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课融通”，
强化产教融合深度和校企合作水平

学校以创新校企命运共同体管理机
制为基础，构建了以产教融合共享平台、
实体化产教融合联盟、跨学校联合产业学
院和产教融合型实践基地为载体平台的

“校地合作，院企融合”多元共同体联合办
学模式，实行“一院一产业、一专一学徒、
一师一企业”，以项目化管理推进产教融
合平台建设，构建常态化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层面和常州高新区、武进高新区等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二级学院联合大院大所
和行业协会，与西门子、ABB、三菱、汇川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紧密合作，把先进技
术、管理方法引入课堂教学，将企业文化
和工匠精神渗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与恒
立液压、星宇车灯、亨通光电等行业领军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高水平生产性产
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和产业学院，共同制
订并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打破传统课程体
系，重组课程教学内容，实施行动导向教
学，重构课堂教学生态，真正实现课程设

置与企业实际岗位能力要求相融通。通
过岗位锻炼、专家教学、师徒传授等多形
式的人才培养环节，按照“需求互补、优势
共享、资源共用、要素互融、合作共赢、协
同发展”的原则，在人才培养、课程开发、实
训基地、实习就业、国际合作、科技服务和
社会培训等七个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构建
以学校与企业双主体、学生与学徒双身份、
教师与师傅双教学、学校与企业双评价为
主要特征，以全面提升学生职业技能水平
和职业综合素养为主要目标的校企双元

“模块化”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校企育人
无缝衔接，学习就业无缝衔接，让学生不断
成长为德技双优、具有创新精神、助力产
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复合型智能制造技
术技能人才，助力苏锡常都市圈先进制造
业人才供给侧教育改革。

“课赛融通”，
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职业综合素质

学校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大赛工作，
充分发挥大赛对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的
引领作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建，构建了“校-省-国家”三级大赛体
系。精心研究省赛、国赛赛项内容，将技
能大赛中的新技术、新标准、新规范融入
课程标准，使技能大赛成果惠及全体学
生。将大赛训练与实践教学环节相结
合、大赛训练方法与实践教学方法结合、
大赛评价标准和教学考核标准结合、职业
素养贯穿大赛训练全过程，适应智能制造
技术发展趋势，构建了集“单项能力训
练+综合能力训练+创新能力训练”“三位
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学校连续15年
每年举办“建军杯”学生竞赛节，学生人人
都可参赛，也能培育省赛、国赛选手，营造

“爱劳动、学技术、重技能”的大赛氛围，培
养学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形成“崇尚技能、追求卓越”的大赛文化。
通过大赛，部分同学直接被企业现场招录、
部分同学免试专升本，更多学生通过大赛
培养了团队协作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
神。学校建立了大赛激励机制，把师生的
个人发展与专业发展、学校发展有机结合，
注重成果导向，聚力高水平专业建设，在此
氛围中，老师和学生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今年，常工业学子凭借着高水准的专业技
能参加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分别荣
获一等奖12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11
项，刷新了学校在此赛项获奖的历史纪
录，一等奖和获奖总数在全省高职院校中
均名列第一。学校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累计获得一等奖16项、二等奖14
项、三等奖7项，获奖成绩全国名列前茅。

“课证融通”，
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和高质量就业

学校积极践行“1+X”职业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课程内容与证书标准相融通，以“三
融合”不断升级专业课程、丰富教学内容、创
新教学方式，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
性和针对性，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和高质量
就业。一是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标准。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
课程教学之间的共同点和衔接处为切入点
优化专业课程教学标准，并按照循序渐进、
由易到难的原则，分学年、学期将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分解后融入，使之与专业课程教学
进度无缝衔接。二是职业技能培训模块融
入专业课程结构。开展模块化课程改革，适
度精简专业理论和知识教学课时，删减非必
要的理论教学内容，为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
腾出课时和空间，加强职业技能训练。三是
职业技能培训内容融入专业课程内容。及
时将职业技能培训中采用的新标准、新规范、
新技术、新工艺引入日常教学活动之中，使日
常教学更加贴近产业生产实践。近年来，学
校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工业机器人集成
应用”“智能协作机器人技术及应用”“机器视
觉系统应用”“电子装联技术”等4个证书标
准，引领“X”证书制度试点改革发展；成功申
报“运动控制系统开发与应用”“大数据平台运
维”“无人机驾驶”等31个“1+X”试点项目，覆
盖超过70%的办学专业；建有“工业机器人集
成应用”“多轴数控加工”等22个考核站点，参
加试点学生达到1240人；加大师资培训力
度，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国培、省培和培训评价

组织举办的“X”证书师资培训，开发“课证融
通”课程48门，培训资源库8个。据省招就中
心数据，近两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86.32%，年终就业率达97.90%，专业对口
率达85%，企业对毕业生满意度达91.89%。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杨劲
松表示：学校正处于高质量高速发展的

“快车道”,连续两年获得江苏省普通高
校综合考核第一等次。学校将继续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继续整合岗位、竞赛、证书的能力和素

养要求，与行业企业共同构建素养提
升、能力递进式的项目化课程体系，开
展职业技能大赛和“1+X”技能等级证
书改革，通过学分银行实现“岗课赛证”
成果融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使每一
位常工业学子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
手好技术，努力成长为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更好地支撑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
转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贡献
更大力量。 姚庆文 陈浩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探索“岗课赛证”融通育人 培育“智能制造”能工巧匠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全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单元的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苏锡常都市圈，一直积极探索“岗课
赛证”融通育人，培育“智能制造”能工巧匠，助力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几经变迁的“满舱竞发”

江苏科技大学源自1933年上海大
公职业学校，1953年组建上海船舶工业
学校——新中国第一所造船中等专业
学校，1970年迁至镇江，历经镇江船舶
工业学校、镇江船舶学院、华东船舶工
业学院等发展阶段，一路走来，满舱竞
发，2004年学校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
2020年镇江长山校区正式启用。江苏
科技大学是镇江高校园区占地面积最
大、入驻学生最多、培养规格最高的学
府。长山校区有192亩水库和298亩山
体，地势跌宕、水系交错，自然景观资源
得天独厚，优美的周边环境和所处的丘
陵地貌，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水校园。

作为江苏省唯一以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产业为主要服务面向的行业特色
型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是全国相关高校中
船舶工业相关学科专业设置最全、具有船
舶特色整体性和应用性优势的高校之

一。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20个，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类别
10个，本科专业66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12个。目前，工程学、材料科学、
化学3个学科进入ESI学科全球排名前
1%。专利转让位列全国高校排行榜20
位。在2021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中，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世界排名第16
位，海洋科学学科首次入选软科世界一流
学科排行榜。拥有国家国防特色学科5
个，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3个，江苏省“十
三五”一级学科重点培育学科5个。学校
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国家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2个，国家级卓越工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3个，江苏省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18个。

逐梦深蓝的豪迈情怀

“船舶、海洋、蚕桑”，是江苏科技大
学办学三大特色优势。学校大力培养海

洋工程装备技术人才，开展国家重大海
洋工程装备的研发工作，在大型海上浮
式平台、水下机器人、海洋能源利用、海
洋生态与环境监测、水声通讯、水下信息
安全、深海采矿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

近年来，江苏科技大学主持完成
了“大型挖泥船综合控制与关键装
备保障一体化系统及应用”，参
与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奋斗者”
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耙吸
挖泥船动力定位动态跟踪系
统、豪华邮轮、大型集装箱
船等装备研发，研制的数字
化设计与制造系统、高效焊
接装备、船舶企业管理软件等
广泛应用于各大船舶企业，舰
船后勤综合保障系统国内领先，
救生艇用柴油机占全球市场近
60%。许多大国重器的背后，都融入
了江科大人的才智与汗水，彰显了江苏
科技大学逐梦深蓝的豪迈情怀。

学 校
蚕业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
学 院 蚕 业 研 究

所）是我国唯一的国
家级蚕桑科研机构，是世界

蚕、桑种质资源保存与研究中心、蚕桑
科技研发中心和国际蚕桑合作与交流
中心，研发提供了中国乃至世界主要的
蚕桑品种与栽桑养蚕技术。学校研发
提供中国乃至世界主要的蚕桑品种与栽
桑养蚕技术，先后获得国家级奖励17
项。2014年7月，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
古巴期间，赠送给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桑树种子，就来自学校。

特质鲜明的行业精英

作为一所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国
防现代化建设紧密相关的高校，一代代
江科大人涵育了“江海襟怀、同舟共济、
扬帆致远”的“船魂”精神。学校将“船
魂”精神贯穿育人全过程，培养“吃得了
苦、扎得下根、聚得齐心、干得成事”的
具有江科大特质的大学生。近十年间，
2万多名毕业生扎根船舶行业和海洋、
国防事业，涌现出LNG船、豪华客滚
船、邮轮、极地邮轮总建造师、总工艺师

等行业精英。
学校全面施行“大类招生、大类培

养”，建立具有专业特色的模块化课程
群，优化通识课程体系；灵活设置课程模
块，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激发学生创新潜
力。通过“课堂45分钟文明行动”和“宿
舍基础文明行动”强化日常管理，江苏科
技大学以文明修身工程、诚信教育工程、
读书明德工程、创新创业教育工程、和谐
心理工程、助学帮困工程等素质教育六
大工程，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为引导学生将课上所学知识在实际
操作中充分消化，学校还将第二课堂学习
计入专业学分，并将“专业素质”和“创新
创业素质”列入《学生核心素质报告书》的
6项指标中，对学生培养质量定期监测，
培育形成“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和“持续改
进”的文化。与此同时，学校建立完善了
普惠性资助、助困性资助、奖励性资助和
补偿性资助有机结合的“多元混合”资助
模式，实践探索“发展型助学”新模式，大
大提升了育人成效，连续九次获评“全省
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价优秀”单位。

通过一系列育人举措，江苏科技大
学近年人才培养取得了显著效果，各类
奖学金获奖比例达到45%以上，毕业生
就业率、专业对口率、职业吻合度等多项
指标均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就业率保

持在98%以上，80%的毕业生在东部沿
海城市就业。2021届环化学院的研究生
李俊毅同学，在实验室里度过了上千个日
夜，在材料学顶刊《先进功能材料》发表文
章，影响因子高达16.836，并即将进入东
南大学开始博士学习。2021届计算机
学院的龚凯杰同学，以高学分绩点成功
保研浙江大学。2021届理学院的孙昊
钧，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近年来，
学校获省部级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二等奖13项；五年来，在“挑战杯”竞
赛中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
4项，两次捧得“优胜杯”。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海洋强
国建设，江科大确立了建设“国内一流
造船大学”战略目标。学校将继续坚持

“以师生为中心”，走与行业、区域融合
发展之路，努力达到本科教学一流、优
势学科一流，以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
略、“一带一路”建设和社会进步为己
任，为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
建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乘风破浪，航
向深蓝。与海洋时代同行，江苏科技大
学致力做风雨兼程的赶路人和更上一
层楼的攀登者，劈波斩浪砥砺前行，走
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江科宣

江苏科技大学：航向深蓝 逐浪而歌
最是夏日晴方好，又到一年毕业时。江苏科技大学4563位本科同学、1051位博硕士研究生

同学和243位来自35个国家的留学生，即将告别母校振翅翱翔。他们中，共有1151名同学收到
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分布在4大洲6个国家以及国内的205所高校、研究院（所），其中全员录取
的考研学霸寝室有25个，毕业生考研升学率达到28.12%。

主办：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统筹：张艾情 李静 责任编辑：潘瑞凯 孟茜若 新闻热线：025一58680718 58680769

百年芳华 铸魂育人·特别报道 11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