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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商业学校
“互联网+”财经专业群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集中优质教学资源形成复合优势

“‘互联网+’ 财经专业群可是我
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呢， 我们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的毕业生！” 北京市商业学
校财会经济系支部书记丛秀云自豪地
告诉记者。

北京市商业学校创建于1964年 ，
隶属于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大型国有企
业集团———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50多年来始终坚持企业主办、
政府投入、 行业指导、 社会监督的办
学体制， 以服务学生、 服务教师、 服
务企业、 服务社会为使命， 办国企举
办、 商科特色、 教育与培训并举、 多
元业务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 具有北
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 北京祥龙大
学等办学机制资质， 提供人力资源开
发、 技术服务与信息咨询等智力支持，
是国家发展改革的职业教育示范校。

据记者了解， 北京市商业学校定
位于为首都现代服务业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学校财经商贸专业特色
鲜明， 精准对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
祥龙公司主营业务， 契合首都城市建
设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需求， 2018
年曾入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学校
建设行列。

“顺应商业模式、 管理智能的重
大变革， 企业资金管理由内外独立决
策向内外一体化决策的转变， 财经岗
位群的关联度将变得更加紧密。 遵循

‘专业基础相通、 技术领域相近、 职业
岗位相关 、 教学资源共享 ’ 的原则 ，
我 们 围 绕 资 金 流 组 建 了 以 优 势 专
业———会计为建设基础， 云财务会计、
金融事务、 互联网金融专业为支撑的
‘互联网+’ 财经专业群！” 丛秀云向
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 ， 北京市商业学校
“互联网+” 财经专业群培养具有互联
网思维 、 掌握相关知识及智能技术 ，
能够完成会计核算、 财务咨询、 互联
网金融服务、 税收筹划、 数据分析等
工作， 具备良好职业道德、 学习能力、
创新意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因此广受用人单
位的青睐。

据丛秀云介绍 ， “互联网+” 财
经专业群的会计专业建于1979年， 获
得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北京市骨干特色专业、 北京市中等职
业学校示范专业、 北京市职业院校创
新团队等荣誉。 在2018年北京市商业
学校会计专业与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建设的 “新道云财务会计师学
院 ”， 成功入选北京市首批工程师学
院， 成为享誉全国的王牌专业。 而北
京市校企深度合作 “云财务” 七年贯
通培养项目开启了人才培育、 资源共
享、 技术创新、 社会服务 “四位一体”
的首都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模式。

“‘互联网+’ 财经专业群把高尚
品德和卓越能力作为师资队伍培养的
首要目标！” 丛秀云说， 专业群拥有
专兼职教师50余名， 形成了一支由职
教名师引领、 专业带头人带动、 骨干
教师为主要力量的结构合理、 素质优
良、 师德高尚、 作风过硬、 能力突出
的教师队伍， 高级职称教师占50%以

上， 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占80%
以上， 且100%为双师型教师。 在国家
级、 北京市级各类教师比赛中， 获得
一等奖30余项， 多人获得北京市 “紫
禁杯” 优秀班主任， 连续获得北京市
职业院校创新团队荣誉。

“在为国家提供优秀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的路上， 我们一直在不懈的努
力！” 丛秀云感慨地对记者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40余年来， 北
京市商业学校 “互联网+” 财经专业
群培养了万余名优秀财经人才,他们在
国家级、 北京市级各类学生技能大赛
中获得一等奖50余项。 目前， 众多优
秀毕业生在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会计师 （税务师） 事务所、 中国
银行、 招商银行、 北京银行等单位就
业， 成为企业职工骨干， 为首都的经
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 李婧

学生提前进入职场做“学徒”

很多人有这样的印象———“学徒
制”是过时的事物，现在的技能人才大
多是学院培养的。 然而， 职业院校的
“现代学徒制” 其实在2015年就开始试
点了。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就是教育部现代学徒
制首批试点专业。 今年，北京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为龙
头的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技术专业群，入
选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建设
计划项目，将继续推行“现代学徒制”。

出生于1998年的刘向前，是北京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2016级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的学生。 2018年，他上大二时一
边在学校学习 ， 一边在世界500强企
业———博世力士乐当学徒。 “我在博世
力士乐做学徒，有师傅指导；和我一起
做学徒的共有十几人， 由四位师傅带
着。 ”刘向前说。 在博世力士乐有一个
培训中心，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先
进的生产设备， 由师傅带着训练与学
习。 “我在学校里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
技能， 但是到企业和师傅们在一起，才
知道师傅们是怎么炼成的。 有师傅带
着，我才知道这活儿怎么干才能让工件
更精致。 ”刘向前在企业进行一段时间
培训后回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然后
再来到企业，在岗位上跟岗训练技术技
能，由于表现出众，被选拔公派德国总
部进修了六周。 到了大三时，刘向前已
经从“培训中心”到博世力士乐公司的

实际生产岗位上开始顶岗实习了，毕业
后也会留在博世力士乐工作了。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负责人黄老师介绍 ， 从
2016年9月开始，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一共有24人参加 “现代学徒制” 试点。
除了博世力士乐， 还有中冶京诚和智
能佳等企业也参与到 “现代学徒制 ”
试点项目中。 “专业群中， 还有很多
学生利用假期尤其是暑假在企业实
习。” 黄老师说。

黄老师介绍， 除了让学生到校外
企业跟着生产一线的师傅们学习之外，
校内还有实训基地———“西门子小型自
动化技术中心” 和 “博世力士乐创新
实践中心 ” 供专业群的学生们实践 。
另外， 该专业群还为亿滋食品 (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京东集团总部等企业开展了电工技
术、 机电技术、 PLC控制技术和智能
制造技术等技术培训和技能鉴定。 学
校还聘请了企业里经验丰富的工程技
术人员到学校来做兼职教师， 指导学
生们的实践课。

“在成绩评定方面， 我们也有很
多创新实践， 开展多元化评价。” 黄老
师介绍，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班级在
课程考核评价上有这几方面创新： 多
元化多维度评价、 引入企业评价元素
和透明型过程动态考核。 其中， “多
元化评价” 是指考核内容包括作业与

态度、 思考与交流、 协作性与自主性、
领导力与执行力、 技能与创新； “多
维度评价” 是指评价的角度包括教师
评价、 自我评价以及小组评价， 其中
教师评价又包括校内教师评价和企业
兼职教师评价。 “引入企业评价元素”
是指考核内容参考了 《SMC岗位考核
要求》 与北京地铁公司 《基于行为业
绩的高技能人才评价》， 吸纳了企业对
员工的评价元素 ， 比如从工作态度 、
沟通合作、 工作纪律、 服务意识、 工
作计划、 工作经验、 业务水平、 安全
生产、 工作效能、 学习创新等方面对
学生进行考评。 “透明型过程动态考

核” 是指用成绩管理EXCEL表实时记
录下学生课程学习的情况。

“我们从第一堂课就引导学生建
立 ‘成绩不是老师给的， 而是学生自
己挣的’ 的 ‘工分’ 意识， 建立课程
学习成绩管理台账， 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黄老师说。

据悉， 下一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将建设开放共享的专业群教学资
源库， 建设线上和线下同步课程， 实
现远程教学。 并着力与企业合作开发
具有专业群特色 “远程网络教学平台”
课程包， 构建 “企业课堂” “工匠讲
台” 等实景实时教学内容。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技术专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