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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9日，江苏省首批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名单公示，全省 83
家企业入围，其中常州市 13 家，数量
与苏州并列全省第一。

当前，常州市正大力推进产教融
合发展战略，是江苏省唯一推荐的国
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产教融合型试
点企业建设，是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培育一
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
业院校（含技工院校）、高等学校办学
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在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常州市
目前有市级产教融合型培育企业 172
家，近期将研究制定常州市产教融合
型企业评定标准和奖励办法，对深度
参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取得突出
成效、发挥引领作用的企业认定为“产
教融合型”企业。

（教宣）

13 家入选江苏省首批产教融合
型试点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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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13家企业入选江苏省首批产教融合型试点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技师学
院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 2016 级
毕业设计作品展在该校服务街一楼
正式开展。

展览共展出 2016 级学生毕业
设计 174 件，所有作品围绕“传承”
这一主题，将中外传统工艺与现代
艺术设计元素融合，博采众长，传古
承今。展出作品类型涉及包装、界
面、文创、室内、插画、人物形象、装
帧、掐丝岩彩工艺、石塑黏土等艺术
创作形式，品类丰富，形式多样。

一周的展览时间内，前来参观

的师生络绎不绝，更有老师和学生有
意向购买相关设计产品。

据了解，近年来，信息服务学院
积极推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将
一体化教学课程内容以艺术产品项
目化形式展开，注重典型应用场景创
设，在培养学生技能提升和创新创造
能力的同时，从人文和社会发展的角
度，探讨怎样能够让设计扮演一个引
领人们科学生活、品质生活的角色，
注重可持续设计重要性这一设计理
念的培养。

（尤佳 吕轩民 图文报道）

省常技：

174件毕业作品诠释“传承”

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做好江苏省 2020 年高职院校提
前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我省
2020 年高职院校提前招生改革试
点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通知，省内高职（专科）院校
均可申请参加改革试点。院校结合
自身办学实际，自主安排招生专业和
计划，招生科类可为文科类、理科类、
体育类和艺术类。据了解，去年有88
所省内高校参与提前招生试点工作。

我市今年共有 7 所高职院校参
与试点工作，分别为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和建东职业技术学院，共计划招生
万余名。其中，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今年首次参加提前招生，30 个专业
计划招生300人。

我省2020年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启动

我市7所高职校参与，计划招生万余名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首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常州
大学和常州工学院分别有 7 个专业
和 2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常州大学获批的 7 个专业分
别是：化学工程与工艺、安全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制药
工程和环境工程，常州工学院获批
专业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和产品设计。
据了解，2019 年，教育部启动实

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计
划在 2019—2021 年期间建设 10000
个 左 右 国 家 级 一 流 本 科 专 业 点 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首批共认定了 4054 个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和 6210 个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常大和常工院分别还有 3 个和
10 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 （尤佳）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公布

常大和常工院共9个专业在列

德国专家出卷、三校联考、按制作
成品判成绩，本学期，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2017“胡格模式”教学实验班
进行毕业测试，29位学生都参与了该校
探索“胡格模式”教学下的专业测试。

据了解，此次考试由常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与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三校联合
举办中德“胡格模式”教学实验班毕业
考试。联考试卷由德国艾伦职业技术
学校专家出卷，中方专家翻译，三校互
换监考老师，按学生完成的作品现场
评判学生成绩。

根据德国胡格教授的要求，本次
考试分 2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理论
考核，时长2小时，主要考核学生机电

一体化专业的理论知识。第二阶段为实
操考核，分为机械加工、电路电气、PLC
控制和平台调试 4 个部分，每个部分考
核时间 2 小时，共计 8 小时。每两名同
学组成一组，每组安排1名监考老师，负
责对学生进行提问考评。

记者了解到，“胡格模式”教学实验
班是常州工业学院于 2017 年起进行的
教学模式改革探索，该校从2017级数控
技术、机电一体化两个省级品牌专业的10

余个班级中，选拔学生组建。该班级独立
组班、用定制的教材、由8名专业教师和2
名基础课教师，按照“胡格模式”进行教
学，为学生营造独具特色的职教课堂教学
模式，构建更符合职业教育特征的项目课
程体系和能力培养体系，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能力和综合职业技能。

“胡格模式”教学实验班的教学，最
大的特点就是老师既是导师，又是合伙
人，师生共同解决问题，完成项目。“教师

要对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设计与实
施、师生关系、教学评价5个基本元素进
行重新组合和调整，从而形成独具特色
的‘能力模型+课程大纲+方法大纲’三
位一体的职教课堂教学模式。这对老师
的理论知识、实际动手能力的要求非常
高。”该校教务处处长徐伟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胡格模式”在实施过
程中，既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又重视
实训课程的操作，综合考评学生的专业
能力和非专业能力。每学期期末由学
校和德国企业共同组成考评组，统一开
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考评，毕业前，
再对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进行全面考
评，考核通过后可以获得德国认可的职
业资格证书。 李颖 尤佳

德国专家出卷、三校联考、按制作成品判成绩

常州工业学院探索“胡格模式”教学

记者从各高职院校了解到，新
增招生专业、增加招生计划是学校
吸引学生报考的举措之一。“几乎每
年都会有新增专业，这些专业紧贴
地区产业经济实际需求，学生就业
广阔。”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招就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该校新增专业 2 个，试点招生专业达
42 个，共 1850 个计划。今年新增的数
字 媒 体 应 用 技 术 专 业 围 绕 培 养 学 生

“ 数 字 影 音 处 理 ”“ 交 互 展 示 设 计 ”
“VR（虚拟现实）技术”能力维度展开，
并 在 高 职 层 次 首 次 引 入 了 VENTUZ
交互设计教学，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

融合发展。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和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均新增 5 个专业，为
新增专业数量较多的学校。记者发现，
各校新增的专业很多都是学校的特色专
业，且结合当下最热门的智能技术、虚拟
现实交互技术等，如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常州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和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据了解，根据规定，提前招生规模
不超过院校年度招生总计划的 50%，
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可转为统招计划。
今年，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计
划按最大量投放，达到 2050 人，为所
有高职院校之最。“学校将所有优质专

业毫无保留地拿了出来，吸引优质生源
报考。”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校的工业机器人技术
是全国最早开设，同时也是该校双高建
设专业之一，在此次提前招生中有充足
计划。“在国家大力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背景下，该领域应用型人才紧缺，近几
年毕业生供不应求。”此外，广大考生关
心的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等
特色专业也有充足的计划。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化工制药
类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前就被企业预定一
空，而在去年底，该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群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计
划，今年，这些专业的招生计划也充足。

为了吸引考生报考，各高职校近年
来也是各显高招，给出考生众多“利好”。
除了在校内设立各类奖勤助贷政策，对于
优秀学子还有一定的入学奖励。此外，一
些学校还有贴心的“政策倾斜”——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此次提
前招生中，采用了“证”夺赋分的方式

来保证有特长的学生能考入：即凡是拥
有学科类、文体类等获奖证书，或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八级及以上证书的普通文
理、艺术类考生均可申请面试，面试的赋

分计入总成绩（最高赋分≤20分）。退役
士兵考生，学校则根据面试合格与否的
方式进行考核，即总分等于面试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将组织

开展高职提前招生“百名优秀新生境外
职业教育体验行动周”活动。“主要是为
了拓宽学生国际化视野、加深学生对世
界一流职业教育的认知体验。我们计划
在今年 7 月，挑选 100 名优秀学生参与，
研学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该校招就处
负责人告诉记者。 （尤佳）

新增专业紧贴产业需求

热门专业均有提前招生计划

各显高招给出报考“利好”

本报讯 日前，从江苏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传来消息，江苏城乡建设
职业学院的19幢建筑，均获得相应的
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在全国名列
前茅。值得一提的是，原本11幢一星
级设计标识的建筑，在运行时达到了
二星标准，被破格授予二星级绿色建
筑运行标识。

记者了解到，绿色建筑评价按建
筑实施阶段分为设计阶段评价和运行
阶段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分别颁发“绿
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色建筑评
价标识”；按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
环境保护的技术应用水平，由低到高
划分为一星、二星、三星三个等级。绿
色建筑运行评价一般在投用后一年进
行。此次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被认
定的 19 幢建筑包括 2 幢三星级运行
标识绿色建筑，17 幢二星级运行标识
绿色建筑。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作为江苏
省内唯一一家以校园为单位的绿色建
筑和建筑节能示范区，自 2014 年 9 月

建成并投入使用以来，深入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校园建筑实现了绿色建筑全覆
盖。校内构建了包含地源热泵能源站系
统、污水源空气源双热源热泵热水系统、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
在内的复合型绿色能源系统。据统计，
学院全年光伏发电量占总用电量的1/3；
实施了包含海绵校园、雨水收集处理、中
水回用的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全年用水
量下降了5.8%；此外，还综合应用了可调
外遮阳、建筑信息化等50余项绿色建筑
技术。

据该校绿色运营办公室负责人梁月
清介绍，自项目竣工以来，学校成立了

“绿色校园建设管理委员会”，设立了“绿
色运行管理办公室”专职机构，编制了

《“十三五”绿色校园建设专项规划》，健
全和完善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制度，统筹
协调学院后勤、教学、学工各条线、各部
门，全方位深入开展以节能减排为基础
的校园绿色运行管理，为建筑产业现代
化趋势下绿色建筑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多
的技术保障。 （尤佳 裴玮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19幢绿色建筑均获星级运行标识

1月13日，2020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常州市获得一等奖
37个、二等奖75个、三等奖91个，总成绩继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教宣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三星级建筑

毕业设计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