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谋发展，精益求精育匠心 

——北京市商业学校 

汇报人：邢连欣 



时代需求、责任使命 
——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匠 1 

产教融合、合作共赢 

——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2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 

——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3 



（一）劳动光荣、精益求精，党和政府的期待要求 

党的十九大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

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 

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

会议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

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

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

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

全面发展的人才。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

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任务、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时代需求、责任使命，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匠 



【BTV青年频道】《工匠的摇篮--北京市商业学校专题片》
http://www.bjsx.com.cn/html/mtbd/2017/05/16/13c6f13f-5222-
400e-9d31-8e1d09cf2138.html 

        秦英瑞是
北京大明眼镜
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验光技师、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
者，是配镜行
业的“大师”。 

工匠精神：
追求完美 
细节 
用心琢磨 
担负责任 
顾客信任 



企  业 

学生职业
素养培养 

社  会 

企业认为职业素养是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 

（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和社会的迫切需求 

行业企业自身对职业素养的要求: 

缺成型标准 

缺乏系统梳理 

缺可操作的具体规范 

一、时代需求、责任使命，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匠 

企业在面试新员工时期待能够更为直观、可视化、系统化看到学生职业素养成长 



产业文化史，教育的另一重天地——刘占山2017.7 

四个组成部分 
产业文化包含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三个重要来源 
第一是中华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二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工业文明传播对我国行业的文化影响； 

第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发奋图强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业文化，它代表了先进行业文化
的发展方向。 

中国职教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科研规划项目2014-2015年度立项课题 
中国产业文化史教育研究总课题——中国商业文化史教育研究（北京商校、

中国职教学会商科委员会、上海商校等，开发《中国商业文化简史》课程，
9所中高职院校开展教学实验） 



国务院发文： 

2017年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7〕95号） 

       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
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
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
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 

 深化产教融合，举办云财务会计师学院 



匹配度不够 

衔接不紧密 

培养不系统、不全面 

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 

行业企业要求 

与 

（三）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责任使命 

缺乏整体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 

 

任何一名劳动者，只要勤于

学习、善于实践，在工作上

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就一

定能够造就闪光的人生 

一、时代需求、责任使命，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匠 



成立企业大师工作室 

秦英瑞 大师工作室签约 高黎明 大师工作室签约 魏俊强 大师工作室签约  

魏振民 大师工作室签约 王树文 大师工作室签约 



1 

      实现成为合格公民

和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

的成长目标，职业素养

的培养都是其核心内容。 

2 

       学生在自身的成长

发展过程中也要更好见证

自己的成长与发展，使自

己的职业目标更清晰、信

心更坚定，动力更持久。 

一、时代需求、责任使命，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大国工匠 
 

（四）有理想、有担当，学生成长发展的内在需要 



咖啡厅运营：精益求精、注重细节 



       祥龙公司是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大型企业集团，

有7个二级集团公司和160个三级企业，约2万名员
工，拥有祥龙博瑞、一商集团、红都制衣、大明眼镜
等多个老字号和知名品牌。 

 
 

汽车服务 

 
 

现代物流 

 

商贸流通 

 

交通客运 

 

商业地产 

 

职业教育 

首都大型城市服务保障支柱企业 
服务北京国资国企改革的资产经营平台中心 

（一）四方联动、四位一体，打造职教改革祥龙模式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与产业联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业务升级中 

人力资源开发需求 

祥龙 
公司 

学校优势专业集群 

公司主营业务集群 

加大了 

教育教学改革力度 

商业 
学校 

（一）四方联动、四位一体，打造职教改革祥龙模式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在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
商业学校的深度融合下，学生与企业岗位需
求零逢对接，真正实现了“上班如上学，上
课如上岗。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黄侃                
                                         2017年6月2日 

北京市商业学校作
为校企融合的优秀
典型全面彰显了产
教深度融合的职业
教育优势。 



发挥企业主体办学优势，校企协同精准培养企业急需人才 

搭建 
中高本多层次
人才培养通道 

创新 
订单班、祥龙

学徒制等 
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 
校企师资双向
互通、生产实
训共建共享 

机制 

增设 
产业文化育人

课程 

构建 
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一）四方联动、四位一体，打造职教改革祥龙模式 



祥龙 
教育 

政 

行 

企 

校 

产 

学 

研 

训 

四 
方 
联 
动 

四 
位 
一 
体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一）四方联动、四位一体，打造职教改革祥龙模式 



依托企业 
        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和祥龙大学注重依托企业力量，

着力发挥企业办学的主体优势，强化内涵建设，集聚政府、行

业、企业和学校资源，努力把集团建设成新型职业教育共同体。 
发挥优势 

强化建设 

集聚资源 

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成立启动仪式 北京祥龙大学成立启动仪式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二）校企双主体、教育+产业+文化，职教集团服务国家扶贫攻坚战略 



发挥职教集团资源统筹优势，校企携手精准服务国家扶贫战略 

云南保山帮扶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二）校企双主体、教育+产业+文化，职教集团服务国家扶贫攻坚战略 



教育  产业  文化  

职教精准扶贫北京模式 

累计开设6所分校，招收1292名贫困地区学生 
精心培养成拥有一技之长的脱贫人才，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二）校企双主体、教育+产业+文化，职教集团服务国家扶贫攻坚战略 



保山电子商务创业班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lass 



全 国 五 四 红 旗 团 委  
全国“文明风采”竞赛

优秀组织奖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校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北京市现代化标志学校 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北京市依法治校示范校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三）国企主办、立德树人，引领示范中职学校改革发展 

国
企
办
学
、
政
府
支
持 



依托优质 

教育资源 
对接产业 

发展需求 

校企双主体 

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 

企业资源 全国中职领军 

的品牌学校 

       学校先后为祥龙公司培养了5000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中数百人

已经成为公司各下属企业的业务骨干，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达35人。 

（三）国企主办、立德树人，引领示范中职学校改革发展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创建于1964年，隶属北京市国资委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北京祥龙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学校拥有6个校区，占地56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开设会

计、交通，物流、电商、珠宝、眼镜、国际酒店、学前教育等20个专业， 学校招

生就业稳定。近三年每年中职招生人数都在1000人左右（初步形成中职、中高职、

中高本学历体系），现有在校生7500人，其中中职学生4000余人、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学生3500人（中国地大、北京理工大学）,年培训鉴定30000人次。毕业生

就业率99%，专业对口率88%。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三）国企主办、立德树人，引领示范中职学校改革发展 



 学校坚持 的办学理念 

（三）国企主办、立德树人，引领示范中职学校改革发展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成   人、 成   才、 成    功 

科学教育、严格管理、热情关心 

培养目标 

教育原则 

面向人人，尊重学生，关爱学生，
服务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培养“德能兼备”的面向首都现
代服务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教育理念 

具体目标 

（三）国企主办、立德树人，引领示范中职学校改革发展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优化专业集群布局，创新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办学定位： 
对接首都现代服务业 

人才培养总目标： 
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 

人才培养模式: 
工学结合  校企共育 

人才 
培养 
模式 

分段能力递进 
多项证书融通 

中奥合作、校企共育 

三合一、四阶段、双平台 

现代学徒制 

园校共育 

汽车 

会计 

电商 

酒店 

学前 

（四）动态调整、优化布局，形成产学研训一体化的人才培养链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创业导向做中学 
Work and Study 



保证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 
为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保证职业人所需的综合职业素养， 
为学生职业发展奠定素质基础 

保证人才培养的职业能力规格， 
为学生职业发展奠定能力基础 

三
平
台 

课
程
体
系 

综合职业素养课程 

专业技能课程 

公共基础课 

（四）动态调整、优化布局，形成产学研训一体化的人才培养链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北京市商业学校教师风采       【北京晨报】        

德艺双馨的职教名师  丛秀云 

担师者之责、育职教新人  杨桂华 

西餐侯老师 ，职教侯大师  侯德成 

电子信息专家，电子商务行家  王红蕾 

传承优秀文化 ，提升学生素养  刘影 

职教先锋 ，创新标兵  王彩娥 

为学校发展助力，为教师成长搭台  王芊 

信息化领域的职教多面手   陆沁 

（五）系统培养、专兼结合，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二、产教融合、合作共赢，突出国企办学优势、打造校企发展共同体 



奋发有为 忠诚职教 

敬业爱生 

能力过硬 

专兼结合 

专兼结合，建设素质优良的双师型教师团队 



 
《德能兼备目标引领下的 

   学生综合职业素养成长模式建设》 

 

《中高本衔接框架下的中职电子 

     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探索与实践》 



  （一）面向人人、创新载体，构建学生综合职业素养成长模式 

三、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 一目标：培养“德能兼备”高素质劳动者的育人目标。 

• 两服务：“服务于学生的成人、成才、成功，促进学生的

全面和谐发展；服务于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需要,为社会进

步和企业发展做贡献。” 

• 三结合：将德育与学生所学专业及将要从事的职业相结合；

将做人与做事相结合，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职业人及社会

人；将德育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相结合。 

• 四满意：追求“让学生满意、家长满意、企业满意、政

府（社会）满意”。 

• 五育人：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活动

育人、环境育人”的全方位德育工作格局。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立体德

育  



四满意 

三结合 

两服务 

五育人 

一目标 

立
体
德
育 

十个证书 

九训载体 

8S管理 

七化原则 

六个环节 

成
长
模
式 

德能兼备 

九训共育 

人人出彩 

立体德育，学生综合职业素养成长模式 

三、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 1. 以课程为载体的训练 

• 2. 以学生教育管理服务为载体的训练 

• 3. 以晨读训练为载体的训练 

• 4. 以礼仪训练为载体的训练 

• 5. 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的训练 

• 6.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的训练 

• 7. 以实训“8S”管理为载体的训练 

• 8. 以“文明风采”竞赛为载体的训练 

• 9. 以安全能力训练为载体的训练 

九训 

合格证书 

综合职业 
素养训练 
达标证书 

  十个证书 

构建学生职业素养成长模式 

九  

训  

载  

体 



实施“读训赛评四位一体”晨读训练，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 

提升素

养 

读 

训 

赛 

评 



       实施以礼训为载体的训练，提升学生礼仪素养 



二、内容和做法 
 
实施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的训练 
 



W W W . B J S X . C O M . C N  

  

二、内容和做法 

实施以“文明风采”竞赛为载体的训练 



实施实训“8S”管理 





1.建构“德能兼备” 目标引领的中职学生职业素养模型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学校立足现代服务业人才需求, 

先后对95家现代服务业企业、 

300余名毕业生和50余名专业教师进行调研。 

三、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研究职业素养护照内涵 

企业用人需求 

学生成长发展需要 

职业精神 

职业行为 

立  足 

全方位全流程

学生学习生活 

三、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以金色为主色调，象征金色年华、

金色硕果、金领人才、金色人生。 

      护照正面镶嵌金色钮扣,寓意扣好职

业生涯的第一颗扣子。 

封面设计理念 

宽13cm 

长21cm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冰山理论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理   论 

目  标  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 

核  心  全面发展的人 

三、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核心指标 拓展指标 

职业行为 
技术技能、学习能力、问题解决、

遵规守纪、身心健康 

执行能力、沟通表达、适应能力、

信息能力、艺术审美 

职业精神 
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精益求精、

团队合作、创新创业 

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安全环保、

社会公益、国际理解 



三、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护照内容 

成长空间 成长寄语 成长目标 成长誓言 成长指南 成长见证 成长足迹 成长坐标 成长感言 成长公约 

证书 

资格证书 任职证书 

证明 证章 

达标类证书 等级证书 荣誉证书 

研究职业素养护照内涵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素养课程 

通用能力素养 

专业能力素养 

岗位能力素养 

拓展能力素养 

五 

大 

模 

块 

搭建职业素养护照内容框架 

三、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学校自主开发 

四门 
校本特色素养课程 

获得知识 

培养态度情感价值观 

养成职业行为 

发挥作用 
主 阵 地 
主 渠 道 

培养 
学生 

通用能力素养 

专业能力素养 

岗位能力素养 

拓展能力素养 

素养课程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德育实践活动 评优表彰 

通级达标 课堂行为 活动与竞赛 

志愿服务与
社会实践 

社团与社会
工作 

文明风采 国际交流 其他 

搭建职业素养护照内容框架 

通用能力素养 

专业能力素养 

岗位能力素养 

拓展能力素养 

素养课程 

二、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搭建职业素养护照内容框架 

通用能力素养 

专业能力素养 

岗位能力素养 

拓展能力素养 

素养课程 

技术技能竞赛 

创新创业 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实习实训与职业体验 

基础专业能力证书 

专业能力 
素养 

三、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搭建职业素养护照内容框架 

通用能力素养 

专业能力素养 

岗位能力素养 

拓展能力素养 

素养课程 

企业实践 

顶岗实习 

培养和表现 
职业素养 

用人单位 

对学生岗位能力素养 

培养 
与 

综合评价 

二、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搭建职业素养护照内容框架 

通用能力素养 

专业能力素养 

岗位能力素养 

拓展能力素养 

素养课程 

爱好特长和取得的成绩荣誉、资格资质及表现出来的综合素养 

学生 

艺 术 体  育 科  技 其  他 文 化 

三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二）全程记录、诊断提升，职业素养护照“让成长看得见” 



模拟游戏通级，设定青铜、白银、黄金、白金、钻石、皇冠等素养成长激励等级，以时尚的、艺术的、情感的方式，促进

了职业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素养培养与评价实现有趣、有用、有效的统一，进一步激发了学生成长的内在动力，

总学分在1000分以上，上不封顶。 

三、 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000以上 

青 铜 白 银 黄 金 白 金 钻 石 皇 冠 

2.建立职业精神培养和职业行为养成为核心、以职业素养学分为主要载体的中职学生职业素养评价体系 



     90%获得职业素养1000学

分以上，100%获得800分以上；

98%认为职业素养护照是他们

最期盼的毕业礼物。          

      92%有职业规划的意识，

95%有清晰的职业目标，95%

实现了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

提升 。 

三、更新理念、创新实践，建立职业素养护照，创新模式育匠心 



服务企业社会，彰显职教魅力 

企业 
联想、祥龙集团等众多知名企业纷

纷表示，职业素养护照成为在选人

用人的科学依据 

家长 
素养护照，既能有效督促和指导孩

子的成长发展，又能全面看到孩子

的发展轨迹，见证成长  

政府 
2016年5月，北京市教委《提升中

职学生职业素养的指导意见》将

“建立职业素养护照”作为重要举

措纳入其中。 

2018年4月，北京市教委、市发改

委等五部门印发的《北京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再次提出将推行“职业素养

护照”作为立德树人，培育工匠的

重要工作。计划在2018年下半年全

市推进实施。  



打造职教品牌，创新示范引领 



2018年4月，成果“中职

学生职业素养护照的研究

与实践”被评为北京市教

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现

已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提升职业素养    弘扬工匠精神 
潜心技术技能   培育大国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