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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

校。其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62 年成立的天津市

科学技术进修学院。现隶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直

接管理。

p学院下设航海技术系、轮机工程系等6个系；设有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等

25个专业。现有教职员工近500人、全日制在校

生（含全日制留学生）近8000人。

p学院总占地面积976亩，一期建筑总面积17.6万

平方米 。

p学院是天津市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全国国际

邮轮乘务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制订单位。

p学院也是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联盟、天津

邮轮游艇协同创新中心等的牵头单位。 

（一）学院简介

学院综合楼

加勒比邮轮人

才培训中心

 学院图书馆



（二）作为一所航海类高职院校，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

国际化专业标准

国际化职业证书

国际化企业就业

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

海洋意识与社会责任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培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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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与国际邮轮企业深度合作

1. 2011年，我院与皇家加勒比游轮有限公司

就国际邮轮人才职业技能、语言及证书的培

训、培训中心的设计方案、管理模式、培训

项目、具体运营、船员招聘及外派等问题进

行磋商，并于2012年签署合作备忘录。 签署合作协议

培训中心树牌仪式

2. 2013年6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筹划建

设国内唯一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人才

培训中心，承担加勒比公司在中国境内

各类邮轮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任务。



3. 2014年8月，集“实习——实训——经营”

于一体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人才培训中

心正式投入运行。

4. 其高仿真的邮轮经营环境以及国际化标准

的服务流程，解决了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

业学生较难上船顶岗实习的困难，大大缩

短了学生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时间，极大

满足了邮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5. 该培训中心在第八届中国邮轮产业大会上

获得“最佳培训设施”奖。

培训中心启动仪式

荣获“最佳培训实施”奖

（一）开展与国际邮轮企业深度合作



p 成立：2012年11月，学院与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

游艇分会以及国内22所本、专科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

“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联盟”，致力于中国国际

邮轮人才的培养。

p 发展：截至目前，联盟会员单位已发展到80家，其

中各类高校76所。

p 除旧：通过培训中心直接到各联盟院校招聘学生，阻

止了以往船员招聘过程中各种中介公司的不规范行为，

形成了院校与国际品牌邮轮企业直接对接的新型就业模

式。

p 立新：不仅建立了中国国际邮轮人才培养长期战略合

作机制，而且推进了联盟院校邮轮专业的建设，同时提

高了我院邮轮高等教育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成立“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联盟”

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联盟成立



（三）创建全新校企合作新模式

外派

实训

培训

招聘

一站式服务

专业师资

专业教材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项培训

统一标准

企业岗位需求

10英尺问候原则

团队合作意识

金锚原则

SOP标准

专项技能

倾听式矛盾解决

跨文化交流能力

以满足企业需求
为目标

以促进就业
为导向

以标准化培养
为保障

         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培养高质量国际邮轮乘务管
理人才。 



（四）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

       积极选派优秀教师到加勒比邮轮进行培训和实践，及时了解企业新要求、

产业新趋势、游客新希望，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五年来，共计为我院培训师资

29人。

1 2015年初，我院选派一线教

师赴加勒比游轮参加培训
2 32015年底，我院加勒比培

训项目教师队伍登船参观

2016年，加勒比项目

师资、管理培训课程



（五）培养满足国际企业岗位需求的人才

加勒比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亚当先
生亲自为培训学员“服务”

培训课堂

培训现场

       五年来为加勒比公司输送优秀员工二千多人；在第十一届中国邮轮产业大会上，

获得“最高就业率”奖。

在加勒比“海洋量子号”上

在加勒比“海洋自由号”上



（六）助力国际化专业建设

p2014年，我院国际邮轮乘务管理、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理化测试与检验四

个专业被天津市教委批准为国际化专业试点专业；

p2015年，国际邮轮乘务管理、轮机工程专业老师在天津市高职院校国际化专

业教学标准说课比赛中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

p2016年，国际邮轮乘务管理、轮机工程专业师生在天津市高职院校国际化专

业教学成果交流赛中获二等奖；

p2017年，航海技术、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老师分别在天津市高职院校国际

化专业教学标准课堂教学竞赛中获一等奖、二等奖。

p2017年，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被教育部授予国家级交通运输类示范专业。

成功的国际化校企合作，有力促进了学院国际化专业的建设：



一、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简介目
录

知学善建、诚达思远

二、以加勒比项目为引领，强化国际校企合作

三、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一）“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机遇

n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与相关国家共

同建设。        

n 天津作为北方航运核心区和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
革创新示范区建设城市，有责任也有义务强化与“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教育合作，培养大批满足“一带
一路”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Ø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东部起点

Ø 海上合作的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天津n 天津在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的定位：

Ø 丝绸之路经济带

Ø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和教师互培

p 荷兰海事大学

p 波兰欧亚基金会

p 德国国际管理与经济学院

p 波兰克拉科夫第一烹饪学校

p 巴基斯坦海军学院

p 美国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

p 缅甸缅中友好协会

p 新加坡海事大学

p 新加坡管理大学

p 马来西亚国际空乘培训学院

p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

p 科特拉瓦拉大学
p 斯里兰卡Win-Stone学校

            近年来，我院先后与荷兰海事大学、科伦坡大学、达德利学院等16所国

（境）外院校和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保持紧密联系并已开展实质性合作交流项目。

p 英国达德利学院



院校交流、教师互培剪影

2017年，教师代表赴法国参观考察

2016年，我院教师代表赴斯里兰卡交流学习

2017年，接待波兰来访团

2017年，我院教师代表参加鹿特丹海关培训

（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和教师互培



（三）斯里兰卡留学生培训项目

p有4人凭借经我院培训后提
升的中文水平，考入我国本
科院校继续深造；

p有7人赴迪拜的五星级酒店
从事厨师工作；

p 4人赴法国、意大利等欧洲
国家的高星级酒店中从事厨
师工作；

p 1人在斯里兰卡开设中餐馆。

2013年，我院为斯里兰卡培养26名留学生，其中：



（四）与波兰欧亚基金会合作“中波烹饪培训中心”项目

1. 规划建立烹饪实训室、面点实训

室、中国（波兰）文化体验室，向波

兰输出中餐烹饪课程标准和课程体系。

2. 规划引进“互联网+”教育模式，使培

训中心成为波兰的中国餐饮企业培养应用

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基地。波兰学生的中式面点课

2016年以来，我院与波兰欧亚基金会开展合作。



3. 中波学生交换互访项目成

为天津市高职院校中首个中

波交换生项目；

    目前双方已经开展交换生

项目2批，共80多名学生到

双方国家交流学习，取得了

良好效果。

我校学生学做波兰传统

菜肴

中波足球赛

克拉科夫文化体验、参观

（四）与波兰欧亚基金会合作“中波烹饪培训中心”项目



（五）与法国欧洲职教中心合作“大国工匠”项目

       2016年，与法国欧洲

职教中心合作引进“大国

工匠”项目。

       聘请外籍教师、工程

师来华授课，为我院专业

课程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师资力量。 

2016年，大国工匠项目开班启动

法国勒摩尼耶学院学者赴我院

讲授《CAD机械制图》课程



（六）孟加拉国留学生培训项目

开展孟加拉国船员汉语言培训。  

       与东方环球国际船务有限公司合作，开展

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孟加拉国船员

“汉语言课程”培训。

       首批13名孟加拉船员汉语培训班于2017年

12月开班。

孟加拉船员汉语培训班开班典礼

师生合影

新年联欢会节目表演



（七）留学生学历教育的开展

招收学历教育留学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2017年，我院首次成功招收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南、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也门、埃及） 及津巴布韦共6个国家的

13名留学生。

2017级留学生开学典礼

13名留学生合影



研究创新留学生管理思路，获得上级单位认可。

p 设立留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及时

掌握思想动态、同时负责留学生安

全教育、活动开展等工作；

p 选拔院系优秀学生与留学生结对子，

营造中外学生共同学习的氛围；

p 获得天津市出入境管理局领导的支

持，为学生办理实习签证。既解决

了留学生假期安全问题，又为其提

供了语言环境。有效解决了留学生

非法打工的问题。

（七）留学生学历教育的开展

中外学生结对学习 思想政治辅导员进行点评 



结语 The end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