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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产业”打造物联网产业新样态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打造“混合模式”实践纪实

在悠悠沅水之滨，巍巍武陵胜
地，千古圣贤善卷故里，一座新兴学
府——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善卷中
学，如一枝新秀，悄然绽放于美丽的
江南城区。学校创办于 2000 年，早
期是一所“名校带民校”国有民办初
级中学，2007 年改制为公办初级中
学。2011年为解决江南城区初中学位
不足的义务教育发展瓶颈，学校整体
迁入新校区，并正式更名为善卷中
学，以有“德之祖”“帝者师”美称
而名闻天下的上古隐士——“善卷”
而得名。

善卷中学现有56个教学班，在校
学生3053人，教师216人，高级职称
38人，中级职称126人，学历全部达
标。学校环境幽雅，格调古朴厚重，
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设施先进，拥

有一流的育人环境。学校的每一座建
筑都是一道含义隽永的人文景观，其
设计理念都与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
理念密切融合。

为学生未来3年和30年着想，学
校始终秉持“培养健全人格，成就幸
福人生”的办学理念，立足学生终身
发展，对接学生未来，始终坚持以

“以人为本”“立德树人”为导向，将
办学理念深深根植于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线的德育与生命健康教育
之中，用理念培育人、塑造人、激励
人，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广泛搭建育人平台，努力打造学校品
牌与特色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学校现已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的德育与生命健康教育特

色，成立了22个社团活动小组，“一
校一品牌，一生双爱好”活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其中国防教育、“美德少
年”评选、诗词文化建设已成为校园
文化的亮点。

国防教育作为学校思想品德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善卷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学校现已逐步形成一个较为稳
定的国防教育体系，通过不断丰富国
防教育活动的多样性、灵活性和趣味
性，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操，为全体学生烙上“国防印”。
善卷中学国防教育的成功经验和行之
有效的做法，已向周边市、区、县属
学校推广，其影响力已由省内走向了
省外。

善卷中学“美德少年”星级评选

活动已成功举办6届，并获得社会广
泛关注与赞誉。活动旨在倡导广大青少
年学子争当“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团结友善”“热爱劳动”“勤俭节约”
之星，争做“美德少年”，以实际行动
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
量，在学生中间播撒美德的种子。

学校坚持以文化为引领，让诗词
浸润学生的心灵，坚持以课堂为纽
带，让课堂成为诗词这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的主阵地；坚持以活动为
载体，多渠道开展诗词、书画创作活
动，让诗词活动常态化。学校的宣传
橱窗、诗词碑林、诗词文化长廊、诗
词活动成果展室——问渠书屋、善卷
书苑等，已成为善卷校园里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线。

善卷中学正是坚持把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德育与生命健康教
育特色与学校的以国防文化、诗词文
化、足球文化为主的校园文化融为一
体，才形成了有思想、有内涵、有文
化、有品位的多元化学校教育，极大
地尊重并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
面发展，为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成
就学生的幸福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善卷中学现已跻身为市区名优学
校、省合格化学校、市级书香校园、湖
南省首批“国培计划”中小学培训基地
学校；近年来，学校先后被评为首批全
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全国国防教育
示范学校、湖南省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示
范学校；屡次获得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全
市优秀学校等荣誉称号，被誉为“常德
市100张名片”之一。

（王胜利 何明安 杨 成）

培养健全人格 成就幸福人生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善卷中学为学生3年和30年着想

打造“植根产业，混合模式”的成功范式

近年来，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深化产业学院运
行体制改革，探索校企协同育人的新路径，构建混合式产
业学院、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提供
了一个引领示范的好样本。

——建立“一体两翼、多元保障”的运行机制。福建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建的产业学院作为行业产业人才培

养、培育、培训的高地，由政府部门、院校、行业、企业
多方参与，由企业和学校建立“一体两翼、多元保障”的
运行机制。通过灵活整合政、行、企、校四方资源，产业
学院实质性推进协同育人、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

——形成“共建、共管、共享、共担”的合作机制。
福建信息新大陆学院成立物联网产业学院理事会，以“协
同育人、成本分担、互利共赢”为目标，建立“校企共
建、校企共管、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
成立研究中心等多种实体，为产业学院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保障。

创新“项目导向，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双方共同探索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践行了“项目导向、能力本位、工学结合”的发
展理念，创新了“一主线、双主体、三递进、四融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一主线、双主体、三递进、四融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贯穿立德树人这一主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物联网产业学院形成校企
“双主体”共育人才格局；实施“知识递进、能力递进、项
目递进”人才培养；实行“学历证书与技术技能等级证
书、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技能竞赛与教育教学、产
业生产与教学过程”相融合的育人模式，为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探索新路。

——构建“基础通用+方向自选+能力拓展”课程体
系。将思政教育、劳动教育、工匠培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实施三创教育工程，将“1+X”证书考核标准内容置换
或融入专业课程，构建“基础通用+方向自选+能力拓展+证
书试点”的课程新体系。搭建“1+N”导师育人平台，落实“三
全育人”；打造“劳动教育”的校园文化，强化劳动教育；实
施“三环节、九步骤”竞赛资源转化路径，构建“四段
式”赛教融合新体系，为人才培养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打造“优势互补，校企融合”的特色品牌

混合校企双方资源，实现人才优势互补，平台资源共
享，共同打造校企充分融合的混合式团队，实现创新型人

才培养发展战略，是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经验。
——混合人才资源，共同打造高水平高效化的“双

师”队伍。近年来，学院打造了一支“引领产业发展、精
通专业教学、服务区域经济”的高水平“双师”团队。目
前，学院拥有“全国黄炎培杰出教师、福建省优秀教师、
省先进工作者、省五一劳动奖章、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
才”等一批教育名师，为学院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

——混合实训资源，共同搭建“五位一体”创新服务
平台。创新“训、创、研、培、学”一体化服务平台，是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重要举措。它由专业群公共平台
实训室、专业方向学习中心等组成，全面服务于物联网行
业、区域产业和中小微企业，实现了社会服务收入200多万
元。

2019年，物联网产业学院入选福建省产业学院名单，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 （A
档）计划建设项目。物联网产业学院作为新大陆集团校企
合作的先进典型，其经验在全国推广，真正发挥了高等职
业院校示范标杆的作用。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李宏达）

什么是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什么是植根产业？什
么是混合模式？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新做法是：
2011 年，学院与国内物联网行业领军企业新大陆集
团，开办国内首批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双方合作成立
校企学院——福建信息新大陆学院。

2019 年，学院再次与新大陆集团等企业强强合
作，创建“福建信息物联网产业学院”，以物联网专业
群人才培养为方向，面向福建省主导产业电子信息业，
率先成为国内物联网专业校企合作的样本，探索了一条
崭新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完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工作质量保证体系，已被列为职业院
校基础性建设，其重要性正在逐步显
现，也是国家教育部门推动的职业院校
改革重点任务。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
目标是培育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发挥学
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中的主体作
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十年磨一剑，专
注于校本质量文化培育，创新人才培养
质量保证理念，探索校本专业人才培养
工作质量标准和质量保证工作机制建
设，形成了基于校本质量文化理念的质
量保证体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在学校封闭、学生不能到校
的情况下，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长期培育
的质量文化在应对疫情对教学工作的
冲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教学质量
保证体系下的信息化系统为支持，确保

“停课不停学”，教学活动有序开展，人
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得到全面落实。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依托信息化质
量保证平台开展网络教学，做到了全部
课程全部按计划开出，所有学生都参加
了网上课程学习。在教学质量保证系
统平台上，可以及时获得课程和各类教
学活动信息，开展专业和课程质量教学
诊改，在常态教学过程中，发现教学问
题300多个，提出改进对策200多项，保
证了全校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一）培育校本质量文化。质量文
化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灵魂和动力，
对质量保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城
市职业学院培育“立人立业”质量文化，
其核心是培育师生追求高质量人才培养
价值观。作为质量文化培育的重要标
志性成果，学校出台了校本《专业人才
培养工作质量标准》（以下简称《质量标
准》），并以此确立人才培养工作的底线
和改进方向。质量文化建设既是质量
保证的抓手，也是质量提升的土壤。立
足于发挥校内各专业在质量保证中的
主体性作用，促进学校主动承担人才培
养质量保证的主体责任，形成人才培养
工作质量提升的内生动力，从管理文化
上讲，它相对于传统的教育工作评估、

示范建设，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意义。
10多年来，学校以质量文化为引

导，教职员工在思考如何在人才培养质
量保证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过程中，逐
步形成了“国际理念、中国特色、校本标
准”质量保证体系思想。学校将“国际理
念”定位于瞄准国际教育标准，引入《悉
尼协议》的“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
改进”质量保证理念，在培养目标、课程
设置、实践教学、师资队伍、考核评价等
方面对接人才培养；把“中国特色”定位
于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将“产
学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要求，放到校本质量标
准的内涵之中，使得学校教育教学走在
改革的前列；“校本标准”的核心是将人
才培养规格定位于广州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瞄准广州地区现代产业发展，
体现学校自身特色办学定位。质量文化
的培育提升了各专业对于高质量人才培
养的追求，成为学校落实质量保证主体
责任的关键所在。为高职教育“扩容、提
质、强服务”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在2020年 3—4月，学校435名教
师开展在线教学，在质量诊改平台上动
态开展质量诊断与改进，在软件技术专
业教师开设的20门课程中，全部课程
教师自主开展质量诊改，形成质量诊改
工作记录160多份。在课程结束时，教
学质量信息化系统提供的数据显示，教
学目标达成度在90%以上。

（二）创新校本质量标准。编制《质
量标准》是推进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
体系建设的基础，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从

“质量文化是质量保证的灵魂”和“教育
质量是过程量”质量理论出发，基于教
育教学全过程、全要素，制定了《质量标
准》，它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核心，包
括办学环境条件、目标定位、方案设计、
培养工作、培养效果、教学管理与质量
监控6个方面，覆盖了课堂教学、课外
实训、工程实践、毕业实习等主要教学
环节。《质量标准》是由17条标准、27个
要素、130 个观察点组成的质量标准
链。体现了专业标准对接行业标准、课程
标准对接职业标准、教学标准对接生产标
准，促进专业教学跟踪产业发展、业态

文化、技术创新、管理发展、企业主体育
人，使培养质量具有可测性和可评性。

学校制定的校本《质量标准》，重视
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用人单位的诉求
与参与，在教学实施、监控、反馈和改进
等方面建立闭环系统。《质量标准》采用
反映全体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效果的
质量评价指标，为学校自主开展质量保
证提供了基础条件。专业团队可在对
培养方案、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大数据
分析基础上，做出质量自评；使用信息
化教学平台的质量监控工具，为专业自
主开展质量改进工作提供方案，也方便
开展学校内部第三方对质量保证工作
的有效复核。因此，可借助于信息化质
量保证系统，分析学生培养目标达成度
和职业能力达成度。

从《质量标准》出发，配套制定了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办法》《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制订指导意见》《专业教学
标准》《课程教学标准》《实践教学标准》
《专业团队师资标准》等一系列教学工
作标准文件。将专业定位、协同育人、
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
等方面的要求，融入《质量标准》及相关
教学文件中，使职业人才培养能够对接
国际标准、适应产业发展、符合岗位要

求，引导专业教学跟踪产业发展、融入
业态文化、追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发展。

（三）持续开展质量诊改。广州城
市职业学院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在常态
化教学过程中，动态找出影响质量的薄
弱环节，持续反馈和评价教学工作，有
针对性地改进专业教学。这种专业自
主下的质量保证，使得质量建设从服务
于教育教学改革工程转向内部自主质
量提升，形成质量保证内在动力机制。
为保证《质量标准》有效落实，学校开发
了“质量问诊—质量改进—质量保证评
价”工作流程和测评工具。发挥“互联
网+”技术、挖掘平台和状态数据的作
用，利用状态数据提供的趋势预测，完
善质量预警诊断等功能，整合集成各种
信息资源，在信息化质量诊改系统支持
下，保证质量改进能够在教学常态下动
态实施。

学校把质量提升的重点放在“能否
找到问题，并有效提出改进措施”上，在
教学常态下分析现状与标准的差距，建
立动态专业教学工作的持续改进机制，
保证教学能够沿着质量提升的方向改
进。学校把质量保证理念定位在质量
改进上，改变了专业团队在质量保证中
的角色，解决了教师和团队负责人为专

业质量承担责任的担心。大大促进了
专业教学团队以信息化教学系统支持，
在常态化教学过程中，自动采集教学过
程信息并做出分析。

（四）质量保证成效显著。近年来，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每年投入超过5000
万元，用于质量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在《质量标准》指导下，学校开
设人文和社会类课程比例超过30%、科
学类课程比例达到15%、工程实践类课
程比例达到50%，50%以上实践教学项
目来自生产、技术研发和实际经营管理
项目，90%以上实践教学指导（主讲）教
师具有实际工程经验，全部毕业实习项
目来源于工作岗位。全校33个专业全
部开设了以实际工程技术项目为载体
的实践课程。

《质量标准》推进了专业标准与行
业标准对接，把职业岗位工作标准引进
课程标准，50%以上实践教学在生产岗
位实施。开发课程教学标准150多门，
软件开发、食品检测、汽车维修等20多
个职业岗位工作标准融入专业课程，食
品生产、机械工程、电子电器等行业技
术标准列入专业课程和职业资格考证；
推行“毕业证书+职业证书”改革，毕业
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得率明显提高。带

动品牌专业、高水平课程、实训基地、教
学团队、社会服务能力建设，获得国家
级别标志性成果30项、省级以上标志
性成果319项。

我国高职教育与国际同类教育建
立在不同基础之上，不同于国际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
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制定的《质量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提
高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程度，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倡仪。学校与马来西亚、英
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开展专业人才
培养合作，学校牵头组建的城市职业教
育联盟，成为“一带一路”国家与国内城市
职业院校交流沟通和人才培养的桥梁。

近年来，毕业生职业岗位能力明显
提升，学生能够从人文和社会方面对工
程技术和岗位进行评价，实践课程项目
完成率超过 95%、课程目标达成率
96%、专业能力目标达成率超过94%、
职业岗位能力达成度超过90%。在推
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过程中，专业团
队较好地发挥了主体作用，特别是在主
动跟进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发展上，将新
业态文化和新管理发展融入专业教学。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李艳娥
吴勇 刘力铭 温炜坚 朱冬玲）

国际理念 中国特色 校本标准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专业人才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纪实

《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模型 专业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体系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