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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断决策 株洲职教再出发

2008年，刚刚被列入两型社会试验
区范围的株洲市，正处于传统工业转型
升级、新兴工业奋力崛起的重要时段。
其时，在市委、市政府的日程表上，满满
书写的就是如何使株洲这座老工业城市
焕发新的勃勃生机。

工业是株洲的立市之本，强市之
基。如何固本强基？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确保企业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技
能型人才。而这，就对职业教育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客观上说，株洲的职业教育并不落
后。如果从后来曾出任民国总理的熊希
龄1905年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
算起，株洲现代职业教育已经走过了110
多年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国
家“一五”“二五”期间布局的重点工业基
地，株洲工业迅速发展，也同时兴起了以
厂带校、行业办学的兴办职教热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株洲市职业
教育却不知不觉一步步走到了“瓶颈”，
规模偏小、专业布局不合理、实训资源短
缺、发展后劲不足、缺乏发展空间的问题
日益显现。这些年，企业改制，院校剥
离，职业院校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职能
交叉等问题也随之集中暴露。

问题不断累积，急需破解之策。正
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个大胆的构想在
株洲决策层逐渐形成：建一座职教城，把
老城区主要的10所职业院校统一搬迁进
去，从而在最短的时间里整合株洲主要
职教资源，使株洲职教从规模到质量再
上新台阶。

构想最终成熟为决策。2008 年，株
洲市委、市政府的正式决定，于 2009 年
启动建设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一艘全
新的职教航船就此解缆起航。

开局就是高标准，起步就是高起点。
为打造一块高标准的职教高地，株

洲市开门引智，邀请“中国馆之父”何镜
堂院士团队、澳大利亚GHD、国防科技大
学、深圳建科院等优秀规划设计单位参
与规划设计，编制完成《湖南（株洲）职业
教育科技园两型规划建设指标体系》。
通过湖南省两型办组织专家评审之后，
这个《体系》成为国内首个两型规划建设
项目指标体系。

凝心聚力“百亿”舞台唱大戏

作为当年株洲市著名的四大百亿工
程之一，职教园建设资金初步预算就超
过百亿元，是该市建市以来最大的教育
投资项目。

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仅靠政府是
远远不够的。

为突破资金瓶颈，株洲确立了“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院校自主、企业参与”的
建设模式，市政府每年投入 2000万元的
专项引导资金，连续投五年；各院校将原
有土地统一变性，资产处理后用于新校
建设；政府平台通过市场大力融资，集中
力量建设职教园。

为推进建设，明确由一名市主要领导
挂帅主抓职教科技园的建设，同时成立株
洲职业教育科技园建设指挥部，设立湖南

（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管理办公室，确定

株洲市教育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现已战略重
组并入株洲市国投集团）
作为建设主体参与其中。

大幕迅速拉开，建设高
潮迭起。

在政府主导下，园区道路桥
梁首先破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信息化平台、幼儿园、派出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公交综合枢纽等配套设施建设紧紧跟
进，职教新城的骨架很快拉开。

作为建设主体的职教园管理办和市
教投集团，当仁不让地唱起了主角。面
对必须兑现的完成任务时间表，集团员
工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顶烈日、冒严
寒，“5+2”，“白+黑”，全力投入，科学调
度、统筹推进。他们往往早上干干净净
出门，凌晨时分才裹着满身泥土回家。

在职教园管理办的主导下，株洲中
车电力机车配件有限公司、株洲市千金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上市
公司纷纷参与进来，以共建共享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的方式，加大在职教
园的投入。

作为建设主要参与者的市
教投集团，千方百计扩大融资
规模，确保了职教园的建设进
度。十年耕耘，集团已经成为
湖南省规模最大的职教资源投资
运营商，涉及教育部分总资产规模
近120亿元。目前，市国投集团教育
投资与服务板块正在职教领域继续深
耕，通过产教融合、产城融合、科技资本
融合打造教育产业链。

作为园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
者，入园院校积极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加
快建设新校园。他们一边积极向上级争
取政策和资金支持、通过市场化运作争
取社会资金参与园区建设，一边加大资
源整合力度，集约高效利用资源、优化建
设方案、节约工程投资。

瞄准目标，久久为功。10年来，株洲
市委、市政府几任主要领导坚持把抓好
职业教育列入任期目标，及时研究解决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推
进职教园建设的过程中，每当出现需要
尽快解决的难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都会及时出现、确保化解。

辛勤的汗水，总会浇灌出丰硕的果实。
今天的株洲职教园，10 所院校已经

全 部 入 园 。 入 园 院 校 占 地 面 积 从
2353.62 亩 增 加 到 4387.754 亩 ，增 长
86.43%；建筑面积从105.765万平方米增
加到 183.28 万平方米，增长 73.29%。今
天的株洲职教园，还是一个公共设施、教
育资源实行“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
城市综合体，一个真正实现城教融合的
城市空间。

深度推进 产教融合谱新篇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优先发
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
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
进的战略性举措。

对此，株洲职教园管理办有着深刻
的体会、过硬的举措、突出的成效。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产教融合最
重要的途径。目前，园区院校已与156个
行业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教学
链、产业链，并将之打造成的产教融合新
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企业专家与职校
教师可以互换身份，双向交流，一批企业
专家被学校聘为客座教授，学校教师也
被安排到企业参加生产实践、拜师学艺。

为此，职教园管理办大力配套实施
“十百千工程”，即评选 10 个校企合作示
范企业，通过实施财政津贴等方式，聘请
100 位行业企业技术骨干或能工巧匠作
为特聘技能教师参与职业教育，引导职
业院校 1000 名教师深入行业企业生产
经营一线开展专业实践锻炼活动，使职
教园形成了校企合作、双元育人、双元创
新、双元共享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与此同时，园区管理办还与教投集
团联手，创建了湖南（株洲）就业创业指
导中心、公共实训中心、现代智谷焊接实
训中心、现代智能制造实训中心、零创空

间创新孵化中心、无人机航空培训中心、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等7个公共服务中心，
园区院校创办了 326 个校企实训基地，

与企业合作创办了 501 个园外实训基
地，所有这些，均向园区师生和相关

行业、企业开放。
其中，由教投集团投资 8 亿元

建成的湖南（株洲）就业创业指导中
心，目前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该中心下设 10 多个分
中心，先后被授予“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等国家级称号 5 项，“湖南省

‘双创’示范基地”等省级称号8项。
为将产教融合引向深入，结合株洲

市推进“一谷三区”发展战略的有利时
机，职教园管理办主导实施“名企+名校”
的品牌战略，引导园区院校与企业、行业
协会、科研机构组建了轨道交通、汽车、
服饰和湘菜等 11 个职教集团，并主动联
系轨道交通、服装、陶瓷、化工企业将生
产线、设计室等搬进职业园区院校，深度
融合产业，共同培训人才。

企业所需，我之所向。随着校企合
作日渐密切，联合培养、定向培养、订单
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教学培养方式被相
关院校大量运用。据统计，园区院校目
前已与1388家企业建立合作开设订单班
626 个，培养学员 45329 人，占在校学生
总数的 51%，并实现了学生就业率与企
业满意度同步增加。

产教融合的优良环境，也吸引着高
层次专家在这里建立了 3 个院士工作站
和77个大师名师工作室 。其中，影响力
最大的是湖南铁路科技职业学院的刘友
梅院士工作站和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的李德毅院士专家工作站，前者围绕株
洲千亿轨道交通产业发展创建了“湖南
省高铁运行安全保障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后者自主研发出了第 1 代自动驾驶
观光车。

向宽处拓展，向深处探寻，向高处攀
缘，株洲职教园产教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株洲市是“国家
产教融合型城市”和“国家进一步放宽市
场准入试点城市”，株洲职教科技园是湖
南产教融合四个重点园区之一。

为国育才 精工锻造新工匠

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
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
划。这标志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步伐正在加快。

中国制造，需要大批合格的大国工
匠。

株洲职教园创园伊始，就开宗明义地
宣示：要打造更高标准的“工匠摇篮”。昨
天的理想已经变成今天的现实。10年过
去，这里已经成为职业教育人才汇聚的洼
地，大批学子在这里由粗坯锻造成“成品”，
大批来自社会的人员在这里回炉练就新
本事。

学生进步，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教
诲。徒弟成才，离不开师傅的言传身教。

园区建成后，各院校教学环境大为改
善，师资力量空前增强。目前，园区共有
教师4247人，比入园前增长86.82%；教师
中教授、副教授达1110名，比入园前增长
38.56%；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99名，比入
园前增长114.68%。同时，通过职教协会，
园区可以与 22所院校、18家大中型企业
和9家行业协会进行教师互聘。

在株洲职教园，只要有利于人才成
长，所有的途径都可以大胆去试。为对接
全新的产业体系，园区各院校调整学课，
设置227个专业；为培养对口的技能型人
才，院校大力推动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
育人机制；为促进社会就业，园区院校通
过下岗人员再就业、在岗职工技能、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每年为企业职工、
退伍军人、贫困户等提供培训服务。

一分汗水一分回报，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今天的株洲职教园，每年为长株潭、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企业输送毕业生3
万余人、培训在职人员 20 多万人次。
2019 年，园区在校生 10 万多人，比入园
前的 2008 年增长 138%。中车集团、华
为集团、格力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每年
都在园区大量招揽技能人才，学生就业
率达96%。

从园区走出去的毕业生，许多成为
企业中坚、行业精英。他们中有的成为
全国人大代表，有的成为全国劳模，有的
成为央企技术能手，有的成为中国烹饪
大师，有的成为硕士生导师，有的登上中
央电视台《挑战不可能》，有的远赴非洲
创造新的施工纪录，更多的人成为各级
技能竞赛的优胜者、企业技能骨干，成为
人们眼中的“高薪者”……

日益提高的成才率，不断提升着职
业教育的满意度。近年来，株洲职教园
院校知名度不断扩大，生源质量稳步提
升，录取分数“水涨船高”。目前，园区招
生范围已由湖南扩展到浙江、江苏等 20
多个省市，部分院校录取分数线超过当
地二本分数线，部分学生宁可放弃上二
本、三本普通高校的机会，而选择到株洲
职业院校就读。

花开株洲，香飘益远。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日益

扩大，随着自身办学质量的稳步提升，株
洲职教园也迈开了面向世界、开放办学
的步伐。近年来。园区院校先后与赞比
亚、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
家的30多个教育机构和跨国企业建立了

技能人才培养合作关系，并接收了来自
赞比亚、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等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锁定目标 无限风光在“高地”

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
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
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支撑，中国
制造是实体经济的支撑，大国工匠是中
国制造的支撑。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之
下，致力培养合格工匠的职业教育，其重
要性正日益凸显。

百年积累，十年跨越。今天的株洲
职教园，已经成为一块引人注目的职教
高地。

目前，园区拥有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
训基地和国家综合职业培训基地等6个国
家级基地称号，同时拥有湖南省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和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基地
等7个省级基地称号；10年来，园区10所
院校中有8所成为省卓越院校；今年《双高
计划》拟立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园区有3所入围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园区近年共承接
举办大型国家级及省、市级赛事、活动187
次，比赛中获得各项荣誉1525项。

荣誉属于过去，灿烂更在未来。
未来五年，株洲职教园管理办将重点

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梯次有序、功能互补、
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教融合网络，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有效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
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实
现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

具体奋斗目标为“12345”：即打造在
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一流职教科技园。围
绕中国动力谷，构建“大职教、大发展”两
个大格局，实行国际办学、梯度办学、社
会办学三个办学，推动高端引领、校企协
同、孵化推动、管理体制四大创新，将职
教科技园打造成为集学、教、游、吃、住于
一体的5A旅游景区。

为实现这一目标，职教园管理办正
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在园区建设好一
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
水平专业，引进一批国内著名科研院所
和孵化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高科技项
目，将职教园提升为融职教、科技为一体
的产业发展引擎园。

同时，职教园管理办正在从促进产
教深度融合、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建设科
技创新高地、建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等
几个方面同时发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特别是大企业在园区举办高质量职业教
育，引导园区院校到工业园区与优势企
业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并通过建
立“中职—高职—本科—硕士”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

目标已经锁定，未来正在走来……

中国制造，呼唤大国工匠。大国崛
起，需要大国工匠。

构筑职教高地，锻造大国工匠。对
株洲职教园而言，这是责任，更是使命。

平坦的路好走，但泥泞的路上才能
留下脚印。面向未来，株洲职教园已经
做好继续趟过“泥泞”的充分准备。走向
未来，株洲职教园必将在身后留下更加
清晰坚实的“脚印”。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

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

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

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

发展。

——题记

谭伟生 钟立军 王 昆 周怀立

这是一块正在崛起的职业教育
高地，这是一片职教资源大量汇聚
的洼地。13.9 平方公里的占地面
积，200亿元的累计投资，10万人的
师生规模，每年 20 万人次的培训
量，标注着这块高地的高度，宣示着
这片洼地的宽度。

这就是被赞誉为“工匠摇篮、两
型典范、发展引擎”的湖南（株洲）职
业教育科技园。

十年奋进，玉汝于成。今天，这
座定位于“职教城、科创城、服务城、
宜居城”的职教新城，正在向着“打
造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一流职教科技
园”、打造全国“中部地区职业教育
创新之都”的目标全力迈进。

株洲职教科技园不凡的发展历
程，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株洲职教事
业蓬勃发展的精彩长卷，也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职教事业如何在新时代
跨越前行的生动样本。

构筑职教高地 锻造大国工匠
——湖南（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致力打造国内一流职教园区

株洲职教园学子在技能竞赛中

再获殊荣。

已
经
初
具
规
模
的
株
洲
职
教
新
城

已
经
初
具
规
模
的
株
洲
职
教
新
城
。。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管理办公室提供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在株洲职教园举办。

从株洲职教园走出的院校毕业

生盛金龙曾获中国中车“高铁工匠”

“技术能手”等称号，2016年9月在央

视《挑战不可能》栏目中盲眼挫钥匙

连闯三关，用时105秒挑战成功。

刘友梅院士

在铁道职院设立

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