨境电商人才
培育基地”
。

学院与阿里巴巴签约

服 务 “ 一 带 一 路”，
抓住跨境电商发展契机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
，支
持企业建设一批出口产品海外
仓，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
展。截至 2018 年，我国已设立 13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中美
贸易摩擦、我国出口相对疲软之
际，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促进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之
一。江西财经职业学院领导审时
度势，调研杭州、重庆、兰州等
我国主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人
才需求，主动与阿里巴巴、杭州
赛群等知名企业接触，洽谈校企
合作联合培养跨境电商人才相关
事宜。自 2016 年 5 月起，先后引
入阿里巴巴“百城千校 百万英
才”
、跨境电商人才中级认证等项
目，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提炼出以
“163” 人 才 培 育 计 划 为 基 础 的
“灯塔”跨境电商人才培育项目。
2017 年 6 月 ， 学 校 与 阿 里 巴 巴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
赛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校企
合作协议；2017 年 7 月，首批 83

学员参加阿里入职培训

跨境电商理论课程学习

名“灯塔”学员进入项目进行孵
化。经过 7 个月的校内培训、3 个
月的校外实习，83 名学员全部进
入江浙地区的跨境电商企业高薪
就业，并迅速成长为企业骨干。
部分优秀学员通过项目推荐，进
入上市公司工作。

跨境电商教学融入
现代学徒制，实现教学
做一体化
将专业发展与行业产业对
接。为适应当前跨境电商对人才
培养的需求，2017 年学校对电子
商务专业教学大纲进行了调整。
通过在电子商务专业开展跨境电
商项目，有针对性地培养跨境电
商人才。通过建立专业动态调整
机制，主动对接阿里巴巴、杭州
赛群等区域产业群，逐步形成集
成度高、区域 （行业） 急需、特
色鲜明的专业发展格局。
将教学内容与工作岗位对
接。学校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以校企合作为基础，对跨
境电商行业人才需求和岗位职业
能力要求进行调研，建立起以项
目课程、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

新工科春风化雨

有机结合的教学体系。在校企合
作过程中，组建专业和企业课程
开发团队，将职业道德、典型工
作任务、职业技能融入到专业教
学中，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对接、专业课程与岗位对
接，让学生走出校门就可以轻松
走进企业。
将教学过程与职场过程对
接。校企共同制定学生从学习到
实习过程的衔接方案和运行机
制。搭建了校内外跨境电商线下
体验店、产学研创新试验区、校
企合作产业园、校外顶岗实习基
地等平台；在教学过程中让全体
学生运营企业真实平台，并将业
绩计入考核。“灯塔”项目在 6 个
月校内跨境电商平台运营实操环
节，按照师生比 1∶9 的标准安排
来自杭州的企业金牌讲师实施教
学。其间，每名企业讲师带领 1
个团队进行阿里巴巴国际站公司
的真实产品运营，通过运营市场
绩效评价学业绩效。以工作过程
为线索，以任务为驱动，以行动
为导向，实施个性化教学。学员
在做中学，导师在做中教，实现
教学做一体化，在做中达成教学
目标，有效提高了学员们的学习
效率。项目孵化时，学生能同时

阿里高管为学员授课

运营两家以上的企业跨境电商业
务。凭借优异的教育教学质量，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
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助推区域经济发
展，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针对该校所在九江地区小微
企业较多的特点，学校主动开放
跨境电商人才培育基地，近两年
联合中小企业机构培训中小企业
主 120 名；举办“跨境电商发展
论坛”，邀请行业主管、高校学
者、企业主、跨境电商创业者来
校共话跨境电商发展。支持 26 家
本地内贸电商企业开展跨境电商
转型。帮助学校新疆、西藏籍少
数民族学生开展边境贸易，贸易
额达到 3000 余万元。通过跨境牵
线，学校校友陈期贤创办的广东
黛亚集团成功与非洲安哥拉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
开发该国房地产、手机等市场业
务。
“灯塔”项目运营以来，学校
先后吸引了江西农业大学、成都
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兴安职
业技术学院等 21 家高校到校考察
交流。
（叶 睿 黎小平）

学员参加阿里总部招聘双选会

学员在赛群网络科技公司实训

产学研协同育人

——湖南农业大学理学院新工科建设探索与实践纪实
湖南农业大学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的重
点农业院校，办学宗旨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发展
培养应用型和综合型专业人才。为响应国家教
育部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的政策方向，学校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形成了专业设置与实
际应用相结合的办学特色。材料化学专业负责
人喻鹏博士在谈“新工科建设”时曾经说过：
作为一个工科专业，湖南农大材料化学专业应

紧密结合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具体实际，推进材
料化学专业基础支撑大农学新工科建设综合试
点改革，实现材料化学与大农学的融合创新和交
叉发展。积极探索材料化学专业与湖南省植物提
取物协会 61 家企业产学研合作并协同育人模
式，凸显生物质源功能材料实际应用的新工科建
设办学特色，努力为现代提取物企业、化工企业
或农业企业培养理论基础深厚、应用技能较强的
应用人才。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制定“工程范式”校企合作
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方案
学院新工科建设改变原有的“科学范式”
课程体系，以“工程范式”为指导，增加工程
类课程，建设一个由科学类、人文类、专业类
和工程类课程组成的完整新工科创新型工程人
才培养理论课程体系。按“实验内容工程案例
化、综合实验小试化、生产实习中试化和毕业

实习企业生产车间化”思路，构建由校内“基
础实验—实践训练—综合训练”模式实验室模
块课程、校外创新创业工程人才实践课程，保
障学生工程意识、工程思路、工程过程技能的
充分锻炼，提高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

建设多层次、多样化素养培
养实践体系
学院依托区域产业优势，推进科教结合、
产学融合、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体制机制改
革，探索建设服务区域新产业、新业态、新技
术发展的多层次、多样化素养培养实践体系。
整合校企信息化资源，建设自修课程信息化平
台。为学生提供安全类课程、标准类课程、智
能类课程、工程类课程、设计类课程、管理类
课程和美学欣赏类课程等网络在线自修课程。
建设以“工程案例或工程设计”为中心的实验
课程体系。拓展学生在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

夯实实际操作的理论基础。整合国家植物功能
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兽药工程
技术中心、湖南农业大学化学省级实验示范中
心、湖南农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等优势资源，
构建植物资源有效成分绿色提取工艺探索实践
训练平台、已提取植物有效成分结构表征与解
析训练实践平台、已提取植物有效成分在畜药
中的应用实践训练平台。创建“植物资源有效
成分提取与应用绿蔓实践平台”和“植物资源
有效成分在日用品中的应用丽臣实践平台”。
培养学生实验技能、产业技术、智能技术、物
流技术和工程协作协调能力，打通学生通往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岗位的“最后一公里”。

校企共建材料化学专业特色
创新班
学院从地方农业院校出发，以校企合作模
式，探索并实践关于新业态、新工科人才培养

中工程教育的共性与规律性，建设“工程范
式”农业院校材料化学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方案、1 个大学生辅修课程自修平台、3 个校
内创新实践平台和两个校企合作工程实践平
台。学校还与企业共同试办“材料化学专业提
取物应用绿蔓创新班”，实行导师制，校企双
方派遣导师，开展学生第 3 年学习和创新实
践、工程实践指导。为农业院校材料化学专业
新工科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全方位创新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湖南农业大学将一如既往地主动对接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技术创新要求，把握
行业人才需求方向，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挥
自身优势，凝练办学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协同育人，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能
力，培养具有较强行业背景知识、工程实践能
力、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