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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基础·优势

陈毅副总理在“光华轮”
上和我校校友们合影

以“海辽号”为首的700多名起义船
员是我校第一批学员

“重庆号”起义官兵是我
校首批教员

      （一）学校基本概况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秦淮区（42亩）
省级大学科技园      

江宁区（1495亩）
办学主校区

雨花区（104亩）
全产业链生产实训区     

l全国占地面积最大（1641亩）、功能最齐全的海事高职院校

基础·优势

市中心大学城 长江边

    （一）学校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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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的航行实习船“育锋轮”

全国唯一的停泊实习船“育睿
轮”

全国领先的轮机智能化机舱

全球最先进的Kongsberg航海模拟器

l 国家发改委产教融合平台1个
l 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3个
l 省级以上产教融合平台5个
l 省级实训基地2个
l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1个

Wärtsilä最新技术共轨电喷柴油机
（投资8000万）（拥有154米长江岸线） （价值1200万）

    （一）学校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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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全国第一批履行国际STCW公约的院校
l 全国第一批引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海事高职院校
l 全国第一家引入欧盟课程标准并实施课程认证的海事高职院校
l 质量管理体系获得国家海事局和国际权威认证机构挪威-德国DNV-GL的国内国际双认证

国家海事局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DNV-GL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国家海事局课程认证证书

基础·优势

DNV认证 课程认证国家认证

     （一）学校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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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江苏入选国家发改委产教融合项目五所高职院校之一
l 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6项

l 江苏唯一入选全国首批定向培养士官的试点院校
l 亚丁湾护航船长的首批选派单位
l 在全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中连续四届保持院校组前三（参赛本专科院校35所左右）
l 指导的企业代表队连续四届获企业组冠军（参赛企业 25家左右）
l 2016年首评荣获全国最受欢迎的航海教育院校（本专科院校共5所）
l 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一）学校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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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企校四

方合作发展

理事会

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
国际职业教育集团

经济管理专业群
产教融合职教集团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群
产教融合职教集团

旅游专业群
产教融合职教集团

  电气自动化专业群
 产教融合职教集团

信息技术专业群
产教融合职教集团

（二）职教集团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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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与学校共同牵头，一名校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共同担任理事长



2014

2017

单击添加标题
点击输入文本内容点击输入文本内

容点击输入文本内容点击输入文本

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
国际职业教育集团

单击添加标题
点击输入文本内容点击输入本内容

点击输入文本内容点击输入文本

政行企校四方合作
发展理事会

165家企业
20家行业协会
9家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

政府主导     行业指导
校企合作     发展共赢

专业化  国际化
项目化  紧密型

国内职业院校8所
国外高校4所
国内企业20家
国外企业3家
行业协会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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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集团的发展概况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船员服务协会 共同牵头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二）职教集团的发展概况

“政行企校”

四方合作发展理事会

2014年4月26日

江宁区政府秦
淮区政府雨花

区政府

江苏海事局等20
家行业主管部门、

协会

165家企业 9家高职院校和

中职学校

政
府

行
业

企
业

学
校

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发展理事会



职教集团成立大会

葛道凯厅长、刘来泉司长为职教集团揭牌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职教集团的发展概况

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业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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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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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一带一路”

做好顶层设计，将国际化办学列为集团发展战略

搭建研究平台，提升服务“一带一路”能力

“走出去”“引进来”双轮驱动，构建“一带一路”航海职业教育共同体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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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顶层设计，将国际化列为集团发展战略

第二次党代会 “十三五”规划 国际化办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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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二）搭建研究平台，提升服务”一带一路“能力

2016年11月，率先在国内成立“一带一路”海事应用型人才研究院。研究院充分发挥学校海事类专业优势，
聘请原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徐祖远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集聚全国“一带一路”知名学者、研究专家，
致力成为全方位的研究应用型海事人才培养、海事技术和战略管理的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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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8场专家报告会、9场学术沙龙
获得各类课题8项，校级重大课题6项
参加校外学术活动18场次，主题演讲8人次
发表论文74篇，其中核心54篇
形成研究报告14份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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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毕业生合影 结业证书

开学典礼 教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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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三）“走出去”“引进来”双轮驱动，构建“一带一路”航海职业教育共同体
1.与集团成员共同组建几内亚韦立船员学院



                              中国青年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几内亚政府报道几内亚韦立船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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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集团成员共同组建几内亚韦立船员学院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2.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



职教集团获得世界上最大船旗国巴拿马颁发的海事培训授权证书
与职教集团成员、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运输企业丹麦马士基共建中国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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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马士基集团与职教集
团签署共建培训中心协议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官员授予职教
集团船员培训资质证书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
授权证书

3.开展外籍船员培训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职教集团提供新加坡、孟加拉国、缅甸等境外船员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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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集团与新加坡海事培训基金合作，
开展国际船员培训

职教集团开展孟加拉籍船员培训班 职教集团开展缅甸籍船员培训班

3.开展外籍船员培训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成立（马士基）中国培训中心
培训集团内企业员工

与青岛韦立国际集团等8家单位合
作共同实施卓越海员培养计划

职教集团与上海海事局、江苏
海事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主
动接受行业主管部门指导

与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等职教
集团内4所国外大学合作，为

集团内院校提供合作平台

紧密
合作

24

目标·思路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1.职教集团成员单位紧密合作，协同育人

（四）实施“卓越人才培养” 计划，提升毕业生国际竞争力



马士基（中国）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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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与职教集团内成员单位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等4所国外高校开展合作交流。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与上海海事局陆鼎良局长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与江苏海事局马小峰局长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职教集团深化与上海海事局、江苏海事局的战略合作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借鉴国外“三明治”式船员培养模式，按船校交替原则，按1（校）+0.5（船）+1（校）+0.5
（船）四段式教学流程，校企联合，职教集团内高职院校等8家单位共同实施卓越海员培养计划。

卓越海员培养计划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2.引进国际标准，提升航海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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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0质量标准

DNV质量认证体系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3.引进优质资源，提升教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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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外访学 开展国外研修、培训 聘请外籍教师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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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企业纷纷来集团内院校挑选毕业生，集团内院校航
海类专业毕业生以“服从服务意识强、实践操作技艺强、英语应用能力强”受到了
包括中远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新加坡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等国外知名企业的广泛欢迎。

二、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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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企业走出国门，打造境提升外办学品牌

培养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
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

三、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思考

第十三届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交流研讨会

1.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专业技能强
外语水平高

协作能力好



素质 能力 方法理念

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

三、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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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的关键是什么？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

   

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树立中国职教国际品牌
    

三、职教集团国际化办学与服务“一带一路”的思考

3.职教集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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