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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筑牢强国基石
职业教育成就出彩人生
下周，中国
职教界的年度
盛 会——
—第 11
届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现代物流
综合作业”赛项
即将在淮安市
高级职业技术
学校举行。 当人
们的目光投向
这次盛会时，会
感叹地发现淮
安的职业教育
正行驶在快速
发展的轨道上。
目前，淮安
共有20所职业
院校，其中中职
15所、高职5所。
自“十二五”以
来，我市累计投
入30多亿元改
善职业学校办
学条件，推动职
业教育整体办
学实力不断提
增，为淮安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持续有
力的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持。
“爱家乡、 有技
能、 肯吃苦、会
创新” 职教品
牌， 已经成为
“学 在 淮 安 ” 的
特色优势。

■淮海晚报记者
刘权
通讯员 孙智敏

●多渠道成长
绘就“出彩人生”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与奥地利维也纳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

●多渠道投入

打造优质
“职校集群”

“
职业教育既是国计，也是民
生；既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淮
安市教育局分管职业教育的副局
长程永清说，近年来，我市切实将
职业教育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统筹谋划， 拓宽渠道加大经费投
入， 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学校布
局，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特色鲜
明、保障有力的现代职教体系。
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在朝阳
下熠熠生辉， 这座占地350亩、整

●多维度推动

二五’以来，全市累计投入30多亿
元，在产业园区改建、新建职业学
校校区。”淮安市教育局职社处副
处长夏建军介绍说， 针对职业学
校“小而散”的状况，淮安积极推
动职业院校战略重组， 整合学校
资源，提升办学质量。 目前，我市
15所中等职业学校中，创成3个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9个
省高水平现代化中等职业学校，
县（区）职教中心全部达到省四星
级学校标准。

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
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在新的时代如何发展
职业教育？ 淮安正走出自己的特
色发展之路。
“
在发展机制上，积极推进产
教深度融合。 贴近我市产业结构
优化专业布局， 专业和产业吻合
度不断提高。 先后组建了数控技
术、淮台现代农业等11个区域型、
专业型职教集团， 正在筹建新能
源汽车、 盐化工等产业性产教联
盟，建立了‘
订单培养、引企进校、
校办企业、企业办校’等多种校企
合作模式。”淮安市教育局职教教
研室主任朱士玉介绍说。

●多层次培养

体投入4.5亿元的现代化校园是
2012年底投入使用的。“在淮安市
委、 市政府和淮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大力关心与支持下， 学校经
费投入逐年增加， 保障水平不断
提高， 学校逐渐走上了加速发展
的快车道。”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
学校校长黄少基说。
除了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
校， 淮阴商校、 淮安文化艺术学
校、盱眙中专、淮安工业中专等职
业学校也都建设了新校区。“
‘十

目前，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
学校的“双元制开放性公共实训
基地” 成为国家发改委产教融合
工程项目； 盱眙职教集团建立校
企合作产业园，入驻企业12家；淮
安工业中专与江苏惠民交通设备
有限公司共建研发中心、 企业管
理工作室、冠名班；江苏护理学院
与上市公司迪安诊断以股份制形
式共建实训基地……
“
‘双元制’实训基地的毕业
生， 在学校里就被企业‘预订’
了。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
局长李阳介绍说， 淮安市高级职
业技术学校培养的与开发区产业
相关的专业的学生，有80%～90%

都留在开发区， 为驻区企业源源
不断地输送技术技能人才。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4+1”
现 代 农 业 、“4+2” 现 代 工 业 、
“4+3”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 为
提高“
4+X” 产业契合度和贡献
度， 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对接
我市现代产业体系的专业点107
个。“每个学校的专业点最多不超
过19个。 撤销不适应产业需求、重
复度较高的专业点。 面向新兴产
业新设置一些产业，如物联网、电
梯检测维修等。 ”夏建军说，通过
2～3年时间， 专业布局将实现错
位发展、特色发展、优质发展。

打造
“
名特优”队伍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
校， 一个好带头人就是一个好专
业。 ”在夏建军看来，这句在教育
界流传已久的话， 体现了队伍建
设的重要性。
为提高职业院校干部的管理
能力， 我市积极实施中职校长培
训工程。 2017年第一期校长培训
班， 组织学员前往职业教育发展
较好的深圳、青岛、杭州等地考察
学习。“不仅是让他们去参观，而
且通过集中讲座、小组讨论、实地
考察、 撰写学习报告等方式实现
‘
知行合一’， 以提升学校领导干

部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水平。”夏建
军说。
为推动职业教育优质发展，
我市实施“名特优” 教师培养工
程，评选市职教名师工作室，培养
职业教育特级教师， 会同市人才
办开展包括职业教育的高层次人
才评选考核。 2014年以来，全市共
有8人获评特级教师、3人取得正
高级职称。 此外，19人被评为省职
教领军人才，创成7个省级名师工
作室，127人被评为淮安市第二期
“533” 英才工程骨干人才培养对
象。

从去年开始， 市教育局还组
织“全员晒课”活动，即每位教师
每学年送一节课的录像资料产
品，按校评出优秀率、合格率、不
合格率。程永清认为，此项活动可
以引导教师将工作重心、 工作精
力聚焦课堂、聚焦对学生的培养。
此外，我市组织制定了《淮安
市中等职业学校管理规定 （试
行）》， 健全和完善了学校管理制
度，加深了管理精细化程度，凝练
了学校管理特色， 职业教育的社
会吸引力逐步提高。

在我市生源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我市中职招
生却不断上升。“2015年，1.9万人次学生报考，
2016年2.4万人次，去年增加到近2.9万人次。 职业
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 但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
现在职业教育最看重的不是规模而是质量。 ”朱
士玉介绍说。
我市率先在全省建立30个职教创新工作室，
普遍建立学生创业基地，推动技能、创新和创业
大赛全覆盖，技能大赛成绩苏北领先，创新大赛
领跑全省职教。 近年来，学生共获发明专利180多
项，在国际发明展上获4个专项奖（最高奖）、11个
金奖、16个银奖和19个铜奖。
为进一步打通学生深造渠道，对口高考为更
多学生打开大学之门，对口高考升学率和本科达
线率逐年提高。“3+4”中职与本科分段培养保持
良好运作，牵头高校与中职学校贯通人才培养体
系，学生转段成功率95%以上。
相关职业学校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拓学
生国际视野。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与德国工
商总会合作建立苏北首家“双元制”职业培训中
心，与奥地利维也纳应用技术大学实行“
3+1+3”
模式的联合办学； 盱眙职教集团与法国达索公
司、客尼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淮安工业中专、洪泽
中专与中德诺浩开展合作，引进德国汽修人才培
养模式。 据悉，全市中职学校已与加拿大、美国等
8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机构开展国际合作，
帮助职业学校学生搭上出国深造的“
求学快车”。
为了让更多学生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市扎
实开展“
出彩职教人”评选活动、“凡是学生在‘美
德善行、专业技能、文体特长、创新创业’等方面
有建树、有特长、有进步的，经过推荐和评选后，
颁发‘出彩职教人’证书。‘出彩职教人’评选，激
励和调动了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让每一位学
生都能有所收获、有所进步，能以一种阳光自信
的心态走向精彩人生。 ”程永清说。

●多举措作为
技能大赛展现综合实力
“技术技能筑牢强国基石，职业教育成就出
彩人生。 ”淮安市教育局局长张元贵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是国家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未来技能精英、大国工匠
脱颖而出的重要平台。 淮安多年来高度重视职业
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职业教育现代
化建设， 特别是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工
作，在政策支持、经费保障、资源供给、制度建设
和组织体系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和实
践， 大力推动普及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夯
实技能大赛的群众基础，不断提升技能大赛整体
质量和综合水平。
在我市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的关键时期，承办2018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现代物流综合作业”比赛，
对促进我市中等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将会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承办本项赛事的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
学校，具有较为过硬的办学实力和良好的办学声
誉。 ”程永清说，该校的物流专业具有丰厚的办学
底蕴和显著的办学成效， 专业实训基地规模较
大、项目较全、保障也比较好。 我们将帮助、协调、
督促整个办赛系统努力提高办赛水平，提升服务
质量，力争将本届赛事办成一届规范有序、服务
有效、保障有力，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反响良好
的高水平赛事，努力为淮安教育特别是淮安职业
教育在更高水平上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更大
更优的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