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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 赋能高质量发展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打造校企合作“3+3”模式

“双元”育人
“3+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产”与“教”如何融合？需求导
向倒逼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以适应行业发
展需求为导向，结合学校特色，完善
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模式，探
索并打造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

“3+3”新模式，提升德技并修“旅商
特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
平，实现学校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学校为企业做3件事：培养符合
企业需求的人才；提供技术，推动企
业技术升级或帮助研究制定完善产业
规划、经营模式等；研发新产品。

企业为学校做3件事：提供新信
息，与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编写活页教材，共同教学等；提供新
设备，共建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提供新订单，企业技术骨干与学校师
生共同完成市场订单。

学校推出“3+ 3”校企合作模
式，通过产教融合发展，推动形成教
育链、人才链与科技链、产业链深度
跨界融合，积极探索建设特色鲜明的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新模式。以“人才
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
担”为合作基础，各自承担一定的责
任和义务；以“合作育人、合作办
学、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合作目
标，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
发展。

深化合作
新模式促进高质量发展

“3+3”合作模式，学校具体是如
何运作的呢？

精准对接，培养行业企业所需人
才。学校主动到属地目标合作企业对
接洽谈，了解企业需求，磋商合作内
容，签订合作协议，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坚持校企“互利共赢”的
融合交流，在人才培养、技能培训、
文化融合等方面共同筹划、共同参
与、共同交流，共同培养合格人才。
近年来，学校先后与江西长天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省旅游集团、阿里巴
巴、华为、资溪县政府部门等200余
家单位建立合作，为合作企业培养输
送了万余名技术技能型人才。

依托行业，共建校企合作实践平

台。依托江西旅游职教集团和江西供
销职教集团交流平台，学校与江西旅
游、商贸类行业企业深度合作、产教
融合，联合优质企业开发充分共享、
特色鲜明的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多功
能高水平生产性实训基地，其中国家
级别生产性实训基地1项、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1项，省级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1项，国家级别大师工作室1
项，省级大师工作室1项，江西省技
能集训基地3项；搭建校企师资交流
平台，年均安排170余名专任教师到
合作企业挂职锻炼，与企业技术人员
共同完成市场订单。2018年6月，与
全国供销行指委、全国电商行指委采
取联合共建模式，在学校设立“农村
电子商务师资培训基地”。通过对接各
专业校内外实训基地，学校构筑了多
元化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深度合作，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

台。通过合作，学校与企业共建了智
库、技术服务、协同创新、创新创业
等5类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为企业提
供智力支持和服务，促进教育教学和
大学生实践。江西旅游智库、江西省
冷链物流研究院、江西省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江西农村电商创业学院、江
西农村电商现代流通与商贸服务高端
人才研究站等，为学校技术技能创新
提供了平台。同时，学校通过与上海
博世汽修教育集团、赛时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江西文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等大型企业集团探索推进学校混
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共建，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创新思路
政·金·校集成服务

企业，有效解决“校热企
冷”问题

当前，校企合作存在“校热企
冷”的现象，要让企业愿意、乐意与
学校合作，学校仅仅为企业提供人才
和技术还不够，还要提供政策、土
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学校联合地
方政府、经开区、高新区、工业园
区，联合金融机构，共同为企业服
务，探索“政·金·校集成服务企
业”模式，打造大校企合作概念。地
方政府、经开区、高新区、工业园区
为企业提供政策、土地、税收等支
持，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资金、上市
等服务，学校为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
服务。

学校积极探索“政·金·校集成

服务企业”模式，取得了初步成
效。一是与地方政府建立了合
作，学校目前已与江西资溪县、
浙江德清县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二是与建行等金融服务机构
建立了战略合作，共同参与为企
业服务。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资
源，为学校合作企业、校友企
业、在校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量
身定制、便捷优惠和精准的金融
服务与支持，满足企业多层次、
低成本的资金需求，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

产教融合
助力毕业生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

学校主动服务江西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旅游、商贸等领域实施“卓越
育人计划”，吸纳各方优质资源，共同
搭建人才培养实践平台，推进“旅游
服务”“商贸物流”等4大特色专业群
建设，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提
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政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与学
校共同出资2000多万元建成10005平
方米大楼作为创新创业基地；借助职
教集团和校企合作企业的优势资源，
如企业实践资源、岗位资源和创业资
源，为学生提供锻炼机会和实践场
所，培养“准员工”和“创业者”。

“政·金·企·校”四方形成一盘棋，
为学生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就业创业实
践平台。

2020年 6月 9日，江西赣江新区

创新创业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
代表大会在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举
行，赣江新区30多家企事业单位自愿
申请加入协会。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
院当选首届轮值理事长单位和秘书长
单位，学校与赣江新区企业、省内外
知名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旅游
类专业毕业生面临很大的就业挑战。
学校通过合作企业助力毕业生就业，
得到了合作企业的大力支持。7月 5
日，学生回校集中拿毕业证，学校组
织了51家优质合作企业，为还没有找
到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了1980个质量较
高的就业岗位。8月12日至8月31日
期间，学校正在开展就业服务不断线
活动，通过合作企业、校友企业等，
为受疫情影响暂未就业的毕业生再次
提供精准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产教融合，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努力夯
实“3+3”模式合作基础，探索“政·金·
校集成服务企业”新模式，打造大校企
合作概念，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
合作企业多输人才、输好人才。

（张小斌 陈衍发）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
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是办好职业教
育的关键所在。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产教融合作为
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重点工程，
紧紧围绕办学定位，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从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
角度出发，以就业为导向，以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努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质
量，努力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度。

人才质量好不好，用人单位说
了算。学校提出了以企业满意为人
才培养标准的教育理念，要让企业
满意，就应按照企业的需求来培养
人才。为此，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
院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
新推出“3+3”人才培养合作模式，
走“双元”育人的路子，由学校和企
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
制教材、共同进行课程设置、共同
进行课堂教学、共同进行实践教
学、共同进行实习实训等。

会计实训会计实训 汽车实训汽车实训市场营销实训市场营销实训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深入落实“外语+”战略 培养应用型人才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是“浙江省加强应用
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目前开设41个本科专
业，涵盖文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
学、教育学6大学科门类。外语类专业含英
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
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印度
尼西亚语、泰语、捷克语、土耳其语和波兰语
15个语种。近年来，学校深入推进“外语+”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上
形成了品牌优势。

深入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
理念和模式的专题研讨，“外
语+”人才培养模式内涵不断
丰富

学校紧紧围绕“建设应用型、国际化和高
水平民办本科大学”的办学定位和“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人才”的人才培养目
标，邀请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共同
研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学校每年召开发
展战略研讨会和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专题研讨
和部署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2017年1月学校
第10届发展战略研讨会暨教学工作会议的主
题是“新形势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目
标和质量”，2017年7月暑假读书会的主题是

“深化改革，锐意创新，扎实推进学校中长期
发展规划的实施”，2018年1月第11届发展战
略研讨会的主题是“迈进外语+新时代，开启
国际化新征程”，2018年7月暑假读书会的主
题是“高端崛起、特色发展、变轨超越”，
2019年 1月第12届发展战略研讨会的主题是

“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
高教40条》”，2019年7月暑假读书会的主题
是“高校治理与作风建设”。通过一系列战略

研讨和教学工作会议，学校的定位、办学指导
思想、人才培养理念更加精准，内涵更加丰富
也更加深入人心，聚合起了全校力量进行内涵
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课程
体系，“外语+”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得到完善

学校于2017年根据正在制定的《普通高
等教学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标标准》，启动
了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新增课程339
门，300余门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课程退出
了学校的课程体系。退出的课程约占全校课程
总门数的30%。增加了实践教学比重，外语类
专业不少于总学分的25%，非外语类专业不少
于总学分的30%。2020年，学校在“新文科”

“新业态”的背景下，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启动了
2020版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2020年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创新引入“微
专业”模块，进一步丰富了“英语+辅修（微
专业）”“小语种+英语+辅修（微专业）”“非
通语种双外语+辅修（微专业）”“非外语类专
业+英语（小语种）+辅修（微专业）”等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内涵，拓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受益面，突出新文科背景下各学科专业的交
叉融合，提升专业培养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
的匹配度，拓展毕业生的就业面。

学校推进外语教学与专业教学的有效融
合，加大外语教学力度，增加全英和双语课程
设置，发挥好专门用途英语的作用，进一步加
强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2018年学校立项了
15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进一步推进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的有效融合，探索以专业实践能力
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模式。酒店管理学院联
合美国饭店业协会，引进万豪国际酒店管理集
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法国雅高酒店管理集
团等酒店管理龙头企业入校，共建共享联合育
人基地。通过构建行业、企业、学校三位一体
协同育人模式，多措并举，整合资源，实现

“育人链”“产业链”双链联动。通过国际合
作，2018 年在酒店管理学院建立了“蓝山
班”，在网络传播学院建立了“媒体艺术班”，
在国际商学院建立了“考文垂班”，引进国外
高校师资，实行全英语教学。2019年，学校引

进外方优质教育资源、实践型师资、国际化课
程体系及管理模式，与新西兰东部理工学院强
强合作、优势互补，实现学科交叉、专业融
通，通过合作办学，实现两校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专业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
传播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度融合。

更新教学理念，推进课程
诊断与教学诊断工作，进一步
规范课堂教学，越秀外语优势
凸显

2019年5月，学校召开“系主任工作会议
暨课程教学大纲修订研讨会”，以“OBE”教
育理念为指导，组织开设了900多门本科专业
核心课、通识必修课教学大纲修订工作，根据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杜绝水课、打造金
课”三年行动计划》，着力解决课堂教学中存
在的“水课”问题，努力提高课程和课堂教学
的“含金量”，以树立一批标杆课程为目标，
引领课程建设，提高整体课程建设质量。2020
年，学校以“课程诊断和教学诊断”为抓手，
出台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课程质量评价标
准（试行）》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学质
量评价标准（试行）》，以分批诊断的方式，
启动以通识课程和大外课程以及从事这两类课
程教学的教师为对象的首批诊断，坚持杜绝

“水课”和打造“金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
要“硬”的准则，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提升
教学课堂质量，形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强大
合力。

夯实基础，重视思辨，切实提高外语课堂
教学质量。贯彻落实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精神，
在外语课堂教学中实现了外语教学的4个转
变：从重视外语教学的工具特性向人文特性转
变，从重视他者文化向重视根文化转变，从重
视学生语言能力向重视语言服务意识转变，从
重视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向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转变。听说领先，重在应用，加强学生
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传承越秀学生“听说领
先”的外语优势，加强外语课堂教学的课外延
伸，充分发挥外教在营造外语学习氛围和培养
学生英语听说能力方面的作用，采取必要措施
实现了外教的“七参与”，即外教参与教研活
动、外教参与学生活动、外教参与教学管理、
外教参与教学研究、外教参与课程建设、外教
参与教材建设、外教参与教师培训。政策引

导，过程监管，充分发挥全英课堂的示范作
用，全英课堂和双语课堂作为非外语类专业

“外语+”战略的重要抓手，实现语言教学和专
业教学的有机融合。

学校品牌优势得到进一步彰显

2019中国民办大学学科门类显示，学校蝉
联文学学科首位，名列社会科学学科第5名、
经济学科第9名、管理学科第15名。在学校已
经开设的6个学科门类中有4个跻身民办高校
前20强。根据《武书连中国民办大学综合实
力排行榜》，学校的综合实力排名已从2016年
的第38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

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成效显著

2017年，新媒体艺术实验教学中心、商务
英语实验教学中心、汉语国际教育实验教学中
心立项为绍兴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9年顺
利通过验收。2019年，酒店管理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立项为浙江省“十三五”省级重点建设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2019年，“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国际商务会展
服务”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被立项为浙江省“十
三五”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英语学
院翻译专业立足商贸，校企融通，打造课内实
践—虚拟实训—仿真实训—校外实习—海外实
践的“五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职
业能力。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明
确要求优化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普及创新创业
教育。学校积极推进实验和实践教学改革，着
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功能进一步体现

学校外语类专业积极打造实践平台，依据
学校办学定位，立足浙江，服务“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的浙江开放强省战略和长三角外向
型经济。学校积极组织师生为G20杭州峰会、
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国际马拉松、ICF皮划

艇马拉松世锦赛暨亚锦赛、中国柯桥轻纺城博
览会等活动提供翻译志愿服务。学校被中国青
年志愿者协会评为先进集体，在第二届互联网
大会上杨丽娜同学受组委会安排为时任俄罗斯
总理梅德韦杰夫陪同翻译，她优秀的俄语交流
和翻译能力得到了俄总理的赞赏。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提升明显。历届学
生的累计通过率逐年大幅提高，大学英语四级
累计通过率保持在高位，根据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信息，学校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性通过率多次超过全国

“211院校”平均通过率。毕业生的考研录取率
逐年提升。学校一直重视考研工作，通过督促
各学院建立考研信息平台，举办考研辅导交流
会，结对考研导师，设置考研自习教室，加强
与国外大学交流，不断扩展国外考研通道。全
校应届毕业生的考研录取率在2015年的基础
上成倍提高，2018届、2019届、2020届西语
学院考研录取率分别达到了12.06%、14.19%
和13.06%，其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三个专
业的考研录取率均超过16%。学生学科竞赛获
奖层次逐年提高。学生学科竞赛获奖人数逐年
提高，近 5 年来，国家级别获奖累计 317 人
次，省级获奖累计790人次。学生学科竞赛获
奖层次逐年提高，2018年，俄语专业陈诗达同
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翻译冠军挑
战赛”俄语组冠军；2018年，邵威等3名同学
荣获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三等奖。2019
年，学生共参加学科竞赛项目61项，其中国
际级1项，国家级别项目7项，省级项目42
项，市级项目11项。学生获得国际级B类竞赛
奖项2个（酒店管理学院两个学生团队分获国
际商务活动策划大赛金质奖和银质奖）；国家
级别A类竞赛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络传播学院
两名同学获得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三等
奖；国家级别B类参赛7项，获奖数29个。学
校阿拉伯语专业胡楠同学获得全国高校阿拉伯
语文学翻译大赛一等奖；学校印尼语1801班
李欢同学以全国之冠的成绩勇夺中国高校印尼
语口语大赛桂冠，印尼语1601班廖英婷同学
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获得高年级组二等奖。学
校日语1702班学生杨园园同学获得第十一届
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浙皖赣）特等奖。

（陈文涛）

当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以及经济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新技术变革、
国家大数据、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战略；浙江
省正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推进“六个浙
江”“两个高水平”建设，大力推进全省大湾区
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建设、杭绍甬一体化发
展；绍兴市全面推进“融杭联甬接沪”战略，打
造科创大走廊和文创大走廊。这些重大战略
举措，凸显了加快发展高水平应用型本科教
育、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现实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