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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到我校调研交流区校合作工作 

2017 年 4 月 11 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副巡视员刘志毅带领区人社局负

责人一行三人到我校调研实训基地，并就深化区校合作、实训基地建设进行了交

流，我校校长刘斌、副校长李树岭及合作办负责人接待并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志毅副巡视员对长期以来区校企合作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技



术技能人才支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今后管委

会为深化产教融合做好平台建设，共享区校资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建设“保

税区先进制造业实训中心”提出了建设思路。我校刘斌校长介绍了学校建设情况，

提出了“依托管委会搭建平台，抓住发展契机和实训中心项目，全面共享学校资

源促进区校企合作，为区域发展做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李树岭副

校长对学校积极参与实训中心方案制定、后期运行管理、错位发展等方面提出了

建设思路。区校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促进发展达成了共识。 

座谈会后，调研团参观了我校汽车学训中心、增材制造技术推广中心、机械

实训中心、化工学训中心等实训基地。 

 

我校到天津空港经济区进行“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项目调研 

2017 年 4 月 25 日，副校长李树岭带领合作办负责人到天津空港经济区进行

“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项目建设调研和交流工作，区管委会副巡视员刘志毅

和人社局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上，志毅副巡视员介绍了公共实训中心项目功能定位、布局和建设思

路，希望与职业大学合作为深化项目论证和完善建设方案做好更扎实的基础工

作，共同推进项目顶层设计站位更高、技术先进、产业全面、覆盖区域更广。 树

岭副校长就其主持建设海河教育园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的建设思路、方案制

定、设备采购、运行管理等多方面介绍经验，对保税区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建

设定位和思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发挥学校资源优势全面参与项目方案制定和

运行管理提出了具体举措。双方还就项目机制建设和人员安排交换了意见，达成

了共识。 

 

 

 

 

 

 

 



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项目专家论证会在我

校召开 

2018 年 4 月 3 日，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项目专家

论证会在我校召开，我校副校长李树岭、天津港保税区副巡视员刘志毅出席会议，

天津港保税区人社局项目负责人员，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等项目设计参与单位人员及我校 5 名项目相关专业专家参加会议。 

会上，天津港保税区人社局项目专业总负责人首先对项目建设的功能定位、

规划方案、运行管理等情况进行了介绍，随后由我校副校长李树岭带队的 6人专

家组对项目进行了论证。专家组从功能定位、内容涵盖、设备选型、技术参数等

方面对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主要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建议项目采用以中心

为龙头，利用重点企业、职业院校建立分中心的建设模式；二是建议项目要兼顾

培训资源开发等软性建设，明确资源开发合作单位及培训实施流程；三是建议实

训项目要按照从单项技能到综合技能过渡的逻辑思路来布局；四是项目要寻求与

功能定位相对应的设备购置最优化方案；五是建议建设智慧仓库。专家组建议中

肯，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员及设计人员的一致认可和采纳。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我校增材制造技术推广中心。 

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项目是滨海新区重点建设项

目，是新区职业技能培训领域头字号工程。此次论证会充分发挥了我校资源优势

和办学经验成果作用，为进一步完善项目方案设计，提升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可

行性、前瞻性提供了合理化建议，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提升

了我校项目参与度及社会服务贡献水平。 

 

 

 

 

 

 

 

 

 

 



主动对接雄安新区首个高标准建设项目市民服务中心，开展高质量专

业接待服务工作  

为落实市委鸿忠书记在市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主动对接雄安、支持

雄安、服务雄安”精神，我校主动对接雄安新区首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

城建项目——市民服务中心，为市民服务中心首次对外开放开展专业接待服务。

我校首期组织 20 名旅游、酒店专业学生，以认识实习、跟岗实习形式参与服务

工作，在前期专业性培训基础上，分为规划展示中心讲解员、政务服务中心引导

员、市民服务中心导游等三个岗位，开展雄安新区规划讲解、入驻央企和市民政

务引导、以及市民导游等工作。我校作为首家高职院校参与市民服务中心工作，

发挥专业团队优势，制定服务工作方案，专业教学实践与接待服务工作实践结合，

高质量高标准做好服务工作，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中打出天津职业大学专业品

牌。 

 

学校采取岗位服务与跟岗实习相结合，课程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等方式，

调整教学计划，就地就近开展部分专业课程教学，与市民服务中心结合教学和岗

位实践进行多元化考核，以服务实践促专业能力提升，以专业实践促服务水平提

升，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与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双赢。 

 

 

 

 

 

 

 

 

 

 

 

 

 



天津职业大学与雄安新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协议，以职业教育精准服务

雄安新区 

为更好地服务党中央、国务院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鸿忠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

提到“以‘一盘棋’思想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对接雄安、支持雄安、

服务雄安，需要天津支持、调整、付出的，坚决服从落实。”的讲话精神，天津

职业大学发挥国家职业教育示范区示范校的优势，积极联系雄安新区管委会城乡

统筹组，为新区筹建工作中搬迁人口培训再就业工作和产业布局建设急需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做好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于 7月 20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河北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爱平，雄安

新区临时党委委员、筹委会副主任于振海，天津职业大学副校长李树岭出席签约

仪式。 

签约仪式后，李树岭副校长带领继续教育管理中心、合作办、宣传部等一行

8人参加了新区城乡统筹组在容城县三贤文化广场年组织的“聚力雄安送培训”

现场招生宣传活动，现场咨询的适龄年轻人达到万余人次，宣传成效显著。 

此次区校双方合作项目主要有五项，一是，以挂牌建设“天津职业大学雄安

新区培训基地”为载体，先期推动雄安新区筹建阶段搬迁工作中的劳动力输出就

业培训、职业学校师资和学生技能培训，以及职业技能鉴定；二是，以需求为导

向，以“就地就近、输出就业”为原则举办对口专业成人高等教育学历班；三是，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争取政策支持，增加单列招生计划，为新区重点产业

紧缺职业岗位培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四是，依托新区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规划，

联合制定“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整合优质专业资源，为新区重点产业建设做

好技术技能人才储备；五是，带动职业学校协同发展，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

实训基地建设、师资水平提升、社会服务等方面联合共建、资源共享、促进发展。 

区校合作是雄安新区管委会与首家高职院校合作落实规划建设阶段劳动力

输出再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

要举措；为推动雄安新区产教融合、促进协同创新搭建战略平台，创新雄安新区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劳动力输出再就业新模式，为区域人力资源提升和智

力支持积累经验和推广做法。 

我校在天津松江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举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

践基地”和“天津校友活动基地”签约暨挂牌仪式 

为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拓展思政课教师社会服务能力，搭建校友

交流平台，丰富校友服务内容，促进产教融合和学校、企业、校友的共同成长，

2017年 6月 7日，我校在天津松江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举行“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实践基地”和“天津校友活动基地”签约暨挂牌仪式。社科部、合作办负

责人及天津松江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出席活动，社科部、合作办全体党

员教师及部分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仪式后，我校 09级社区专业优秀校友、天津松江生态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宝

坻分公司会员部副部长赵继凯首先代表公司向母校的老师和师弟师妹表示热烈

的欢迎，她回顾了在校时学校、学院和老师对自己的指导和关怀，正是在学期间

积累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助力于她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的骄人成绩。她还向与会

人员介绍了参加工作以来公司对她的培养和支持。社科部负责人表示要充分发挥

学校的资源优势，定期为企业进行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和社会调研活动，增强大

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合作办负责人希望在企业的职大校友多关注母校的

发展变化，继续发挥专业所长，做有担当、有责任、有坚守的年轻人。企业负责

人指出，要借助学校丰富的党建、专业、校友资源，加强对企业的推广和宣传，

不断提升企业党建管理水平和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最后，社科部教师和青年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学为企业党员进行了以“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四个意识”

为主题的理论宣讲。 

此次签约暨挂牌是校企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的延伸和升华，是我校构建产

教融合、校企联合、协同育人的“大思政课教育”模式的有效尝试。 

我校与百胜中国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举行实训基地剪彩揭牌仪式 

10月 12日，我校与百胜中国在该集团所属品牌肯德基海光寺门店举行了校

企共建的“学生校外实训基地”成立剪彩仪式，肯德基华北区域副总经理杨敏出

席仪式，我校校长刘斌、副校长樊顺厚及合作办、经管学院负责人参加仪式；杨

敏女士、刘斌校长为实训基地揭牌。 



 

剪彩仪式上，杨敏女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她充分肯定了我校在职业教

育领域的地位，殷切期望与学校合作能够在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储备与技术服务等

方面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校长刘斌对实训基地成立表示祝贺，并对百胜中国给

予我校教育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要求相关部门以实训基地的建立为契机，

积极把百胜中国等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核心企业文化、先进管理理念、国际化人才

衡量标准及成熟培训手段引入到实践教学中，继续校企合作推进专业建设，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活动中，双方进行了充分交流，未来校企将在百胜集团全产业链

人才培养培训、校企文化交流等方面深入合作，还将探索尝试将企业经营与学生

实训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剪彩仪式后，杨敏女士陪同我校人员参观了肯德

基门店大堂、柜台、食品加工区及冷库等内、外场区域。 

本次活动，是在五百强企业、人口集聚区对职业教育的宣传，扩大了我校办

学影响力；同时依托与五百强企业共建的校外实训基地，积极开展实习实训，也

将对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引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我校举行与林肯（中国）校企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暨林肯（中国）天津

技术培训中心落成典礼 

2018 年 1月 12 日，我校举行与林肯（中国）校企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暨林肯

（中国）天津技术培训中心落成典礼，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

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吕景泉，林肯（中国）副总裁范自强，校长刘斌，副校长樊顺

厚，副校长李树岭出席典礼,市教委高职处、高教处等部门负责人，我校相关职

能处室、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共 60余人参加了典礼。 

 

典礼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对签约仪式和落成典礼表示祝贺。他表示中国要强，首先是教育

要强，教育要强，首先是职业教育要强。新时代党中央赋予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

命，要求职业教育要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建设一支具有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产业大军支撑产业发展。天津职业教育



是全国职业教育的领航者，天津职业大学是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此次

林肯（中国）的加入，必将进一步推动天津职业教育、天津职大新时代新发展，

凸显引领示范作用。他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我校把林肯合作项目打造成高端

化、国际化、品牌化项目，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到更高层次和水平；二是希

望我校通过此次合作，探索、总结、提炼出新时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特

别是探索出一套新时代高水平汽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并将这一体系转化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汽车专业教育标准，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行业企业需求；三是希望我

校通过此次合作，进一步研究职业精神，将职业精神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吕景泉致辞，他表示天津是国家唯一的现代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示范区，而且是示范区的升级版，这就要求天津职业教育在制度、体

制、模式、体系四个方面要走在全国前列，要与经济社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

同步发展，要打造五个新的平台。示范区建设协议里涉及十一项重点建设任务，

“国家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项目、“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开发

和制作中心”项目、“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中心”项目、“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博物馆数字博物馆”项目等八个国字号重大项目建设，这就要求天津

职业教育既要当拓荒牛，大胆去闯，去创新，去开拓，又要当千里马，走得快，

走到前面，更要当领头羊，将天津的经验、方案、模式向相关省市分享，向国际

职业教育迈进。“天津职大与林肯中国校企合作项目”是天津职业教育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

革创新示范区建设的重要项目，是青年职业学院并入天津职大后成为新职大的重

要作为。他要求我校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做实内涵建设，做优人才培养，做特社会服务；要通过

推进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创建“汽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由平台建设聚焦

“产学研一体”成果转化建设；要将“天津职大与林肯中国校企合作项目”做成

天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叫亮叫响的品牌，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

广的校企合作案例。 

林肯中国副总裁范自强致辞。他首先感谢天津职业大学对林肯品牌与服务理

念的认可，也期待这一合作为汽车售后人才培训领域带来新的思路与模式。他表

示林肯中国天津技术培训中心将为全国各地林肯中心培养和输送更多专业技术

人才，使‘林肯之道’个性化体验贯彻到客户用车的每一个环节，为林肯在华发

展的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典礼上，我校与林肯（中国）签订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组建成立国内

首家林肯校企合作基地——林肯（中国）天津技术培训中心。该中心既是林肯（中

国）新车型、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中心，又是我校汽车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校

内学训中心，可以用于汽车营销和汽车维修专业的实训。从 2018年起，学校将

携手林肯（中国），在校内选拔优秀学生组建定向培训班，开展专业课程培训教

学。学员将接受包括汽车机电工、钣金工和油漆工在内的专业技能培训，林肯中

国全程参与课程教学及考核，确保学员熟悉林肯产品及相关技术标准。毕业时，

学员若通过相关考试合格，将被推荐至各地林肯中心工作。 

此次典礼，我校相关职能处室、学院通力协作，师生积极参与，由旅游学院

师生组成的礼仪服务团队、咖啡服务团队、茶艺服务团队，汽车学院师生组成的

车美、保洁服务团队，宣传部指导的摄影服务团队，海河园校区师生组成的餐饮

服务团队、化妆服务团队，为典礼的召开提供了优质专业服务，充分展示了我校

优势办学成果，凸显了职业教育办学特色。 



典礼后，领导们参观了林肯（中国）天津技术培训中心。 

此次学校与林肯（中国）合作项目，将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全

方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提高学校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并为企业做

好服务，实现校企合作共赢发展。 

项目吸引了新华网、新华视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交通广播、中国高职

高专教育网、《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工人报》、北方网、天津新闻

广播、天津生活广播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 

京津冀眼视光专业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异常双眼视及与视觉相

关的学习障碍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我校举行 

2017 年 5月 16 日，京津冀眼视光专业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异常双眼视

及与视觉相关的学习障碍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我校举行。校长刘斌出席并致辞。来

自京津冀地区 6所职业院校的代表，全体培训班学员及眼视光学院全体教师参

加。 

 

刘校长在讲话中希望联盟充分发挥主导、带动、示范、辐射的作用，提升眼

视光专业教育的综合实力，促进眼镜行业教育向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满足

京津冀地区眼镜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互惠

共赢。 

中国眼镜协会刘多宁秘书长宣读了中国眼镜协会理事长崔毅先生对联盟的

贺词。各院校代表共同为联盟揭牌，随着启动球的高速运转，京津冀眼视光专业

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同时，首期特色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为期五天，将由来自美国太平洋大学、

美国诺瓦东南大学和我校的教授进行授课，内容涉及双眼视及与视觉有关的学习

障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案例分析。 

 



汽车专业职教集团成立大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6月 8日，汽车专业职教集团成立大会暨长安福特校企合作项目工作会议在

我校隆重举行。校长刘斌、长安福特大学总监刘鲲以及来自全国的 22所职业院

校代表、长安福特大学校企合作项目代表、京津两地 13家汽车企业代表和我校

部分职能处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我校汽车工程学院负责人主持。 

开幕式上，刘斌校长致辞，他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

欢迎。他指出，通过集团来发挥主导、带动、示范、辐射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能力；

随后，刘斌校长及刘琨总监为集团揭牌，大会宣读并讨论通过了《汽车专业职教

集团理事会理事单位名单》。最后，刘鲲总监讲话，他认为集团的成立为促进校

企深度融合搭建了平台，实现校企“零距离”接触，形成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良性

互动，为企业提供优质人才；探索构建现代学徒制教育体系的有效途径，全面提

升职业教育服务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会议为期两天，在第二阶段召开的长安福特校企合作项目工作会议上，参会

代表将围绕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订单学生培养等展开研讨。回顾长安福特校

企合作历年数据，解读定向班教学质量鉴定考评方式，总结反馈部分合作院校存

在问题和建议，梳理沟通校企合作项目执行流程和发展现状，探讨现代学徒制与

校企合作培养的融合。 

据悉，汽车专业职教集团是由天津职业大学牵头，联合长安福特天津北京经

销商、长安福特校企合作院校作为初创成员单位，以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长安

福特大学作为业务支持单位，组建的以“立德树人、促进就业、提升内涵、服务

发展”为目标的汽车职业教育集团。初创成员单位有 36家，其中包括职业院校

22家、企业 14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