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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市，
是我国首批 15 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之一。学校
现有星湖和大旺两个校区。星湖校区坐落于著名的七星
岩风景区，大旺校区坐落于肇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学校占地面积 1283 亩，总建筑面积近 50 万平方
米，校园建筑风格独特、气势恢宏，是全国环境优美的
民办大学之一。

办学 23 年来，学校已成为工、管双轮驱动，工、
管、经、文、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
现设有 13 个二级学院、1 个通识教育中心。建有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建筑、财经商贸、艺术创意等五大实验
实训中心，各类实验实训室 157 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 1.15 亿元。图书总数 116 万册，中外文期刊 1100 多
种。现有省级重点专业1个，省级财政资助专业6个，省
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个，省级公共实训中心 1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1个，省级决策咨询基地1个。

为了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
二级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部分管理及教辅部门领导
和教师。

一、招聘岗位

（一） 二级学院
1.建筑工程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工程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 1

名；
3.计算机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4.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5.商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6.财经政法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7.艺术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8.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9.外语学院院长、兼职副院长各1名；
10.体育学院院长、兼职副院长各1名；
11.健康与家政管理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各1名；
12.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13.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14.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二） 管理及教辅部门
1.人事处处长；
2.教务处处长；
3.科技处处长；
4.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5.图书馆馆长。
（三） 专任教师
教学、科研、实验实训专任教师和辅导员。
1.公共基础课教师
数学、物理、英语、体育、哲学、中文、思想政治

教育、心理学等。
2.专业课教师
建筑学、建筑工程、工程造价、市政工程施工管

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电机与
电器、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移动通信技术、应用电
子技术、新能源汽车、汽车服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
术、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电子商务、商务英语、网
络工程、图书情报学、社会工作、家政服务、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流管理、艺术设计、康复医疗、商务日
语、西班牙语、财务管理、会计学、法学、金融、国际
贸易、音乐、舞蹈、数字媒体、网络媒体、应用统计
学、广告设计、音效技术、播音主持等相关专业。

二、应聘条件

（一） 二级学院和管理部门正职应聘条件
1.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 熟悉高等教育和高校管理，对专业建设、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有较深入的研究，在本学科具有较高的学
术声望，工作业绩突出。

3. 具有与应聘岗位一致或相关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和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65 周
岁。其中，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精通一门外语，年龄不超过55周岁。

4. 具有本科教学工作经历，作风民主，有较强的服
务意识和奉献精神。

5.具有5年以上教学科研管理经验，并在本科院校担
任过拟聘岗位的正职或相应岗位副职 3 年以上，具备较
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交流沟通能力、行政管理能力和调
查研究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富有开拓创新
精神。

6.同等条件下年轻者优先聘用。
（二） 产业或兼职副院长应聘条件
1. 具有与应聘岗位一致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55 周
岁。

2.具有5年以上生产一线工作经历，了解产业发展趋

势和人才需求，熟悉本行业前沿新技术、新工艺、新标
准。

3. 现任大中型企业或市级以上行业学会及协会的中
高层领导干部，并能够安排一定规模的学生进行企业实
践和生产实习。

4.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交流沟通能力、行政
管理能力，能够主动支持和配合所聘学院其他领导开展
工作，每周至少有两天时间来校参与学院的管理和重大
事项的研究、处理。

5. 有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工作思路和具体措
施，积极促成所在单位和学校的全面合作，组织协调所
在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实践，并能取得比
较显著的效果。

（三） 专业教师及各层次人才应聘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忠诚教育事

业，认同职业教育，治学严谨、教风端正、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勤于实践，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协作精神和
团队意识。

2. 应 （往） 届全日制博士毕业研究生和硕士毕业研
究生一般应在 45 周岁以下；来自企业、行业一线的中级
职称 （含） 以上人员，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
下。

3. 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63 周岁以下，专业带头人
和紧缺专业可放宽至65周岁。

4. 特殊人才 （指在教学、科研、生产一线具有特殊
技能、能作出特殊贡献和办学特别需要的人才） 可以不
限学历、职称，按其影响和技能水平引进，年龄可放宽
至65周岁。

5. 辅导员应为中共党员，学历一般为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全日制本科。

三、待遇与补贴

（一） 住房标准
学校向居住在肇庆市区与大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外的新引进人才提供住房。具体标准如下：
1.为正高职称人员提供两室一厅住房一套。
2. 为副高职称人员、专业带头人、博士毕业生提供

两室一厅或一室一厅住房一套。
3. 为中级职称、硕士研究生毕业人员提供一室一厅

住房或套间一套。
（二） 安家费标准
学校为从外地 （除肇庆市区与大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以外） 新引进人才提供安家费。具体标准如下：

1. 正高职称人员、博士研究生毕业人员给予一次性
10000元补贴。

2.副高职称人员给予一次性8000元补贴。
3. 中级职称、硕士研究生毕业人员给予一次性 5000

元补贴。
（三） 工资福利
教师工资按个人学历、职称等条件确定工资等级，

业绩补贴根据业绩成果发放。新引进各类人员工资福利
如下：

1.二级学院和管理部门正职年收入15万—25万元。
2.正高职称人员年收入13万—18万元。
3. 45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年收入15万—21万元。
4.副高职称年收入10万—14万元。
5.硕士研究生年收入7万—10万元。
6.中级职称年收入6万—10万元。
7. 特殊人才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安家费、业绩

补贴等可以面议。
8. 符合肇庆市人才引进政策的人员可同时享受政府

部门发放的人才补贴。
9. 在岗工作期间按照学校规定发放节日慰问金、年

终奖等，并缴纳“五险一金”。

四、应聘须知

凡是符合我校招聘条件并愿意应聘的人员可以通过
电子邮箱或函寄的方式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前报名，也
可以直接到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人事处报名。报名
时，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纸质材料和对应的电子
文档）。请将应聘材料的电子版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到人
事处邮箱：gdgs002@126.com，压缩包命名为：“应聘
部门+应聘岗位+姓名+手机号码。”应聘材料要求：

1. 个人学历、工作经历、职称和其他证明材料。包
括学历 （含本科阶段）、学位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等材
料，近 5 年主持的科研项目、发表的学术论文、发明的
专利、出版的专著和各类科研奖励的复印件等。应届毕
业生还需提交在校期间学习、社会实践、获奖情况。

2.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岗位应聘报名登记表，从
学校网页通知公告栏下载。

3. 学校通信地址：广东省肇庆市七星岩旅游景区广
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邮编526040）

4.学校网址：http://www.zqtbu.com/
5.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杨老师：0758-6179232 13560929515
宾老师：0758-6179008 18666779180

二级学院院长、产业副院长、管理及教辅部门领导和教师启事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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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大爱
高扬奋进逐梦风帆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创办于1989年，
由香港爱国同胞郑裕培先生为纪念令先翁
敬诒先生一贯“昌教培才”之精神而捐资
兴建，命名为培教中学，2003年易名为培
教职业技术学校，2006年易地重建的新校
落成，更名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经过 30 年的奋斗积淀，学校实现了
4 次跨越式大发展，由一所乡镇中职学
校成功跻身国家示范学校。2006 年，学
校 被 评 为 “ 广 东 省 重 点 中 等 职 业 学
校”；2009 年，被评为“国家级别重点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 2011 年 ， 被 确 立 为

“广东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同时被
确立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立项建设单位；2015 年，高质
量通过“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评估验收。2008 年至 2019 年的
12 年间，学校有 11 次被评为顺德区先
进学校。先后被授予广东省巾帼文明
岗、广东省绿色学校、广东省安全文
明校园等光荣称号。2018 年 2 月，学
校 被 教 育部门评为“国防教育特色学
校”；2019 年 3 月，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

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学校”；2019 年 8 月获广东省级教学成果
两项一等奖⋯⋯

准确定位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经过数年积淀，学校不断发展壮大。
建立了两所学院，办学层次实现新提升。
2019 年，被确立为高职专业学院试点单
位。与高校、企业共同建设混合体制的

“广东轻工顺德珠宝产业学院”，两所学院
均在 2019 年顺利实现招生。

学校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开设了机
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
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珠宝
玉石加工与营销、电子与信息技术专
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应用
和电子商务十大专业。落实顺德区集
团化办学部署，大力开展专业改革和
整 合 ， 发 展 特 色 专 业 、 打 造 品 牌 专
业，初步建成具有学校特色的、高品
质现代制造类专业群和珠宝艺术服务
类专业群两大专业集群。目前，机械
加 工 技 术 专 业 、 电 子 与 信 息 技 术 专
业、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和珠宝玉石
加工与营销专业为广东省重点建设专
业。学校连续 12 年承办省级数控类技
能竞赛，获广东省教育部门颁发的技
能竞赛“特殊贡献奖”和“突出贡献
奖”。机械专业获评 2018 年广东省中
等职业学校“双精准”示范专业建设
储备项目；珠宝专业获评 2019 年广东
省中等职业学校“双精准”示范专业。

琢玉育人
架起学生成才金桥

作为广东省职业学校创新发展的
新标杆，学校为学生创造了全方位的

成 才 环 境 、 提 供 了 多 样 化 的 成 才 选
择。一批批学生通过就业、升学、竞
赛等多元化路径，成长为各具特色的
技能型、实用型人才，让出彩人生从
这里起步。

德育品牌熠熠生辉。学校遵循“为学
生成功奠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
旨，确立“每位学生都可培养，每位学生
均可成才”的学生观和成才观，形成“琢
玉育人”理念，打造特色“琢玉文化”，
坚信每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经过精心雕
琢，都可成为独一无二的美玉。创新实施

“温润”德育模式，扎实开展理想信念、
中华传统、道德品行、法治安全、心理健
康五大主题教育，积极推动“琢玉文化”
校园建设深入开展。2017年，“琢玉”育
人品牌获“顺德区中职学校特色德育品
牌”称号。2017—2019年，学校在广东省
文明风采活动中夺得一等奖98项，连续3
年获得广东省优秀组织奖。

人才培养多点开花。学校紧贴产业
需求，以构建职业岗位能力为核心，全
面推行“校企共融、工学结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施“双元三段
式”“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
等方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实现

“企业开设课堂、车间办进学校、课程
对 接 岗 位 ”。 学 生 基 础 扎 实 、 专 长 突
出、适应力强、综合职业素养高，受到
企业一致欢迎。2018 年毕业生全部就业
率，对口就业率 95.68%。珠宝专业优秀
毕业生进入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担任
实习指导教师。

学校各专业还分别与佛山职业技术
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建
立合作关系，开展中高职衔接“3+2”
分段招生培养改革试点，进一步拓展学
生成才通道。学校发挥办学优势，积极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部署，为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才，输出职业教
育优秀成果，为津巴布韦培养珠宝专业
国际型人才，首批津巴布韦留学生已于
2017 年 6 月顺利毕业回国。学校成为佛
山市首所招收留学生的中职学校。

在 2012—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大赛中，学生共获 8 项一等奖、4 项
二等奖。2012 年以来，学生在广东省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中夺得 43 个一
等奖、30 个二等奖、11 个三等奖。2018
年 5 月，学校数控专业代表队在全国职
业院校 （中职组）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项
目竞赛中勇夺全国一等奖，创造了学校
学生连续 6 年在数控类项目竞赛夺得全

国一等奖、3 次在数控车加工技术项目
竞赛夺得全国之冠的骄人成绩。2019
年 5 月，珠宝专业学生参加 2019 年全
国职业院校“赛证融通”邀请赛珠宝
加工赛项，勇夺全国第二名。2019年8
月，珠宝专业毕业生勇夺第 45 届世界技
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银牌，开创佛山中
职教育人才培养新高度！

担当使命
夯实内涵发展之基

学校实现办学水平提升、迎来跨越式
大发展，离不开一支勇于担当的优秀师资
队伍。学校依托校企合作平台，实施“四
大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工程、精英教学团
队建设工程、“双师”素质培养工程和兼职
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骨干教师既能担任学校教学任务又能
胜任企业技术岗位，企业技师既是企业技
术骨干又是学校教学能手，实现了“校企
共通、专兼结合”。学校现有教师队伍中，
全国技术能手2人、南粤优秀教师4人，高
级教师50人、高级技师28人；学校在编教
师全部取得本科以上学历，12人为硕士研
究生，55人获硕士学位。“数量充足、素质
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队伍成为闪亮的教育名片，
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卅载光阴弹指过，未经磨染是初
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热爱职教、奉
献职教的郑敬诒职校人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把忠心献给祖国，把精心献给
职教，把爱心献给学生，努力办扎根中
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职教，培养
更多实用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人
才，为促进职教深化改革、提质升级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去缔造学校更加美好
的未来，去编织事业更加精彩的明天！

（林家祥 黄惠玲）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价值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推动，更是广大职校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
懈努力的结果。佛山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便见证更参与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其中举足轻重、灿烂夺目的那颗星，堪称
新时代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样本。在郑敬诒职校三十华诞之际，就让我们去感受职教人的那份执着、担当与荣光！

卅载砥砺峥嵘路 担当跨越向未来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发展纪实

三十而立。三十岁的人
生，风华正茂，充满生机与
希望；三十岁的郑敬诒职业
技术学校，成熟厚重，洋溢
活力与激情！2019年8月
27日，珠宝专业学生陈奇
亮勇夺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珠宝加工”赛项银牌。
在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全
国珠宝制作职业技能竞赛全
国院校选拔赛中，学校珠宝
专业学生分获一、二等奖；
在第四届长安杯中国（东莞
长安）模具设计与制造技能
大赛数控综合应用技术项目
比赛中，学生获一、二等
奖；因在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作出重大贡献，学校
受到广东省政府部门表彰，
予以记功，由此攀上了集体
荣誉的又一座高峰……这
些，仅是郑敬诒职校鸿篇巨
制中的小小章节。三十年时
光荏苒、岁月磨砺，郑敬诒
职校写下了辉煌灿烂的昨
天，正向更加精彩的明天全
力进发！

津巴布韦留学生在郑敬诒职业津巴布韦留学生在郑敬诒职业
技术学校的精彩生活技术学校的精彩生活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正门口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正门口

李保俊校长（右）、林家祥执行校长
（左）迎接陈奇亮（中）荣归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