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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教 让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7国赛镜头】
在今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共参加了85个竞
赛项目中的11个赛项，获得4个一等奖、8
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的佳绩。

今年是我市首次承办国赛，重庆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市2个协办学校之

一，协办煤矿综采电气维修及煤矿瓦斯检
查2个赛项。这两个行业特色赛项是今年
首次纳入国赛。

为了让全国41所职业院校350多名
选手在这里赛出风采和水平，重庆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提出“举全校之力办一流赛事，
聚师生才智建一流高职”，组建了9个专项
工作组，专人专职负责大赛的各项筹备
工作。

【职教风采】
一直以来,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坚

持着这样的信念：技能大赛促进学生成长
成才，通过比赛最终实现人人出彩，凭技能
造就更幸福的人生。

据悉,该校所有二级学院每年都会围
绕“三级”（校赛、市赛、国赛）技能竞赛展开
各项工作。在今年我市第十届高职院校学
生职业技能竞赛中，学校不仅承办了建筑
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测绘、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等5个赛项，还获得10个一等奖、
9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

大赛让学生受益，更让学校受益。通
过技能比赛，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进一
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教育教学，
探寻更多发展潜能。

因此技能大赛既是选手之间的过招，
也是学校办学实力的比拼。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于1951年建
校，2010年便建成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特别是2014年整体搬迁至江津校区后
迅速拉开了跨越发展的新局面。

提升办学实力需要强而有力的“硬支
撑”。据悉，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达到1.1
亿元，校内实训基地（室）200个，其中中央
财政重点支持建设的专业实训基地（室）29
个，加上261个校外实习基地，搭建出一个
立体多维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的“孵化池”。

提升办学水平需要极富内涵的“软实
力”。近年来,学校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拥

有教授72人、副教授162人、博士42人、硕
士268人，“双师双能型”教师350余人，已
打造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现有国家级专
家18人、重庆市市级教学团队7个、重庆市
市级专家65人，教学水平、育人实力不言
而喻。

今年学校还聘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刘
人怀任名誉校长，同时聘请16名国内著名
专家学者担任学校客座教授。此外，长期
聘请行业企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300多
人，为人才培养积蓄能量，也为学校综合发
展奠定了智力基础。

不断探索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既
快又好发展的“黄金时期”。目前，学校已
设9个教学院系，以及基础教学部、思想政
治理论教学研究部、体育与国防教学部3
个教学部，开设的49个专业中已有8个国
家级重点专业和7个市级重点专业。一个
个精品专业、特色专业相继涌现，为学校跨

越发展再“加码”。
该校已为国家培养出10万余名专业

人才，多数毕业生已成为企事业单位技术
和管理骨干。在国内多个省市的大型煤炭
企业中层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中，该校毕
业生占70%以上，被誉为西南地区煤炭行
业的“黄埔军校”。

当前，这所被评为全国“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示范校”50强的学校还不断提升着国
际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与美国、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及台湾地区高
校建立了长期校际交流机制，在专业合作、
课程认证、职业资格认证、教师培养、学生
交流、学历提升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时与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开展海外留学生
培养和技术服务。

跟随技能大赛脚步，以赛促教凝聚先
发优势，重庆工程专业技术学院砥砺前行，
育人水平和办学实力双向提升，实现了从
并跑到领跑的蜕变。

【国赛看台】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获奖情况：

时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一等奖

1

1

2

3

0

4

二等奖

5

2

2

0

7

8

三等奖

4

3

4

4

7

4

德技并修 人才添力现代农业新发展重庆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2017国赛镜头】
今年，重庆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重庆

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11
个项目，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园林景观设
计、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2个项目荣获一
等奖，共计奖牌11枚，总分名列全市高职院
校第二。

这是自2012年起学院连续6年均获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除了参加国赛之外，该校还参加了全国
小动物临床骨科技能大赛。大赛历经网上
初赛、全国七大赛区复赛、大连决赛三个历
程，在众多国际专家的精心评判下荣获特等
奖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的优异成
绩，综合排名全国第一，为重庆争得荣誉。

【职教风采】
坚持培育和弘扬大国工匠精神，近年来

重庆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持立德树人
标准，以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
学方向，高度重视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坚持
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德技并修，搭建起院、
市、国家三级职业技能大赛平台，让每个学
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在建立健全技能大赛体系的基础上，三
峡职业技术学院还通过创新创业大赛、职业
体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团活动
等举措，引导和提高师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动
手能力，推进了学生创新精神与职业能力的
培养。

课程上，学院各专业结合学科特点开设
出公共关系、社交礼仪、心理健康教育课等
课程，选修课数量不断增多，先进文化、企业
文化、产业文化也走进了课堂。活动上，学
院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
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广泛推进
青年学生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今年5月，学院团委荣获全国“五四”
红旗团委称号，是目前重庆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高职院校。人人出彩并不是“空想”，而是
有力地写入学院提升办学实力的战略中。

2013年通过重庆市示范性高职院校建
设验收，学院先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1项、重庆
市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2项。作为全市唯一一所以涉农专业
为特色的高职院校，三峡职业技术学院肩负
服务三峡、服务三农、服务现代农业使命，近
年来不断提档人才培养水平，致力于推动中
国现代农业新发展。

按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技术要求，学

院以主动的姿态对传统农业类专业进行了
调整改造，将分布于11个专业大类的32个
专业聚焦于现代农业。

为将专业做专、做精，学院建起对接区
域农业产业和生态产业的农产品生产技术、
生态产品生产和保护技术、畜禽产品生产技
术三大核心专业群，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装备
技术、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经营管
理与服务三大主体专业群，培养现代农业技
术技能型人才、经营管理人才。

政校企深度融合是职业院校可持续发
展的生命力。从2008年起，三峡职业技术
学院开始构建起院、校、地三方联动模式，成
立了库区职教集团共享职教资源，在招生就
业、专业、课程、师资、实训和继续教育中与
中兴通讯、厦门国际会展、好利来、BYD等
知名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先后与巫溪、梁平
等区县开展县校合作，与万州渝东开发区探
索了园校互动办学模式改革，与重庆市农委
合作制定和实施了“农机高端应用人才培养
星火计划”，与巫溪县共同成立了“食用菌研

究所”、“畜牧兽医研究所”，与大山农业科技
公司联合成立了“万州古红桔研究所”……
专业建设、学术成果与科技转化潜移默化来
到了库区人民的身边，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科技支持和智力支撑。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学院还将
继续注重内涵建设，将技能大赛与人才培养
质量体系相结合，加大教学改革力度，为国
家和地方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校园环境

【国赛看台】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获奖情况：

时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一等奖

1

1

1

2

1

2

二等奖

3

3

2

6

12

4

三等奖

2

0

2

3

5

5

奋进六十载 启程新天地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2017国赛镜头】
今年是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但“银行业务综合技能”赛项却是第一
次纳入国赛，全国共有52支代表队共208
名选手参加比赛。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的陈
妍旭、杨帮玲、李琴、陈尚宇4位参赛选手
以全国第 10 名的总成绩荣获团体二等
奖。据悉，“银行业务综合技能”赛项是全

国大学生银行赛项的最高规格赛事，因此
该校指导教师和参赛学生牺牲了很多休息
时间积极备赛，并克服了赛制、规则更改和
技术支持平台更换等诸多困境，赛出了良
好的综合素养和精神风貌，也展现出学院
金融类专业的教学实力。

【职教风采】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至今已走过60年

风雨历程，学校升级发展的步履正好印证
了时代的快速变迁和转型发展。特别是
2007年以来，学院在办学规模、办学水平
和办学效益上实现了空前发展。

办学60年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搭建
起怎样的“教育之桥”连接过去与未来？抒
写出了哪些值得传承的教育示范？启程新
发展的创新价值在哪里？

据了解，学院先后被评为全国商务系
统先进集体、全国商业服务业校企合作与
人才培养优秀院校、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工

作创新优秀单位，建有市级精品课程2门、
市级教学团队4个，获批立项市级骨干专
业3个、教学资源库3个。

2010年至今，学院学生在各类职业技
能竞赛中屡获佳绩，其中全国一等奖9项、
二等奖17项、三等奖28项，市级一、二、三
等奖90余项，办学事业取得可喜成绩，人
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

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专业内涵建设。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坚持“新增、调整、淘汰”
的原则，紧跟市场需求，有序开展专业结构
调整布局。现开设高职专业19个，初步建
成会计、金融、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和工程
管理五大专业群，专业结构进一步得到改
善。在优化专业结构的同时，不断加强专
业内涵建设，着力打造独具财经特色的骨
干专业，推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
一定成效。

以“双师”为标准，提档师资队伍水
平。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不断提升广大教师
专业实践能力、课堂教学能力、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通过对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
（负责人）、骨干教师“三支队伍”的建设，有
效发挥其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中的核心
骨干作用。

以能力为目标，增强学生创新本领。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探索和实
践“校企双主体、师生双角色、课堂双场所、
学业双考核、课程体系与工作流程、课程与
工作内容交互融合”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
培养。同时通过创新课程建设、强化实践
教学、深化校企合等途径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以创新为手段，服务学生全面发展。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
学中心环节，坚持德育为先，通过正面的教

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通过合适的
教育来塑造人、改变人、发展人；把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如今从重
庆财经职业学院走出去的学生备受市场欢
迎，今年就业率达到94.27%。

60年办学实践中，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凝练出的“财智人生、经纬天地”校训刻入
师生成长每一个阶段，高水平、高质量的教
育让“人人出彩”变为现实。

校园环境

【国赛看台】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获奖情况：

时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二等奖

1

0

2

2

2

三等奖

1

2

1

3

2

以创新为“标尺”衡量高职教育水平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2017国赛镜头】
今年工商职业学共获1个一等奖、1个

二等奖、6个三等奖的可喜成绩。
其中，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李典泞、

杨文亮、何苹（指导老师：文武、唐春玲）组

建的参赛队伍与来自全国各高职院校的93
支队伍同场竞技，在“物联网技术应用”赛
场上经过4小时的激烈角逐，斩获一等奖。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孙杉、刘静、朱
强严（指导教师：姚俊屏、李巨）参加“云计
算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二等奖。

此外，该校还分别在“数控机床装调与
技术改造”、“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
数据恢复”、“服装设计与工艺”、“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汽车营销”、“光伏电子工程的
设计与实施”赛项中获得三等奖。

【职教风采】
2016-2017年度中国高职院校创新

发展影响力排行榜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位列第48位，从这份榜单中不难看出一所
地方高职院校的教育实力、人才培养成效
以及办学影响力。

拥有合川、九龙坡华岩2个校区；拥有

教职工741人，其中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
称35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
等副高级职称的131人，有博士、硕士学位
的338人；建有城市建设工程学院、传媒艺
术学院、管理学院等7个二级学院；开设有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工程造价、建筑装饰工
程技术等46个专业……特别是“十八大”
以来，工商职业学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
仅完成了合川校区二期项目建设，教学仪
器设备总值也增长到8747万元。

在校生达到12000多人，工商职业学
院正成为更多学生的第一选择。

无论是在全国影响力排行榜中占据一
席之地，还是成为学生填报志愿时的第一
选择，工商职业学院的蜕变折射出的是具
有示范性的创新探索，以创新为“标尺”衡
量高职教育水平，促进高职教育发展。

创新推进重庆开放大学筹建。工商职
业学院探索形成了“一体多元三融合”建设

开放大学的创新模式，形成《重庆开放大学
建设方案》，筹建5个本科专业，并与西南
大学开展2个本科专业合作办学试点。

创新提升应用人才培养质量。在这里
毕业生不仅能实现高质量就业，学生创业
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了帮助学生就
业，该校建成2500多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设立60万元创业基金，已培养
出创新创业项目118个，学校也因此被评
为“重庆市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创新纵深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在探索
构建“五共同，三融合”人才模式框架基础
上，工商职业学院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现
代学徒制、产教融合、订单班培养、校企共
育共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了由

“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创
新创业实践”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创新引领学生综合素养提档。体现高
职教育“开放、包容、创新”的时代特征，工

商职业学院引领全校师生开展“形象内涵
大讨论”，同时建立鼓、旗、龙、狮等特色社
团活动，并通过“榜样的力量”校园之星评
选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进取，全面发展、
个性发展。

去年，工商职业学院的“大数据应用研
究院”正式成立，该校牵头成立的重庆市职
业教育大数据应用研究院也由此诞生。学
校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大数据应用研究服
务产业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
作用，进一步促进我市职业教育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发展。

创新不停步，每一个教育行动都尽力
做到最好，每一种教育策略都尽量化作现
实。工商职业学院用行动诠释着“不断跨
越、创新领航”的奥义，在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大道上继续开拓，成为重庆现代职业体
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国赛看台】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获奖情况：

时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一等奖

0

0

0

0

1

1

二等奖

1

2

2

2

6

1

三等奖

1

2

2

3

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