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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教育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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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技师学院：

世赛成果实现转化 专业设置与时俱进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机器人导盲犬带着盲人一起出行、污

水处理器不仅实现污水的处理可循环使

用，还可直接饮用。 看到这些，你是不是觉

得又有什么“黑科技”出现了？其实，这是广

州市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

奥林匹克”，下称“世赛”）成果转化的产品。

作为广东省最早创办技工院校、 世赛金牌

的学院，广州市技师学院依托其技能大师

工作室，彰显工匠精神，为广东省贡献人

才、并将科技转化成果运用到生活中。在专

业设置上，学院注重与时俱进，为新时代培

养优秀的技能人才。

在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举行的 2018

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上，广州市技师学

院“惊艳”亮相，其展示专业的工匠精神、

人才培养之道以及科技转化成果等方面，

吸引了众多参会人员驻足了解。

据了解，广州市技师学院目前设有 6

个校区，38 个专业，涵盖第一、二、三产

业。 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李宗国介绍，目

前广州市技师学院专利已达 73 项， 同时

注重技能成果的转化。 李宗国告诉记者，

2017 年第 44 届世赛原型制作项目金牌选

手黄枫杰留校后继续发扬创新精神，把世

赛成果转化到产品中，他依托原型制作技

能大师工作室技术优势，与美国 3—LS 公

司合作，完成了污水处理系统模型制作。

在谈到和美国合作的污水处理系统

模型时，黄枫杰说，“当时美国公司来中国

参加展览会，他们已经有一个污水处理系

统的模型，但太大了。于是找到我们合作，

希望在

原有基

础 上 缩 小

75%，我们做

到了。 这个

系统主要是为解决一些贫困地区缺水的

状况，例如，厕所的水冲掉了就没了，那么

通过这个系统后， 水可以经过污水处理

后，回到马桶继续用；同时，这个模型还可

以直接用于智能饮用水，环保又节约。 目

前已经在美国投入使用。 ”

此外， 另一个与华工技术合作智能

导盲犬的项目也有突破性的进展。 目前

导盲犬项目目前具备行走、 检测障碍物

的功能， 下一步将研发出导盲犬的导航

功能， 从而更便捷地实现帮助视障人士

出行。

成果转化

污水处理系统模型已在美国投入使用

专业设置

创新校企合作 与时俱进响应时代要求

正因为结合产业、 企业需求的

人才培养， 该校的就业率一直很

高。 据了解，该校近 3 年有 6800 多

名毕业生，就业率达 98%，就业专业

对口率均超过 90%。 毕业生就职于

世界 500 强、 区域龙头和骨干企业

人数不断攀升。 据统计，该院毕业生

月平均薪酬 4000~6000 元， 部分学

生超过 8000 元/月。

以汽车产业专业为例， 广汽本

田一线员工中 50%来自该院， 而广

汽丰田也有 30%源自该院， 是名副

其实的汽车人才培养摇篮。 汽车产

业系副主任吴浩介绍， 汽车产业系

每年招生人数接近 1000 人，2019 年

应届毕业生目前顶岗实习率达到

99% ， 而该专业的学生就业率更是

长期达到 98%。 吴浩介绍，和大学生

相比， 技校生具有动手能力强的优

势， 而且是和企业订单式培养出来

的；和社会短期培训共相比，技校生

又具备岗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

此，在汽车产业的一线员工中，技校

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去年有个

毕业生，在广汽集团工作不到一年，

收入已经上万元了。 ”

此外， 该院还和联想集团合作

开设了联想班，目前全班 36 个学生

已经有 35 个学生通过了联想集团

的认证考试。 李宗国称，“该班级是

和联想集团共同编制课程和教材的

研发， 共同培养， 精准对应社会需

求。 此外，我们还和广电运通合作，

开展智慧金融设备维修培训， 这些

都是校企深度合作， 学生学到了技

术，也更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

匠心培养

学生就业平均薪酬可达 6000 元 / 月

勇担责任

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 实施乡村振兴工作计划

广州市技师学院目前设有 6 个

校区，38 个专业，涵盖第一、二、三产

业。 近三年部省市校课题 125 项，论

文公开发表 120 篇， 教研成果获奖

433 项，专利发明 70 多项等。以 2017

年为例， 该院的中国职协立项课题

10 个，在全国职业院校排名第二；广

州市技工教育立项课题 7 个， 在市

属技工院校排名第一。 教科研成果

方面，2017 年市属技工院校参加全

国各级各类科研成果评比， 广州市

技师学院共 262 项获奖，占整个广州

技工教育的 23%；其中有 168 项获中

国职协年度优秀科研成果， 占整个

广州技工教育的 28%， 名列榜首；

2018 年， 广州市技师学院共有 154

项参评， 目前已评出的一二等奖有

45 项。

先后设立了广府班、湘西州班、

黔南州班等 3 个扶贫项目， 投入资

金近 400 万元，扶贫人数近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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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提出了新要求。

李宗国介绍，在学生的培养方面，该校在

企业内设立校企合作，在校内设立和企业

教学研发创新，实现“校中厂，厂中校”，与

企业共同研究开发办学。“广州市技师学

院专业要和产业结合，更要和广州经济社

会的发展相结合，技校是培养技能人才的

主阵地，除了学历生的培养，也面向社会

进行职业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升级，

从而更适应社会的转型。 两条腿走路，双

轮驱动，并结合创新创业。 ”李宗国说，这

三年广州市技师学院与时俱进结合市场

需求设置专业，已累计新开 10 多个专业，

例如物联网、云计算、新能源汽车应用制

造、幼师等专业，一些旧专业则根据市场

需求进行优化转型。

在说到广州市技师学院调整专业的

成功案例， 李宗国更是如数家珍。 “例

如， 早期的模具专业很受家长欢迎， 以前开

设到了 13个班， 但随着社会发展， 需求量

减少了。 同时， 从业人员、 学生家长对这个

专业积极性不高， 因此， 我们依托该专

业围绕工业设计， 开设了原型制作和 3D

打印， 这也是顺应社会对新人才的需求。

新开后， 效果很不错， 仅一个 3D 打印

就有 327 个学生。”

李宗国说，涉农专业虽然比较难转型

升级，但该校进行了调整。“以前畜牧兽医

专业，我们顺应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开设了宠物医护护理。如今广州市技师学

院的都市农业的相关专业，在校生 600 多

人。有的学院因为难转型这些专业可能都

开不下去了，但我们走出了新路子。同时，

我们还联合省内职业院校、 行业协会、代

表企业等，牵头成立广东宠物行业职教战

略联盟，共同推动宠物专业的建设，进行

课程开发、专业标准规范等。 ”

此外，广州市技师学院也是技工院校

中最早开设养老健康护理专业的。李宗国

介绍，最早一批学生已经毕业，在广州一

些高端养老院就业并成为管理层。由于该

专业的毕业生兼具养老服务、健康营养知

识、插花等全面的技能，在老人院也更受

到老人的喜欢。

广州市技师学院注重技能的培

养，更注重技能的辐射功能应用。 李

宗国介绍， 作为广东最早创办的技

工院校， 广州市技师学院注重培养

学生技能， 从而实现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 据了解，该院积极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号召，大力开展智力扶贫、技

能扶贫，先后设立了广东省广府班、

湖南省湘西州班、 贵州黔南州班等

三个扶贫项目， 投入资金近 400 万

元，扶贫人数近 500 人，实现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 也使得学生能够通过

技能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此外，记者了解到，该院也是技

工院校中率先发力实施乡村振兴工

作，以涉农专业为依托，参与广州市

乡村振兴“百团千人技术下乡工程”

服务活动，定点支持从化城郊西和村

花卉生产项目，聚力服务“三农”，为

乡村培养更多的人才，帮助农民富起

来。 据介绍，广州市技师学院选派涉

农专业畜牧兽医和园林花卉等专业

老师去从化西和村扶贫，“当地西和

村有一个很大的万花园，特别需要花

卉方面的技术人员。 我也是园林花

卉方面的老师，加入到了‘百团千人

技术下乡工程’， 主要给当地送技

术、送培训。 ”该院的老师范月清介

绍， 她和她的同事们主要针对西和

村村民需要的花艺、 盆栽等技术进

行培训，让当地人掌握技术，从而创

业富起来。 李宗国表示，这也是广州

市技师学院承担社会责任， 响应国

家和省市精准扶贫号召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