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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天，江苏航运
职业技术学院迎来历史性
时刻——经江苏省人民政
府批准、教育部同意备案，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正
式更名为江苏航运职业技
术学院。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隶属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自1960年创建以来多次更
名：从江苏省南通河运学
校、江苏省南通河运技工学
校、江苏省南通航运学校、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到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60 载砥砺前行、接续奋进，
几代航院人秉承“自勉自
奋，祈通中西”校训精神，走
过了创业、发展、壮大的不
平凡历程，书写了从内河走
向海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
壮丽史诗。

“学校更名，标志着江
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站到
了全新的奋斗起点上，即将
开 启 更 加 波 澜 壮 阔 的 征
程。”展望未来，江苏航运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袁卫
国心潮澎湃，“作为全国唯
一的航海类国家骨干高职
院校和交通运输部航海类
示范性高职院校，江苏航
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将 坚 持

‘立足交通、服务地方、面
向全国、走向世界’办学定
位，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
校、特色兴校’发展战略，建
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
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和‘海洋强国’等国家战
略，强力支撑交通运输事业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
领中国航海职业教育走向
世界舞台中央。”

6 月 28 日，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江苏郑和
航海文化基金会“纪念郑和下西洋 615 周年
学术交流研讨会”在无锡举行，南京大学、海
军指挥学院、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
的专家分享了“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一批
研究成果。

江苏是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成立于1986
年的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是我国也是国际上第
一个以研究郑和为主旨的专业学术团体。“江苏
省郑和研究会就挂靠在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
院。”袁卫国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郑和研究会
理事长，他介绍，“研究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
2015年，围绕纪念郑和下西洋610周年，研究会
组织编撰了《丝绸之路概览》宣传册，以一问一
答的形式就古代丝绸之路和当代‘一带一路’作
科普性宣传介绍，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举行发
布会，引起中外学者广泛关注。”

除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外，挂靠在江苏航运职
业技术学院的，还有江苏省航海学会。该学会致
力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广大航海企
事业单位和航海科技工作者服务，广泛开展学术
交流、技术服务和航海科普等活动，搭建起与各
国航海同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回顾60年发展历程，学校正是在主动服
务国家战略、时代需要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江
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施祝斌教授介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航运企业境外
投资越来越活跃，为中资海外企业培育本土技
术人才，已成为中国航海职业教育“走出去”的
重要突破口。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
国航海类高职院校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
设、专业教学标准制定、牵手中资企业海外办
学等方面的“领头羊”，努力通过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院校建设，为我国走向世界航海职教舞台
中央提供强力支撑。

扬帆“一带一路”，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从
南通出发，一步一步迈向世界舞台，吸引越来越
多的世界目光：

2011年，学校与新加坡海员联合会、森海
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新（南通）国际
海事培训中心，打造跨境校企合作共同体，开
创中外合作培养航海类国际化人才的先河。
截至目前，“中新国际”共开发了8个培训项目，
开设了14门培训课程，为30多家国内外企业
培训高端海员4729人，与丽星邮轮集团公司、
新加坡海洋油船等十多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国际船东建立合作关系。

依托跨境校企共同体，2014年，学校承办
了亚洲船东论坛，接待了日本、新加坡、菲律宾
等10多个国家的大型航运企业和船舶设计研
发企业的负责人前来考察访问。2015年，学校
派遣代表团先后走访柬埔寨西线教育集团和
泰国切姆斯特航海学院，与两所学校在合作招
生、专业培训、师生交流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2017年，学校发起并联合国内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航海职业院校、航运企业及相关
行业协会等成立“新丝路”航海职业教育集团，
在成员单位间就航海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建
设、专业和课程资源建设、人才培养与校企合
作、师资队伍建设、科研与社会服务、公共资源
共享与共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开展合作，推
动产教深度融合，实现集团成员的可持续发
展，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人才支撑。

据统计，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已与英国
思克莱德大学、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南泰
恩赛德学院、马来西亚航运学院、缅甸航海学
院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学校及企业
建立了各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共建共享航
海教学资源、合作培养航海高技能人才、实现
航海专业毕业生境外就业直通车、助力国内航
海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学
校连续获评为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亚太职业院校影响力50强、江苏省教育国际合
作交流先进学校等。

服务“一带一路”

扬帆出海迈上世界舞台

2019年6月25日，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主办
的全国航海技能大比武在浙江拉开战幕。江苏航
运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与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集美大学等30所航海院校代表队同台竞技，
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2020年6月27日晚，新华社全媒体编辑中
心、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新青年
2020毕业季宿舍演唱会”，在新华社客户端和现
场云首播，酷狗、bilibili、抖音等平台联合直播。
令很多人意外的是，同台演出的16所高校中，除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5所知名本科院校外，还有
一所高职院校——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与本科院校同台竞技毫不“怯场”，江苏航运职
业技术学院凭什么？“聚力内涵提升，我们全力建设
高职名校。”袁卫国介绍，高质量办学离不开德才兼
备的教师队伍，学校以师资队伍能力建设为核心，以
师德师风建设为重点，以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技
术技能大师为抓手，打造了一支“名师引领、大师支
撑、双师双语”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专任教师中双师
素质教师占比达83%。目前已建成国家“双师型”教
师培养培训基地1个、国家骨干教师师培基地8个，
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3人、交通运输部“金锚
奖”获得者1人、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2人、全国
交通职业教育专业带头人6人、全国交通职业教育
教学名师3人、江苏工匠2名、江苏技能大师2名。

教师队伍群星闪耀，教学成果精品迭出。
2019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批准2018年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江苏航运职业技
术学院施祝斌教授教学团队主持完成的“‘基于跨
境校企共同体’的高职航海国际化人才培养探索
与实践”成果荣获一等奖。该成果有效解决了我
国航海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缺乏、先进
资源引进和本土化应用困难等问题，形成了可复
制、宜推广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和范
式。更加难得的是，该成果是施祝斌作为第一完
成人第二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他由此
成为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唯一的“双冠王”。

截至目前，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已获得国
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建成国家骨
干高职院校建设重点专业4个、国家骨干专业9
个、中央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重
点专业2个、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类示
范专业点3个、国家级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2
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实训基地3个，拥有国家
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精品
在线开发课程3门，国家级教学资源库1个。

不断攀向更高处。在获评国家优质高职院
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中国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
50强高校、交通部示范性高职院校等一系列荣誉
的基础上，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又入选“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
单。袁卫国表示，学校将以“双高计划”建设为契
机，对标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目标，砥砺
奋进，开拓创新，与时间赛跑、与挑战过
招，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聚力内涵提升

勇争一流建设高职名校

2020年7月3日，江苏省第六届“i创杯”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巡回路演登陆南通。22个项目经
过演示比拼后，3个晋级复赛，其中两个来自江苏航
运职业技术学院，分别是“匠心焊接——双丝焊接
智能设备”项目、“再造工匠——大型动力修复专
家”项目。路演中，“匠心焊接——双丝焊接智能设
备”就获得2张投资邀请函，备受市场青睐。

“匠心焊接——双丝焊接智能设备”依托省级
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经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启航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孵化，研发了双丝焊接设
备单头双丝核心技术，突破了双电弧干扰难题，可
解决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境，实现国产替代。该项
目获江苏省焊接学会秘书长邹家生教授技术支
持，得到德国焊接协会秘书长Klaus middeldorf
先生高度认可。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党的十八大作出建
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集海洋运输、船
舶海工、港口航道、现代物流专业群于一身的江苏
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来说，这既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更是神圣的历史使命。”施祝斌介绍，江苏正大力实
施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省，将海洋运输和船舶海
工作为着力培育壮大的产业，位于江海交汇点上的
南通，更是致力于打造世界级船舶海工基地，这为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
力深耕“蓝色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瞄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扬己之长，江
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对接水上运输、智能制造等
重点产业，建立专业动态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运行
机制，按照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专业建设思路，
与企业共同建设专业，共同研究确定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标准；深入推进“课堂革命”，改革创新教
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引领航海高职教育发展。
与此同时，对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和
科技发展趋势，以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不断
加强科技团队建设，形成“一系一平台”建设格局，
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建有“中国海事服务
中心南通培训基地”“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教育
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南通培训基地”“江苏省海员
培训中心”等基地（机构），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与中
国海运集团战略合作伙伴主要依托单位，先后建
成“江苏省南通中小船舶及配套产业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江苏省船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
10多个省市级技术服务机构。

近3年来，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累计承担
对外技术服务项目200多项，科技开发与服务经
费达4000多万元；举办职业培训和成人学历教育
800余班次，年短期职业培训规模达2万人次以
上，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瞄准社会需求

助力地方深耕“蓝色经济”

近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
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公布2020年度“七彩四点
半”志愿服务项目示范实施团队名单，江苏航运职
业技术学院“启航方舟”入选。该项目为农村留守
儿童和城市随迁子女开展学业辅导、温情陪伴等
志愿服务，受益儿童超过600人次。

“只有坚定信仰信念，胸怀远大理想，才能在
新时代的征程中阔步前行，实现精彩人生。”袁卫国
介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
院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大力实施“精神培育”“载体巩固”“精品创建”等
六大文化工程，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每天清晨，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国旗队的
升旗手都会将国旗有力展开，五星红旗随风舒展
出灿烂庄严的姿态，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
曲》，冉冉升起。爱国、勇敢、自律、团结，是一名合
格船长必备的品质。学校在航海类专业学生中实
施半军事管理，每天从清晨起床到夜晚就寝的时间
都有严格规定，对内务卫生、容貌风纪也都有明确
要求，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组织纪律性，提高学生
坚毅果敢、敢于挑战的意志品质。潜移默化中，航
院学子形成了不一样的“气质”。在连续六届南通
市濠河国际龙舟邀请赛中，面对来自澳大利亚、英
国、孟加拉国等国的国际队伍，以及南通公安、南通
大学等本地劲旅，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实现“六
连冠”，在当地传为佳话。

成风化人，既在课堂上，也在课堂外。江苏航
运职业技术学院正筹划建设航海展览馆，通过航
海技术馆、船文化馆、郑和纪念馆、海员革命史展
览馆等陈列，弘扬航海文化，激励青年学子热爱航
海、投身航海事业。

一座名校的文化积淀，很多是无形的。在江苏航
运职业技术学院，这些故事持续流传：

2012年，南京远洋公司所属“祥华门”轮在伊
朗南部海域被海盗劫持，9小时后，船员们在伊朗
海军护卫下通过自救成功脱险。抗击海盗、使船
员获救的关键人物——“老轨”（轮机长）李生明，
就是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海轮9041班学生，正
是他及时切断油路、关闭机器让船停下来，最终使
28位船员安全脱险。

2015年，学校航海系教师夏红兵船长参加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并担任第20批护航编队
益阳舰“护航船长”，历时309天，航程5.23万海里，
横跨3大洋5大洲，一共为90艘中外船舶护航，被评
为“护航标兵”。

……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被誉为“航海家的摇

篮”。成为一名劈波斩浪、驰骋万里海疆的“金牌
船长”，是许多学生最热切的梦想。在不断通过凝
练专业方向、改善实训条件、深化教学改革、打造
特色品牌等举措整体提升专业发展水平、培养学
生过硬专业技能的同时，学校持续通过润物无声
的校园文化，播撒爱国敬业、奉献担当的心灵火
种，为学生筑牢信仰之基。

“职业素养好、专业技能精、适应能力强、创新
精神优”，是用人单位对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的普遍评价。学校先后获评教育部全国毕业
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全国高职（专科）生综
合满意度50强高校，获得江苏省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等荣誉，近3年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达90.16%，广大毕业生
对母校的满意度也高达97.74%。

“六十载接续奋斗，一甲子璀璨芳华。一块块
闪耀的奖牌，印证着航院人勇毅前行的足迹；一张
张厚重的证书，记载着航院人奋发图强的史诗。”
袁卫国表示，“奋进新时代，学校将全面加强内涵
建设，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心打造航院品牌。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这艘‘高职教育的航船’,
必将承载着先贤信念，借高质量发展之东风，向着
朝阳，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聚焦立德树人

打造“航海家的摇篮”

“

航海360度全景模拟器

留学生专心致志留学生专心致志
上好实践操作课上好实践操作课设施先进的轮机模拟机舱设施先进的轮机模拟机舱

学校受邀参加“新青年2020毕
业季宿舍演唱会”

学校勇夺学校勇夺20192019中国海员技中国海员技
能大比武院校组总冠军能大比武院校组总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