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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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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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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基本
情况

    本项目以完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为重点，健全校

企合作制度，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充分引

入和利用政府、企业、行业资源，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增强学校办学活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

区域经济和新型产业发展。



   二、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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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包括6项建设任务，验收要点47个，实际完成验收要点47个，完成率100%。

    项目总预算60万元，实际支出74.95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125%；同时，学校通过深度

合作，吸纳、利用政府和企业硬件投入资金达4361.302万元，有力改善了办学条件。

建设内容 2016验收要点 2017验收要点 2018验收要点 完成情况

完善体制机制 2 3 3

健全规章制度 2 3 2 已完成

推进务实合作 1 3 1 已完成

提升育人质量 2 2 2

办学体制机制 1 1 1

校企合作 6 6 6 已完成

总计 14 18 15 47



   三、建设成效

第          页7



第          页8

（一）体制机制建设成效显著         1. 学校层面校企合作工作顶层设计

办学理念

• 顶天立地

• 内外兼修

办学思路

• 遵循规律

• 文化引领

• 改革创新

• 开放融合

办学思想

• 面向职业办学

• 贴近产业办学

• 瞄准就业办学

• 政校行企联动
办学

人才培养模式

• “三对接”

• “双折叠”

突出了校企合作办学定位，明确了合作办学理念、方向、目标等，使职能部门和二

级学院知道如何发力？朝哪个方向去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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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机制建设成效显著         2. 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完善升级

学院校企合作理事会 学院校企合作办公室

各二级学院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

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办公室

两
会
两
办

探索创新了“共赢、共管、共育、共享”的校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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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章制度建立健全

      自2015年12月以来，在学校理事会指导下，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行业企业要求，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和完善了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理事会章程》《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办学管理办法》《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校企合

作规章制度，形成了包括一个章程、一个管理办法和若干具体制度的协同育人制度体系，有

力保障了校企合作深入开展，提高了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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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合作协议签订数
   原有基础：  124家
     2016年：  39家
     2017年：  41家
     2018年：  23家
       总计：  227家
   

政校 校行

校企

校校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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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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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1. 共建专业订单培养合作模式

      校企双方合作共建专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共同负责招

生、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在校管理和实习就业；并依据产业行业发展、职业与岗位需求等整

合教学资源，开发课程，设计教学环节，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同频共振。

      例如护理专业成立的“杏泰血透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熟悉了企业文化，工作流程和

仪器操作规则等，已有29名订单班学生赴企业实习就业，并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杏泰血透订单班”29名学生赴定点医院实习 “德青源订单班学生” 企业给“青萱班学生”颁发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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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1.共建专业订单培养合作模式

序号 订单班名称 合作专业 合作企业/行业

1 杏泰血透析班 护理 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恩圣医疗美容班
中医学、针灸推拿、康复治疗

技术
西安拜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扬子班 畜牧兽医 扬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德青源班 畜牧兽医 北京德青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5 青萱班 园艺技术 上海青萱园艺有限公司

6 伟创聚赢班 计算机应用技术 武汉伟创聚赢科技有限公司

7 吉利汽车班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宝鸡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8 北京海天班 工程造价 北京海天恒基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9 天帷班 建筑工程技术 武汉天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 互联网+特色班 计算机应用技术 武汉美斯坦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 格莱科技班
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公共文
化服务与管理、旅游管理

武汉格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 中电协班 财务管理、电子商务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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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1. 共建专业订单培养合作模式

“互联网+特色班” 订单班学生

“电子商务专业”订单班班学生

“北京海天班” 招生学生

“格莱科技班” 招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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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2. 引企入校，教学过程生产经营化合作模式

葡萄酒生产中心 食品生产中心

    通过引入企业资本、技术、知识、设施、

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实现职场即实训室，学

生即职工，入学即入职，实战教学，切实提

高学生实践技能，培养储备企业急需人才。

    近三年来，我校先后引进6家企业入校，

共建生产实训中心。杨凌宝鑫科学器材有限

公司和我校联建的酸奶厂、食品生产中心已

于2017年面向全校师生供应，葡萄酒生产中

心在2018年投入使用。 

酸奶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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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2. 引企入校，教学过程生产经营化合作模式

杏泰血透中心恩盛医疗美容中心

    西安恩盛医疗有限公司投入价值近百万的设备建成医学美容实训中心，有效的保证了康复

治疗技术、针灸推拿等中医类专业实验实训教学和实训需要；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护理

专业实训室投入价值55万元的两台血透仪器供护理“杏泰血透订单班” 学生实习实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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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2.引企入校，教学过程生产经营化合作模式

阳光财险电销中心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我校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11个试验室已全部建成，并

取得了检验检测资质证书，供学生实

习、实训和对外技术服务。

    我校与阳光财险合建的阳光财险电销中心，将职场与

实训室相融合，课堂与业务相融合，教学与实践相融合的

全新模式的实操性实训室。学生在校期间，在学习理论知

识的同时，可以在实训室进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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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3. 共建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合作模式

序号 合作机构 合作成果 备注

1
渭南高新区管委会渭南3D打印产业培

育基地和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渭南鼎信创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共建混合所有制模式3D打印创新
学院

全国首家

2
周至县人民政府、深圳国泰安教育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共建周至猕猴桃培训学院 共建共管

3 渭南技师学院 共建工学院 共建共管

4
中电协（北京）电子商务技术研究院

(陕西分院)
成立互联网学院 共建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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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4. 托管经营政府项目合作模式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渭南市高新区
第二幼儿园）

 为了提升专业办学实力，发挥学校人才资源优势，充分利用校外优质资源，探索托管政府服

务机构，近年来学校先后托管了 “ 渭南市食品农产品检测检验研究中心”、“渭南市果业研究

院”  、“ 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 “渭南市3D打印创新应用示范中心” 、“渭南市图书馆” 等
项目，极大的改善了学校实习实训条件，扩大了学校影响力。

渭南市食品农产品检测检验研究中心 渭南市果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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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4. 托管经营政府项目合作模式

渭南市图书馆

渭南市3D打印创新应用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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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5. 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模式

八个产学
研一体化
示范基地

澄城中
药材种
植

澄城电
子商务

渭南经
开区酵
素

临渭区
现代果
业栽培

大荔冬
枣

白杨社
区卫生
院

华阴生
物医药

陕西利
君制药

澄城县电子商务产学研示范基地 澄城县中药材种植一体化产学研示范基地 白杨社区卫生院产学研究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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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通过
院校
互访
开展
人文
交流

• 派出12个代表
团出访了13个
国家和地区

“走出去”

   德国
   美国
   韩国
 俄罗斯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西班牙
  意大利
台湾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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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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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国际交流与合作

通过
院校
互访
开展
人文
交流

“请进来”

先后接待了29个代表团
158人次来我校访问交流。

签署了18项合作办学协议，
聘请了1名韩语外教。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德国
  新加坡
    英国
   加纳
尼日利亚
    泰国
台湾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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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美国西部城市市长代表团
22人访问我校

澳大利亚悉尼信息管理学院董
事长牛世超一行3人访问我校

匈牙利塞格德州代表
团3人访问我校

马来西亚科技大学校长一行
10人访问我校

加纳Richard Zinleri先
生访问我校

日本京进株式会社代表团5
人访问我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幼儿
教育团3人访问我校

日本京进株式会社国际
教育文化医疗支援交流
机构代表团4人访问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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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韩国庆北大学代表团6人访
问我校

德国复兴银行代表团3人访问
我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幼
儿教育团4人访问我校

英国吉尔福德学院集团董事
贺晓东一行来我校访问交流

尼日利亚克里斯河州州长
本・阿亚德一行来我校访

问交流

泰国兰塔纳功欣理工大学
代表团来我校访问交流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叶金
麟先生来我校参访交流

台湾中华大学代表团来
我校参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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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我校成功举办国际职业教
育中韩研讨会

韩国大邱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代
表团来我校参访交流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师生来我
校游学交流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代表团
参访我校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代表团
来我校访问交流

我校举办护理专业学生
赴日实习就业项目洽谈

会和面试会

中地海外集团来我校洽
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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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7年7月，护理五高1203班张岩同学被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录取攻读本科学历。

2018年1月，临床医学高职1502班冯对对同学被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录取攻读本科学历。

有3名教师赴马来西亚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名教师赴日本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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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7年10月9日至18日，我校人事处处长蔡小伦等11名教师赴德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018年4月12日至18日，我校张雄校长等6名教师赴台湾参访交流，分别与朝阳科技大学和

  南开科技大学签署了《两校建立长期学术合作关系备忘录》和《两校合作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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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10名学生赴马来西亚游学 8名台湾高校师生来校交流学习

2017年9月2日至8日，护理学院10名同学赴马来西亚科技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游学交流活动。

2018年11月30至31日，台湾辅英科技大学7名同学在来我校游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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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8年9月，医学院中药学1603班王小峰同学赴台湾辅英科技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

机电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1701班张天龙同学赴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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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务实推进                   6. 国际交流与合作

留学生代表Lancine Fadima Conde发言 杨武民副市长为渭南“一带一路”对非农业技术
人员培训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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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1. 教学方式改革创新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与企业联合开
展现场化教学

三年来，校企双方共同修订了四个示范类专业及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194门课程标准，聘请了

22名在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专家作为兼职专业带头人，参与教学与技术研发。

另外，校企双方根据职业能力培养需要和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将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设

计成训练具体技能的项目，并根据项目组织原则实施教学与考核，开展项目化教学、产品化教学，以培养

学生专业能力的课程设计。

“互联网+特色专业”开展项
目化教学

食品加工专业开展产品化教学 汽车维修专业开展现场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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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2. 实训基地建设得到加强

序

号

合作企业 项目名称 吸纳利用资金硬件

投入（万元）

1 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50

2 西安恩盛医疗有限公司 恩盛医疗美容实训室
42.7

3 高新区管委会 附属幼儿园
2729.2

4 渭南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共建3D打印创新应用示范中心
1100

5 杨凌宝鑫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葡萄酒生产
89

6 杨凌宝鑫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食品生产
29

7 武汉美斯坦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校内共建信息化实训室
103.98

8 陕西永捷建设公司 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45.9

9 北京海天恒基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海天班
48.12

10 武汉天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帷班
10

11 阳光财险 阳光财险电子商务实训中心
73.4

12 武汉格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格莱科技班
40

共计 4361.302

    三年来，护理专业新增西安市长安医

院等8家实训基地；中医学专业新增西安中

医脑病医院等14家实训基地；畜牧兽医专

业新增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6

家校外实训基地；学前教育专业新增渭南

市红旗幼儿园等28家实习基地。

    学校采取多种方法和途径争取政府、

行业、企业支持，在校内共建实训室，努

力营造职业氛围,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近

三年来，学校先后引进12家企业入校共建

实训基地，引入资金达4361.3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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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3.合作专业师资得到提升

康复医学专业教师在交大医学院培
训

护理专业教师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培训

护理专业教师接受实践教学能力培训

    教师通过赴企学习，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和操作规范，把握本

专业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时也能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在课程改革中有的放矢地完善人

才培养方案，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近三年，先后有50余名教师赴企业学习，归校后在相关专业的教

师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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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3. 合作专业师资得到提升

3D打印技术专业方向教师在渭南鼎信创新
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培训现场

汽修理专业教师祥龙汽修培训
畜牧兽医专业教师在咸宁养猪公司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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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4. 学生管理更加职业化、精细化

    企业安排一线工作人员担任班级辅导员，让学生在校时就能提前感受到企业的管

理模式，如职业称呼、职业装、工牌制、企业晨会、启动大会和素质拓展等，使学生

更快融入社会，同时更加提升了职业素质。在班级落实精细化管理责任，变一人操心

为大家操心，将管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人人都管理、处处有管理、事事见管理。

工作要日清日结，每日要对当天的情况进行检查登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处理。

另外，学校每年安排学生赴企实习实训，三年来总计有6596名赴企。

   序号   年份          合作企业接收实习实训学生人数

     1    2016年      2012人

     2    2017年      2189人

     3    2018年      2395人

    共计      65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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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5.  就业质量明显提升
       
    学院优先向校企合作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安排岗前培训和就业，极大的调动了企业参与校企

合作的积极性。经过努力，我校毕业生就业率逐年增加，对比相同专业合作项目学生薪资高出非合

作项目学生15-30%。例如，畜牧兽医专业三年来就业率100%，就业岗位专业对口率为85%，毕业生

主要在校企合作单位温氏集团、北京德青源等企业就业；护理学院9名学生赴泰禾集团高薪就业，

首批50余名学生赴王氏美业控股集团高薪就业。

50余名护理专业学生在王氏美业高薪就业

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北京瑞派高薪就业畜牧兽医专业学生赴德青源高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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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5. 就业质量明显提升

2018年获得中国职业教育就业百强 2018年获得中国职业教育百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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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5. 就业质量明显提升

2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新加坡高薪就业

护理专业学生赴日视频面试现场

4名学生赴日就业（欢送会现场）



   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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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了当地的医疗、教育、农业的发展

近三年，护理、中医中药、学前教育、农学类专业为渭南当地校企合作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达到

2000余人。护理专业与企业联合开展了健康咨询、卫生保健宣传、急救常识普及等服务30余次，同时与

渭南市中医医院联合开展慢性病群体义诊服务，在临渭区金秋苑敬老院、澄城县鹤童老年公寓和福乐老

年公寓等6个养老院开展义诊和志愿者服务20余次。

医学院与白杨卫生院组建了扶贫医疗队，定期为辖区500多贫困户开展义诊，并参与了澄城县、华

州区精准扶贫项目。

开展卫生保健宣传
开展义诊活动 参与精准扶贫与“红十字协会”联合开展急救培训



第          页44

（一）促进了当地的医疗、教育、农业的发展

师范学院承接了国培计划培训、转岗幼儿教师岗前培训、幼儿园园长培训、幼儿教师资格考

试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为学前教育的地区性普及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
农林科技学院承接了陕西省“三区”科技人才培训，高校精准扶贫科技下乡，渭南市畜牧行

业引进人才技能培训考核等培训和技术服务工作，其中5家企业将员工培训基地设在农林科技学院，

三年来累计培训4520人次。

“国培计划”培训结业典礼 “园长骨干教师培训班”开班典礼 “新生代职业农民培育”开班典礼 与企业联合开展“宠物实验室诊断培训”



第          页45

（一）促进了当地的医疗、教育、农业的发展

农林科技学院依托所设的“农业国家特有工种技能鉴定站（农业—252号）”，面向社会和在校

学生开展动物疫病防治员、家畜繁殖员等职业技能工种鉴定，为企业和社会培训鉴定400余人。

与渭南华隆畜牧一起共建了渭南市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在高效饲料配合技术、环保饲料研发等

方面开展研究，1名教师被聘为首席专家。

与陕西秦云农检一起申报了渭南市农产品检验检测工程研究中心，秦云公司通过了CNS认证，成

为国家农业农村部26家具备农产品检验资质的企业之一。

企业培训基地设在学校
开展技术培训马文娟博士作为项目负责人与企业

联合开展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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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力渭南新型产业发展

通过政校行企合作共建了
渭南3D打印创新学院，为
高新区3D打印产业培育基
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有
效的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

与陕西天酵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在学生实习就业、
产品市场推广等方面开
展深度合作，助推渭南经
开区中国酵素城发展。

与渭南高新区陕西帝亚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在平等、自
愿、互利、守信的原则下开
展校企合作，双方在学生顶
岗实习、就业、科研等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

共建“3D打印创新学院” 签约现场
与陕西天酵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书 合作协议书



   五、示范与辐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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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范与辐射成效

   学校与三门峡、运城、临汾等地高职院校建立了对口交流和

合作关系，带动黄河金三角地区的高职院校共同发展。示  范
近三年来相继有安康、铜川等地近10所高职院校来校交流学习。

西藏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来校交流学习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来校交流学习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来我校考察交流组织黄河金三角“超星杯”教师
教学能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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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示范与辐射成效

    学校与韩城职业中专、澄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合阳县

职业教育中心、渭南工业学校、渭南华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富平城建职中、蒲城职教中心、渭南幼儿师范、渭南市轨

道运输学校等开展联合办学，龙头作用日益彰显。 

辐射

    在4个示范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引领和带动下，学校

其它专业也积极开展了订单培养、引企业入校教学过程生

产经营化等模式的校企合作。



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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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设想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大多数学生和家长的观念

比较淡漠，视野不够开阔，氛围还不浓烈。

存在问题
    各二级学院、各专业校企合作深度差异较大，示

范引领作用还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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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问题及今后工作设想

    国际交流与合作要紧扣教育部考核高校国际影响力8项

指标开展工作。从增强校园国际交流氛围入手，影响、转变

师生和家长观念，先解决参与度问题，再提升合作深度和层

次。

工作设想
    校企合作要坚持既定办学思想不动摇，发挥亮点项目示

范引领作用，普遍加强各专业合作深度，继续探索混合所有

制及其他深度合作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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