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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是是不不想想笑笑 作品描述：你爱怎么笑就怎么笑，我就是不想笑！
作者：侯明近(摄于芝罘区) 奖金：30元

没没事事聊聊聊聊天天
作品描述：两只小狗吃完了饭，村口聊天，一时间汪声
一片。
作者：张忠辉(摄于龙口) 奖金：20元

四四大大美美女女
作品描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姑娘
们都落落大方啊。
作者：邹晗(摄于旅行途中) 奖金：20元

““训训话话””
作品描述：大狮子开始训话，小狮子列队
洗耳恭听。
作者：石清文(摄于芝罘区) 奖金：20元

拍客版推出《我命题·你来拍》活
动，我们将定期推出命题，拍客朋友
可以围绕题目自由发挥，然后把照片
投到我们邮箱，拍客版将集中择优刊
发，我们期待着你的精彩照片！

本期命题：家有萌宝

拍客版新栏目——— 摄手座将
为您展示本报拍客的庐山真面目。
欢迎拍客朋友毛遂自荐，将自我介
绍、摄影心得、拍客感想以文字的
形式发到本报拍客邮箱，并附上个
人照片和5张个人的得意之作，我
们将定期刊发。

打 造 中 职 示 范 名 校 推 动 学 校 持 续 发 展
——— 烟台机电工业学校创新发展纪实

烟台机电工业学校(莱阳市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成立于1985年，
多年来，学校秉承“修德砺能、学高
艺精”的校训和“团结奋进、求实创
新”的校风，历经多次布局调整，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
高，先后被命名为首批“国家级重
点职业学校”、“山东省职业教育百
所骨干示范学校”。2012年6月，被
国家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批准为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第二批建
设学校，重点建设机械加工技术、
服装设计与工艺、汽车运用与维修
等三个重点专业及数字化校园和
社会服务能力两个特色项目。

统一思想，优化管理

为示范校建设和学校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为推进示范校建设和学校的
发展，学校确立了“以示范校建设
为引领，以深化校企合作为核心，
以教师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全面提升为主线，以办学模
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教育内
容、师资建设、内部管理等改革为
重点，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学
校综合实力”的办学指导思想，为
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了“我
为学校发展谋思路”主题活动，在
全体教职工中开展了“学校提内
涵，我该怎么办”系列教育活动，统
一教职工思想，提高认识水平，为
学校内涵建设和加快发展奠定了
思想基础。

——— 为提升学校内部管理水
平，确保示范校建设任务顺利完
成，学校引入了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的要求，对学校各部门各岗位的工
作、岗位职责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对招生、教学、管理等环节的工作
流程进行了优化，注重了内部的监
控、考核、改进等过程管理，保证了
教学、管理等质量的持续稳定，推
动学校的科学发展。

——— 结合示范校建设，广泛开
展了与教学结合、专业性强的文体
活动、学习竞赛、技能比武等活动，
活动的设计与开展体现出专业特
点和技能特色，使学生易于参与、
乐于参与，参与有乐趣、有收获，并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校园之星”
评比活动，树立学习、礼仪、文体、
技能、班干、诚信等各方面的典型，
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整体文化氛围。

突出重点，深化改革

推进示范校建设和学校的

持续发展

学校以示范校确定的三个重
点专业、两个特色项目建设为重
点，以点带面，改革创新，推动了学
校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 优化课程体系，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

一是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各专业普遍建立了专业指导委员
会，完善了章程，在专业指导委员会
的指导下，广泛了解企业对人才需
求状况和对校企合作的态度，根据
实训教学的需要，与合作企业在订
单培养、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面
进行探索，与上汽通用五菱，青岛海
尔、红领集团，烟台丽景海湾酒店等
企业合作开办了上汽班、海尔班、红
领班、丽景班等企业冠名班，为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是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各专
业根据各自特点，制定调研计划，
深入企业、同类职业学校和毕业生
进行广泛的调研，详细了解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状况，了解同类学校的
课程设置情况，掌握毕业生对课程

设置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
按照将企业的典型生产任务转化
为教学任务的思路，确定了课程体
系建设的总体框架，使课程体系更
加符合市场的需求。

三是创新教育内容。在专业指
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各专业组织精
干力量，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最新的
生产工艺，陆续编写完成了《机械制
图》、《机械基础》、《公差配合与技术
测量》、《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汽车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女装结构设
计》等校本教材，使学生的学习内容
更加贴近实用、实战的要求。

四是积极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重视网络、微机等现代教学手段的
应用，在各专业推行了多媒体教学，
重点推广了项目教学法，积极探索
场景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增
强专业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达
到了“教学做一体化”的目标。

五是完善了评价体系。出台了
学分制实施方案(试行)，推行学分
制评价办法。以学生职业道德、职
业技能和学习能力为评价要素，引
入企业评价标准、内容，将工学结
合、顶岗实习、技能大赛等纳入学
分制管理，制定了过程学分和替代
学分实施细则，使评价体系更加多
元、科学。

———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运行新机制

一是积极开展引企入校。学校
引进莱阳海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金华服装贸易有限公司、莱阳交运
集团等企业共同建设机械加工、服
装、汽修专业实训基地。解决了学
校实训设备、实习教师等不足的问
题，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
系的改革，为师生创设了真实的生
产场景，实现了教学与生产的零距
离对接，提高了学生适应市场需求
的能力。

二是推进集团化办学。学校作
为烟台市机电职教集团理事长单
位和莱阳市职教集团的牵头单位，
本着互惠互利、校企共赢、集团内
成员单位共同发展的原则，根据学
校专业发展建设和企业生产需求，
签订校企、校校合作协议，积极开
展相关活动，校企、校校合作机制
基本建立。

三是加大校内外实训基地
建设力度。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新
建了 2 8 0 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实
训车间，服装专业投资 6 9 0万元
新建了4800平方米实训车间，建
设了服装CAD室、时尚女装工作
室、立体裁剪等主题工作室。汽
修专业建设了 2 0 0 0平方米汽车
驾驶员培训场地，在上汽通用五
菱青岛分公司、富士康、LG、红
领集团、美京集团等多家企业设
立了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就业
基地，重点专业的办学条件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

——— 引培并举，不断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

学校出台了《师资建设三年规
划》，完善了《星级教师星级班主任
评选办法》，从各方面为师资建设
提供保障。根据专业发展需要，确
定了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
型教师培养人选，制定了培养规划
和实施方案，并通过安排参加各级
专业培训、到企业顶岗锻炼等形
式，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技能水
平，今年200多人次的教师参加了

“联想中层干部、骨干教师、班主任
特训班”和烟台市级以上专业培
训，引进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11

名，师资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目前各专业“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到85%以上，其中40%以上教师达到
技师水平。

——— 资源共享，扩大对外合作

规模
学校充分利用优质的教学、师

资、设备、管理等资源优势，与中国
石油大学合作的网络教育莱阳学
习中心，在校生总数达1600人，多
次被评为招生先进单位和优秀学
习中心；与中央电大合办的开放教
育在册学员总数达1200余人，多次
被省电大评为教学管理先进单位；
每年完成各类社会培训上万人次，
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800多人
次；学校与韩国顺天大学建立了出
国留学合作关系；与威海国际、青
岛建设集团建立了日本、新加坡劳
务输出合作；与山东女子学院、山
东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建立了优秀
生源基地；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烟台职业学院合作开办了三二连

读班，每年招生200余人。

目前，以示范校建设为引领

的学校改革发展已初见成效，学

校管理日趋规范，教学质量稳步

提升，办学途径不断拓宽，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3年，在烟

台市级技能大赛中共获得财会、

现代制造技术、汽修、焊接等专

业一等奖5个，二等奖22个，三等

奖26个，在省级大赛获得二等奖4

个，团体三等奖一个，一人代表

山东省取得财会专业国家级技能

大赛二等奖；2 5 1名学生参加高

考，134名学生通过高校自主招生

考试升入大学，115名同学参加春

季高考，本科上线 9 0人，录取 5 2

人；在第九届文明风采大赛中获

得国家级一等奖 9个，二等奖 2 5

个，三等奖15个，35名教师获得指

导教师奖，学校获得了国家级优

秀组织奖和山东省最佳风采学校

一等奖。学校也被山东省教育厅

授予“ 山 东省职 业 教 育 先 进 单

位”称号。(文/于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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