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中职： 校均合作企业
数量为15.65个

近年来， 北京市中等职业学
校不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构建校企深度合作、 工学全程对
接、 具有学校特色和专业特质的
人才培养模式， 除少数艺术类中
职学校外， 全市绝大多数中职校
均与企业建立起较为密切的校企
合作关系， 校均合作企业数量为
15.65个。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搭建专
业合作平台， 适时成立订单班教
学工作组， 融合订单企业个性化
需求， 创新以订单培养为载体的
共育机制， 保障企业深度参与人
才培养过程， 实现了人才培养校
企 “双核驱动、 双证融合”。

2015年， 北京市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5.06%， 对
口就业率达到88.04%， 实现了中职
毕业生就业有位的基本目标，雇
主满意度达到91.02%。

高职： 大型高端企业
纷纷设立订单班

北京高职院校通过开设 “实
验班” “订单班”， 为企业量身
定制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 提
高与国际化知名企业和部队的订
单定向培养数量。 随着高职院校
与国内外大型国有或高端企业合

作办学， 吸引了北京奔驰、 北京
地铁、 北京铁路、 首都机场、 北
京邮政等企业参与， 出现了 “奔
驰班”、 “邮政班”、 “地铁班”、
“大唐移动班” “捷成世纪班”、
“航天定向班” 等订单班， 招生
即就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2015-2016学年 ， 北京市高
职院校中有合作企业的专业数占
到专业设置总数的74.17%， 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2016年， 北京高
职院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订单培养士官生招生人数翻了一
番。 像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先
后与中科院 、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 市政府外事办、 公安部第一
研究所、 中国电信、 中信银行等
单位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 校企合作
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订单班、
贯通培养、 现代学徒制……从浅
入深。 但无论教学模式增减何种
内容， 培养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高素质
职业人才的实质都不变。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黄侃表
示， 北京职业教育近年来高度重
视校企合作 ， 推动校企深度融
合， 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作
出很多有益探索。 下一步， 北京
职业教育将以服务新北京建设和
支撑新业态发展为转型升级方
向， 加快构建有地域特色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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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上课 学生拜师
提升职业能力

北京市商业学校眼视光与配
镜专业与行业龙头企业大明眼镜
深度合作， 实行造、 产、 教、 研
一 体 的 校 企 合 作 共 同 体 。 大
明 眼 镜首席技师 、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秦英瑞多次来校上
课， 并参与课程开发、 课程标准
建立 、 教师培养 、 职业素养考
核、 行业大赛指导教学运行等各
环节， 使得学生能够按照行业要
求进行学习实践， 稳步成长。

赵海龙是该专业2008届毕业
生 ， 近距离听到秦英瑞的讲课
后， 他将秦大师视为偶像， 意识
到这个专业只要学好也能取得
很 高 成 就 ， 于是更加认真地学
习专业知识。 因为表现突出， 毕
业后他如愿进入大明眼镜， 跟在
秦英瑞身边工作， 职业能力得到
很大提升。

他刚参加工作时， 店里来了
一位顾客， 反映新配的眼镜戴上
总觉得头晕， 验光复查后没有问
题， 配装检测也符合国家标准。
员工们一起讨论原因， 他突然想
到老师曾经讲过镜片尺寸稍大会
产生较大应力， 戴镜者会产生不
适。 于是他说出想法， 得到包括
秦英瑞在内的师傅们的认可。 经
过再次检测， 他发现果然是一只
镜片的应力现象明显， 于是把镜
片卸下， 用手磨机进行处理， 大
幅减轻了应力。 顾客高兴地说：
“这次眼镜戴上后不再头晕了 ，
谢谢你们的好技术。”

工作9年以后 ， 赵海龙已经
成长为大明眼镜加工部主任， 自
己开始带实习生了。

企业办学 专业与主
营业务100%对接

作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 隶属于大型国企祥龙公司的
北京市商业学校与150多家大中
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该
校突出产教深度融合、 国企办学
的特色， 校企合力开发与企业实
践对接的丰富专业教学资源， 培
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据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
介绍， 学校目前开设了20多个专
业， “十二五” 以来， 已经为祥
龙公司和社会输送6000余名技能
人才， 专业对口率为88%， 平均
起薪3300元， 企业和社会满意度
达到97%。

为了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 ， 学校与企业合
作， 共同开发和建设专
业集群 ， 调整新建了交通 、
学前教育、 老年服务、 汽车营销
等专业， 建设形成交通运输、 财
会经济、 商贸信息、 教育艺术四
大专业集群， 专业与祥龙公司主
营业务对接率达到100%。

同时， 学校与企业共建共享
实训基地， 祥龙公司下属全部企
业都向该校教学实训全面开放，
覆盖到全校85%的专业， 学校无
需投入便可实现店厂校一体化教
学。 目前， 校企已共同建设了王
府井大明眼镜实训基地、 博瑞汽
车产教园区等具有企业实体性质
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学生 “上学
如上班， 上课如上岗”。

从2015年起， 学校还与祥龙
博瑞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现代学徒
培养模式， 招生即招工， 实现教
学环境与企业环境一体化、 教学
设备与企业设备一体化、 教学内
容与企业培训一体化， 资源进行
共享。 通过企业大师级员工的一
对一指导， 不仅是学生， 就连教
师也得到进一步成长的机会， 能
够懂理论、 可上岗。

学生质量如何， 用人单位最
有发言权。 商校建立了由企业有
效介入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企
业可以深度参与学生考核和教育
教学诊断改进。 该校还共建共享
师资队伍， 学校教师与企业技术
骨干双向流动、 互相兼职， 教师
到企业实践实习率达到 100% ，
企业技术骨干到校任课人数占到
全校教师的26%。

订单培养 四方联动
满足市场需求

劲松职业高中各专业在不同
层面、 程度上均开展了订单式培
养。 订单班将员工素养、 现代企
业文化融入培养过程， 校企共同
组织专业活动， 学生可以到企业
实习、 接受专业培训、 参加专业
大赛、 受资助去国外进修， 企业
还会派人来校授课。

目前， 该校订单培养的学生
占到50%以上， 三年来累计为社
会输送毕业生1600余人， 平均就
业率达到98.5%以上。

以该校优势专业———烹饪为
例。 烹饪专业联系到中国烹饪协

会、 品牌企业、 四五星级高端酒
店、 烹饪行业大师， 构成产业四
方合作主体 。 为了满足企业需
求， 学校在教学方面进行调整，
集中了各方最优质资源： 聘请行
业大师来校直接参与教学， 开发
了12门烹饪专业数字化精品课
程 ， 制作近300个项目7000分钟
高清技术视频； 组织学生参加中
国烹饪协会的活动， 告知烹饪行
业最前沿动向， 培养学生关注行
业发展的习惯， 及时调整自我发
展方向。

学校建设起高水平校内模拟
实训基地， 其中与行业协会合作
成立培训中心1个 ； 与李锦记 、
联合利华集团挂牌共建实训基地
2个； 对外经营餐厅2个、 三星级
酒店1个， 为师生提供学习机会。

烹饪专业毕业生大多担任高
星级酒店总厨， 学校利用这个优
势直接引进酒店资源， 开发了中
西餐 “厨房岗位式” 核心课程体
系。 合作酒店的技术骨干到校兼
课， 又安排学生进酒店实习， 以
岗位实践训练人才。

近三年， 烹饪专业学生在全
国中职烹饪大赛中获一等奖2个，
二、 三等奖6个； 在行业组织的
各项比赛中获金奖6个； 在国际
烹饪比赛中获金奖1个； 学生到
四五星级酒店的就业率达到95%
以上。

据该校对40家企业进行的学
生满意度调查显示， 70%企业对
2016届学生 “非常满意 ”； 企业
对 订 单 班 学 生 在 职 业 精 神 、
专 业 技能 、 职业核心素养等维
度的评价较高， 特别满意学生的
职业精神。

劲松职高实习就业与创业指
导中心主管领导张晶京表示， 学
校应该在人才培养、 课程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上与企业对接， 将
企业核心需求融入日常教育教学
和活动安排，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
调整教学计划。 这样培养出来的
毕业生比一般学生眼界更开阔，
更加认同企业价值观， 岗位适应
能力明显更高。

如何让本校走出来的人才更加满足企业
需求， 提高毕业生的优质就业率？ 近年来，
北京市职业教育领域实行校企深度融合， 共
同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才。 企业进校园不是
“浅尝辄止”， 而是深度介入教育教学全过
程， 形成了多种培养模式。 眼下正值2017年
职业教育宣传月期间， 记者走入多所职业院
校， 实地探访校企融合现状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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