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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      全国高职院校就业50强
             办学理念：“立德为先、强能为本、突出特色、和谐发展”
                    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成 “五同”人才培养模式。

共同制订人
才培养方案

共同进行教
学资源建设

共同实施实
践教学管理

共同开展技
能培训考核

共同完成顶
岗实习就业

校企“五同”
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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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十三五”以来，学院紧密衔接区域产业布局调整与优化升级，主动对接一汽集团、
中车集团、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启明信息、雪花啤酒、吉林大药房等规模以上企业对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需求。

毕业生在一汽启明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毕业生在长春
轨道集团工作

毕业生在华润雪花
啤酒有限公司工作

毕业生在一汽大众集团
工作

学生在一汽客车有限公司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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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增设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大数据、网络安全等专业。
       涵盖制造、交通运输、食品药品、电子信息、商贸物流、旅游酒店等11个专业大类，
形成了5个国家级示范专业群、7个省级品牌专业群、10个市级特色专业群的三级专业群建
设体系。
       为吉林省、东北亚区域中心、“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学院专业类型结构图 学院专业层次结构图

专业荣誉 数量

全国职业院校示范专业点 3

国家级示范专业 5

省级示范专业 9

省高水平专业（群） 12

省级品牌专业群 7

省级特色专业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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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校      训：“铸诚精艺”——铸就诚信品格、锤炼精湛技艺 

      工匠精神培养理念：“精益求精、严谨认真、专注坚持、专业敬业、诚实守信、追求卓越”

      将工匠精神培育贯穿专业建设全过程，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内化为学院的核心价值追求。

       “四导制”、“五平台”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创新。

四导制

专业导师

企业导师

专职导员

专职导员

精益求精
严谨认真
专注坚持
专业敬业
诚实守信
追求卓越

 协同育人平台

名师团队平台

  技术研发平台

创客空间平台

技能竞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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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四导制”培育模式，实施“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

    将工匠精神核心要素分解、融入并贯穿于“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的具体人员和具体环
节。形成不同角色不同阶段进入、不同角色分工各有侧重、学校与校企协同配合的工匠精
神培育模式。   

学生发展成长
的学习人

学生职业生涯的
规划人

学生技能成熟
的引路人

学生职业精神
的助推人

企业导师专业导师 专职导员 学生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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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专业导师：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人
      建立专业课教师担任学生专业导师的遴选、培养和考核机制，每班配备1-2位。

专业导师侯海指导学生进行线路检测 专业导师为学生进行项目实训

二、创新“四导制”培育模式，实施“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

专业导师为学生进行机器的操作演示

          专业认识教育
          专业学术报告
主要载体：应用技术研究
          职业体验分享
                ……

         学生坚定职业理想
 侧重点：专注职业方向
         明晰职业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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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导师：学生技能成熟的引路人
    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聘任400多位行业企业能工巧匠担任企业导师和授业师傅。

长春金达洲集团有限公司人事总监在企
业为学生上课

企业导师为学生进行汽车发动机故障分析
实训

企业导师为学生进行城市轨道控制实训

二、创新“四导制”培育模式，实施“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

                实践课程教学
主要载体：      企业实习指导
                职业文化传承
                ……

            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授
            专注职业坚持
侧重点：    实践指导
            行业企业文化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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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专职导员：学生职业精神的助推人

       建立50多人的专职辅导员队伍，专职导员在承担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院人文素养教育活动表彰大会 学院“放飞中国梦”主题活动 学院“大学精神”主题活动

二、创新“四导制”培育模式，实施“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

               《职业素养养成训练》课程教学
主要载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职业特色活动
                ……

             诚实守信
侧重点：     追求卓越
             家国情怀
             ……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ChangChun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学生助导：学生发展成长的学习人
       选拔300多名技能竞赛获奖学生、省市十佳大学生、企业实战项目负责学生、应用
技术创新学生和品学兼优学生作为学生助导。

学生助导高秋满2013-2015蝉联
“奥迪专业双杯竞赛中国区决赛”

冠军

学生助导翟超男获长春市十佳大学
生称号

学生助导李洋获吉林省十佳大学生
称号

二、创新“四导制”培育模式，实施“蓝星职业人成长工程”

                组织各类活动
主要载体：      成立各种社团
                组织应用技术研究项目
                ……

             树立典型
侧重点：     身边榜样 
             排忧解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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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体系平台

技能名师团队平台

国家创客空间平台

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应用技术研发平台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学院联合行业企业，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创新校企协同的专业共建、联合研发、师
资共享、创客培育和大赛引领的“五平台”育人机制，在培养培育学生工匠精神和创新
创业能力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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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学院根据区域合作企业的特点和需求，积极探索多种校企合作模式，不断健全校企
协同育人机制。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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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1：奥迪职校
       学院与德国奥迪公司、一汽大众奥迪品牌和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共建“奥迪
职业学校”项目，引进奥迪维修技术课程及认证，在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组建奥迪班。

奥迪经销商用人需求

一汽大众奥迪事业部

确定奥迪班人数

学生自愿报名

奥迪项目宣传

笔试、面试

成立奥迪班

奥迪教育项目合作签字仪式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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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 “黑土地”

案例1：奥迪职校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11家奥迪汽车4S店提供足够的维修工位安置学生，并指定技师作为指导教师，实现一

对一师带徒。

企业提供设备支持 

     一汽大众奥迪事业部为教学提供了2台奥迪车辆、55 种 208 件（套）的专用工具。

完善汽车实训中心建设 

    学校建设有奥迪培训教室，发动机、底盘、电气等6个基本技能实训室，1个整车实训室

配有5辆奥迪整车及四轮定位仪、轮胎动平衡机、扒胎机等汽车检测维修设备。

学生基地建设 

    11家奥迪汽车4S店提供足够的维修工位安置学生，并指定技师作为指导教师，实现一

对一师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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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1：奥迪职校

企业师傅

技能名师工作室教师流动工作站

学校教师
提升企业师傅执教能力

学校教师生产实践能力

建立企业兼职教师资源库

人员互聘

双向挂职锻炼

横向联合研发

专业共建 

“双导师”育人

企业师傅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工作

专业教师

到企业锻炼

    一汽大众奥迪事业部通过开展奥迪服务技术基础培训、现场指导培训以及测评、奥迪A3投放服务技

术培训等形式，为学院专任教师开展职业化技术培训。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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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1：奥迪职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成立一汽大众奥迪事业部、长春奥迪经销商、汽车学院三方人员组成专业

建设委员会，共同实施专业建设、教学组织和人才评价。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考核评价

学校考核 企业考核

理论考核 实践考核 报告评价
理论+实践
+员工评价

理论+实践
+员工评价
+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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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1：奥迪职校

        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奥迪机电项目培训，获得与奥迪服务企业员工同样有效的资格认
证，毕业后可在全球奥迪认证的售后服务企业就业，实现了校企联合招生、共同培养、
认证就业相统一。

毕业生在奥迪4S店工作 奥迪职校外籍教师现场教学 奥迪职校学生获得“奥迪汽车机械
电子技师”认证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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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2：轨道学院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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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2：轨道学院

招生即招工机制 
校企互聘双向流动师资队伍

    企业的培训中心——学生实训基地              企业的地铁和轻轨线——学生实习基地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企业参与学院招生面试
与学生签订企业用工意向协议
实现招生与招工同步进行

专业推行校企双带头人制
课程建设和实施实行专兼职双负责人制
学生培养采用校企双导师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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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2：轨道学院

理实并行校企互通课程体系 精细标准铸成工匠精神

       建立学校课程和企业课程理实并行，校企互通的课程体系；
       按企业生产安全标准制定课程教学标准，按企业实际工作内容设计教学内容；
       将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纳入学生考核标准。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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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工匠精神培育开垦“黑土地”

案例2：轨道学院

       轨道学院累计培养1454名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分布在长春市地铁和轻轨的控制、
信号和维修的重要岗位，大部分已经成为班长、段长等技术骨干力量。

2013届毕业生王景超现在
长春轻轨运营四公司乘务

段从事轻轨驾驶工作

2014届毕业生赵国强现在长春轻轨运
营四公司维修段担任列检班班长

毕业生在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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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搭建应用技术研发平台，为工匠精神发展打造新引擎

依托2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6个应用技术研究所，以“产、学、研、用一体化”项
目为载体，促进应用技术研发与创新成果转化。

从2009年开始，学院累计投入资金近500万元，支持“大学生应用技术研发与创新
介入计划”项目270个，参与学生967人次，参与专业导师360人次。

下沉式升降停车装置项目 立体旋转停车位项目农用摘果器项目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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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搭建应用技术研发平台，为工匠精神发展打造新引擎

案例3：学生刘瑞佳
长春市十佳大学生，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奖项，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

湛的专业技能为多所高校科学研发提供设计方案和加工产品，为多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
配套加工，累计创造社会价值百万元，近期，刘瑞佳同学的科研项目又随我国南极科考队
赴南极进行科学实验。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刘瑞佳在实训工厂

刘瑞佳在进行模具设计 学生工匠刘瑞佳

长春市十佳大学生刘瑞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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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搭建应用技术研发平台，为工匠精神发展打造新引擎
案例4：学生杨海峰
现就职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国内首家民用商业卫星公司）
在985、211院校硕士博士精英云集的总装团队中被誉为“明星工匠”。
两次参与省重点项目的总装和发射任务，其中包括2015年成功发射的国内首颗民用

商业遥感卫星“吉林一号”组星中“灵巧视频星”的总装工作。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杨海峰在工作岗位

杨海峰进行设备组装

杨海峰进行设备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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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搭建技能名师团队平台，为工匠精神传承拓宽新领域

      形成以长白山技能名师为引领的省、市、院三级名师体系
      带动全院教师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整体提升
      各类名师工作室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专业技能项目实战的参与机会

师资队伍成果 名师工作室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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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搭建技能名师团队平台，为工匠精神传承拓宽新领域
案例3：长白山技能名师李万君

         中车长客的焊接技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参与了我国近三十种轨道客车转
向架焊接的首件试制工作。作为我院聘任的吉林省长白山技能名师，他牵头的工作室近
年来完成技术攻关150多项，获得国家专利24项。工作室吸纳了我院8名专任教师，每
年带徒40人。

长白山技能名师李万君在工作岗位
进行动车组转向架工件的制作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
张德江副总理的接见

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大国工匠论坛活动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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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创客空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作为省内唯一高校获此殊荣）。

      4.搭建国家创客空间平台，为工匠精神践行提供孵化器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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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双创中心，每年完成至少50个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工作。
       创客空间过结合创新型项目和创业型项目开展“新型项目化教学”，在各个基地
带动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中，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

      4.搭建国家创客空间平台，为工匠精神践行提供孵化器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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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搭建国家创客空间平台，为工匠精神践行提供孵化器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近年来，创客空间的学生共获国家级奖项18项，省级奖项28项，奖金及扶持资金110
万元，连续3年获得吉林省“互联网+”竞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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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搭建国家创客空间平台，为工匠精神践行提供孵化器

创业之星张雪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大赛获得金奖 在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载誉而归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案例6：创业之星张雪
      在校期间创立吉林省美泽科技有限公司，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连
续3年获得省级金奖，国赛铜奖。
      申报专利2项、主持省级课题1项，获得20万元课题经费。
      现已考取吉林大学研究生，常利用课余时间回学院指导学弟学妹开展双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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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搭建技能竞赛体系平台，为工匠精神彰显播撒新种子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建立了国家、省、市和
院四级学生技能竞赛体系。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技能训练与技术创新空间，10个校内实
训基地全部面向在校生开放，每年参与各级各类竞赛的学生
达到3000人以上，实现了专业、学程、学生的技能竞赛全覆
盖。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教师指导学生备赛嵌入式赛项

学生课余时间实训室网络维护训练

生产性校内实训基地10个,包括130个实验、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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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累计获得国赛一等奖17项、二等奖40项、三等奖62项，省赛一等奖135项、二等奖
109项、三等奖46项，获奖数量和级别位列全国高职院校前列。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国赛又斩
获3个一等奖。

      5.搭建技能竞赛体系平台，为工匠精神彰显播撒新种子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2018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电子产品与制作一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
一等奖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赛项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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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7:迟恩宇
      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裁判、长白山技能名师，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国赛中，带领名师工作室成员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累计指导40余名学生考取网络专家级认证。
      培养的学生承担了地铁、龙嘉机场、电力、金融、政务网等重要信息化建设任务。

2018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赛项获一等
奖

在名师工作室内组织学生交流研讨长白山技能名师迟恩宇在进行项目研究

三、创新“五平台”育人机制，校企协同培育新时代工匠

      5.搭建技能竞赛体系平台，为工匠精神彰显播撒新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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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四导制”、“五平台”校企协同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探索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工匠精神的传承、发扬与创新始终任重而道远；

       “精益求精，卓越不凡”，校企深度融合，培育大国工匠，我们永远在路上。

        迎接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向国家优质特色高等职业学校的目标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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