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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类似
《月薪五千元招不
来熟练技工》等新
闻陆续见诸报端，
在力证社会对高级
技工的需求同时，
也说明了职业技能
教育仍需深度发展
的迫切性。在济宁
多所技工院校，“一
体化教学”模式带
来的红利逐步显
现，甚至出现了一
个高级技工毕业生
能签8个就业意向
的情况。但是在技
工院校改革发展的
过程中，仍存有诸
多的制约瓶颈。

“一体化教学”让学生理论实践双丰收
7日上午，杨文和陈成成正

在上课，面前的一辆红色小轿
车就是教学课程。俩人都是济
宁技师学院汽车维修专业高技
班的学生，入学刚第二年。“这辆
车存在漏油和启动困难的毛
病，经过一个星期的调试，漏油
问题已经解决。”几天时间里，两
名学生还给这辆小轿车做了一
次保养，跟指导老师一起探讨
后，车辆启动困难的毛病该如
何解决也已经有了眉目。

高技班的学生毕业后，到汽
修厂或者4S店工作，完全能独立

完成各种汽车维修工作。对这一
点，学院汽车工程系主任李成义
很有信心。2008年建系后，第一
批招生只有50人，2014年突然发
展到春秋两季招生920人，而
2015年春季又招生300人，这完
全出乎了建系之初的预料。如今
汽车工程系已成为学院第一大
系，超过了机械工程系，也正因
如此，学院调整了招生计划设
置，需求旺盛的专业多招，需求
少的就少设置计划。

距离杨文和陈成成只有几
米的距离，有十几张课桌，这是

其他同学在上理论课。一边学
习理论一边进行操作，这就是
技工院校教学改革推广的“一
体化教学”模式。兖州区高级技
工学校自2012年开始就推广实
施。“学校现在有9个系，全部实
行一体化教学，这种模式避免
了以往理论和实践结合脱节的
弊端，能够让学生既动脑又动
手，能够更扎实地掌握一门技
术。”兖州区人社局副局长、兖
州区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徐昊介
绍，学校每个专业上课的地方
叫工作站，取代了一间间传统

的教室，一节理论课配一节实
践课，学生边学理论边进行实
践，几年来该校培养的学生成
为了众多企业抢手技能人才。

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已
成为技工院校培养学生的新机
制、新常态。在技工院校“订单
式培养班”里，记者看到企业文
化正慢慢传输给学生。“订单式
培养班”按企业实际岗位需求
设置课程，双方合计制定教学
大纲，企业文化也是其中一部
分，企业职工到学校授课，学生
未毕业前已经融入到企业中。

一个技工院校毕业生能签8个就业意向
人们都知道技工院校毕业

生就业率高，可到底怎么高？有
一个“8：1和1：8”的故事一直深
深地记在徐昊的脑海里。

2012年，学校要举办毕业
生招聘会，有关部门得知后建
议举办一场技工和大学生的联
合招聘会。招聘会开始后，70多
家单位到场纳贤，200多名技工
和1600名大学生展开了争夺
战。“会后我们统计学生们签订
的求职意向表，技工生填了
1600多个，大学生只有200多个。
这足以说明技校生有多受欢

迎。”其实，那场招聘会还吸引
了20多家外地企业前来，可都
被徐昊拒绝了，因为本地的用
工缺口尚不能满足，不能让这
些宝贵的技工们再流失到外
地。目前，兖州企业对熟练技工
的年需求在3000多人，学校年
培养高级工约800人、预备技师
约80人，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对
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技工院校毕业生的高就业
率一直在持续。7日上午，李成
义接到济南一家人力资源公司
电话，想招三四百名学生到北

京和天津的汽车企业工作，可
是系里各专业只有十几位学生
还未就业，实在没有这么多毕
业生，只能从下一届学生里预
定。数控车床专业的张智浩也
是剩余未就业学生之一，他是
留下来参加即将开战的全市技
能比武的。“我一点也不愁，现
在已经有两家大企业给我打电
话，待遇都非常不错，等参加完
技能比武，再仔细考虑去哪
家。”

今年以来，太阳纸业已
经招聘了787人，多数都是技工

院校毕业生，兖州区高级技工
学校也是主要员工来源地之
一。“我们与济宁技师学院有合
作的冠名班，今年在兖州区高
级技工学校也要开两个班的冠
名班。”太阳纸业人力资源中心
副总监张敏对技工院校毕业生
非常满意，1997年开始与兖州
区高级技校合作招聘技工，现
在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也放在
这里，技校生规范化操作和适
应能力强是她最看重的，如今
许多毕业生也已为公司里的技
术骨干。

三大瓶颈制约技能教育发展
2014年济宁技师学院计划

招生3000人，实际报名人数为
3500余人，再加上汽车工程系7
年时间里由50人发展至在系生
1500人，看似完全不需要担心发
展问题。其实不是这样。招生难、
投入少、学历不通已经成为制约
技工院校发展的三大瓶颈。

“就业火爆的专业报名人
数在增多，可最让我们忧心的
是生源质量，这也是招生难的

核心。”济宁技师学院学生处处
长周文胜的说法得到徐昊的认
可。技工院校生源包括初中毕
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尤以初中
毕业生居多，个别学生甚至还
没有初中毕业，较差的文化课
基础，让他们在接受专业技能
教育时，稍显吃力。张敏告诉记
者，高职院校毕业生进入公司，
一般在技术上落后于高级技校
毕业生，但因文化课基础好，学

习能力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或许就能赶上高级技校毕
业生水平，而如果技工院校毕
业生也有较强的文化课学习能
力，那就更好了。

技工院校学生毕业后无法
获得中专或大专学历，是制约
学校发展的另一因素。“高职院
校扩招，社会观念不同，导致很
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技校学
习。”这是从事技能教育工作者

最苦恼的事。虽然高级技工已
经可以报考公务员，而且毕业
生证和大专毕业证享受同等待
遇，可在山东，或者济宁范围
内，家长们更认可学历证书。

另外，技工院校开设的专业
主要覆盖二三产业，实习实训设
备和耗材投入量大、更新换代
快，但缺乏相应的资金投入。部
分学校缺乏改建、扩建或新建校
区的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政策阅读

三年内新增

4万名高技能人才

本报济宁5月7日讯(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召利) 为加快推进适应济宁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济宁市出台了《济宁市高
技能人才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14-2016

年)》，通过紧缺急需技师培训、建设技能大
师工作室以及校企合作等，利用三年，新增
高技能人才4万人。

在紧缺急需技师培训项目方面，将根
据济宁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状况，结合人力资源市场高技能人才供求
信息，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批紧缺急需职业
(工种)目录。依托职业(技工)院校、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和行业、企业培训机构,培养
1000名以上紧缺急需技师。对培养紧缺急
需职业(工种)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技工)院
校、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按照新培养取得
技师、高级技师资格人数，分别给予每名
1500元、2000元的补助。

行动计划表明，济宁将用三年时间，发
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
技艺传承、技能推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支
持骨干企业和特色行业，选拔在生产、服务
一线的市级以上首席技师、技术能手等优秀
高技能人才。依托所在单位建设60个“技能
大师工作室”。通过以师带徒等方式培养600

名高技能人才，带动5000名技能人才素质提
升。对新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并开展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经费资助。

另外，济宁将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
养能力的企业、职业(技工)院校和职业培
训机构，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力
争三年左右，创建1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2处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
师工作站)，新增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
基地30个，基本形成覆盖新兴产业和重点
优势产业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网络。对新设
立的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给予一
次性5万元经费资助。

济宁市技师学院教师指导学生实践操作。 郭召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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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工程

鼓励职业 (技工 )院校与企业通过订
单、委培、冠名等多元合作方式培养高技
能人才，支持职业(技工)院校在企业建立
生产性实训基地，企业在职业(技工)院校
建立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基地，以企业设备
资源优势和院校人才培养办学优势双轮
驱动助推动校企合作发展；支持企业深度
参与职业(技工)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教学过程实施及教学评价等工作。

高技能人才

引进集聚工程

在重大项目招商以及企业引进国内
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积极引进行业
紧缺、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拓展柔性
引才渠道，采取兼职、项目聘用、技术合
作、人才租赁等方式引进高技能领军人
才，对引进的高技能人才，纳入高层次人
才管理范围，享受生活津贴、安家补助、子
女入学等相关优惠政策。

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统一的高
中阶段招生平台，开展技工院校与普通高
中学分互认、学籍互转试点，逐步推行平
行录取。推行弹性学制、学习成果认证和

“学分银行”制度，为有实践经验的学习者
提供接受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机会。实施
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双证互通”，鼓
励学生一专多能，取得多个职业资格证
书。

关键词

职业教育

学历贯通工程

序号 培训机构 地址 联系电话 职业（工种）

1 济宁市技师学院 崇文大道3166号 2365294

维修电工、电工、矿井维修电工、汽车修理工、汽车驾驶员、
车工、数控车工、加工中心、机修钳工、钳工、高低压电器装
配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主提升机操作工、焊工、管工、
变配电室值班电工、铸造工、冷作钣金工、化学检验工、聚氯
乙烯生产工、化工总控工、锅炉操作工、锅炉运行值班员、发
酵液提取工、采掘电钳工、电厂水处理值班员、计算机网络
管理员、安全检查工、织布工、细纱工

2 山东山推技工学校 太白东路 2909112

数控车工、车工、机修钳工、装配钳工、磨工、铸造工、涂装
工、焊工、维修电工、热处理工、工程机械修理工、叉车工、挖
掘机操作工、花卉园艺师、眼镜验光员、眼镜定制工、钢筋
工、泥瓦工

3 山东山矿技工学校 济安桥北路7号 2786378
维修电工、焊工、车工、机修钳工、装配钳工、冷作钣金工、铸
造工、涂装工、机械检查工、铣工、磨工、加工中心操作工、金
属热处理工

4 兖州区高级技工学校 兖州铁北西区
街9号

3431851 焊工、数控车工、机修钳工、养老护理员、营养配菜员

5 济宁市烹饪餐饮业协会 常青路2号 2968855 中式烹调师、餐厅服务员 客房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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