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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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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完善各专业实训教学体系

☆规范实训教学内容和标准          ☆强化教学资源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

☆推进教学信息化                  ☆提高学生技能水平

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

一、学校概况



1.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2.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

3.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

4.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5.江苏省教学工作先进高校

6.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高校

7.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

8.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9.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10.江苏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11.江苏省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先进学校 

一、学校概况



投资1.53亿元，建成4.2万平米的“二园”：

二、推进“二园”建设



二、推进“二园”建设



2014年8月与苏州市高新区管委会

签订协议，共建园区

与高新区共商建设

“二园”

二、推进“二园”建设



ü 成功孵化企业103家

ü 提供1500个就业与实习岗位

ü 建成3个市级研发中心和公共

服务平台

    “二园”是学校打造的产教深度融合的园

区，集人才培养、创业孵化、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于一体。通过引企入园，为学生提供生产

实习实训岗位；通过深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与企业共同培养现代服务业高素质技术能型人

才；开展大学生创业和中小企业孵化；推进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作。

    整合校内外资源，政行企校四方共同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把园区建成办学体制机制创新

的先行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试验区、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示范区、技术服务创业孵化的

集聚区。

二、推进“二园”建设



校 商 企 共 建

校行企共同组建董事会制的电子商务与物流学院：

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苏州市物流商会 苏州市电子商务协会 物流骨干企业 苏州经贸学院

人才共育 过程共管 成果共享 责任共担

资产共投
员工互派
经费共筹

董事会决策制
院长负责制

人财物相对独立

（一）人才培养新基地



（一）人才培养新基地

电子商务与物流学院实训现场：



与京东合作共建校园创新创业实训孵化中心：

（一）人才培养新基地



（二）学生创业新载体



（二）学生创业新载体



    获得全国“挑战杯”职业学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连续2年夺得江苏省大学生

职业规划大赛专科组总冠军，连续3年获得江苏省“职业规划之星”和省大学生职业

规划大赛专科组一等奖，连续2年获得“江苏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全国“挑战杯”职业学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江苏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二）学生创业新载体



（三）校企合作新平台

政行企校共建江苏电子商务职教集团：



（三）校企合作新平台

组建理事会制的苏州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完善政行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苏州经贸京东电商学院、苏州经贸中天

会计学院基础上，加快建设苏州经贸海尔学院、苏州经贸波司登学院等企

业学院，重点探索与实践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的管理模式。

★发挥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董事会、理事会作用。激发企业协同育人积极

性和主动性。完善依法治校规章制度，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校企合作新平台

合作共建企业学院：



（四）服务社会新窗口

序号 入驻“二园”研发机构 合作单位
1 江苏省丝绸工艺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江苏苏豪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2 江苏省光伏风电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苏州斯派特光电有限公司
3 移动互联网应用工程研发中心 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4 特色纺织产品研发与服务中心 苏州艾玛兰达服饰有限公司
5 服装工程技术中心 苏州全锐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6 丝绸工艺与助剂应用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吴江新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7 片上系统（SoC）应用研发中心 苏州捷瑞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 苏州市数码印花纺织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吴江凌通纺织整理有限公司等
9 苏州市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南京财经大学

10 吴商文化研究所 苏州市社科联、苏州市档案馆等
11 范成大文化研究中心  
12 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所  

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技术研发、服务社会



（四）服务社会新窗口

前期部：该岗位可提供实习（见习）：5人，摄影师助理
后期部：该岗位可提供实习（见习）：4人  
编导部：该岗位可提供实习（见习）：4人，编导助理
调色部：该岗位可提供实习（见习）：3人，助理调色师
市场部：该岗位可提供实习（见习）：5人，市场专员助理

    苏州方向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

一家独立拥有数字高清电

视电影生产流程，可以为

众多企业品牌或个人提供

全方位影像服务的成熟视

觉影像内容供应商。

    制作完成苏州城市宣

传片《苏州情书》《时间

里》。

    2017年11月在新三板

挂牌成功。



    我校电子商务等专业与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仅2016年双十一期

间，科沃斯销售量达到4.11亿元，全网销售超11万台，夺得生活电器类目销售冠军。

（四）服务社会新窗口



    学校与苏州电子

商务协会联合开展了

四期常熟传统企业转

型电子商务相关培训

活动，内容涉及网店

运营、视觉营销、跨

境电商、新媒体营销

等方面，助力地方经

济发展。

（四）服务社会新窗口



打造产教协同育人示
范基地，增强“二园”
辐射力，争创省级高
水平产教融合集成化
实践平台。

提高产教园技术服务
区效能，建设大师工
作室。共建技能鉴定
和职业资格认定中心
开展技能培训和认定
工作。

推进大学生创业园区建
设，入驻企业达到80家。
争创国家级大学生创业
园。

“二园”
四区协同

实践
教学

技术
服务

创新
创业

企业
培育

打造产教协同育人示范
基地，增强“二园”辐
射力，争创省级高水平
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
台。

共建技能鉴定和职业资
格认定中心，开展技能
培训和认定工作，建设
大师工作室。

推进大学生创业园建设，
入驻学生创业企业达到80
家，争创国家“双创”基
地。

建成省级科技孵化器，提
高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
与水平，促进入园企业健
康快速成长，争创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台



校 商 企 共 建

校企合作
新平台

二园

苏州现代服务业产教园 苏州经院大学科技园苏
州
经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苏
州
市
高
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人才培养
新基地

服务社会
新窗口

学生创业
新载体

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台



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

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台



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副市长王鸿声、徐美健一行莅临我校视
察指导，考察我校大学生创业园。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47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来校，围绕“体制改革、
模式创新、强化管理、内涵发展”进行主题调研。

苏州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5年年会在我校产教园召开，与会领导
考察参观产教园。

外国友人参观“二园”技术服务区。

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台



建立了校企合作新平台  

实现了校企零距离对接   

营造了浓厚的合作氛围  

构建了长效合作新机制

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台



★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重点课题：高职产业园人才培养、创业孵化、服务社

会三位一体的研究与实践（编号：2011JSJG089），已结题；

★ 2012年苏州市高技能人才培养研发课题:基于职业院校政行企校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的

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已结题；

★ 2012年度苏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苏州高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策略研究（编号：SR2

01268 ），已结题；

★ 201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重点课题：基于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职业院校产

学研用、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机制研究（编号：2013JSJG093）；

★专著：《基于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职业院校产学研用、校企协同人才培养 机制

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11；

★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中国高校科技》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化实践平台



1.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与合作，引导与激发行业企业参与学校办

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多方共赢，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区域经济

发展。

2.进一步优化“二园”的服务环境，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更顺畅、更科学、

更规范、更有效。

3.进一步发挥“二园”在推进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创业孵化、服务社会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力争打造省级乃至国家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集成

化实践平台。

三、今后工作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