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8日袁春意盎然的校园迎来了江苏常
州的远方客人袁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吴
访升一行 5人来学院交流并指导工作遥 交流会
在学院新校区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袁 学院党
委书记刘望尧校长王雄伟尧副校长隆平及各相关
二级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袁 王雄伟代表学院全体师生对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袁并
对常州工程职院来学院传经送宝表示衷心感
谢遥 他说袁 常州工程职院是一所人才培养质量
高尧服务区域和行业发展能力强尧社会声誉好尧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袁
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院学
习袁 而这种学习将进一步推进
校际交流袁 更好地促进共同发
展遥

刘望感谢一直以来常州工
程职院领导们对学院的关心和
帮助袁并指出袁常州工程职院办
学历史悠久袁 而且坚持以化工
技术和建筑工程为特色袁 这种
发展道路与我们学院的发展有
相似之处袁 因而更有可能在学
习中加强合作袁 并通过交流合
作促进发展遥 他希望学院能与
常州工程职院进一步开展多角
度尧 多视野尧 多层次的交流合

作袁从而为双方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遥
吴访升说到袁两校友谊深厚袁共同点较多遥

化工职院在人才培养尧专业建设尧校企合作尧招
生就业等方面都很有特色遥 这次来到化工职院
考察学习袁看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尧具有鲜明特
色尧拥有较高水平的高职院校袁让他感到震撼和

吃惊袁 同时也为化工职院近几年来办学所取得
成就而高兴遥 他认为加强两校的交流与合作很
有必要袁也将会促进两校更快更好发展遥

隆平具体介绍了学院在专业建设尧 教学改
革尧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遥 各相关二级
单位负责人也进行了相应交流袁 共同探讨职业

教育的发展遥
会后袁 吴访升一行参观了学

院的校史馆尧 图书馆尧 工业中心
等袁 对学院事业发展取得的各项
成就赞叹不已遥

渊宣传部 洪礼章冤

常州工程职院来我院考察

3月 16日袁我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石绍军教
授带队袁二级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向寓华尧副院
长聂辉文及工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陈土军一行前
往长沙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袁对湖南科力远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考察袁受到了科力远公
司副总经理刘彩云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先进储能材料尧先进电池尧汽车动力电池能量包尧油
电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等产品生产及电池
回收服务的上市公司袁是我国先进储能材料尧汽车
动力电池和储能应用系统的重要生产尧研发基地和
销售服务中心遥

在科力远公司袁我们首先参观了其先进的泡沫
镍电极基板生产工厂遥 隔着参观通道的玻璃袁我们
看到其车间实行人尧 原料及产品按不同通道通行袁
以便严格控制粉尘的进入遥 公司全面推行精益管理
与智能化制造袁融合工业 4.0袁拥有全套自动化生产
设备和检测设备袁用少量的高技能人才袁便可实现
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遥接着袁参观了公司的混合动力科技馆遥在

科技馆门口袁 首先展示的是一套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微
网新能源储能系统遥该系统将分布在公司厂房屋顶尧停车坪雨

棚及地面上的太阳能发电板收集的电能进行存储及给生产供
电袁并可实时显示紧急供电时长袁为企业的平稳生产提供了能
源保障遥在科技馆里面袁展示的是公司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总成
系统平台袁并动画演示了其节能减排的工作原理遥 据介绍袁搭
载该系统的混动车型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0%~80%袁节油
率达到 25%~55%遥 整个观展过程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科力远
绿色尧节能尧环保的蓬勃气息遥

随后袁刘彩云及相关部门领导与我院代表进行了座谈袁座
谈中他介绍了科力远未来的发展规划及人才策略遥 提出公司
明年将兴建二期工厂袁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量较大遥 此外袁未来
几年将投资机器人领域袁 对我院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
表示很关注遥该公司在人才策略方面袁特别注重对员工技能的
培养袁曾多次派遣员工赴日本学习进修袁着力打造企业工匠及
技能大师遥

座谈中袁 石绍军向公司介绍了我院办学特色及近年来的
取得的成效袁提出学院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定制化人才培养遥
刘彩云等公司领导对我院的办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给予了
充分肯定遥据悉袁在公司成立之初袁该公司从我院招聘了 30多
名毕业生袁目前有 10余人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袁其中两人还
担任了分公司总经理袁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遥基
于公司智能生产对机电设备裝调及维护的人才需求袁 双方初
步达成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意向袁 石绍军及机电工程学
院领导均表示欢迎企业主管领导来我院考察及商谈订单培养
事宜遥 渊机电学院 陈土军冤

赴湖南交通职院学习交流
3月 15日上午袁 副校长易卫国率发展规划

处尧财务处尧后勤处人员一行 9人赴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进行交流学习袁受到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邢智强等相关部门领导的热情
接待遥

学习交流会上袁交通职院领导对我院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袁并介绍了交通职院的基本情
况遥 该学院科研规划处处长谢培甫尧财务处处长

张朝晖尧后勤处处长何宁辉分别就发展规划工作尧
财务工作尧后勤工作等作了详细的介绍遥 随后袁陪
同我院一行参观了交通职院学生服务中心尧 就业
创业中心尧学生宿舍尧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遥

此次活动增强了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袁 促进
了双方的共同发展遥

(发展规划处 尹波)

为学习借鉴兄弟高职院校办学经验袁
进一步推动学院内涵发展尧特色发展袁3月
23 日-25 日袁我院王雄伟校长尧隆平副校
长率项目办尧人事处尧督导处尧化学工程学
院等相关部门一行 6人赴南京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尧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尧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4所高职院校进行学习交流遥
在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袁 该院副院

长张小军结合实际袁就专业建设尧师资队伍
建设尧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做法和经
验与我院进行了交流遥
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袁 该院院长

吴学敏重点就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与我院进行交流袁 并在会后陪同我
院一行参观了学生创新创业中心遥

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袁 该院党委
书记袁洪志介绍了学院发展的基本情况袁
副院长陈炳和重点就内部治理与我院进行
了深入探讨遥

在常州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袁 该院
院长王丹中介绍了学院发展基本情况袁并
重点就智慧校园建设介绍了相关经验遥

本次学习交流内容丰富袁 为大家开阔
了眼界袁增长了见识遥 学习交流结束后袁王
雄伟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宝
贵经验袁 结合学院实际和自己的本职工作
认真总结袁在专业建设与调整尧师资队伍建
设尧 治理能力建设和校企合作等方面创新
作法袁积极推动学院内涵发展遥

渊高教室 陈宏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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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下午袁 副校长易卫
国率发展规划处尧财务处尧后勤处
人员一行 8人赴长沙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进行交流学习袁 受到长沙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袁红军
等相关部门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两
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一起
进行了座谈遥

观看了该院宣传片后袁 长沙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袁红军
详细介绍了该院办学历史尧 行业
特色尧办学经历等方面遥 朱国军院
长助理盛情邀请我院参观团队实
地走访尧现场观摩遥 两校相关职能
部门就发展规划工作尧财务工作尧

后勤工作等作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袁
特别是向我院着重介绍了该院实
验实训管理尧职业教育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的先进经验遥

易卫国对长沙航空职院毫无
保留的传经送宝表示衷心感谢袁并
要求我院相关职能部门一定要向
长沙航空职院虚心学习袁 加强交
流袁 要让两校之间的友谊更加牢
固遥

(发展规划处 李奇志)

赴长沙航空职院学习交流

3月 17日下午袁1411尧商外 1511班的课堂中传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袁课
堂气氛非常活跃袁学生们正在和企业专家互动遥

走进这次课堂的企业专家是湖南凤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利群先
生遥 课程主题是叶磁性材料出口小组之产品认知和出口业务要点曳袁彭总详细
介绍了本次商外 1411下企业认知实训的产品磁性材料袁他从磁性材料的种
类袁性能袁生产工艺等方面做了详尽的介绍袁并对如何在外贸工作中寻找磁
性材料的客户袁如何跟进等内容毫无保留的和学生做了讲解遥讲座持续了两
个多小时袁师生反响热烈遥 通过这次课袁学生对企业和产品有了一个较全面
的了解袁并就外贸工作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彭总进行了积极探讨遥现场气氛热
烈尧互动亲切袁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遥

在新形势下袁我院坚持走开放式办学路子袁将校企合作尧创新创业有效
结合袁聘请企业中既有实际经验袁又有理论知识的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才走
进课堂袁使教学的内容紧贴行业企业的需求遥事实证明袁企业专家进课堂袁可
以让学生充分了解本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具体的职业能力要求袁 有效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袁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遥对此袁商学院积极行动袁切实加
强校企合作袁践行实践教学改革袁扎实推进学生投入创业创新工作袁在校企
合作上做出实效尧做出成果遥 目前袁商学院已经和几家省内外知名出口企业
达成了校企合作协议遥 学生已经开始走进企业袁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上实战袁
更多的企业专家也将被请进我们的课堂遥 渊商学院 熊美珍 江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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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了解与我院合作企业相关情况袁3月 23
日袁王雄伟校长赴湖南丽臣上海奥威公司和上海
泰禾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调研遥

在湖南丽臣上海奥威公司袁王雄伟受到了该
公司经理尧我院校友李平洲的热情接待袁通过与
李平洲认真交流袁王雄伟详细了解了该公司发展
情况以及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情况遥 随后袁在李
平洲的陪同下袁 王雄伟参观了企业的生产车间袁
并在现场与我院在该公司就业的学生进行了亲
切交流袁询问学生在该公司的工作生活情况遥 当
得知学生对该公司提供的生活条件和工作待遇
都比较满意时袁王雄伟非常高兴袁勉励大家要认
真工作袁继续学习袁进一步提高技术技能水平袁并
希望同学们多回母校看看遥

在上海泰禾化工有限公司袁王雄伟与该公司
总经理以及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
交流袁了解该公司发展情况以及我院学生在该公
司的实习情况袁他希望该公司与我院在人才培养
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袁同时袁希望公司能为我院
在该公司就业的学生提供更好的发展环
境遥 渊高教室 陈宏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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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科力远考察探讨订单人才培养

为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袁 进一步推动
人才培养及实践教学改革袁3月 20日袁商学院
院长郑明望教授前往东莞袁 与东莞市大伟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袁 并举行
校外实习基地挂牌仪式遥

在随后与企业的座谈会上袁 郑明望介绍
了我院的办学历程和办学特色尧师资队伍尧专
业设置尧教学改革等情况遥 指出在企业进行阶
段性的实践锻炼是学生将理论联系实际尧获
得实际工作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袁 也是专
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遥 让学生在实习过程
中了解企业尧体会职场尧明确学习目标袁更好
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袁 科学地做出
职业规划袁为将来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遥 东莞
市大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懿先生详

细介绍了企业相关情况袁并表示希望借此次建
立实习基地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与我院的联系袁
促进双方友好合作遥通过座谈袁双方达成共识袁
将以校企合作协议签订和实习基地挂牌为契
机袁在人才培养尧学生就业等方面进一步实现
优势互补尧资源共享袁推进校企合作进程袁精准
地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袁 促进共同发展尧
共同进步遥
期间袁郑明望一行还亲切看望了在公司实

习的商外 1411班学生和带队教师袁 现场了解
他们的实习及生活等情况袁要求带队老师把学
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袁保证实训教学质量遥 同
时袁鼓励同学们要心怀远大袁目标明确袁拥有属
于自己的美好明天遥

渊商学院 熊美珍 刘婷冤

挂牌东莞校外实训基地

新学期伊始袁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参加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全国
职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项目的选手和老师就已经投入到高强度的冲刺训练阶
段遥 3月 17日袁学院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隆平教授到各二级学院袁对五个赛项的备
赛情况进行督查遥

在对备赛情况督查过程中袁 隆平详细询问了带队老师目前的进展和学生的
训练情况尧后续的计划安排以及存在的困难袁要求老师们要反复研读竞赛规则袁
同时注重在训练中提高学生的临场经验和应变能力遥 在和学生的交流中袁 隆平
鼓励他们在训练阶段要集中精力尧反复磨练袁在比赛时要沉着冷静尧控制时间点袁
争创优异成绩遥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袁 是检验职业教育
办学质量的重要形式遥 学院此次共参赛五个赛项袁 分别是化学工程学院的化工
生产技术赛项尧制药与生物工程学院的化学检验工赛项尧机电工程学院的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赛项及工业产品造型设计与快速成型赛项和商学院的会计技能赛
项遥 渊教务处 夏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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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学院制定并下发叶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测试工作方案曳袁以信
息化教学应用能力标准来对全院教师现有信息化
教学应用能力水平进行认定袁进而推动信息化教学
改革更进一步深入遥
据悉袁 这是我院在信息化教学改革方面做出

的新举措袁也是全省高职院校中的首创遥教师信息
化教学应用能力测试工作方案的出台和信息化教
学应用能力标准的制定袁 是按照教育部和湖南省
教育厅 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曳袁旨在全面提升全校教

师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应用能力袁以适应互联网+时
代学习者生态学习的需求遥根据叶标准曳要求袁一年
内完成对全体教师渊含校内兼课教师冤的信息技术
教学应用能力的培训与等级认定工作袁同时袁分二
级学院尧 教学部建立教师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档
案袁 以进一步全面提升全校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
应用水平袁 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和智慧校
园的建设与应用工作遥 湖南化工职院教师信息化
教学应用能力标准分为信息技术素质尧 信息化教
学尧信息化研究尧学习与发展等 4 个一级指标袁并
细分到 13个二级指标袁提出能力标准袁分初级尧中

级尧高级提出考核测试要求袁方案具体袁目标明确遥
为了确保实施袁学院成立了测试工作领导小组袁下
设领导小组和测试工作办公室袁 并分期分批进行
了测试工作前期准备尧开展第一批认定工作尧制定
未通过首批认定教师的培训与考核方案尧 对申请
初级资格申请者进行考核认定尧 开展微课制作等
信息化教学培训和信息化教学竞赛尧 对申请中级
和高级资质教师进行考核认定尧 开展信息化教学
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等具体工作安排遥

渊宣传部 欧彦麟冤

3月 15日袁学院党委书记刘望从百忙之中来到
化学工程学院袁与全院教师共话发展袁重点围绕野专
业建设如何对接产业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遥

刘望首先谈到袁卓越校建设成功与否关系到我
们将来是省内职业教育的引领者还是追随者袁他用
诸多生动而浅显地事例强调了卓越校建设对引领
学院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遥随后袁他强调袁卓越校建
设是学校发展中又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袁希望作为学

校重要发展力量的化学工程学院袁 发挥专业优势袁
在时间紧尧任务重的形式下袁集众人之智慧袁研究与
探索卓越校建设过程中野专业建设如何对接化工产
业冶这一难题袁为卓越校建设成功立项打下坚实的
基础遥最后袁他还谈到袁每位教师要根据自身专业发
展方向袁找准自己的定位袁组建产教融合度高的专
业教学团队曰同时袁指出产教深度融合是现代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袁要敢于追求梦想袁用执着与

创新地精神发展与打造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技
术和产品袁如我院的化妆品或者建筑涂料等袁迎接
职业教育的春天遥

刘望的讲话鼓舞人心尧发人深省遥会后袁许多教
师纷纷表示袁将以化院人的担当与责任意识袁用自
己的专业素养服务好学校发展的大局遥

渊化工学院 章惠冤

信 息 化 教 学 改 革 进 行 时

抛 疑 惑 话 发 展
要要要党委书记刘望到二级学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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