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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一年一度的高规格、高水准、高影响的
赛事。

它既是师生展示风采、追梦圆梦的广阔舞台，也是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重要抓手，对职业院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今年我市高职院校共取得一等奖20个、二等奖47个、三等奖58个，并成
功承办2个“国赛”项目。第十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虽已落下帷幕，但
赛场上那些拼搏的身影，以及身影背后的每一所学校都值得留念、书写。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曾先
后荣获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技能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我市首批
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等荣誉，今年
更是成为我市首批优质高等职业
院校建设项目学校。

近年来，学院坚持面向产业的
开放意识、密切企业的合作意识、
工学结合的培养意识、对接区域的
服务意识、促进就业的民生意识、
应用研究的学术意识，立足现代城
市服务和民政社会工作，积极面向
城市发展和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一
线，致力于培养现代服务业和社会
公共服务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人才培养需要师资助力。学
院深入实施“双高双师”促进工程，
打造出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学团
队。现有博士、硕士469人，“双师
素质”教师370人。同时还建有重
庆市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
并聘请500余名行业专家、企业能
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人才培养需要教学创新。因
此该学院深化政校企合作，与315
家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企事业单
位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建有企业学
院5个，并形成了第一课堂学习与
第二课堂实践结合、学校文化与企
业文化结合、学业成长与职业成长
结合的“三个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走高。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会计技能赛项颁奖现场

培养现代服务业和社会公共服务所需人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技能”一等奖
“电子商务技能大赛”一等奖

“养老服务技能”二等奖
“服装设计与工艺”二等奖
“导游服务”二等奖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二等奖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二等奖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三等奖

“银行业务技能”三等奖
“养老服务技能”三等奖

赛事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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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坚持“以电子信息为特色，培养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技术密
集型产业领域一线需要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注重应用研发与
技术服务”的办学定位，确立了建
设“电子信息类高水平特色应用型
高等院校”的发展目标，通过培育
专业特色来引领办学特色，建有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电子与物联网、
通信工程、智能制造与汽车、智慧
健康等11个二级学院，着力建设

以“大人物”（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智能制造、物联网）为代表的专业
集群，成为重庆市应用型高等教育
的“品牌院校”。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是由
重庆市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
等院校。

该校创建于1965年，1999年
成为重庆第一所高职学院，是国家
重点建设的100所国家示范性高
等职业院校、教育部“全国重点建
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人社部与财政部授予的“国家级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服务贡
献50强”、“全国教学资源50强”、"
全国就业50强”、“全国创新创业
50强”高校。

学校连续两届蝉联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在全国1300余
所高职院校中屈指可数。学校现
有教职工1000余人，其中博士72
人、教授79人（二级教授3人），副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93人。有4
位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5位专家被聘为教育部一级行指委
委员。

电子信息特色助力智能化产业发展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物联网技术应用”一等奖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一等奖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二等奖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二等奖
“导游服务”二等奖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二等奖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
数据恢复”三等奖

“建筑工程识图”三等奖
“软件测试”三等奖
“计算机网络应用”三等奖

赛事荣誉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颁奖现场
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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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在
“国赛”中荣获4个一等奖，创下我
市本届参赛院校一等奖获奖数量
之最，竞赛项目获奖率首次达到
100%。

高获奖率不仅折射出三峡职
业学院的参赛备赛实力，更彰显了
育人智慧。

近年来，学院主动改造传统农
业类专业，重点打造农产品生产技
术、生态产品生产和保护技术、畜
禽产品生产技术的核心专业群，以
及现代农业装备技术、现代农业信
息技术、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与服务
的主体专业群，从而培养了很多现

代农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经营管理
人才。

学院还形成了与现代农业企
业和农业生产过程全程对接的“育
人为本、范式相符、实践主导、五线
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
了教育教学质量，累计向库区培养
5万余名高端技术应用型专门人
才。通过实施全国首个“农业职业
经理人”培训，牵头制定全国“农业
职业经理人职业标准”，实施“重庆
市农机高端应用人才培养星火计
划”，建成我市首个农机人培训基
地，成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与研
发中心”，该学院服务现代农业发

展的力度更加强劲。
三峡职业学院近年来非常注

重对外交流合作，牵头成立了三峡
库区职教集团，成为中国都市农业
职教集团和中国现代农业职教集
团副理事长单位，并面向东南亚国
家招收留学生，进一步提升了优质
高职的示范影响力。

一等奖“获奖之最”背后的育人之道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
施”一等奖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一等奖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一等奖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一
等奖

“电子商务技能”二等奖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二等奖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
试”二等奖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二等奖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三等奖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
技术”三等奖

“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
技术”三等奖

“工业分析与检验”三等奖
“中药传统技能”三等奖

赛事荣誉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颁奖现场

技能宣言>>>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财经学院
唐涛

通过比赛我们获得了一个又
一个进步，也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
没有的知识，一方面培养了我们的
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
专业技能。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李洋
技能大赛锻炼了我们的意志，

提高了我们的专业技能，加快了我
们的成长速度，更获得了不畏艰
难，越挫越勇的拼搏精神和充分的
自信。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邹玥
技能大赛不仅是对我们在校

学习成果的展示与检验，通过大赛
更提高了我们的专业技能，磨炼了
我们奋力拼搏的意志品质。职业

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徐国栋
一次次的比赛，让我的人生添

了彩，也拓展了视野。在比赛中，
有强大的对手，有相当的对手，但
是最大的对手是自己，只有超越自
我才能出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个一等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3个一等奖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4个一等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5个二等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4个二等奖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4个二等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3个三等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4个三等奖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2个三等奖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5个三等奖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是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主办，重庆市教委
主管的一所公办高职院校，1983
建校。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转制
成为重庆市第一所独立设置的高
职院校。2013年学院建成“市级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5年
被教育部确实为首批全国100所
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中国人民解
放军定向培养直招士官高校。
2016年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全国
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诊断与改进试点院校。2018年被
确定为重庆市市级优质高职院校
建设单位。

学院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七研究院、重庆航空学会、重庆
通航集团以及其他航天航空企业
和高校，牵头成立了“重庆航空航
天职业教育集团”。

学院招生专业有无人机应用
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云计算
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
信息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软件技术、电子商务、空中乘务、航
空物流、学前教育等37个，在校高
职学生9300余人。近年来学院先
后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
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学生
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3
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1项，毕业
生“双证书”获取率达96%以上，毕
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97%以上，就
业方向与专业匹配度达80%以上。

为航空航天事业发展注入人才动力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一
等奖

“导游服务”三等奖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三等奖

赛事荣誉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颁奖现场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1个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