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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编者按】到 2022 年，苏锡常都市圈区域内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从 15.5 年提升至 16 年，每万名劳动者
高技能人才由 1000 人提高至 1100 人左右，实现职业院校年培训人次达到全日制在校生规模的两倍以上，围绕千
亿级产业建立 20 个左右产教融合联合体，
校企师资实现双向互聘与交流，
师资队伍
“双师型”
比例达 90%以上……
面对打造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样板的目标以及无锡打造成现代职业教育高地城市的
现实需要，
我市职业院校积极融入太湖湾科创带建设，
贯彻“科产城人融合”
理念，
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职业教育快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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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商科 聚力高质量
服务无锡数字经济示范城市建设
□杨建新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校，主要面向现代服务业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近年
来，学校紧抓发展机遇、积极改革
创新，先后被评为江苏省领航计划
建设学校、首批江苏省现代化示范
性职业学校，江苏省智慧校园，江
苏省职业学校教学管理 30 强等。
学校坚持“教育以育人为先，
育人以育德为先”的办学理念，以
礼仪教育为载体，强化养成教育，
编写礼仪读本，创设校园文明礼仪
网，使礼仪教育成为学校德育特
色，学校获江苏省职业教育德育特
色学校称号。以“传承非遗文化，
培育工匠精神，提升学生素养”为
目标，将锡绣、竹刻、泥人、舞龙等
多个非遗项目引入校园，纳入课
程，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人文素
养和创新能力。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敬业
精技、专兼结合的优秀师资队伍。
一流的师资造就一流的学生，学校
连续多年在全国、全省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中摘金夺银，
被省教育厅授
予
“技能大赛先进学校”
称号，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学校坚持“专业结构优化、重
点专业带动、高位均衡发展”的专
业建设理念，统筹规划专业布局，
科学构建专业群体系，
形成了以财
经、商贸为主体，旅游、酒店为两
翼，信息工程为动力的“双主体两

翼一动力”的专业群发展格局，专
业集约发展的优势显著，
是无锡地
区规模最大的现代服务业中职学
校。学校现有省现代化专业群 3
个，省现代化实训基地 3 个，省五
年制品牌专业 5 个，市重点建设专
业群 2 个，市重点专业 3 个，市现
代化品牌、特色专业 4 个，市级精
品课程 24 门。
学校建立“人才共育、过程共
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
的紧密型
校企合作体制机制，
牵头组建无锡
市旅游职教集团，积极推进职业教
育集约化办学。与苏宁凯悦酒店、
上海环众公司共同实施的现代学
徒制试点项目被列为江苏省首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学校被无
锡市政府授予
“无锡市职业院校促
进产业发展贡献突出单位”
。
未来三年，学校将迎着苏锡常
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的机遇，
抓住
江苏省领航计划学校建设的契机，
把学校建设成为理念先进、发展科
学、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条件厚
实、质量优异、特色鲜明、社会满意
的旅游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成为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
领、升学有渠道、终身发展有基础
的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特色学校，
建设成为服务无锡、扎根江苏、融
入长三角、引领全国、世界水平的
现代服务领域的领航学校。
（作者系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校长）

作为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
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动适
应江苏“六个高质量”发展要求，紧
紧抓住无锡争创全国数字经济示范
城市、重点打造太湖湾科创带的重
要契机，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坚持
“开放协同、创新卓越”
发展理念，大力实施“1416”发展战
略，引领商科高职教育改革创新，服
务无锡数字经济示范城市建设。
学校以高水平党建引领为高质
量发展之基，以新商科专业群为高
质量发展之要，主动适应数字商业
变革，紧密对接无锡打造数字经济
高地、物联网高地等发展战略，以专
业链对接产业链，构建工商复合、跨
界融合、技术赋能的专业群格局，专
业设置与无锡产业对接率达到
100%。作为江苏首批现代职教体
系试点单位，无锡商院在 10 余个专
业实施分段培养项目，探索本科层
次高职教育，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渠道。学校两次被授予省“高技
能人才摇篮奖”
，毕业生选择无锡地
区就业每年达到 60%以上。
近年来，
校党委把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以内
部治理能力提升为高质量发展之核，
提出 1+N 的总体制度设计，重点推
进人才培养、
技能创新、
产教融合、
继
续教育、
国际合作等五大机制改革项
目，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
根本保障。学校入选江苏高水平高
职院校、国家优质高职校，为无锡职
业教育改革创新贡献力量。
学校牢牢把握“质量特色”主
题，以打造特色品牌为高质量发展

之翼，着力打造新商科系列标准，精
心实施文化育人铸魂工程，探索构
建“四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构筑新商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
地。同时，无锡商院始终坚持立足
无锡、融入无锡、服务无锡，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同频共振”
的办学理
念，以产教融合为高质量发展之道，
牵手无锡地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成
立无锡商贸物流职教集团、江苏商
贸职教集团、全国商贸职教集团，
与
数字商业龙头骨干企业共建产业学
院，
与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等
多个特色产业园区共同推进技术成
果转移转化，
携手红豆集团创办海外
培训中心和高职院校首个海外股份
制应用技术大学——西哈努克港工
商学院，
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不断提升。基于职教集团的商
贸类现代学徒培养荣获国家教学成
果一等奖，江苏商贸职教集团入选
国家首批示范职教集团培育单位。
学校将以国家整体推进苏锡常
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契机，
主动对接太湖湾科创带发展规划，
强化党建引领，调整优化学校专业
布局，积极探索本科层次高端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以现
代产业学院为引领的产教融合工作
机制，不断提升技术技能创新和社
会服务能力，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
商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增强职业
教育吸引力和贡献力，为打造全国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高地，建设强富
美高新无锡贡献力量。
（作者系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

无锡技师学院创办于 1955
年，是一所以机械加工类、电工
电子类、机电工程类、现代服务
类和文化创意类专业为主体，
集技工教育、社会培训、技能鉴
定协调发展的国家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近年来，学院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遵循技能人才培
养规律，以高技能人才培养和
社会培训为核心，突出内涵，提
升实力，塑造品牌，开拓创新，
技能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
未来，无锡技师学院将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擦亮内涵建
设的办学品牌。学院将以省重
点技师学院建设为中心，紧紧
抓住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为主
线，实施“124”质量工程，即：一
项课改即大力推行一体化课程
教学改革工程。两个突破即一
是突破校企合作一体育人模
式，二是突破“互联网+教育”课
堂教学模式。四个体系即构建
1+X 职业能力课程体系，构建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技能
竞赛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和国际
合作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学院
全面推进教学改革，进一步提
升技能人才培养能力。
冲击世界技能大赛，突出
技能人才的引领作用。学院注
重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培养中

的积极作用，完善技能大赛运
行机制，集中精力争取优势项
目实现质的突破，积极创建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业 4.0 项
目中国集训主基地，对接无锡
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打造无锡
市乃至长三角工业 4.0 人才培
养基地。
做好创业大学建设，打造
就业创业的示范平台。进一步
贯彻落实国家“双创”政策，学
院以“聚资源、聚服务、聚人气”
为工作目标，依托高训中心和
技师学院的优势资源，建设一
个汇集创意展示、创业培训、创
业孵化、活动举办、资源集聚、
技能人才培养、集训竞赛等功
能的全省领先和国内一流的创
业服务平台。
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是
人才强市战略重要支撑。今
后，我院将把加快改革发展作
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把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关键举
措，把推动学制、体制和机制创
新作为强大动力，把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服务无锡经济社会
发展作为核心任务，落实责任、
扎实工作，为助推我市产业强
市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无锡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无锡技
师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