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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
努力打造高水平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群

广 西 建 院 坚 持 依 托 建 设 行 业 办
学，厚植建筑类专业优势，强化人才
培养新担当，形成了以全日制高职教
育为主，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
教育、岗位培训与技能鉴定等全方
位、多层次的办学新格局，建立起全
程化、全覆盖的“课堂教学—项目训
练—岗位锻炼—企业实践”的技能型
人才培养体系。学校拥有“国家高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中央财政支持
的职业教育建筑技术专业性实训基
地”等 6 个国家级别实训培训基地以
及 8 个自治区级示范性实训基地、6 个
自治区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1
个民族文化传承职业教育基地。是国
家教育部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 50 强 ”， 国 家 教 育 部 门 首 批 百 所

“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教育部门、
财政部门确定的“优质省级职教师资
培养培训基地”。2019 年，学校被广
西壮族自治区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审
定为广西高水平高职院校立项单位

（已公示），被国家教育部门、财政部
门确定为首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单位。

广 西 建 院 以 建 筑 工 程 技 术 专 业

群、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群建设为重
点，带动其他专业群及相关专业建
设，努力将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打造
为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群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核
心，由工程测量技术、建设工程监
理、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3 个骨干专业
组成。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是广西壮族
自治区优质专业、优势专业，拥有国
家职业教育建筑技术专业性实训基地
1 个、自治区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 1 个、自治区首批示范特色专
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1 个、国家精
品课程 1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 3 门。已建成

“广西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发
展研究基地”，引领广西区域的土建类
高职专业向纵深处发展。

聚焦师资
推进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建设

近年来，广西建院不断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努力培养新时代“四有”
好老师；聚焦产业高端，引领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全面实施教
师素质提升计划，分级打造师德高
尚、技艺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骨干
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等高层
次人才队伍。现有“全国模范教师”1

人、“全国优秀教师”1 人、“广西教
学名师”3 人、“自治区优秀教师”3
人、自治区教学团队 3 个。

2019 年 8 月，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教学团队获批全国首批“国家职业教
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
该创新团队骨干成员共 23 人，其中

“双师型”教师占比 85%，教授及教授
级高工 6 名，博士 3 名，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占比 70%，产业导师 4 名，
均有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且均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整个团队年
龄、职称结构合理，创新教学实践能
力强。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
奖一、二、三等奖多项；近 3 年，教
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技能竞赛，荣获
国家级别各类奖项 24 人次，自治区级
各类奖项 74 人次；教师参加职业院校
信息化教学大赛等教学竞赛荣获全国
二等奖 1 项，自治区一等奖 5 项、三等
奖 5 项。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师生团队
作品荣获第三届国际 BIM 大奖赛“最
佳高校 BIM 技术-设计应用奖”。

产教融合
形成校企双元育人的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依托广西建设行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秘书单位、广西建设职教集团
牵头单位以及学校校企合作发展理事

会等优势平台，加强与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广西建工集团、柳州轨道集
团等 100 多家国有、民营企业长期稳
定合作，共建二级学校 1 个、实训室
11 个、创新创业基地 18 个、订单班 11
个、校内产教融合园区 2 个，校外实
训实习基地 200 多个。学校“AI+智慧
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院项目入选教
育部门“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
能学院项目学校名单。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群团队与广西建工集团、广西大
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景典装配
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互联立方
等知名建筑企业深入合作，建立了建
筑工程检测生产性实训基地、BIM 技
术应用生产性实训基地和装配式建筑
施工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测量技术研
发中心、BIM 技术应用研发中心、工
程检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丰
富了校企合作办学资源，有力推动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了高水平专
业群的内涵建设。

积极探索
推动“1+X”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

广西建院作为国家首批“1+X”
证书制度建筑信息模型 （BIM） 证书
试点院校，大胆探索，积极推进试点
工作，将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内容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学历证书课
程+BIM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合互通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如建筑工程技
术专业以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
目标，基于工作过程对课程进行模块
化分解，以实际工程 BIM 模型贯穿整
个教学过程，以一个 BIM 实际工程为载
体，贯穿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借
助 BIM 技术实现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
法等教学改革，在既有课程中植入 BIM
模块。针对不同层次的生源入口，进行
专业课程和 BIM 课程的模块化组装，搭
建了分层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学校在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设立

“1+X”证书中心，开发证书课程，建
设相应的师资团队，面向社会开展证
书培训、帮助学生获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过程中加大数字化教
学资源的建设力度，校企共
同开发活页式、模块化教学
资源，满足教学、培训以及
认证考试需求。通过校企深
度融合，实现“1+X”证书
制度试点背景下的 BIM 技术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努力探
索“1+X”证书制度试点背
景下校企深度融合 BIM 技术
人才培养的新路径。目前，
学校已组织了两批建筑信息
模型 （BIM） 证书等级证书的考试，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迈出实质性
步伐。

厚植优势
强化为产业及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

广西建院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为己任，锐意改革创新，已发展成
为广西主要的建设类专门人才培养基
地。学校继续教育中心拥有 5 个自治
区级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和 5 大培训机
构 （资质），近 5 年累计为社会培训各
类学员 13.3 万人。在贫困地区开展职
业教育扶智扶贫、开展“科技规划下
乡”，面向农民工开设“打工课堂”，提供
建筑实用技能培训服务，培养了大批扎
根广西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技术技能人
才，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高职院校的专业群建设，需面向
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契合产业的发
展趋势和需求。广西建院建筑工程技
术专业群，坚持产学研深度融通发
展，积极联合企业开展工法研究和技
术攻关，近 5 年来获批自治区级施工
工法 4 项、自治区级以上建筑工程 QC
成果 8 项。利用校属企业广西建筑科
学研究设计院的优势资源和科研力
量，建设集教学、科研、培训、认

证、服务为一体的 BIM 技术研发应用
中心、建筑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基于
云架构下的产学研 BIM 服务平台，在

装配式建筑、BIM 技术、VR 实训资源
开发、建筑节能等方面积极为建筑产
业高端化发展服务，并发挥了重要作
用。学校凭借毗邻东南亚的地缘优
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制
定亚热带地区建筑技术标准，为广西
建工集团等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建设项目提供设计施工造
价管理、BIM 技术、装配式建筑技术、建
筑标准推广、人才培养和员工培训等全
方位服务。目前，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
教师充分发挥技术技能优势，立足广
西、面向东盟，创建建筑“鲁班工坊”，开
展技术培训与技术服务，助力广西深入
落实推进“一带一路”规划实施。

下一步，广西建院将以“双高”
建设为契机，以深化校企合作为抓
手，围绕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发
挥专业建设集群效应，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打造广西建筑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将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群建设成为服务广西及东盟
区域建筑业信息化、工业化、绿色化
高端发展，全国领先、国际有影响的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提供行
业技术标准和职业教育的模式与标
准，助推中国建筑业走向世界。

（陈 熙 唐未平 文 澜）

勇立潮头筑梦育人 根植行业笃行致远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推进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作纪实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广西
建院”）是广西仅有的一所公办建设类高职院
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示范性高职院校。学校
秉承“厚德、励学、敦行”的校训，崇尚弘扬
“鲁班工匠精神”，为国家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广西建院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在努力创建高水平高职院校的
同时，着力建成一批服务、支撑、推动建筑产
业发展的高水平专业群，打造助力建筑企业
“走出去”的行业人才培养培训新标杆。 20192019中国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在广西建院开幕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在广西建院开幕

20192019 年参加全国高校年参加全国高校 BIMBIM 应用应用
技能大赛颁奖现场技能大赛颁奖现场

12 月 10 日，武汉学院 2018 级腾讯班 29 名学生中，有
25 人获得了学业奖学金，这笔奖学金来自腾讯公司，每年
奖励总额 300 万元——这只是校企合作的一个缩影。

在武汉学院，校企合作对教学实践、招生就业、校园
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腾讯班、华为班、京东班、ACA
班、CIMA 班⋯⋯这一个个特色专业，是校企协同育人、产
教深度融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成果，产生了“1+
1＞2”的品牌效应。

众人拾柴：奠定坚实基础

武汉学院是一所非营利性民办大学，由腾讯主要创始
人陈一丹先生创办。他以公益办学为宗旨，分两期投资 20
亿元创建武汉学院，承诺“办学不取回报”，摸索践行“办
一所受人尊敬的民办大学”。

陈一丹先生的教育情怀吸引了众多企业家慷慨解囊，
为武汉学院捐赠资金，也为深度开展校企合作奠定了基础。

2016 年 12 月，“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完成
首轮共建基金募集，专项支持武汉学院的持续建设和发
展，其中包括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领捐 1 亿元、
腾讯主要创始人张志东捐赠 5000 万元、腾讯早期创始团队
成员吴宵光捐赠 2000 万元等。此外，学校还收到晓扬科技
投资董事长蔡明君、北京国华置业董事长房超、银禧环球
资产主席吴银龙等企业家的捐赠。

借助企业的技术支持，武汉学院建立起一批国内一流
的实验室，包括物联网实验室、云计算实验室、华为实验
室、武汉学院—腾讯网络安全研究中心、物流系统虚拟仿
真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贴近行业实际，紧跟技术前沿，
为校企协同育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携手名企：铸就品牌专业

2018 年，全国高校首个供应链管理专业，诞生在一所
民办高校——武汉学院，这是此前罕见的现象。

民办高校起初仅被视为公办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专
业设置、课程设计无一不是亦步亦趋参照公办高校。如
今，民办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武
汉学院首创供应链管理新专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
这个专业之所以诞生在武汉学院，是学校与京东集团深度
合作的结果。

京东参与了供应链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课程体
系、教材体系、师资团队、教学评价体系的建设，并在科
技创新、实习实训、毕业生就业、奖助学金资助、实验室
建设等方面与武汉学院展开全面合作与共建。

供应链管理专业在传统的物流管理基础上，融合了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京东将在这
些领域提供技术支持，并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学
生在大四时可以进入京东实习，成绩优秀者直接聘用，这
个专业因此也被称为京东班。

京东班实行校企学分互换制，课程体系引入了京东根
据供应链实际运行情况而设计的课程，学生研修并通过企
业这些课程的考核，可以获得相应学校学分，并取得京东
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

在京东班之前，武汉学院还开设了腾讯班、华为班，
与腾讯、华为达成了深度合作、联合培养的协议，将企
业的实践认证课程和人力资源需求嵌入学校的人才培养
方案，致力于培养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兼具的应用型人
才。

这些特色班还聘请了企业高管担任应用专业教授，
通 过 指 导 课 程 设 计 、 参 与 学 生 培 养 、 提 供 实 习 就 业 支
持、培训师资及合作科研项目等方式，充分发挥高校与
企业双方的优势，实现校企互利共赢，打造应用型品牌
专业。

一本招生：培养高端人才

2016 年起，武汉学院获特批进入本科首批次招生，是
湖北省仅有的一所进入一本招生的民办高校。

获批进入一本招生的 4 个专业——腾讯班 （软件工程专
业）、华为班 （网络工程专业）、会计学 （ACA 班）、财务管
理 （CIMA 班），无一例外都有着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背
景。

学生龙武以高考 610 分的成绩被腾讯班录取，入校之
后，学校安排他和全班同学参观了腾讯公司，充分了解所
学的专业。“刚进入大学，就有机会和著名互联网公司的精
英工程师面对面交流，感觉大开眼界。”龙武说，从大一到
大四，他们不仅系统学习了专业课程，还在企业技术人员
指导下参与了软件项目实战，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都得到
了很大提高。

龙武所在的腾讯 1601 班，至今无人“挂科”，专业课程
整体平均分超过 85 分，不仅学费全免，成绩优秀者每年还
有丰厚的企业奖学金。全班 18 人，有 14 人在业界著名的

“蓝桥杯”程序设计大赛上获奖，7 人在“泰迪杯”数据挖
掘技能大赛上获奖。

比他们高一届的 2015 级腾讯班今年 6 月毕业，全班 28
人中有 12 人被腾讯公司录用，最终有 7 人选择入职腾讯，
还有 2 人考取了“211”大学研究生，其余学生进入字节跳
动、VIPKID 等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就业。

“我们不仅要培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更要培养引领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武汉
学院校长李忠云介绍。校企合作整合高校和企业的力量，
按照企业对人才素质能力要求，共同培养就业有实力、

“双创”有能力、发展有潜力，有志引领未来，具有国际
化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是校企共建专业进入一本
招生的初衷。

国际视野：助推人才成长

在公益办学的基础上，武汉学院拓宽了国际合作渠道。
会计学 （ACA 班）、财务管理 （CIMA 班） 是两个“国

际范儿”十足的特色专业，分别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
计师协会、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开展合作，采用

“学历+国际执业资格证书”的培养方式，将考证课程合理
融入到教学计划之中，并与德勤、普华永道、瑞华等 14 家
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共建实习实训平台。

不久前，ACA 班 8 门专业课程通过了英格兰及威尔士
特许会计师协会的质量认证，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期末考
试，就等同于通过证书初级阶段全球统考。

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了学校的品牌形象，也让学生受
益匪浅。今年 6 月，ACA 班 2015 级学生杨圣琳在悉尼科技
大学完成了学分交换项目，现在即将前往悉尼大学读研究
生。她说：“在国外名校访学让我的视野更开阔，也坚定了
继续深造的决心。”

2019 年 ACA 毕业班共 55 人，有 17 人考取国外研究
生，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克兰
菲尔德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等知名
大学。

今年暑假，李雨薇等 10 名学生前往南非斯坦陵布什大
学访学；每年寒假，学校组织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上述这些项目，均由学校全额资助。

武汉学院立足公益办学，利用校企合作打出品牌效应，
走出了一条“应用型、重特色、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努力
培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罗 茜）

华为班学生在华为武汉研发基地研学华为班学生在华为武汉研发基地研学

腾讯班学生参观腾讯总部腾讯班学生参观腾讯总部

携手名企办专业 优质生源引进来

武汉学院：校企合作产生品牌效应

武汉学院学生赴英国访学武汉学院学生赴英国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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