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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市场求特色 校企合作谋双赢

【

主动适应区域、社会经济，以及行业发展的需求，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培养合格建设人才的方向。
本学期，学院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步入发展新局面，校企合作范围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载体不断丰富。

“尤厶动画班”开班了
2 月 20 日，“尤厶动画班”开班仪
式在 J623 进行。学院副院长蒋忠樟、
杭州尤厶动画制作公司董事长郑群隆、
总经理孙薇及尤厶动画三位企业负责老
师出席本次仪式。
“尤厶动画班”是广厦学院与杭州
尤厶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尤厶
公司） 共同合作成立的。尤厶公司负责
老师带项目和教材入驻，进行教学和训
练，学生参与实际动漫项目制作，学院
教师协助教学和管理。
据悉，双方将共同制定专业教学计
划，实行教学创新，通过“尤厶动画
班”人才培养探索积累经验，进而从大
一开始融合企业与学院、理论与实操，
制定整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将学生培养
成为具有动画软件应用技术技能，且具
有在动漫行业有较强竞争能力，可优质

就业的高技能人才。
“尤厶动画与学院的合作，本着为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为
宗旨，以培养民族动画制作人才，打造
民族动画制作团队，探索中国文化创意
产业全新的产业模式为目标，服务社会
和经济发展。”尤厶公司郑总表示，他
们将“一个员工从学徒到企业股东”的
案例出发，引起学生共鸣，让学生做专
中之专，精上加精。
艺术分院副院长张伟孝要求同学们
转变角色，以尤厶动画制作公司准员工
的身份要求自己，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学
习，不怕吃苦，有创意设计精神；主动
了解尤厶动画企业文化及其管理模式，
便于自己尽快融入文化创意公司，成为
受公司欢迎的员工。
（许央琳 陈月红）

学院“德邦储备干部班”正式签约
3 月 21 日 上 午 ，“ 德 邦 储 备 干 部
班”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暨企业宣讲会在
图书馆召开。
德邦物流是国家 5A 级综合性物流
供应商，中国公路零担物流领域龙头企
业，其服务水平、管理模式等都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在业内有“物流人才黄埔
军校”之称。物流管理教研室为突出专
业特色，加强学生能力培养，适应当前
快递、快运行业对物流管理人才的迫切
需求，在对物流人才的培养方向进行专
门梳理后，多次奔赴德邦物流进行沟
通，经过反复谈判和协商，最终成立
“德邦储备干部班”。
“德邦储备干部班”将按阶段分别
采取“工学交替”、“跟岗实习”、“顶岗
实习”的教学模式，授课地点除广厦学
院外，还将纳入德邦物流金华基地，德
邦物流各物流门店。由学院提供课程标
准，企业负责实施教学组织，由校企双
方共同参与最终的教学考核，择优录取
学生到德邦门店工作，从事门店储备干
部或门店店长管理职位。
“‘德邦储备干部班’是我们走进

德邦、感受德邦、就业在德邦的一条通
道，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快
运行业，与企业、与岗位无缝对接；可
以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前景；还可
以参与德邦的“事业合伙人”战略，给
自己更多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物畅其
流，人尽其才 。”经外学院副院长陈长
英表示，技能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是立身
之本，要解决教学内容与工作实际脱
轨、专业技能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问题，
在岗实战、边学边做是最彻底的方式。
签约仪式后，德邦张辉主任向大家
详细介绍了德邦的发展历程和公司规
模，并以自己从毕业开始在德邦奋斗的
事迹为例，鼓励大家在即将举行的双向
招聘会上勇于展现自己，企业将给大家
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通过本次与物流行业领军企业合作
培养人才的探索，经贸外国语分院将对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多元化人才培
养模式继续埋头钻研，努力寻求高质量
校企合作，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扎实的
专业技能，并在行业就业具备较强竞争
能力的高技能人才。 （蔡丹琳 祝捍敏）

企业专家来院授课 让我们离岗位更近
2 月 22 早上的 2016 级造价 10 班教
室格外热闹，7 点 40 分左右，管理学院
院长助理汪国辉，班主任张安强，计量
计价二的几位老师，实训办王建生等齐
集 C207。张安强隆重介绍本学期 《安
装工程识图与工艺》 课程请企业专家张
震军先生亲自教授。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震军开始了他
在广厦学院的第一堂课。他从自身经历
谈起，从事水电相关工作三十年，历任
造价员，项目经理，施工总负责，预决
算总负责等，多次在特级资质建筑企业
任职，承接工程数次获得钱江杯、鲁班
奖、双龙杯、西湖杯等大奖，现任东阳

人防指挥中心安装工程负责人，东阳港
浩建筑设备安装公司经理。
“我希望和同学们一起，把我自己
懂的知识教给大家，同学们可以学会读
图，学会计价。”张震军的授课语言风
趣幽默，以前做过的工程实例信手拈
来，同学们不但开阔了眼界，也很好的
掌握相关知识，而且能较好和工程实践
结合。
课后，同学们都表示：我们 2016
级造价 10 班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
资深企业专家老师授课，让我们不出校
门就能把握行业最新信息。
（程娟）

企业慕名来院求合作 共商计算机人才培养
3 月 7 日下午，浙江众盟通信有限
公司市场部总监李光等一行 2 人来院洽
谈校企合作事宜。
浙江众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通是国
内承接通信网络建设的专业科技公司，
也是国内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
商。公司拥有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资
质和华为 CSP 三钻合作服务商，并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曾
为阿里巴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浙江广电等众多知名企业提供
了大量优良的专业化通信网络解决方
案。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王子正、
副院长蔡金亚、计算机专业教研室主任
赵永晖等参加了本次讨论会，双方围绕
如何更好地实施校企合作进行全面商
讨。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专业技术人才，而目前招聘来的员工不
能很好的适应企业岗位的需求，还需要
入职后进行一段时间的培养，这对公司
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校企合
作对公司的发展壮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李光说，之所以选择来广厦学院

商讨校企合作的事宜，主要是目前公司
有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工
作踏实认真，技术过硬，综合素质高，
符合企业用人的标准。“公司长期为华
为、移动、电信、联通等服务商提供网
络通信解决方案，能够确保学生有比较
好的就业。”
“华为作为通信行业领头羊，具有
很强的知名度，作为名企合作伙伴，我
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携手培养企业需
求的人才。”王子正表示，目前，我院
计算机类专业群不断成长壮大，在师资
培养、实验实训条件等方面还需不断完
善，能够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一方面
可以提高学生的适岗能力，同时也能提
升我们的师资水平和改善实验实训环
境，对于校企双方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
的事情。
最后，双方就合作的具体细节进行
了一一探讨。李光表示，回去后他会将
学院提出的具体细节和意见汇报给公司
领导，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后续再进
一步加强与学院的沟通与交流，争取早
日达成合作事宜。
（康鲜菜）

】

对接行业大咖 共谋人才培养
2 月 24 日下午，我院电商专业三位
老师参加了东阳市电商创业园 2017 年首
次工作规划会议。
东阳国际汽车城电子商务创业园是
目前东阳规模最大、入驻企业最多、配
套服务最全的电子商务创业园，目前共
有 230 家商户，经营类目有红木家具、
钻石画、香水、户外用品等。
此次规划会上，产业园区的负责人
就产业园去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展
望了 2017 年的工作安排，同时各家企业
就园区的管理提出了意见，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人才的问题。当前形势下，很多
企业面临招不到合适人才的状况。
会议中，电商专业苏晓萍老师介绍
了电子商务专业的发展状况，并就人才
对接提出了方案，得到多家企业的合作
意向。
会后，三位老师参观了主营跨境电
商平台的“蜗牛电商”。据蜗牛电商的
负责人介绍，目前电子商务企业更看重
电商专业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不断钻

研的精神，希望学生积极探索，提高自
身的专业能力。
张总经营的“华夏飞影”是一家专
注服务外包的公司。他介绍道，目前电
商行业对美工的需求量极大，但是企业
更需要的是有创造力和设计能力的美
工，而不是仅仅会处理图片。他在交谈
中表示，非常期待与我院电商专业的合
作。
28 日上午，张总应邀来到广厦学院
经外分院，在苏晓萍老师的陪同下参观
了经外的产品拍摄实训室和大学生创业
园，双方初步确定了合作意向，希望通
过“企业带培训、学生帮业务”的模
式，在美工、直播等公司主要业务板块
实现互惠共赢。
通过与行业龙头企业双向沟通，电
商专业逐步明确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
让学生可以接触到行业一线信息，为电
商专业与东阳本地企业的合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并将对电商专业的发展起到积
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苏晓萍）

调研“大数据”企业 为新专业建设铺路
近日，学院党委书徐征宇带领大数
据技术与应用专业负责人赵永晖专程前
往杭州华量软件有限公司，调研大数据
产业的发展情景、发展方向以及专业办
学等，并与该公司洽谈校企深度合作事
宜。
杭州华量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创业企
业，是大数据智能分析解决方案提供
商，为政府、金融、能源、企业、教育
等行业客户提供数据整合、分析、挖掘
和可视化等产品和方案，曾荣获“2016
年度中国大数据行业领军企业奖”，立
志成为大数据行业的中华民族品牌、大
数据行业领军企业。
座谈中，徐征宇介绍了我院办学的
基本情况，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是一
个新开设的专业，在浙江省也是第一家
开设，希望通过调研进一步明确专业定
位和人才培养规格等。华量软件董事长

王真震表示，大数据产业是新兴的产
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前景光明，
发展潜力巨大。
“专业办学要与地区经济
发展结合，与学院办学目标一致。”
市场总监许志峰为我们详细介绍了
华量软件公司的人才需求情况，以及每
一种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的要求。
最后，大家围绕该专业如何定位、
如何办出特色以及如何进行校企合作等
内容，双方进行了讨论，最终达成了初
步的合作意见。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要办出特
色，就要与我院的办学目标、办学定位
相结合，要培养跨界人才，要服务于区
域经济发展，要培养大数据在建筑业和
智慧城市方面的应用型人才。”徐征宇
指出，通过调研，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
业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更加清
晰，为以后专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赵永晖）

学院首期“广汽传祺高端班”开班
2017 年 2 月 22 日下午，在信控学
院 A517 会议室，“广汽传祺高端班”举
行了开班仪式。
围绕着“广汽传祺高端班”教学改
革，学院副院长蒋忠樟提出了两点希
望，一是专业探索走校企发展道路，为
学院专业建设特色发展做贡献。二是广
汽传祺高端班学员做好学员向企业员工
快速转变的准备。
企业代表广汽传祺乘用车 （杭州）
有限公司校招主任施军纲围绕着广汽传
祺企业发展定位、发展历程、企业文
化、传祺速度、广汽传祺工艺流程、广
汽传祺杭州基地等内容进行讲解和争做
传祺优秀员工动员主题发言。
大江东项目负责人潘光永以 《做企
业优秀员工是一种习惯、练好技能是一
种力量》 做主题发言。发言提到两个
“感谢”；五个“争光”。

两个“感谢”：感谢学校领导及大
江东人力中心、广汽传祺杭州基地的各
位领导的光临！感谢各位领导的关怀和
付出。感谢学生们的执着努力，才有了
今天“广汽传祺高端班”正式开班的日
子。
五个“争光”：希望指导教师能与
学生相互鼓励，相互监督，共同见证各
自的成长，至始至终怀着同样的目标，
做广汽优秀员工！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在
“广汽传祺”品牌文化的熏陶下，及早
融入广汽传祺节奏，进行人生职业定
位、练好技能！为个人争光！为家长争
光！为专业争光！为信控争光！为学院
争光！
最后，信控学院院长王子正指出：
希望项目组教师组织好学生的教学、班
级管理等工作；每一位学生都应该练好
技能！争做企业优秀员工。 （潘光永）

东阳园林企业慕名来院寻合作
2017 年 2 月 24 日下午，东阳中驰
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虞跃星等
一行三人慕名来艺术学院园林专业商讨
校企合作事宜。
东阳中驰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具有壹级资质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资质的公司，主要经营园林绿化景观
工程、园林绿化综合性养护管理工程，
近三年来该公司年均营业额为人民币贰
亿叁仟多万。近年来，公司被评为市守
合同重信用单位、市建筑系统先进单
位，并且通过了“三合一”体系认证，
企业还被评为“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公司下设
西安、成都、昆明、南京、天津、合
肥、佛山等分公司。
虞跃星表示，目前消费者对居住环
境的重视和国家政策的倾斜 （包括房地
产园林工程、市政园林工程近年来资金
的大量投入），而且有园林专业工程师

证书和注册类证书的人才少，而市场需
求量大，在证书挂靠市场比工程类其他
专业要高很多，因此对园林专业人才需
求也在不断增加。
他强调，学院输送的园林学生有一
定的专业基础技能并且有一定的操作能
力、管理能力、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
东阳一所综合性大学，对外输送的人才
具有良好的吃苦耐劳精神，作为东阳地
方性企业也应该和地方大学有良好的合
作，互相成长，共同进步，因此特意前
来我院寻求校企合作。”
园林专业教研室主任张永玉老师以
及 6 名专业老师参与到本次讨论会，双
方围绕如何更好地实施校企合作进行全
面商讨并达成共识。
最后，双方还对企业入驻学校创业
园相关事宜进行商讨，最终达成了一致
合作的基本意向。
（唐晔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