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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促产业“换挡升级”，校企同创共赢，“教育出海”服务“一带一路”

广州铁职院：跳好产教融合“集体舞”

“中国老挝铁路项目正在建设中，我来
中国学习汉语和铁路机车知识。”来自老挝
的李贺已在广州铁职院学习两个多月，他正
努力成为中老两国铁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
友好使者。

今年 9 月，李贺等来自老挝 4 所高职院
校的 17 名学生，入读广州铁职院铁道供电
技术、铁道机车和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3 个专
业。这 17 名留学生是全国铁路类高职院校
首批全日制学历教育留学生。

这仅是广州铁职院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行人才、技术“输血”“造血”的缩
影。近年来，中国铁路走出到哪儿，学校就
主动服务到哪儿。广州铁职院通过搭建教育
交流“双向车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交通轨道事业发展“授之以渔”，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使古老丝
绸之路的轨道交通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

“广州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城
市，我校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坚持‘引进
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搭建合作平
台。”雷忠良介绍说，广州铁职院坚信并践
行“众人划桨开大船”。今年 5 月，广州铁
职院牵头成立华南“一带一路”轨道交通产
教融合联盟。联盟成员包括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学院等两所外方高校、西南交通大学等
15 所国内高校、广铁集团等 17 家企业。联
盟打出研制轨道类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与规
范，开发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组合拳”，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本土化师资
与国际员工培养培训等。

“要将联盟建成人文交流的平台，通过
职业教育实现民心相通，推进与沿线各国人
文交流机制建设。”在原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相关负责人看来，华南“一带一路”轨道交
通产教融合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一带一
路”轨道交通职业教育同相关行业的产教融
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轨道交通教
育新的历史篇章。

广州铁职院依托联盟与俄罗斯国立交通
大学等高校签订了 《共建亚欧高铁合作学院
框架协议》。在学生交流、教师互访及培
训、共建轨道交通科研合作基地等方面，该
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同心同德，
联合开办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专业，共同开
发“铁路信号安全”等课程。

高铁“走出去”已成中国名片，而原来
在高铁输出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方面，仍存
在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缺乏等问题，需要以轨
道交通为主的高职院校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
对接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广州铁职院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是中国轨道交通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牵头制定
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专业的教学标准。雷忠
良希望广州铁职院为轨道类职业教育国际标
准与规范“添砖加瓦”，通过联盟输出“中
国范本”。

广州铁职院师生在“一带一路”对外交
流时还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让我国改革发展
伟大成就和光明前景“漂洋过海”，为促进
东西方文化融合递上中国的教育名片。在拉
曼大学游学时，广州铁职院商务英语专业学
生黄国浦发挥所长，和同伴一起介绍自己国
家的文化和铁路知识。

如今，当中国高铁向世界证明“中国品
牌”的闪亮光辉时，广州铁职院也树立起自
己的“高铁品牌”。目前，该校通过联盟开
发 3 个轨道类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进行
交流与输出，参与培训 3 期泰国轨道行业人
员、赞比亚铁路官员和铁路运营管理人员
等。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是新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
光荣使命。”雷忠良踌躇满志，未来，广州
铁职院这列“高铁”，将继续沿着产教融合
的“铁轨”，以铸一流师资、建一流专业、
育一流人才、产一流成果为“牵引力”，跑
出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加速度”。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前不久，来自全国 27 家轨道交通企业的 53 名接触网工到广州地铁
“华山论剑”，这些轨道交通“蜘蛛侠”现场较量毫米级精准操作。广州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简称广州铁职院） 毕业生邓志灵凭借“硬功夫”，
技压群雄，夺得首届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接触网项目冠
军。

邓志灵 2009 年毕业后，从一名普通班组成员迅速“蝶变”为接触
网高级检修师，成为肩扛重任的优秀工班长。他所在的班组，夺得广州
地铁列车脱轨事故联动处理技术比武团体之冠等多项荣誉。

这仅是广州铁职院立德树人的缩影。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广东
省仅有的一所以培养轨道交通人才为主的高职院校，广州铁职院坚持办
学依托行业服务行业，与广东乃至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同呼吸、共奋进。

该校打通产学研“壁垒”，“锻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广东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技术支
撑。

2016 年，完成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验收并被确定为广东省一流
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后，广州铁职院以梦为马再出发，着力挥洒出更
为精彩的教育“奋进之笔”。该校坚持依托行业、立足广州、服务全
省、面向世界的办学定位，以创新政校行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为引领，
以建设高水平轨道交通特色专业 （专业群） 为依托，以打造“名师+大
师领衔、专兼结合”高水平教学团队为关键，着力创建轨道交通特色鲜
明、全国一流、世界有影响的高职院校，助力广东省轨道交通产业“换
挡提速”，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添柴加火”。

广州铁职院省一流校高水平建设专业——
铁道供电技术，这两年迎来“大丰收”，累计
产出 8 项国家级别、13 项省级标志性成果。该
专业更是助力轨道交通类专业群，斩获国家级
别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一等奖。

广州铁职院曾隶属广州铁路 （集团） 公
司，2004 年移交广州市管理。“分家不分心，
我校服务轨道交通产业的办学定位从不动
摇。”在广州铁职院党委、行政班子的带领
下，学校一直坚持弘扬行业血脉，扎根行业大
地办教育，以华南轨道交通产业等需求作为办
学“罗盘”，深化专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持重点专业引领、骨干专业支撑、特色
专业带动、通用专业融合的调整策略。

“我们既走好两条‘钢轨’，又走出两条
‘钢轨’。”广州铁职院党委书记雷忠良解释

说，“走好”是脚踏实地，固守根基；“走出”
是仰望星空，顺时而动，服务好广州市乃至广
东省支柱产业发展。为此，广州铁职院坚持做

“优”轨道交通类专业，做“强”先进制造类
专业，做“精”电子信息类专业，做“实”现
代服务类专业。

到 2025 年，广州希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集成研发和产业基地。
今年 1 月，广东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
设规划的编制工作，推进“环线+放射线”珠
三角城际铁路网的建设，完善环大湾区城际轨
道网。

为更好地对接智能制造、轨道交通、现代
服务等珠三角地区重点产业链，助力构建粤港
澳大湾区交通“毛细血管网”，推动专业群与
产业群无缝对接，广州铁职院建立健全专业建
设随产业发展的动态调整、持续优化机制。围
绕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
关、教学资源共享的组建原则，华南轨道交通
产业升级发展、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需要
什么专业，该校就办好什么专业，提升专业设
置与华南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和

“依存度”。
“我们快速响应、精准施策，致力于把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打造成王牌。”随着
中国逐步迈入高铁时代，广州铁职院机车车辆
学院院长陈选民不仅带队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技术等专业“老树开新花”，还促使该学院
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新设动车组检修技术等专
业。

为助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广州支柱产业发展，广州铁职院还
增设物联网应用技术等特色新专业。“产业在

‘调频’，学校就要一起‘共振’。我们的新专
业都有浓浓的‘铁味’。”雷忠良介绍说，为使
新标准、新规范、新技术为学校发展助力，该
校特色新专业从“压舱石”轨道交通类专业中
汲取营养，延伸发展，开枝散叶。该校的“绿
叶”专业正逐渐荫护广州支柱产业发展，满足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广州铁职院通过撤、并、改、增等举措，
改造提升了传统专业，着力推进了专业建设

“强基、固本、散叶”，专业设置与产业脉搏
“同频共振”，形成了高度契合产业、集约建

设、轨道交通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目前，该
校专业对接轨道交通的“车、机、工、电、
辆、供”6 个领域岗位群，打造了轨道交通机
车与车辆、轨道交通供电与工程、轨道交通运
营与物流、智能装备制造与检修等 6 个吻合产
业集群发展的专业群，覆盖了轨道交通产业上
游的装备制造、中游的综合集成和下游的运维
服务。

广州铁职院电气工程学院教师刘让雄曾在
企业工作 18 年。他常把生产一线中的技术和
案例带到课堂，让学生们不出校门就能接触到
更新工艺。近年来，电气工程学院引进刘让雄
等 5 名企业实践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教学
生远离“纸上谈兵”，练就“真功夫”而非

“花拳绣腿”。
近年来，为打造一流师资，广州铁职院坚

持外引内培，构建“能文能武”的“双师型”
教师队伍。该校在“双师型”和“双师”结构
方面“双管齐下”，柔性引进行业、职教领域
领军人物和企业技术技能大师，多措并举打造
一支“大师名师领衔、骨干支撑、具有国际视
野”的高水平专业教学队伍。

王吉峰原来是浙江巨化集团公司一名高级
工程师。被引进到广州铁职院后，他迅速由能
工巧匠变身教学名师。他发挥所长，助力铁道
供电技术专业入选 2018 年国家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备选库。目前，广州铁职院每年邀
请超过 100 名行业企业能工巧匠，兼职参与学
校人才培养。

每周六，广铁集团工程师王新周会准时到
广州铁职院机车车辆学院，为学生讲授“轨道
交通车辆电器检修与维护”这门专业核心课
程。近年来，机车车辆学院建立了由 240 人组
成的企业兼职教师库。来自企业实战经验丰富
的“武教头”们，向学生们传授行业企业更实
用的“攻关秘籍”。

广州铁职院不但做强增量，更着力优化存
量。该校实施专业教师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能
力“双升”计划，引导校内教师到企业“回炉
再造”。该校全面推行校内专业教师“2+1”
校企交替工作制度；要求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
实践时间不低于 30 天；新入职专业教师如无
企业工作经验，5 年内需累计下企业实践不少
于 1 年。为了让教师从企业带回“真本领”，
广州铁职院不走过场，在“实践烈火”中“炼
铁成钢”，要求专业教师每年至少参与企业合
作开展技术研发、科技攻关项目 1 项。

广州铁职院为着力提升校内教师教育教学
能力，依托来自行业的能工巧匠，建立了 31
个“双师工作室”、3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企业

技术专家、校内教师共同带领学生从事小发
明、小创造，“真枪实弹”地培养学生实践技能。

“从学校到学校，我原来上课纯粹讲理
论，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张茂贵一毕业就进
入广州铁职院，由于没有企业工作经验，他缺
乏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通过下企业实践锻
炼，他不但拥有了大量企业真实案例，还引导
学生知行合一，获得过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一等奖等荣誉。

“我校专业教师正朝着‘三能教师’进
发，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训，
还能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雷忠良给出
一组亮眼的数据，目前，广州铁职院品牌专业
3 年以上企业全职工作经历的专业教师比例达
30%，“双师素质”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79.2%。
学校教师也在学校提供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
为，人才辈出，涌现出全国铁道供电专指委主
任委员 1 名、全国职业教育“轨道交通行业名
师”1 人、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教师工作
室主持人 1 名、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领军人才
1 名、省高层次技术技能兼职教师 11 人。

由于不同地铁车型检修时要匹配不同的
工艺转向架，广州地铁等企业不得不购置多
种工艺转向架。广州铁职院轨道交通机车车
辆检修装备研发创新团队负责人、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李涛，带队直击“痛点”，研发了
一款“万能”电力驱动工艺转向架。今年年
初，该发明获广东省教育部门基础研究重大
项目及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立项。

近年来，广州铁职院不仅引导教职工点
亮“科创星火”，解决企业难点、痛点和堵
点，该校还“联姻”企业，协同创新，产出
一流成果，助力产业“极速前进”。此外，
该校采用送教上门、集中培训等灵活开放的
形式，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培训服务。

今年，广州铁职院探索教师分类考核改
革，开展科研专岗试点。科研专岗教师以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工作为主，仅
承担少量教学任务。科研专岗教师熊志金现
在有更多时间泡在实验室，研发基于无线传
感器网络的地铁隧道安全监测系统，为地铁

“保驾护航”。
“为引导老师在产学研中提升教学水

平、社会服务能力，学校近年大刀阔斧地推
行改革，鼓励教师亲近产业、聚焦一线。”
广州铁职院科技处处长李营介绍说，学校出
台 《专业教师社会服务工作量核算办法》 等
新规，将教师开展社会服务情况与岗位级别
认定等直接挂钩，如对专任教师评价时，与
企 业 合 作 开 展 横 向 课 题 研 究 分 值 占 比 为
30%。

为避免地铁设备因零部件损坏而产生安
全事故，广州地铁等企业采用定期维修。由
于对设备零部件缺乏科学有效的“体检计
划”，定期维修等方式不仅容易增加维修成
本，还容易造成维修过度或维修不足等一系

列应用技术难题。
能否科学分析列车装备运行状态，为每

一种设备制定更科学、更经济的维修策略？
为破解轨道交通一系列应用技术难题，广州
铁职院集智聚力，联合广州地铁、广州新科
佳都科技有限公司等，申报成立了广州轨道
交通系统装备安全与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

“我校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
作为广州市首所拥有市级重点实验室的高职
院校，雷忠良推动学校联合广铁集团等企
业，分层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等技术创新平台，搭建产
学研结合的技术应用开发、推广服务平台。
这些独具特色的专业技术实践平台，成为广
州铁职院与企业同创共赢的利器。

钢轨产生眼睛看不出来的伤损，需要铁
路探伤工用仪器“把脉”。陈选民曾担任原
国家铁道部门钢轨探伤工技术比武裁判和职
业技能鉴定考评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钢轨
伤损诊断“医生”。因此，他时常被广州地
铁等企业请去培训一线钢轨探伤工。

广州铁职院是广东省仅有的具有 43 个
铁路特有工种鉴定权的高职院校，设有铁路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所、广东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点
等机构。该校每年为地铁、国铁及相关行业
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技能鉴定与考证，已成
为轨道交通企业重要的应用型人才南方培训
基地。

近两年，广州铁职院获得国家专利授
权 144 件，国家、省、市立项各类纵向教
科研项目达 79 个，新增到位经费 659.955
万元；开展横向课题 44 个，技术服务到账
经费 2563.88 万元，面向社会的培训近两万
人次。

“科创星火”促产业“跃马扬鞭”

铺就“一带一路”教育交流“彩虹桥”

让专业的“鞋”更合产业的“脚”

办学体制改革奠基校企协同育人“金字塔”

“组合拳”练就“文武双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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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职院“订单班”毕业生赖泽团已
是“动车医生”，经常为动车组“疑难杂症”
等“把脉问诊”。他还通过传、帮、带培养了
一批班组技术骨干。近年来，广州铁职院已
通过校企协同育人，为广铁集团等企业培养
了 1000 多名“动车医生”。

近年来，广州铁职院力撑一支体制机制
创新驱动的“长篙”，向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河
中“漫溯”，寻找“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
人”的一船“星辉”。

早在 2013 年，为打造产教融合发展浪潮
中的“联合舰队”，广州铁职院就联合 130 多
家企业，成立了广州工业交通职教集团。这
项市属高职院校组建职教集团的“破冰之
举”，吹响了该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
制机制大改革的“冲锋号”。

“近 3 年，我校体制机制改革大动作频
频，我们用体制机制改革的‘登山杖’，夯实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金字塔制度‘塔基’，攀
上了产教融合‘新高峰’。”据雷忠良介绍，
2015 年，该校借助职教集团内紧密型合作企
业及政府资源，成立了广州市属高校首个学
校理事会，打造了校企合作“升级版”。理事
会助推广州铁职院校企合作从“项目合作”，
升级到“契约合作”和“制度合作”，“人才
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
合作办学体制与协同育人机制自然生成，助

推该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制度轨道”
上蹄疾步稳。

“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改革重点应是内
涵、质量。”在雷忠良看来，校企合作不但
要在形式上创新，更要在内核上突破，“我
们在校企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前提下，找准切
入点，在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课
程、研发教材，共建、共享实习实训基地、
专兼结合‘双师型’队伍等关键环节寻求突
破。”为此，广州铁职院探索践行“产教一
体、寓学于工”人才培养模式。该校与广铁
集团、广州地铁、深圳地铁、东莞地铁等
知名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为企业量
身培养“来之能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无缝对接”产业
需求侧。

自 1994 年为广州地铁开设首个订单班以
来，广州铁职院坚持为广州地铁等 7 家企业

“量身定制”人才。相关专业的学生很多在大
一时就被企业“抢光”！近年来，该校订单式
培养人数占当年毕业生总数 60%以上，远超全
省平均水平。

毕业 5 年就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两次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广
州地铁订单班毕业生徐志标的成功，正是学
校校企协同育人硕果累累的缩影。“订单班学
生不光在校内学习培训，更充分利用企业资

源顶岗实习。”广州铁职院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王亚妮发现，订单班学生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已成为用人单位眼中的“香饽饽”。

2015 年，广州铁职院成为国家教育部门
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努力推进学校对
接企业、专业对接产业、学生 （学徒） 对接
岗位“三对接”，实现招生与招工、上课与上
岗、毕业与就业“三融合”。目前，学校 4 个
二级学院 6 个专业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其中
铁道供电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两个专业为
国家试点专业。

张林鸿既是广州铁职院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现代学徒制班”学生，又是广东泽城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准员工。入学后即到企
业，由企业安排两位师傅“手把手”地教

“实战技能”，学校教师到企业送教理论知
识，现代学徒制培养让他迅速成长为公司

“正式员工”。
从订单班到现代学徒制，广州铁职院的

毕业生离“大国工匠”越来越近。目前，广
州铁职院已与全国大多数铁路部门建立了人
才输送长效机制，成为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等城市地铁公司的人才定向输送学校，
为轨道交通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
水”。该校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比翼齐
飞”，获得“2018 年中国职业教育就业百强”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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