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办学实现集团发展

产教协同走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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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带动引领，共享建设成果

汇 报 提 纲

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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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唐山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唐山正在

建设国际化沿海强市。

2016年习总书记来唐山视察

“    努力把唐山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

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基地首

都经济圈的重要支点”“唐山要争取在转变

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习近平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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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 凤凰涅槃创新型城市 曹妃甸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河北省曹妃甸工业职教集团牵头单位，

2014年从百年工业重镇唐山的主城区搬迁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战

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妃甸。

新校园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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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校园占地1644

亩、建筑面积52万平

米（二期续建工程18

万平方米正在建设）。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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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5个高地：
实施跨国、跨界集团化办学，建成全国集团化办学示范高地；

学院、优质企业、国际应用技术大学三方共建专业，建成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高地；

借鉴国外现代学徒制经验，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建成
全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示范高地；

  实施中职—高职—应用本科有效衔接，建成全国中高职衔接推进示范高地；

实施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建成全国创新创业示范高地。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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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集团平台，唐山工职院正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国家优质

高职院校，努力成为全国集团化办学示范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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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
共建

唐工职院

市职教中心 唐山技师学院

集团内的3所核心院校，建成3个“国字号”示范校。

三校协同创新，共建、共享，协调发展。

国家高技能基地

 国家高职优质校

国家中职示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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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国家集团化办学课题开题会；

职教集团模式和成果被新华网报道；

集团化办学经验连续2年在全国专题会议发言；

集团化课题研究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下面重点谈一下曹妃甸职教集团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做法。

《中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发展报告
（2016）》第二次会议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开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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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学院与企业双主体育人

现代学徒制委员会 中外合作办学委员会

调整专业结构

评估校企合作

审定培养方案 动态调整课程 

协调生产教学活动

研究校企协同发展

协调中高职课程师资衔接 协调中外合作交流及外考官9

一、完善集团治理，集聚海内外资源

 建立国际化专门机构

职教集团内设置了中外合作办学委员会，由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吴兵

教授担任主任、国际陶艺家协会主席考夫曼担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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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1、与瑞士（VAAS）共建艺术设计专业，免费互派学生，服务唐
山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维维艺术学院陶艺系主任考夫曼，现联合国教科文陶艺协会主席，

2002年开始全程参与学院艺术设计国家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建设，多批瑞士
学生来我院学习中国绘画，参加历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并举行个人作
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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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瑞士里昂自2003年在我院学习工作，经历了从学习者-主讲教师-陶瓷艺

术系副主任—河北省外国专家-12年的历程，见证并参与学院现代陶艺国家精

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省高校骨质瓷研发中心建设，为提升专业

国际化水平贡献了力量。也为唐山陶瓷产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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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2、与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DIT）开展机电一体化合作办学项目

背景：2007年与（DIT）友好交流，引入信息技术IT产业

在世界领先的技术，融入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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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参加由DIT及国内重点大学组织每两年一次在华中欧软件工

程教育国际研讨会，促进专业教学改革，引领学院国家信息化

试点校、首批国家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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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DIT班学生与外教合影

     2013年与DIT合作办学项目获省部批准。

     打通高职与国际应用技术大学联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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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42%的专业课程由DIT 讲授；

我院30名教师赴DIT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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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DIT派18名专业教师、专家、外考官，来学院讲学评

价、督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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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与DIT 及引企入校企业合心机器人集成公司联合培养

的学生，连续三届获全国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或三等奖。5名毕业生赴DIT本硕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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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中冶集团在曹妃甸投资建企，招聘35名DIT班学生随集

团走出去。

中冶金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宗绍兴一行参观学院实训基地、研发中心，并就
订单培养、员工培训、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事项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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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爱尔兰总统、总理访华期间，学院分别受邀出席早餐会

          向时任爱尔兰教育部长、驻华大使赠送纪念品 与新任爱尔兰教育部部长、驻华大使会面

19



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3、与IB集团在德国共建国家海外骨干教师培训基地

带动10省市21所院校教师赴德培训，推广国际领先专业技术。

2013年培训团 2014年培训团 2015年培训团 20



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与IB在我院共建焊接、汽车技术实训基地，德方赠送焊接设备，

派焊接专家连续6年来院，进行1-3个月焊接技术现场教学、实践指导

为职教集团企业培训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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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4、与荷兰海事大学共建港口物流专业

    2008年学院在规划校园搬迁曹妃甸时，荷兰海事大学派专

家指导港口物流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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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在河北省政府和南荷兰省两任省长来学院考察访问

    4位教师赴荷兰免费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学院国家骨干

高职院校重点建设的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

   该专业为曹妃甸港输送紧缺人才200多名成为业务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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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5、与美国艾奥瓦州柯克伍德社区学院共建远程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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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美方选派具有企业与学校双重身份的专家与职教集团专家
委员会共同开发绿色建筑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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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沿线国家深入合作。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国家优质校案例入选高职校长联席会议
20个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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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依托柬方企业在柬埔寨开展信息技术、3D打印、陶
瓷艺术、工业机器人等方面技术培训、教师培养。

6、与柬埔寨企业共建鲁班教育培训中心

与柬埔寨王国金利华公司签署共建柬埔寨鲁班教育培训中心协议

柬埔寨王国金利华投资公司代表团来唐工院参观访问 27



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依托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在

唐山工职院共建研发中心，服务产业升级，成果转化。

与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教师共商开展研究服务“一带一路”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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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印方为我院教师免费提供博士进修机会。我院为该校提供开
设陶瓷艺术、设计、工业机器人专业技术、快速制造、增材
技术服务及学生来唐学习服务。

7、与印度阿拉嘎帕大学开展多方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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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接收新加坡两批30名学生来我院学习工业机器人技术课

程，快速制造、增材技术，了解中国企业文化和大国工匠精

神。

8、与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开展师生交流游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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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集团治理，拓展国际合作

    孟加拉、爱沙尼亚陶艺家们，在艺术设计系国际陶

艺工作室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学术研讨，师生进行陶瓷设

计与工艺专业课程实践。

9、孟加拉、爱沙尼亚陶艺家及学生来学院工厂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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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1.提高专业建设水平。深化集团化办学国际元素，坚持
建设一个专业，联合优质企业和国际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将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和全球技术发展相联系，开发与国际先进职

业标准相对接的课程体系；推动引进课程本土化、校本课程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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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爱尔兰DIT副校长保罗在全国高职

高专校长联席会分论坛和中国人民大学

职业教育法论坛发言

应邀出席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

中爱教育座谈会

2.学院搭桥促进共享国际优质资源。

爱尔兰DIT合作专业负责人马克在
河北省高职高专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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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团2017年年会上，来自美国社区学院和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

的专家分别介绍了本国产教融合的经验，对优化合作办学方案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并建议职教集团发挥类似行业组织的职能。 

   

•34

3.理事会反映国际成员单位诉求

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34



    按照德国标准，建设焊接实训基地；

    按照高于瑞士的标准，建设陶瓷校内生产性实习基地；

    按照爱尔兰标准，建设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4.对接国际标准，建设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35

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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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习多国经验，探索现代学徒制“唐山样本”
    学院院作为国家现代学徒制课题研究单位之一，成为首批国家试点，在陶瓷

艺术设计与工艺、工业机器人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3个专业实施；

    现代学徒制模式被《光明日报》专题报道；

    学院项目团队相继赴天津、辽宁、黑龙江、云南、陕西等省市做学徒试点经

验交流；

    成为教育部学徒制专委会专家，参与学徒制项目评审。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国工匠精神
•核心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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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3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协会

主席雅克•考夫曼专程来唐山考察学徒

制试点成果，高度评价：“学院的学

徒制培养模式既吸收了瑞士的精华，

又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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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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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6.提高了教师团队素质。
聘请 65名外国专家来院讲学指导。

引进 60多位海外留学硕博高层次人才来校任教。

选派 210名教师赴15个国家培训交流，提高师资国际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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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与海外归国人才创办的企业合作，促进课程内容

与国际标准对接。将万人计划人才创办的拓又达公司引入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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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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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国家大赛获奖10项、省级72项、市级21项；

    涌现出国务院特贴专家、全国技术能手、国家和省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金牌工人、陶瓷艺术大师群体等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杰出技术技
能人才，杨珍明典型案例入选国家年度质量报告。

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7.借鉴国际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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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就业单位 单位性质 近2年就业人数

1 中车集团唐车公司 500强国企 160

2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骨干国企 130
3 首钢集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500强国企 108

4 首钢集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500强国企 106

5 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有限公司 500强国企 40

6 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500强国企 35

7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骨干国企 85

8 唐山市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 骨干国企 70

9 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500强国企 80

10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210

11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强民企 130

12 上汽唐山客车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40

1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 90

14 万达洲际酒店集团 500强民企 60

……………………

    毕业生被首钢、中冶、中车集团唐车公司等500强大型国有企业和长城汽

车、京东方等上市公司录用，技术水平和职业精神受到深受企业好评。

二、汇聚海外资源，服务集团发展

41



1.承办国家级会议，搭建交流平台

    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工作推进会、中国职协第28届年会暨共建共享

共赢启动活动、全国高职学报研究会年会在我院召开。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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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办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推广唐山经验,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报道。    

43



•44

    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期间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教社理事长陈昌智等领导现场

考察学院，对学院办学成果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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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
河北省中华职教社
中共唐山市委
唐山市人民政府

2017.9.26—27

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推进会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 2017.4.27-29

中国职协技校委员会第28届年会暨共建共享共
赢活动动员布署会 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 2017.5.11-12

全国高职院校学报研究会第四届第二次工作会
议及2017年学术年会 全国高职院校学报研究会 2017.10.29—11.1

中国成协现代技工教育培训联盟3D打印项目启
动会议 中国成协现代技工教育培训联盟 2016.8.23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开题会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2017.7.28-29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论文撰写会议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17.8.15-16

APEC“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开发绿色技能”
项目成果修正会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2016.9.29

河北省四市高职高专学校领导座谈会 河北省教育厅 2016.5.9

河北省“唐工院杯”陶瓷艺术优秀作品展 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
唐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6.11.15

河北省陶瓷艺术技能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河北省轻工行业协会 2017.6.22
2017河北省双创服务能力提升暨科技型中小企

业培训 河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协会 2017.3.2

河北省中高职衔接会计电算化专业教学标准研
讨会 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 2017.11.16—18

首届“众信游学教育研讨会” 众信旅游集团 2017.3.12 45



    2.推广交流集团化办学经验，发出职教集团声音

    学院代表应邀在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国际现代

学徒制、国际交流等重要会议中发言3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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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会议名称 发言主题

北京 全国普通高校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 开展创新创业，服务转型发展

广州 全国职业院校对外合作调研活动会议 国际多元合作办学，培养服务转型发展人才

石家庄 2017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洪荒之力创建国家优质校

北京 高等院校新兴战略产业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服务津京冀协同发展

天津 2017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 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国家优质高职院校

唐山 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 开放办学精准对接，服务区域转型发展座谈

福州 第八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实践与探索

北京 京津冀地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峰会 学院现代学徒制交流发言

毕节 中华职教社“职教专家毕节行”调研活动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共建共享

天津 机械行业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高峰论坛 创新创业实践与专业教育融合，培养创新技能人才

天津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十三五”职教
校长研讨会 与产业发展同步，与区域发展共享

九江 第三届“2016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
会 职业教育服务新兴城市产业升级

沈阳 第十二届中欧国际软件工程教育研讨会 学院与DIT合作办学的内容和形式

西宁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援藏座谈会 大美西藏、大美青海职业院校协同创新共同发展

北京 第17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合作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解决之道

沈阳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2016年
会 校企政协同搭台，师生共筑双创梦

衡水 河北省首届青少年素质教育创新论坛 汇聚精神力量，培育工匠人才

南京 第十二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
会 聚集跨界资源，建设河北省曹妃甸工业职业集团

佛山 2016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颁奖典礼 情怀大爱 感恩回报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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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新华网、《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对建设成果深入专题报道。

媒体名称 内容标题

人民网 协同发展——曹妃甸教育资源优势凸显
唐山新闻 40多名唐工院学生在世园会顶岗实习
唐山新闻 唐山工职院“喜迎世园会”第十二届校园文化节拉开帷幕
光明网 “百城千校十万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助推计划”发布

新华网 “2016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在江西九江共青城举行

河北教育网 唐山工职院用抗震精神踏出闪光足迹
唐山新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到唐山工职院调研
中青在线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秀萍
中国教育报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国际多元合作，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唐山劳动日报 国家优质高职院校 建设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中国教育报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洪荒之力创建国家优质校
唐山劳动日报 唐工院办学特色赢得国际职教大会来宾盛赞
唐山劳动日报 从“国家示范”到“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唐山样本”

全国共产党员网
【全国优秀电教片展播】负重的飞翔（记河北省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院长田秀萍）

河北新闻联播 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举办
河北日报 2017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在我市举行

唐山劳动日报 职教专家盛赞“唐山经验” 48



3.接待考察来访交流，展示学院办学特色，体现职业教育担当

     500多个中外团队来院考察交流合作，其中出席唐山国际职教大会的来自70多个国家的

300多名中外嘉宾，对学院办学特色和成果充分肯定；

    王继平司长指出：“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果很多在唐工院都可以看到范例，体现了坚定信

念、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工院的建设发展不光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有实证、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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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年，国内外各类团体、机构、研学游项目共499个团队来院调研、考察、交流4358人次

，通过共享资源、分享经验，让社会了解职业教育，也许这些没有纳入优质校的评价指标，但

社会需要，体现职业教育的担当、价值与贡献。

序号 类型 批次 人数 部分单位或个人

1
国家、省、市党委、
人大、政府领导调

研
75 39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教社理事长陈昌智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苏华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秦博勇
河北省副省长、省委高校工委书记徐建培
河北省委常委、市委副书记焦彦龙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王宁等

2
国家、省、市教育
系统领导专家调研

考察
81 729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
中华职教社党组书记、总干事方乃纯
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贾海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卢秉恒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主席董刚
原中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李进，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领导专家

3

国际交流，“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
教育机构领导专家

考察合作

33 36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斯坦利.穆通巴.西玛塔，美国西洛杉矶学院院长助理俄罗斯太平
洋国立大学广告与设计学院院长，南荷兰省省长雅普•斯密特为代表的代表团，爱尔兰
都柏林理工学院副校长保罗•欧苏利文，柬埔寨王国柬华理事，瑞士、爱尔兰、德国、
美国、新加坡、印度、柬埔寨、俄罗斯、孟加拉等外宾

4
项目调研考察、京
津冀协同发展、校

企合作
98 760

教育部全职委副主任、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法
箴，香港国叶集团总裁袁弓夷；
中国中车党委第四巡视组组长（原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郝树青，首钢集团、
中铁六局集团、青岛海尔集团、三一重工集团等

5 国内研学游项目、
职业素质拓展等

16 1519
国家“星星火炬”体验教育系列活动，台湾大学生夏令营，中韩红十字青少年国际交流
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中学生研学游活动，北京一0一中学师生研学游活动，
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师生研学游活动，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万达小学、亲子俱乐
部等研学游活动

6 其他来访接待 195 593 调研、督导、讲座、培训、竞赛、签约等

　 总合计 499 4358 　 50



    通过国际职教集团化办学，学院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获得

政府和社会认可，获得国家“职业技能实训设施”专项建设基金

6.4亿元，正在开工建设18万平方米续建工程,为学院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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