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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招创新招 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

2 谋硬招谋硬招 校企合作育人才

1 出真招出真招 课证融通强专业

广西建院贯彻落实
上级文件精神，以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为优
先目标，积极搭建国际合
作与交流平台，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推动建立师
生交流互动机制与国际
合作育人机制，进一步提
升学校国际化办学能力。

学校积极与国外的理工学
院、社区学院、行业协会等联

系合作，开展中外合作学历教
育、现代技能职业培训项目。项目

以培养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工程
建设法律法规和管理模式，同时熟悉国际惯例

和异国文化，具备世界眼光，具有跨国工作经历和管
理能力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通过课程体系引
进和融合，积极探索中外合作的“分段式”人才培养
模式。目前，学校已与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国以
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高校和行业协会、企业开展
合作办学，并计划与东盟马来西亚、泰国的高校进行
校际间交流。

学校围绕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紧抓

广西作为西南、中南国际大通道的区位优势以及中国
与东盟文化经济互通对人才需求日益增大的良好契
机，发挥依托行业的优势，依托已成立的广西建设职
教集团、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主动与广西“走出
去”的企业加强联系，主动配合国有、民营大型建
筑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需求，采用订单培养方
式，与企业联合开发人才培养方案、编写培训教
材，为“走出去”的企业培养急需的技术技能人
才，这是学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工作的主
要方向和重要抓手。

随着学校职业教育“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不
断深入，结合创建优质高职院校的目标，学校各系都
制定了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
重点开展了与碧桂园驻东盟各国家分公司的全面合
作。在建筑设计、家具设计、建筑设备、建筑工程技
术、项目管理等专业方向进行了对接，与碧桂园共同
研发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开展订单式培养。充分发
挥“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 （培训） 基地”“BIM培养
（培训）中心”等一批高水平实验实训基地的作用，大
力培养能适应和跟随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以促进学生海外就业，为海外中资企业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陈熙）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广西建院”） 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示范性高职院校，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是广西仅有的一所公办建设类高职院校。建校60多年来，广西建院立足
广西，依托地缘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建设类

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八桂鲁班摇篮”“建设英才基地”。
广西建院持续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加强特色专业建设，积极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形成了以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等优势专业群为引
领，其他特色专业群分梯度发展的办学格局，所开设专业基本涵盖了建设行业
领域所有技能岗位。“十三五”期间，学校通过国家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和 6
个自治区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的建设过程，逐步确定了以核

心专业为主，特色专业与关联专业组群的模式，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模式，形成了以核心专业为主导、以特色专业为亮点、以关联专业

为补充的各教学系部专业教育教学结构和发展方向。

广西建院于 2019 年获批为国家
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建
筑信息模型 【BIM】 证书），目前学
校共有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BIM）、
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数字创
意建模等 21 个“1+X”证书制度试
点，其中广西区域牵头14个。截至
2021年8月，学校先后组织了40余批
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通过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先后承办了
建筑信息模型 （BIM）、装配式建筑
构件制作与安装、5G基站建设与维
护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共计4个批次
的师资培训班，来自全国高职、本科
院校以及企业单位的200余人通过培
训获得了师资证书，进一步促进了广
西地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学培训
质量提升。

学校积极推进“1+X”证书试点
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展X证
书与专业课程学习成果转换和学分认
定工作，实现课证融通。随着“1+
X”（BIM）证书制度的推进，学校利
用“1+BIM课程重构魔方”系统开展

“三教”改革，校企协同，把模块化
课程按需求进行重构，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AI智能引擎、移动互联网形
成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正向BIM一体化
技术体系、“以训为主、战训结合、

真题实战”实训体系以及“1+1+N”
的BIM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制定出符
合不同生源入口的课程体系，完成人
才分层次培养。通过对标职业标准，
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专注于学生基
础技能的提升，结合实际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获得了较高的通过率。

学校聚焦“三教”改革，按照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
要求，进一步探索实践“教学战训
多维协同，岗课赛证立体融通”的
人才培养模式，在课证融通的基础
上，以竞赛作为推动教学改革的重
要途径，真正做到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实现
高质量的教学发展，师生技能竞赛
实现“双突破”。以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为例，近两年来，该专业学生共
荣获国际级大赛奖项3项、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奖项5项、全国行业协
会类竞赛一等奖15项。2020年，首
次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
试点赛建筑工程识图赛项 （高职
组） 团体一等奖；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专任教师获得广西职业院校教
学能力大赛一等奖两项、二等
奖3项。2020年，获得了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
能力比赛三等奖一项。

依托行业企业办学是广西建院
的突出特色。学校牵头组织建设系
统内近百家企事业单位成立了“校
企合作发展理事会”，并依托理事会
平台牵头成立了广西建设职业教育
集团。2020 年，广西建设职业教育
集团入选国家首批示范职教集团培
育单位名单。近年来，学校依托建
筑工程技术等优势专业，联合广西
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广联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智能建造
产业学院”，与广西华业集团设计有
限责任公司共建了“建筑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理事会、职教集团和产
业学院构成了学校多维度融合的校
企合作平台，为学校提升办学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作为广西“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改革试点高校，一直大力推动引
企入校工作。学校与广西华蓝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近 2000 万
元共建现代学徒制“校中厂”，开展
家具艺术设计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该项目获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为学校全面推广现代学徒制积
累了经验。2019 年和 2020 年，学校
先后与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和广西
众泰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开办了

“建昌班”和“众泰班”现代学徒制
精准扶贫改革试点，这两个班级的生
源均来自经济困难家庭。“职教扶贫+
现代学徒制”创新了“五精准”（精
准招生、精准扶贫、精准培养、精准
就业、精准脱贫）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此外，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
优势，拓展扶贫思路，学校融合政行
企校多方优势，共同创办了农民工

“打工课堂”，将千余名农民工培养成
技术工人，这项举措创新了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据悉，“打
工课堂”由广西建院创办于 2015
年，6年来，有近15家企业加入到扶
贫队伍，服务覆盖全国 33 个贫困
村，共培训 1500 多个课时，培训村
民 2600 余人次，帮助贫困村村民成
功就业达750人次，带动近3500名贫
困户脱贫。2019年，“打工课堂”扶
贫项目成功入选“全国志愿者扶贫典
型案例50佳”，2020年获得第十二届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金奖。

学校紧密围绕 《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将教师“双
师”能力提升作为人才队伍建
设 的 核 心 任 务 ， 以 “ 双 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为载
体，通过“校企合作”“外引
内培”，不断拓展教师培养培
训途径，健全“双师型”师
资队伍建设保障机制，打造了

一支上得课堂下得工地、为学
生成长成才提供优质服务的高水

平“双师”队伍。学校完善培养培
训机制，畅通教师培养培训渠道，通
过访学进修、企业实践、师徒传授、
自我提升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专任教
师的自身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和科研
能力，培养了一大批在行业有较高威
望的教学名师、骨干教师。近5年来，
累计引进 200 名企业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累计完成专业带头人 （负责人）、
骨干教师、专业教师等“双师型”培
养培训任务4000多人次。

为提升教师队伍“双师”能力，学
校依托广西建工集团等合作企业以及广
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等下属企业，建
立人才共享机制，与企业共建“双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立学校和行
业企业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机制，
促进校企人才专兼融合。近5年来，选

派赴企业实践累计3个月以上的专任教
师达400人。目前，学校共有202名教
师通过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
教师的认定，获得高等职业院校“双师
型”教师资格证书。此外，为进一步加
大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广西建院与同
济大学深度合作开展教师培养培训项
目。该项目分为全校教师信息化能力提
升培训班和新进教师培养培训班两个班
次，为期两年，共计160名教师参加，
采取校本培训、网络研修、课堂观察、
入企实践、校企共赛等诸多培训模块，
力争全方位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为学校
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
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
工作，要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
师队伍。”广西建院院长吴昆表示。学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丰硕
成果，成功入选首批全国职业院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入
选首批国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一个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领
域）、第二批国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一个（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学
校现有教职员工 811 人，博士学位 6
人，硕士学位 400 人，正高级职称 27
人，副高级职称214人。2020年一人获
评国家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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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建院学生将“1+X”污水处理知识应用
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水质提升工程

2.“打工课堂”——广西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
员培训班在南宁开班

3.2020年度第一期“1+X”装配式建筑构件制
作与安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班在学校举行

4.广西建院与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广
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智能建造产业学院

5.广西建院与广西众泰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共建现代学徒制精准扶贫“众泰班”

6.广西建院与同济大学合作开展教师培养培训
项目启动会

7.中国与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圆桌峰会在广西建
院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