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称

1、计算机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
（常州大学）

2、机电技术应用 /机械电子工
程
（江苏理工学院）

3、建筑工程技术

4、工程造价

5、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6、数控技术

7、模具设计与制造

8、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新能源汽车技术

10、计算机网络技术

11、电子商务

12、艺术设计

13、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14、会计

15、机电一体化技术

16、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17、工业机器人技术

18、数控编程

19、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20、3D打印技术应用

21、数控加工（加工中心）

22、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23、模具制造

24、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25、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26、建筑装饰

27、工程造价

28、汽车运用与维修

29、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30、会计

31、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32、中西面点

33、国际商务

34、旅游服务与管理

35、市场营销

36、美术设计与制作

37、市场营销

38、计算机应用

39、机电技术应用

40、国际商务

专业性质

公办本科，填报第一批次志愿
详见常州中招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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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高中班，面向武进考
生，填报第三批次志愿。40国
际商务是中外衔接班，通过国
际升学项目平台申请国外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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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精技厚德精技 修身立业修身立业

打造打造““常高职常高职””发展模式发展模式

记者从常州高职校获悉，今年该校新
增五年制大专招生专业虚拟现实应用技
术。据了解，该专业为2018年教育部新
增专业，是国家工业2025规划重点发展
行业配套专业。

据该校信息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专业为学校重点建设专业，旨在培
养掌握互动媒体设计制作、虚拟现实创作
技术应用等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能从事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项目设计开发、三维
模型与动画制作等工作岗位所需的发展
型、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为此，学校配备了优质的专业资源和环境
优美的专业实验室、独立的专业工作室
等，同时还有多个校企合作企业和实习基
地供学生参与技能实践。

记者了解到，作为新兴专业，该专业今
后的就业岗位为面向虚拟现实的全景摄影
师、三维建模师、特效工程师、动漫游戏制作
师、VR全景工程师、界面设计师等，同时可
以从事制作、策划、设计、销售推广等工作。
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学习，可获得虚拟现实
DTCE工程师（中、高级）、办公软件应用模
块操作员（中、高级）等职业资格证书。

除了新增专业，常州高职校共开设九
个专业大类，近40个专业方向。其中，省

级品牌、特色专业6个，省级现代化专业群
7个（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群、建筑工程施
工专业群、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群、会计专
业群、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中餐烹饪与
营养膳食专业群、数控技术专业群）。

2019年江苏省职业学校创新创业大
赛中，该校《高炉液压泥炮机漏泥的分析
与技术改造》《基于STM32F4的功能电
路板教学实训测评系统》和《学生宿舍智
能起居装置》三个创新项目荣获省一等
奖，《米洛涂鸦，用笔触点亮城市之光》创
业项目荣获省一等奖，学校先后荣
获省、市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组织奖。

名师出高徒，学生的快速成长离不开
教师专业的教学管理水平。日前，常州高
职校督导与质量管理处、教学科研处对全
校各院部进行了常规管理工作专项督查。

据了解，本次教学督导内容细致，包
括随机听课2节、检查教学资料、开展师
生问卷调查。此外，督导组成员还就教师
的授课计划、教学进程执行、教案、课件、
教学平台资料、作业批改等情况进行了查
阅。“这项工作在我校已经开展多年，通过
以督促建、以督促改、以督促进，营造良好
的教学氛围，更好地规范教学常规管理，
全面促进教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该
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常州高职校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张璋
表示：“督导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自我的
过程，各院部之间可以互相了解教学常规
管理工作的亮点和特色，为教师们提供了
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有助于共同提高。”

在常州高职校，有着一批专业素养过
硬的教师队伍。全校专任教师中，硕士研
究生以上283名，高级及副教授以上职称
314名。拥有国赛教练20名，省级职业教
育领军人才4名，省级教学名师5名，常州
市“三创”拔尖人才导师4名，市区级学科
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36名。为不断提升教
师专业化水平，学校建立了一整套立体
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教职工学习、培训、

教研体系，每年投入数百万元专项资金。
近5年，学校夺得技能大赛省赛76金

154银151铜、国赛13金5银，奖牌总数位
居全省前列，办学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建成
江苏省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3个，江苏
省现代化实训基地3个，国家1+X试点项
目3个；教师主编出版教材（专著）33部，发
表论文498篇，论文获奖247篇，获专利17
项，完成省级及以上课题44项，创成省级
精品课程6门、市级精品课程7门；学校生
源质量逐年提高，455分以上学生超60%，
重点推进“3+4”、对口单招项目，进一步完
成了与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高校的
项目对接，其中不乏600分以上高分学生。

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省高水平现
代化职业学校、省首批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省职业学校
智慧校园、省德育特色学校、省职业学校教学管理30强、首
届江苏省社会教育百强单位。

2020年，该校成功入选省“领航计划学校”建设单位，
成为江苏省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力争切实发挥好示范引
领作用，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6月18日下午，常州高职校“乔森技
能大师工作室”武进技师学院工作站正式
揭牌。该工作室将进一步发挥技能大师
的社会效应和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促进该校产教融合和教学质量提升。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乔森表示，将
用国际视野认真落实好技能大师工作室
校园工作站的发展规划，给予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更多的支持，充分发挥工作室成员
的技术专长，为周边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培养出更多符合企业需求的高技能人
才。据了解，目前该校有218名师生参与
其中，致力于为常武地区经济发展培育更
多汽车领域高技能人才。校长张伟贤表
示，此次技能大师进校园是校企深度融合
的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育教学
课程改革、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技能
大赛指导、现代学徒制培养、职业素养养
成、工匠精神培育、横向课题合作等都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常州高职校深入开展校企合

作，学校与常武地区150多家规模型企业
先后组建了武进职教集团和常州市明都
汽车职教集团，采用冠名办班、订单培养、
现代学徒制、中外合作等办学模式，为学
生就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每年毕业生供
不应求，就业率均在99%以上。

学校积极探索国际化办学，美国
GO CAMPUS高校奖学金计划常州地区
甄选中心落户该校，目前已经与美国、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6个国
家的多个高校开展国际升学直通车项目。

同时，学校积极服务地方企业、产业
发展，与人社、民政、安监、住建、创业服务
中心等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意向。根据退
役士兵、安全员、建筑人员等职业需求，开
设了食品、药品、安监、互联网+创业等各
具行业特色的培训项目，与高校合作开展

高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学校建立常武技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年培训人次数以万
计，与国家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衔接
开放教育，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衔接奥鹏远
程教育，与本地高校衔接本专科成人学历
教育，共开设各类专业50余个。

九大专业近40个方向 助力学生发展

2020年招生计划

数百万专项资金投入研训 助力学生成长

150多家企业、6个国家多方合作 助力学生成才

注：1、报考“3+4”中职本科分段培养须填报第一批次志愿。综合高
中班（面向武进考生）须填报第三批次志愿，40国际商务专业是中外衔
接班，有出国升学意向考生关注。

2、报考五年制大专、中专专业考生，7月30日，登录常州市职业院校网
上统一招生平台，选择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武进分院注册报名。报考高技专业考生，选择武进技师学院注册报名。

本版撰稿：尤佳 谢国强
学校网址：http://czgzx.wjedu.net
学校电话：0519——89855066
招生电话：0519——89855077
学校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大道6号

成功入选省“领航计划学校”

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多年来的办学积累，学校形成了

“常高职”发展模式：“融”文化治校方
略全国首创，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全省率先，厚德育人模式成为区域品
牌，专业建设水平跃居全省第一方
阵，“中德诺浩”项目中职校全国首
推，“胡格教学模式”实验班全省首
家，建立全省首个“养教联动”示范基
地，成为全国示范。

江苏省2020年对口单招文化课考试成绩于近期公布，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简称“常州高职校”）本科部“3+4”项目57名考生全部转段本科成功，转段率100%。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原江苏省武进职业教育中心校）是一所以五年制

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融中职、中技、高技、技师，全日制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

育和社会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办职业学校。在10余年融合发展中，学校

秉承“厚德精技 修身立业”校训，秉持“为三十岁成就事业作准备”

的学生发展理念，同心同德，敢为人先，大胆创新，努力打造

“常高职”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