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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高校改革发展这一年（下）

致敬致敬

这一年，全省高职院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教育教学

模式，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这一年，全省高职院校全面推进国家“双高”院校建设，聚焦内涵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着力培养新时代产业工匠，协同育人

水平有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新突破，促进高水平就业有新成效，各校跑出高质量特色发展“加速度”。

让我们共同感受江西职教风采，倾听江西职教昂扬奋进的声音。

○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
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九江职业
技术学院围绕“智造兴船排头兵、物联强赣领头雁”的发
展目标，聚焦五大要素，重点打造“船舶工程技术”和“物
联网应用技术”两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

一是搭建协作化产教融合平台，推行学徒制合作育
人。多渠道汇聚“政、行、企、校”办学资源，多形式搭建

“产、学、研、用”合作平台。二是构建模块化专业课程体
系，推进优质课教学改革。按照“底层相通、中层分立、高
层交互”原则，重构了“平台+模块+方向”的模块化课程
体系。三是建设结构化专业教学团队，提升双师型队伍
水平。适应模块化教学需要，组建结构化教学团队；完善

“内培外引”“双向交流”和“绩效考核”等工作机制，强化
双师团队建设。四是建立项目化技术创新实体，增强多
领域服务能力。校企共建层次化、多元化技术创新服务
团队，全面提升专业群服务船舶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建
设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五是健全系统化管理运行机制，
保障可持续创新发展。出台《专业群建设与管理办法》，
初步形成了“动态调整、持续改进、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的专业群运行管理机制。 （舒 平）

○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
党建品牌建设年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于 2020年全面启动“党建品牌建设年”活
动，以党建为引领，学校“双高”建设同频共振。

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2015-2019 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高职类
TOP300”中，学校位列全国第 15 名、全省第 1 名。国赛
省赛摘金夺银。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斩获云计算项
目银牌，3个项目入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
2名选手获“全国技术能手”。学校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中获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在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中获全国一等奖 3项，是全国获一等奖数量最
多的专科院校。师资建设喜结硕果。学校成功申报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获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
力比赛、江西省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江西省学校
共青团“微团课”大赛3个一等奖，2部教材获评“十三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1人获评“江西省先进工作者”，

“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其应用科研创新团队”获“赣州市科
技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刘尚正）

○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
国家“双高”会计专业群建设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积极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会计
专业群建设。

紧密对接行业，优化专业群建设组群逻辑。紧密对
接财务数字化发展要求，构建包括会计、会计信息管理、
审计、金融管理专业在内的会计专业群，培育新型财务
数字化会计人才。

深化产教融合，凝练专业群建设基本范式。“学、训、
培、产、研”五位一体，打造专业群建设新范式。一年来，
校企共建专业课程8门、合编教材5部、开发技术项目12
个，共同承办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3项。

聚焦技术赋能，扩大专业群资源有效供给。完善信
息化教学平台建设，开展互联网金融实训室、财务共享
中心等项目建设，新增VBSE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会计专
业教学资源库、10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坚持五融五合，提升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将岗位
技能、劳动教育、课程思政、“1+X”试点、创新创业等5项
要素有机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形成校企联合、资源共享、
书证融合、数据聚合的人才培养新生态。一年来，学生
获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江西省会计职业
技能竞赛一等奖等荣誉。 （苏 毅）

○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
全面推进“双高”院校建设

2020年，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全面推进国家“双高”
院校建设，做到疫情防控和学校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这一年，学校内涵建设有新亮点：制定了《职业教育
提质创优“一校一策”实施方案》，《建筑室内设计》获批国
家精品在线课程，成功申报“江西省森林菌物资源综合开
发工程研究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初步完成林业技术
专业省级教学资源库建设和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这一年，学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水平有新提升：学
校获评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50强，入选首批全国示范
性职教集团培育单位，获 2020 年世界职教院校联盟
（WFCP）卓越奖“教育可持续发展”银奖，被评为全国高
职院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研修基地——江西红
色文化实践研修基地。

这一年，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有新突破：在第六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金奖1项，在
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 1金 1
银 1铜和“优胜杯”，在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包揽
家具制作项目金银牌、5人入选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国
家集训队。 （沈 林 肖 朕）

○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开启“双高”建设新征程

2020年，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教育教学，稳步推动年度工作和学院“双高”
建设, 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一年来，学院高标准推进“双高”建设；高质量完成
了学院省“双高”建设中期绩效评价报告。积极落实部
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任务，编制了学院综合改
革提质创优实施方案。在第三批 1+X 证书申报中成功
获批21个技能等级证书；教学诊改与复核顺利通过省级
验收，制度建设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宋金博名师工作
室”被认定为“江西省教育系统名师工作室”。新建了南
昌市交通与市政工程可视化仿真重点实验室、交通地理
信息（GIS）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路桥BIM技
术应用中心四个研发（技术）中心；申报江西省科技厅“03
专项”重大项目获批立项；成功获批国家邮政行业技术研
发中心。路桥党总支教工党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该支部书记工作室入选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
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在“江中利活杯”2020年人民优选
直播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学院学生荣获“金牌带货官”和

“最具风采奖”。 （冀星辰）

○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
创新创业创佳绩

2020年，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在第六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夺得一金三银九铜。
《Kitchen Treasure》项目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国际
赛道金奖，《Environmental FoodSmoker》《神“机”料用》

《指尖魔术》获得银奖，《销升客》等9个项目获得铜奖。
近年来，学校率先在全省高职院校成立实体招生

的创业学院，组建了由 40 余名校内专兼职教师和 60 余
名校友、企业导师组成的“双创”教学队伍，构建了课
程、课堂、训练、竞赛和成果转化“五位一体”人才培养
体系，建成了 3400 平米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和悦创空
间，与南昌高新区共建了 700 平米的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2018年以来，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共获得金奖 2项、银奖 7项、铜奖 14项，获奖数量位
居全国高职院校第一。 （欧阳竞慧）

○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
亮点纷呈成效显

2020年，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
业再上新台阶。

思政工作亮点纷呈。龚璐璐老师获第七届江西省
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第一名；学院获2019年度全省
高校共青团工作“优秀单位”；省级战“疫”类比赛活动获
一等奖5项；学院校友会被评为省级4A社团。

各项大赛捷报频传。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改革试
点赛化学实验技术赛项目中获全国一等奖，是2020年江
西省所有试点赛项目中唯一一个一等奖。学院学子代
表江西省参加全国第一届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赛项，成
功入围国家队。学院获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单文增老师荣获第三届
“感动江西教育年度人物”、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称号，
汪哲老师被授予“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赖玮
老师获第23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

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显著。3 本教材入选国家职
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作为全省“1+X”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牵头单位，学院“传感网应用开发”证书
考核通过率为 92.5%，居全国第二。江西现代职业教
育集团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培育
单位。 （洪旺元 陈丽丽）

○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020年，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在全省推进提质培
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之际，以“双高”建设为抓
手，积极推进“三教”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全面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以“智”提质，完成“双高”建设中期验收和现代学徒
制项目验收。学校作为江西省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建
设单位，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凝聚办学
合力，持续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优势特色专业建设、
高水平“双师”队伍建设等十大任务的建设。

以“技”增值，学校十分重视工匠精神和职业技能的
培养，坚持“赛教结合、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
教育教学理念，大力弘扬“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新风，持
续加大中青年教师培养、深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
极参与各类竞赛活动。2020 年度获得各类赛事奖项达
110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5项、省级一等奖29项。

以“新”赋能，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3+
3”的人才培养合作新模式，探索“双元”育人的新路径，促进
高水平就业和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祝海南）

○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
“五粮”文化育新人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五粮文化育人”理念引领学院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粮缘中的敬与礼。精心讲好战“疫”思政大课、百名
学子上井冈山“红色走读”、推出具有思政元素的“工贸
十景”、编撰《“五粮”文化学思践悟》教材，引领工贸学子
坚定理想信念。

粮情中的勤与俭。开展“珍惜粮食、反对浪费”宣传,
建立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获评“全国粮食安全宣
传教育基地”“国家粮食产业（集装型散粮运输载具）技
术创新中心”。

粮品中的诚与信。深入开展“双体验日”“我和书记
有个约会”“五粮文化艺术节”等主题活动，让思政教育
更有质、更有味、更有效、更有料。

粮安中的责与献。师生在疫情防控、防汛抗洪硬仗
中体现责任担当；多措并举“保就业”“稳就业”，录取分
数再创新高，在校生突破 12000 人；召开第四次党员大
会，顺利通过省教育厅诊改复核。

粮艺中的传与新。学院五谷粮食画精彩亮相首届全
国技能大赛、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江西文化发展巡礼；师
生在各类大赛中摘金夺银；大力推进“双高”院校建设，擘
画“十四五”发展蓝图。 （王 苏 冯训阳 陶欣桐）

○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
校企协同育人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着力培养新时代产业工匠。

学院与国网江西电力11家市供电公司、98家县供电
公司及直属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培训与培养对接，实
现了就业、职业、产业、行业、企业“五业”联动的职业教育
发展机制。同时，学院通过与微软中国合作建立省内首家

“微软创新学院”“微软技术实践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江
西省分行合作共建智慧校园，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
院扩招教改做法入选教育部全国高职扩招典型经验，1个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入选教育部优秀人才培养方案，2项教
学成果分别荣获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
电力行业产教融合十佳案例奖。师生参加各类竞赛取得
历史最好成绩，累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一等奖及以上20
个、二等奖7个、三等奖15个。学院教师李俊荣获全国电
力行业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2020届毕业生中30%
学生就业于世界500强企业。 （李红兵）

○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提质培优推进高质量发展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抓住部省共建职教创新发
展高地机遇，对标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打造机
电特色鲜明、产教融合紧密、培养模式科学的职教品
牌。学生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56项，其中国际级奖项
1项、国家级一等奖4项、省级一等奖10项。

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启动省级“双高”专业建
设，构建“平台+模块”的个性化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
系；探索“课证融通”，深化“三教改革”，完成全国、全省

“1+X”证书师资培训 5 项，新增“1+X”证书制度试点专
业 20个；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启动“实景运营培训基地”
建设，与企业联合开发的矿下运输设备实现产值近4000
万元；瞄准经济社会与行业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优化二
级学院和专业布局，成为省级“移动机器人”世赛集训基
地；打通校企合作、中高职衔接、联合开办职教本科班通
道，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邵 蓓）

○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
聚焦内涵建设 加快改革发展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党建引航，奏好新时代
思政育人“主旋律”。“制胜于新、造梦于行——五星引航
工程”校级党建示范品牌与“631”红色育人工程、“六个
一”工程、“党建 123 模式”等院级党建特色品牌互相促
进、互相作用的两级党建品牌格局形成；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大力推进思政课专题化团队教学改革，教师
获省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省高校“战疫思
政课堂”教学比赛等多项奖励。

聚焦内涵建设，跑出高质量特色发展“加速度”。学
校响应高职扩招，录取专科生 5505 人，新生报到率达
91.98%，在校生达12355人；跻身江西省优质专科高等职
业院校行列，在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获二
等奖1项、三等奖1项；“产学研训赛”五位一体人才培养
模式不断深化，学生在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
奖7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6项。 （张 艳）

○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
植根产业发展 VR专业引领

作为省内最早培养 VR 人才和开设 VR 专业的高
校，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紧紧围绕如何服务“江西打
造世界VR产业高地”创新人才培养，不断唱响江西VR
品牌旋律，讲好江西VR崛起故事。

2020年 9月，江西省虚拟现实产业链专家咨询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泰豪动漫学院召开，南昌市委主要领导
为学校董事长黄代放颁发委员会副主任聘书。

2020年10月21日，2020年世界VR产业大会完美落
幕。学校与产教融合单位共创产品《腾派蝶画》荣获创
新金奖，学校VR应用研发中心和产教融合单位泰豪创
意科技集团虚拟现实团队同时入选江西省第二批VR产
业创新优秀人才团队，产教融合单位泰豪创意科技集团
荣获中国VR50强企业，“泰豪王子”战队荣获 2020年世
界VR产业大会VR电竞大赛团体亚军。

此外，学校连续三年蝉联江西省职业技能大赛虚拟现
实赛项目冠军，获批为江西省“1+X”虚拟现实应用开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联盟主牵头院校。 （关朋朋）

○ 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
办学治校能力再提升

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统筹疫情防控和发展稳
定的艰巨任务，高质量开展 98门课程线上教学工作，织
严织密疫情防控网络，实现全面复学复课。以“规范管
理提升年”活动为契机，重新梳理、修订和完善了共计
257 个规章制度文件，进一步推进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

学校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开展劳动教育，不断改善
办学条件，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实现教育教学管
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一年来，学校荣获
全省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单位”等各类荣誉15项；20名选
手参加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人数和项目位列
全国第二，获得 2银、2铜佳绩，占据江西省奖牌榜一半；
70余人次教师荣获全国、省级以上荣誉。

2021 年是学校进一步深化改革、挖掘潜力、提升质
量之年。学校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抢抓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
机遇，以改革凝聚共识、以改革汇聚力量、以改革提升质
量，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实力。 （殷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