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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集中调度 现场查验 多措并举 注重实效

根据学院优质校建设工作推进计划，为进一步提升各建设项目佐

证材料的规范性，优质校办公室近期对五大专业群、国际合作与交流

和创新创业等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各建设项目和专业群

佐证材料的规范性有了整体提升，但在细节上还存在需要改进完善的

地方。于蕾主任再一次对档案盒标签、目录、卷内材料封装整理等方

面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希望各专业群和各项目根据反馈意见

进一步完善佐证材料的规范性，将优质院校建设工作和学校的长远发

展相结合，以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设成果助推学院高质量创新发展。

（学院优质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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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入选 2022 年度济宁市托育行业培训机构

近日，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 2022 年度济宁市托育

行业培训机构名单，我院经过申报、评审环节，作为地方唯一一所高

职院校成功获批 2022 年度济宁市托育行业培训机构。

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学院紧紧围绕托育人才

培养、托育示范点建设、社会培训服务三大领域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首次参加技能竞赛就获奖 4项，首次

参加 1+X 证书考试通过率高达到 98%，“基础好、素质高、能力强”

“爱学习、能学习、会学习”已经成为这些孩子身上的显著标签；建

设中的托育示范中心依托学院环境资源和教学资源等优势，按照国家

卫健委托育中心建设指南要求高标准规划，将托育服务、托育专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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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托育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培训紧密结合，努力为济宁市托育服务机

构建设提供服务样板、人才支撑和管理标准。

下一步，学院将重点打造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中医康复技术、

中药学、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组建的康养康育专业群，为

实现“健康中国”和“一老一小”的国家战略，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

需要和当地对“康养康育”紧缺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需求，学院正在

与相关机构和院校积极探索建立国际交流平台，全面引进世界领先的

社会福祉经验和优质的“康养康育”教育资源，根据中国国情，设计

出中国“康养康育”职教方案，培养出大批真正的“康养康育”高素

质专门人才。(文/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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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扎实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相关要求，

充分挖掘校企合作资源，拓展就业实习岗位，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6 月 10 日下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汉琛带领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张烨、航海学院院长李敬福及航海学院学生实习就业工作团队，与中

泉船务公司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认真开展线上调研，精准对接企业人

才培养需求，推动校企合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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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泉船务公司总经理陈铭东，副总经理庄文显、施立新参加了此

次交流活动。视频会议由航海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的楚胜广老师主持。

文汉琛院长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建设发展过程、

专业设置情况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快速提升等内容，他希望校企双方在

前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

招生就业及科技研发等方面建立起长期稳定且更加深入的合作关系。

学院将结合企业对专业人才的客观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抓

紧抓实各个培养环节，努力为企业和行业输送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陈铭东总经理详细介绍了中泉集团及中泉船务公司的发展历程、

企业文化、业务领域、发展前景等。作为国内知名船员外派企业，公

司拥有优质的船东客户资源，与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

欧洲等地的 20 多家船东公司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常年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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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船员 2200 多人，获得国际航运界和众多船东的一致好评。公司

高度重视船员队伍培养，对我院毕业生给予高度评价，2021 年学院成

功申办了“无限航区”海船船员培训资质，公司期盼与学院进一步深

化校企合作，以争取更多的优质毕业生到公司实习就业。

航海学院院长李敬福简介了航海学院的建设发展情况及近年来在

“三副、三管”适任证书考试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他对公司在航海学

院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给予的及时有力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与

公司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合作。

校企双方约定以此次线上交流活动为契机，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

台，充分发挥学校专业学科优势和企业资源优势，构建长效联动、互

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提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能力，进而为国家航运

事业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文/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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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作谋共赢，访企拓岗促就业

2022 年 6 月 14 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院长文汉琛带领文化旅游

与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郭峻、副院长李晓、酒店管理专业带头人马明

文及专业教师李冉冉一行赴曲阜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调研，重点对

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尼山宾舍酒店进行了走访调

研，并走访看望我院目前在企业实习就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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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来到曲阜尼山圣境景区，景区总经理朱龙飚、人力资源部

部长张洪燕、人力资源经理董志喜、周广浩及 2021 届毕业生徐莹莹参

与了本次校企合作洽谈会。人力资源部张部长介绍了景区的发展现状，

对历届毕业生在景区工作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朱龙飚总经理表示企

业期盼与学院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以争取更多的优质毕业生到公司

实习就业。文汉琛院长代表学校向企业介绍了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的办

学发展史、学校规模、专业设置等情况，希望校企双方在前期合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校企合作。郭峻书记从学生人才培

养、实习基地建设、就业以及教师企业锻炼等方面与企业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希望在共建产业学院等方面进行更深入合作。

第二站为尼山宾舍酒店。在酒店人力资源部部长高路、人力资源

经理姜璐、员工培训经理董敏敏等酒店领导带领下首先参观了酒店客

房及餐饮等部门，随后进行合作洽谈，我院 2021 届毕业生冯振国参加

了本次洽谈。洽谈会中，文汉琛院长强调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大

学生的就业问题，借此机会与尼山宾舍对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希望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并

邀请企业领导能来理工学院对在校生进行职业能力的培养。最后郭峻

书记指出，学院与尼山宾舍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酒店企业文化

浓厚，对员工人文关怀备至，今后会更加深入的与企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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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到企业走访调研，深化了学院与企业的沟通交流，为今

后的校企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了解了企业的用人需求，为下一

步做好学生培养、提高实习就业工作质量指明了方向。（文/文化旅游

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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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企拓岗促就业 百日冲刺不停歇

——汽车工程学院举办实习就业双选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等相关决策部署，

推进“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和百日冲刺促就业行动，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实习实践和就业机会,2022年 6月 16日汽车工程学院在汽车

实训中心举行 2023 届学生实习就业双选会。山东润华集团、济宁美恒

集团、临沂远通集团、山东朗巍汽车、宝马、奥迪等 30 余家企业参加

了双选会，为学生提供了 600 多个实习和就业岗位。

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汉琛参加了本次活动，与参会企业深度

交流，并与部分企业代表座谈。文院长向参加座谈的企业介绍了学院

的基本情况，汽车工程学院重点培养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

车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智能网联汽车等方面的人才，现为山

东省高水平专业群立项建设单位，学生培养质量高，多次获得全国和

全省技能大赛一等奖，学院结合企业当前的人才需求，培养企业急需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希望能与企业共商共建人才培养机制，根据

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不断加强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希望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

岗位的同时，也要提供教师的实践锻炼岗位，提升学院教师的双师素

质，更好的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企业也可以派技术骨干到学校承担

教学实训任务，建立建立校企常态化交流互动机制。座谈会后，文院

长代表学院与济宁润华、济宁美恒等多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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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招生就业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与企业代表座谈

访企拓岗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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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文汉琛与企业交流

此次双选会从筹备到举办，学校各相关部门与院系高度重视。各

班级辅导员积极开展实习动员大会，指导学生制作简历和生涯规划，

指导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抓住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岗位，精

心准备、及时沟通，并大胆演练。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次双选会严格落实消毒、查码、测温、看

核酸等措施，控制现场人流，组织学生分批入场。同学们手持精心准

备的自荐材料，积极参与，主动与招聘单位沟通交流，了解用人单位

及岗位需求情况。招聘单位通过线上宣讲，在各自展位通过海报展现、

深入交流等方式向同学们介绍公司的概况、职业发展方向、岗位需求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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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进行实习动员

同学们倾听企业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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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用人单位交流

学生与用人单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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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选会现场

本次双选会为用人单位与学校搭建双向高效沟通平台，实现企业

和高校人才供需的精准对接。今后，学院也将在广泛征集学生实习就

业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开展就业培训与专场招聘等相关

活动，拓宽就业渠道，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文/汽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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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共建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专业

签约仪式隆重举行

为满足航空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

加强校企合作、共育航空新人，6 月 17 日上午，学院隆重举行与山东

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共建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专业签约仪式。山东高

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昂，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常务副

院长刘金国，山东高翔通航训练部部长赵士清，山东高翔航空学院航

务部纪鹏，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党委委员、副院长黄炎，

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师以贺以及二级院部的负责人、师生代表参加

签约仪式。仪式由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田玉伟主持。

签约仪式现场

学院党委书记许可在致辞中介绍了我院自 2012 年设立航空学院

以来的办学成果，学院已建成了集飞行驾驶技术、机务维修、通用航

空应用于一体的较为系统的航空专业群。本次与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



2022 年第 6期

18

限公司签订共建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专业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教学管理、

师资培养、资源建设、实习就业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密切合作，全面提

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为服务国家、地方航空战略及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学院党委书记许可致辞

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昂先生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

以及和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合作的基础，为积极响应国家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政策号召，适应我国航空发展需要，公司将与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在航空专业学生理论及实训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合作，为社会输

送更多的高素质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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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昂讲话

随后，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黄炎与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昂共同签订《共建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专业合作协议》。

学院与山东高翔航空学院有限公司签订《共建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专业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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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观看宣传片并聆听讲座

参加签约仪式的师生还一同观看了航空飞行驾驶技术专业招生宣

传片，聆听了山东高翔航空学院航务部纪鹏带来的《航空飞行驾驶技

术专业》主题讲座。（文/陈锐 图/袁琳 安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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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隆重举行中日合作培养国际化“康养康育”人才项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6 月 17 日上午，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日本爱丽斯国际学园、中德

诺浩（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一般社团法人职业教育咨

询机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隆重举行。全国民政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宋淑芳女士，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日本爱丽斯国际学园

理事长竹泽敦子女士，日本一般社団法人职业教育咨询机构专务理事

伊藤晴美，中德诺浩（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婕女士，

中福诺浩（北京）国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丹女士等出席

了签约仪式。本次签约仪式通过线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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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现场

日本爱丽斯理事长竹泽敦子女士介绍学园情况，学园在介护学科

领域拥有丰富的产学一体化教学资源，并积累了丰富的外国留学生介

护福祉学科的教学经验，希望通过本次合作，能在亚洲国家中进一步

推动介护人才的培养。

日本爱丽斯理事长竹泽敦子女士介绍学园情况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和办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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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学院充分利用儒医文化发源地、扁鹊故里、针砭发源地等丰厚地

域资源优势，成立中医康养康育学院，重点打造中医康复技术、中药

学、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四个专业。本

次学院与爱丽丝国际学园、中福诺浩、日本 KJK 四方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培养高素质康养康育人才，希望我们四方紧紧携起手来，推

动教育资源引进、师资培训、非学历教育培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

作落地、见效，并不断完善合作机制、扩大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

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学院党委书记许可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和办学特色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职业教育咨询机构专务理事伊藤晴美介绍了一

般社团法人职业教育咨询服务机构（KJK）的主要工作内容，KJK 为日

本全国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集团提供各种教学资源。包含养老福祉、医

疗、工业、营养、教育等多学科。希望四方今后的合作要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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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理解，共同达到预期的目标。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职业教育咨询机构专务理事伊藤晴美介绍 KJK 工作内容

中德诺浩（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婕介绍了四方

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方向，未来，四方将在引进和融合日本康养康育理

念和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康养产业的实际需求，

开发出打造出国际化康养人才培养的中国式方案。

中德诺浩（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婕介绍四方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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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日本爱丽斯国际学园、中德诺浩（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职业教育咨询机构线上签约

随后，合作四方进行了线上云签约，中日合作四方将加强合作、

交流和沟通，共同培养国际化高素质康养康育人才。（文/陈锐 图/袁

琳 安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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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鲁南片区技术转移人才（初级）培训班暨人工智能赋能

制造业发展高级研修班成功开班

6 月 17 日至 19 日，2022 年度鲁南片区技术转移人才（初级）培

训班成功开班。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允志致开幕辞，济宁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技科科长张军讲话，开班仪式由学院大学科技园

办公室主任高琰主持。来自临沂、济宁、枣庄、菏泽各县（区）科技

局科技管理人员，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型企业中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转移服务等工作的从业人员 190 余人参加此次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由山东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济宁新城大学科技园、鲁南科创联盟等联合主办，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科技企业孵化器、济宁理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此次培训课

程按照《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的要求，融合区

域产业特色和应用需求设置，教材突出实用性和需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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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邀请了科技部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培训专家、国家海洋

技术转移中心特聘专家肖克峰博士，上海技术交易所技术交易部主管

李阳，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副院长李允志共 9位专家分别就科技成果标

准化评价与技术转移、科技法律法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实务、民法和合同法等内容，从不同角度对技术经纪工作进

行全面的讲解，并就技术转移转化中的案例与参训学员进行了分享，

引起学员共鸣。学员纷纷表示，课程的安排合理且贴合实际，理清了

工作思路，对提高开展技术服务与交易能力起到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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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是我院继申报成功山东省技术转移人

才培养基地后，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的一次新的突破，标志着我院

技术经纪人队伍培养工作全面启动。今后学院将着力做好鲁南片区技

术转移服务工作，打造学院自己专业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整合集成

技术、人才、政策、资金、服务等创新资源，促进技术供需对接和科

技成果转化，为鲁南片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文

/知识产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