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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本科教育体系显特色 产教共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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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山竹”等台风中，广州
航海学院科研团队用创新技术和智
慧，助力珠江口实现零事故、零伤
亡、零污染等“五零”佳绩。学校研
究团队还联合广东海事部门等，为通
航环境等诊疗开方，帮相关政府部
门、港航企业等提升了珠江口生命安
全保障水平，“珠江口水上交通安全
治理方法与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成
果获中国航海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学校科技创新工作坚持需求、
问题、特色导向，努力服务广州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突出‘服务行业、服
务广州、服务湾区、服务国家’的担
当情怀。”邹采荣介绍说，广州航海
学院科研评价突出质量、实效导向，
重点考核科技成果的行业贡献、人才
培养情况等，从而使教师、学院强化
校企协同育人。学校引导教师与企

业、行业联合申报产学研项目，研发
行业前沿、共性关键技术。

广州航海学院聚焦综合交通、智
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组建
大团队，与企业联合共建大研究平
台。目前，广州航海学院拥有 4 个省
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6 个广东省高
校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以及 11 个高层
次科研开发平台。学校着力推动科技
创新转段升级，助力企业、行业破解
痛点、难点问题。在智慧航运方面，
学校承担了交通运输部门等相关机构
科研任务，主动开展港口、航运、航
海等专项性和综合性研究，完成了港
珠澳大桥通航论证等 100 余项船舶通
航安全评估项目。学校还发挥粤港澳
大湾区航运研究院等新型智库作用，
积极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多篇专
报、提案等被相关部门采纳。近年

来，学校获得 100 多项国家级别、省
部级课题。“十三五”期间，学校获
得 180 项市厅级及以上课题，总经费
两亿多元。

学校坚持科研反哺教学。教师带
领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创新大赛，近
3 年，学生在学科、技能等省部级以
上竞赛中，荣获 11 个特等奖、53 个
一等奖，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勇夺铜
奖。

中华民族，向海图强。广州航海
学院将以广州市筹建广州交通大学为
契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创共
赢。学校将继续立德树人担使命，培
育人才勇作为，助推“一带一路”倡
议以及海运强国、粤港澳大湾区、广
州国际航运枢纽和广州国际综合交通
枢纽等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扬帆远
航、出新出彩。

（陈海航 钟碧良 王峰）

2020 年 11 月 24 日，广州航海学
院校友蔡木德、程邦武双双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1994 年，蔡木
德毕业于广州航海学院船舶驾驶专
业 ， 在 2004 年 晋 升 为 拖 轮 船 长 ；
1996 年，程邦武从广州航海学院轮
机管理专业毕业，在 2008 年晋升为
船舶轮机长。

广 州 航 海 学 院 践 行 “ 四 个 服
务”，深耕航运教育 57 年。学校坚持

“立德树人、学以致用、服务强校、

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社会输送
近 7 万名高素质人才，毕业生遍布华
南地区航运、港口等部门。学校被誉
为“航海家的摇篮”、华南地区货代
行业的“黄埔军校”；作为我国3所独
立建制的海事本科院校之一、国际海
事组织率先认可的国内 7 所航海院校
之一，广州航海学院及其船舶与海洋
工程等 3 个学科，在 2018 年入选广东
省“冲补强”计划“强特色”建设高

校、学科。
近年来，广州航海学院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以本为本。学校以德为
先、“五育并举”、师资提质、专业创
强、产教融合、保障质量、科研育人，
培育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较强创新创业能力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校友会2020
中国大学排名中，广州航海学院位居
第 388 名，比 2019 年提升 281位；在
全国理工类院校排名中位居第159名。

艰难更显担当，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峻挑战下，广州航海学院 2020
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跃居广东省普
通本科院校前列。这得益于学校构建
党政齐抓、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格
局，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毕业生就业攻
坚战的组织优势。

如何推动党建、业务双融双促？
广州航海学院党委书记、校长邹采荣
介绍，近年来，学校充分发挥党委在
把方向、管大局、抓大事、作决策、
保落实的基础上，把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列为“一把手”工程，把教学工作列入
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经费投入、收入
分配、编制配备、评奖评优、职称评
审等资源配置都坚持以本科教育为
先，党建工作成为学校本科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核心引擎。

广州航海学院党委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努力做好干部选、育、
管、用等工作，推进从严治党与从严
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的有机结
合。学校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党章、党
规、党纪，抓党风、带校风、促教
风，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奋进、
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2020 年，学
校中层干部换届调整时，测评谈话超
过一万人次，学校党委努力选出、任
用一批优秀干部。学校确定、公示人
选期间，没有收到一起投诉举报。

每月第一周的周四下午，学校全
体领导干部、教师分别围绕好干部的

“五条标准”、“四有”好老师标准，
强化政治学习，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近年来，学校构建“三会一

课”等党员教师政治理论与政策教育
体系，广大党员教师积极发挥培根铸
魂、启智润心的先锋模范作用。

“老师们严谨求实的教风给我们
树立了榜样，母校以严格的学风引导
我们在校时乐学勤学、耻于违纪，在
社会上踏实勤干、追求卓越。”广州
航海学院宁波校友会多位杰出校友非
常感念母校严谨严格的教风、学风。

学校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在学风建设中的模范带头和朋
辈引领作用，着力培育勤学、会学、
乐学、善思的良好学风。学校还把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推动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近 3
年，广州航海学院一万多人次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总时长两万多个小时；
学生获评省市级先进集体 25 个、先
进个人 136 人 （次）。

每一次升旗都是精神洗礼。得益
于学校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体育锻
炼，广州航海学院2017届毕业生时旭
天应征入伍后，因思想与身体等素质
双双过硬，很快被选调到首都天安门
国旗护卫队。

“正由于学校坚持以德为先，学
生参军人数在全省高校排名中位居前
列，学校连续 6 年荣获省征兵工作先
进单位。”邹采荣表示，广州航海学
院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以“规范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强化
实践课、丰富网络课，落实劳动、美
育、体育课”为原则，引导学生人格
健全、品行高尚、身心健康、审美优
雅、适应社会。

在第十五届省“挑战杯”中，广
州航海学院学生参赛作品夺得 3 项二
等奖、两项三等奖。学校通过专业教
育、贯通培养、科教协同，着重培育
学生的学习、实践、创新创造等能

力，努力构建可应对变化、时代所需
的一流人才智育体系。

很多学生在广州航海学院养成了
爱运动、能吃苦的好习惯，同时良好
的体魄和坚韧的毅力助推很多校友在
工作中奋进拼搏。学校以“合格+特
长”为基础，构建航海体育、体育选
项、保健体育三大体育模块，并开设
水上运动会、划龙舟等航海、地域特
色运动项目。2018 年至今，广州航
海学院获得 24 项国家级别、107 项省
级运动项目荣誉，其中学校定向越野
队荣获“中国杯国际定向越野巡回
赛”两项冠军，学校健美操队获得
2017 年、2018 年全国全民健身操舞
大赛总决赛一等奖和特等奖。

广州航海学院以文理兼通、交叉
融合为设置方向，将公共艺术教育类
课程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引进

“尔雅课程”等多元艺术选修课程，理
工科学生要修满人文学科类学分才能

毕业，努力构建全覆盖、多样化、高
质量的美育体系。51个社团、校园达
人秀等多彩文体活动更给学生提供了人
生出彩的广阔舞台。2018年至2020年
间，学生在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52项
国家级别、37项省级奖励。

为让校园文化景观承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大学精神，润物无声地对
学生进行美育，学校对校园尤其是黄
埔校区海燕广场、图书馆等地开展绿
化 、 美 化 等 改 造 提 升 工 作 。 2017
年，学校荣获广东省文明校园称号。

从建校起，广州航海学院就充分
发掘行业特色、产业资源等，创新劳
动教育课程、教学、实践等，推进劳
动教育与专业课、产教融合有机结
合。学校以劳动教育周带动所有学生
参与劳动，开展宿舍大赛、创新创业
大赛等寓教于乐的劳动教育活动，引
导学生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中学、
做、悟。近 3 年，学校 47 个团队、
11713人次学生围绕“乡村振兴”等主
题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历时 225 天，安全护送 63 批 181
艘中外船舶，广州航海学院教师刘春
荣远赴亚丁湾，担任护航编队指导船
长。在学校报告会上，刘春荣倡导学
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作贡献。广州航
海学院3次主动推选刘春荣、陈昌明两
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参与亚丁湾护航。

“高质量本科教育需要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师资队伍作支撑。”邹采
荣介绍说，学校以德行涵养为基础、
授教能力为支撑、社会服务为扩展、
文化传承创新为底蕴，构建师资能力
养成机制，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双能
型”教师队伍。

德为师之本，广州航海学院将师
德师风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成
立师德师风建设小组，强化组织、制
度、活动落实。学校将师德考核与职
称晋升、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划清红

线，建立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度。学校还通过院校两级师德标兵等
优秀教师评选宣传活动，带动更多教
师以德立身、立学、施教，把思政教
育有机融入到每门课程中。学校获批
4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德才兼备，铸魂育人。雁飞千里
靠头雁，广州航海学院对专业负责人
或教学名师优绩优酬，激励他们牵头
组建优秀教学团队。近 3 年，学校遴
选、培养了 40 名专业负责人，组建
船艺、船舶辅机等 6 个校级优秀教学
团队。学校通过强化培训、传帮带、
讲课比赛、国内访学等多元方式促进
青年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让优秀的人培育更优秀的人，港
珠澳大桥管理部门工程总监张劲文、
国内知名海事专家沙正荣等业内专
家，成为广州航海学院教授。学校所

有教授都要为本科生上课。学校还多
形式地聘请航海、路桥建造等企业高
管、业界专家，他们把行业一线中的
技术和案例带入课堂。丽星邮轮公司
等公司高管就承担了学校“国际邮轮
运营实务”等课程教学任务。

为引进、培育更多实战经验丰富
的“双师双能型”教师，广州航海学
院改革完善教师认定、聘用、考核等
评价标准，更看重实践技能、专业教
学能力。学校定期选派校内教师到企
事业单位挂职锻炼。其中航海类专业
相关教师每 3 年就要上船实践一年。
航海类专业教师申报新航海类专业讲
师、副教授时，必须持有甲类操作级
船员职务等级证，且有一年及以上海
上资历。目前，广州航海学院副高以
上职称、硕博士学位、“双师型”专任
教 师 ， 分 别 占 比 36.39% 、 81.31% 、
38.85%，其中有7名无限航区船长、7
名无限航区轮机长。

2020 年，广州航海学院航海技
术、轮机工程、交通运输 3 个专业入
选 2020 年 省 级 一 流 本 科 专 业 建 设
点；交通管理等 6 个专业增列为学士
学位授予专业。“要办好一流本科，
必须有一流专业作支撑。”邹采荣强
调，作为广东省本科高校交通运输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任单位，
广州航海学院凸显航运特色，主动建
立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持续优化的
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学校精准对
接航运全产业链，布局“海陆空轨”
专业链，构建航海类、船舶与海洋工
程类、港口与航运类、信息与通信工
程类四大主干专业群。

新技术催生新业态，专业建设必
须因势而新。广州国际航运枢纽正在
建设高标准“智慧港航”。广州航海
学院以校企融合为着力点，做大做强
信息与通信工程类专业，扩展临港制
造类专业。学校还运用人工智能等新
科技，赋能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等传
统优势、特色工科专业，用“新工
科”服务于航运智慧化发展。

近年来，广州国际航运枢纽大力
发展航运金融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对
既精通航运又熟悉现代物流、航运法
律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产生较大需
求，广州航海学院专门成立国际邮轮
游艇学院，以“新文科”建设思路为

指引，积极拓展航运金融保险等新兴
涉海高端服务类专业。学校明确专业
基础相通、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
共享、交叉融合发展等原则，凸显文
理交叉相融、适应市场需求等着力
点，强化海事法律、邮轮乘务等航运
高端服务类专业集群建设，打造服务
现代航运服务业的“新文科”队伍，
为广州国际航运枢纽战略转型升级做
好人才储备。

广州航海学院现有 32 个本科专
业，基本形成以服务海事为特色，工
学为主，工、管、经、文、艺等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专业布局，涉海专业占
比达三分之二。目前，学校拥有 3 个
省级重点学科、3 个省级一流建设专
业、7 个省级特色专业。

广州航海学院与中海散货运输有
限公司共建了 4 艘教学实习船，航海
类专业学生在实习船这个“海上大课
堂”上，学习部分专业课程，锻炼航
海实操技能，拥有 16 周以上的顶岗
实习。实践教学在学校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占比 35.28%。

为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真刀真
枪”地练技能，广州航海学院投入近
亿元，新建了船舶动力定位实验室等
一批航运学科特色专业实验室，新造
一艘教学游艇。学校现有 123 个实验
室，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超两亿元。学
校每个专业都联合企事业单位，共建
4 个以上校外实习基地。目前学校拥
有 6 个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4
个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建立环珠
江口综合性实践基地群，建设两个省

级协同育人平台。
广州航海学院与广州港集团共建

“广州港班”，校企双方根据行业、岗
位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
发“装卸工艺”等课程资源，联合授
课，广州港集团对毕业生优先聘用。

“学校坚持‘一核心两对接两融
合’的建设理念，精准对接地方产业
和行业发展需求，开放办学、协同育
人。”据邹采荣介绍，广州航海学院
积极联合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
及企业单位，建立学历教育与船员执
业资格培训有机融合的教学体系，大
力推动产教融合。学校各学院均组建
由校、政、企各方专家参与的专业建
设委员会，力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教学过程与企业实践对接、职
业能力培养与综合素养教育统一，全

方位探索国际标准、行业规范、校企
无缝对接、双证有机融合的高素质航
运人才培养模式。

广州航海学院顺应国家构建全面
开放新格局的要求，让理论教学、实
操训练、课程体系与国际公约接轨。
学校与德国德累斯顿国际大学等 20
多所国外知名高校加强交流，开展学
分互认、本硕连读等合作项目，从而
提高人才培养层次。

广州航海学院人才培养实现国际
化程度高、职业素质高、技能证书持证
率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高、用人单
位满意度高。近年来，学校平均总体就
业率达9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学校
超过80%的毕业生在广州和大湾区从事
航运、海事管理等涉海类工作，一大
批毕业生已成为金锚船长等企业技术
骨干和管理精英，行业对学校毕业生的
评价是“能力强、上手快、留得住”。

近年来，广州航海学院船舶电子
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生备受欢迎，招商轮
船等公司纷纷抛出橄榄枝，毕业生常常
供不应求。这得益于该专业每年开展一
次内部质量审核、查漏补缺，应需而变
地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高等教育进入了全面提质创新的
发展时代，学校抓准抓实质量管理体
系，大力实施‘质量工程’。”邹采荣
表示，广州航海学院根据国际海事组
织职业能力模块以及国家海事部门适
任证书统一考试与评估课程，优化课
程体系，构建连续有效、与国际接
轨、权限与职责分明、可追溯性、全
过程监控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将其作
为本科教育促改革、建体系、提质量

的重要抓手。
1998 年，广州航海学院建立并

实施国家海事部门认证、与国际接轨
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学校还构
建了校领导、质量管理办、各职能部
门、二级学院等分工协作的质量管理
组织机构。经过 20 余年的连续有效
运行，学校成为国内率先通过国家海
事部门履约核验认可、国际认可的航
海高等教育机构。

“学校每年开展一次内部质量审
核，定期开展外部质量审核。相关专
业根据审核组所列出的不符合项、建
议项清单和审核报告，不断整改，提
升教学管理质量。”广州航海学院副
校级领导袁炎清表示，学校推进教学

质量监控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
展，保障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水平达
到国际公约规定的职业资格标准。学
校按全面启动与分类指导相结合的思
路，推动行业认证理念横向普及到所
有师生，纵向扎根到所有专业。全校
所有本科专业逐步实现教学与管理全
过程的可追溯性和可控制性。

广州航海学院还打出分类建设、
分类管理、加强奖励、及时更新课程
内容等“组合拳”，优先建好主干课
程，科学整合一般课程。学校激励教
师深耕教学改革，探索体验式、项目
式等教学模式，对学生加强过程性考
核，推进课程研发、实施质量全面提
升。学校荣获 6 项国家、省级教学成
果奖，建成 1 门国际海事组织示范
课，20 门省级一流、精品等课程。

党建为学校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领航

“五育并举”奠基学生出彩人生

外引内培锻造“文武双全”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紧瞄广州国际航运枢纽人才需求打造一流本科专业

产教融合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命运共同体”

“质量工程”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持续优化

产学研协同创新服务产业、反哺教学

开局开局““十四五十四五”” 蓄力新发展蓄力新发展

学校着力打造以美育人的校园环境学校着力打造以美育人的校园环境，，获评广东省文明校园获评广东省文明校园。。

在学校教师在学校教师、、原上海振华港机股份有限公原上海振华港机股份有限公
司船长黄保珊指导下司船长黄保珊指导下，，邮轮工程专业学生在观邮轮工程专业学生在观
摩练习实操技能摩练习实操技能。。

学校参赛队伍在第五届中国海员学校参赛队伍在第五届中国海员
技能大比武中夺得航海院校组团体三技能大比武中夺得航海院校组团体三
等奖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