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30 

 

 

 

 

 

 

特刊（总第 4 期） 

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研究中心编    2021年 12月 31日 

 

【编者语】 

在省人社厅领导下，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研究中心于 9

月启动 2021 年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转化成果奖征集与评审

工作。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并公示无异议，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12 项、优秀奖 20 项。本

期《职业技能竞赛参考》将获得此次评选一、二、三等奖的

成果整理汇总形成特刊，为大家提供参考。因时间原因，此

次整理未经原获奖人审定，如有不妥，特此致歉。 

《职业技能竞赛参考》致力于为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相

关人员提供工作参考，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联系邮箱：sczyjnjs@163.com 

联系电话：028-6419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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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导  读 
 

【一等奖】 

●基于世赛引领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标准引领,赛产教融合，多维共振铁路工程测量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高职汽车专业群“五真、五新、三段”实训体系建设

的实践 

【二等奖】 

●职业院校“四级进阶、赛教融通”汽车类专业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以世赛为引领、以基地为平台，课证融通、赛教融合

的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物流与供应链竞赛融入市场

调查实务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动漫与创意多媒体专业群“四融合”赛产教协同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高职院校“专创五融合”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以标对标”职业技能竞赛促产研教创一体化发展探

索与实践——以花艺项目为例 

【三等奖】 

●全员参与，赛教结合，做学合一，塑造技能竞赛品牌，

打造化工现代工匠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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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世界技能大赛，促进印刷媒体技术专业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课赛融通  育训融合——飞机维修人才培养的创新与

实践 

●基于竞赛背景下的《BIM 建模应用技术》课程改革创

新与实践 

●校企大师工作室下的旅游管理专业“四岗四融+技能

竞赛”育人路径实践 

●砌筑竞赛选手核心能力教学转化实践 

●基于赛创融合，构建三创递阶创新创业育人体系 

●职业技能竞赛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推动职业院

校经管专业“双创”课程改革 

●基于赛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试点钣喷美容服务社团 

●首届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业技能大赛 

●“五方协同、赛证融通”的校企叉车职业技能竞赛体

系探索与实践 

●“赛产研教创”融通,助推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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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基于世赛引领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攀枝花技师学院 

赵婷、周树春、何晓斌、王金库、宋光俊、苏惠明、卢跃云、

赵炜 

 

成果抓住“世界技能大赛”这条主线，以“赛教融合”为

突破口，锚定“重实践、重技能、高标准、国际化”的人才培

养目标，构建了“创新赛教融合、工学交替、师徒管理、技能

进阶”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产业技术驱动课程教学改

革机制，对标最新职业标准、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世界技能

大赛标准及企业的岗位需求，修订完善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

体系；在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驱动下创新了“点-线-面

-体”的立体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建立健全了与行业

技术要求、工艺流程、管理规范、设备水平同步的实习实训装

备标准体系，打造了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环境，提升了教学质量；

构建了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形式多样化的

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进了人才培养国际

化进程。 

成果培育出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冠军赵脯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获焊接项目（世赛）前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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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焊接项目（国赛精选）第一名、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世赛）

第二、五、六名；在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四川省选拔赛获焊

接项目前三名等一批拔尖技能人才。学院先后被确定为第 45、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与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等。 

 

标准引领，赛产教融合，多维共振，铁路 
工程测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成都市技师学院（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中铁二局集团 

有限公司测量中心 

李有权、刘强、肖利、王霏涵、张春艳、李鹏、尹陈艳、王建

明、徐成、王海生、彭锐、韩鹏、郭平、段太生、王靠省 

 

成果以技能大赛为抓手，提出“以竞赛为抓手，赛产教融

合，服务国家铁路建设、行业需求，培养具备吃苦敬业、安全

质量、协作求精的职业能力”的工程测量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理念。对接铁路工程测量人才的岗位标准、职业资格标准、

竞赛标准，建立专业人才培养动态调整机制和激励机制，重构

了以适应企业测量人才需求为导向的工程测量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企业建立了工程测量竞赛选拔人才晋升通道；对接铁路

工程测量作业过程、国家工程测量竞赛过程，整合资源，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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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运行产赛教融合平台，创新实施了“课堂搬到工地、工

地引入课堂、竞赛对照工地、竞赛融入教学”的赛产教融合教

学模式；以竞赛标准和技术文件为依据，编制了一批融入竞赛

的实训指导手册和企业化培训教材；依托竞赛项目，建成了集

竞赛、实训、培训、鉴定一体的实训基地；对接铁路工程测量

职业技能鉴定评价标准，校企多维共商共建共振工程测量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评价体系。经过 10 余年来的测量竞赛研究和实

践，搭建了国家级、省市级、企业级、校级四个层面的工程测

量竞赛体系。 

成果应用在学生培养中，学生获国家级测量竞赛奖项 20 

人次、省级奖项 20 人次、市级奖项 60 人次，企业 100 余工

程测量工通过技师、高级技师的职业技能鉴定。通过竞赛培养

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铁工匠”“四川工匠”等荣

誉称号共计 5 人。 

 

高职汽车专业群“五真、五新、三段” 
实训体系建设的实践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卡尔拉得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谭静、唐先光、任娇、王正科、顾丹、肖红、罗森侨、范国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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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围绕汽车专业群高技能人才培养，着力解决现有汽车

专业群实训基地存在的技术落后、产教割裂、竞赛与实训教学

融合不够等突出问题，开展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构建

了“五真、五新、三段”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不断完善、改进，

建成了对标竞赛标准，生产项目引领的实训体系，设计了“模

块化-项目化”的实战课程体系，组建了“大师+技 师”的双

师教学团队，形成了专业群通用能力、专业综合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逐级递进的能力培养体系。汽车专业群实践教学理念从

单纯技能培养向可持续发展的双创能力培养转变，形成了基于

真实生产环境下的，竞赛项目与生产项目、实训项目融合育人

的人才培养特色。 

培养了王正科、陈昊两名“全国技术能手”，任骄、林琳

等全国技工院校教师教学比赛获奖教师，获得了全国新能源汽

车关键技术等国家级比赛奖励，承办了世界技能大赛四川省选

拔赛和选手集训。2021 年被评为成都市优秀竞赛集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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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职业院校“四级进阶、赛教融通”汽车类专业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四川交通技师学院、成都佳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刘新江、黄仕利、杨二杰、何陶华、胡竹娅、张瑶瑶、冯太刚、

张川、黄靖淋、杨秀娟、蒋蜜、万宏、莫晓波、杨超、倪黎明 

 

成果基于技能形成理论开展研究，创新了汽车类专业“四

级进阶、赛教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拓展了汽车类专业竞赛领

域，大幅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一是将竞赛与常规教学的目标、

内容、训练方法、考核标准等相融，搭建“四融四促”运行常

态机制，将竞赛项目从单一汽车维修拓宽到涵盖汽车营销、新

能源汽车维修等赛项；围绕竞赛和产业发展趋势，挖掘技能竞

赛的职业导向，组建“一核引领、四翼协同”汽车服务类专业

群；按照职业技能递进规律，结合“校、市、省、国”四级竞

赛体系，构建“四级进阶、赛教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是

搭建“平台+专向+拓展”的三横课程体系框架，构建“知识技

能线+德育线”的德技融通育人模式，形成“三横双线”的多

通道专业群课程体系，打造学习过程有趣、学习内容有用、学

习结果有效的“三有”课堂，构建评价主体由学生、教师、企

业专家多元组成，评价维度由技能、体能、心理健康、心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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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沟通表达等多维度组成的“多元多维”评价体系。三是整

合多方优势资源，通过参加和承办技能竞赛，建成“教、学、

研、赛、培”五位一体的实训基地，打造从新手到高手，“德、

技、能”兼修的“五阶三线”培训课程资源包。四是创新竞赛

激励机制，校企共建“专家团队、高技能团队、优秀讲师团队、

体能训练团队、心理健康团队”等 5 支高水平研究团队，促

进成果转化，提升教师水平。 

成果培养出以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金牌选手敬博家为代表的 6000 余人优秀学生，近五年累计

培养学生参加各级技能大赛获省级以上奖项 65 人。培养出以

全国技术能手贺希为代表的优秀教师，教师团队参加各级竞赛

获省级以上奖项 50 人次，获省级荣誉称号 30 余项。汽车运

用与维修专业已获批为国家级示范专业、交通运输部专业示范

点、省级示范专业、省级集训基地。 

 

以世赛为引领、以基地为平台， 
课证融通、赛教融合的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祖阳、段莉、李芳菲、罗阳雪、薛博灿、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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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世界技能大赛货运代理项目评价标准为引领，构建

专业课程体系和进一步建设货运代理集训基地，以社会主义价

值观培养为核心，以课程思政为途径，形成课证融通、赛教融

合、分阶进岗的人才培养途径，构建“一核心、两融合、分阶

进岗”的国际货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世界技能大赛货运代

理赛项的比赛标准融入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成都市技能竞

赛集训基地为载体，对课堂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赛前训练及遴

选，力争参加每一届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或其他国家级技能竞赛。 

近两年，成果培养学生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

大赛货运代理赛项铜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二等奖

1 项和三等奖 1项。学生考取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下国际货

运代理从业人员专业证书通过率达 100%。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物流与供应链竞赛
融入市场调查实务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成都市技师学院（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议、王容平、卓晓芸、孙建东 

 

成果将“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物流与供应链竞赛”深

度融入市场调查实务课程，从赛教融合视角开展教学项目开

发、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方法改革等实践，提升财经商贸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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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的市场调研实战能力，高效推进赛教融合课程育人模

式。一是以赛促学，经赛项引领、成果导向、过程导向和作品

选拔，在竞争氛围中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和调研技能，时刻保持

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二是以赛促改，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观，构建情境任务课程模式；基于课程思

政理念，将市场调研员所应具备的职业精神、工匠精神等思政

元素融入教学资源和教学过程，以课程思政建设实现铸魂强

技。三是以赛促教，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竞赛教学、小组

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提升线上线下教学质量，指导学

生高效完成市场调研任务和调研报告撰写。 

成果培育学生获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物流与供应链

竞赛全国总决赛“冠军”，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立项

课题获全国院校 2020年度物流教改教研课题三等奖，团队被

认定为四川省首批“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在线教学资源

被超星集团收录为优质“示范教学包”全国推广，并发表教研

教改论文 3篇，形成赛教融合特色校本教材 1部。 

 

动漫与创意多媒体专业群“四融合” 
赛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成都艺扬科技有限公司 

张鸿翔、周涛、刘军、李争、李娟、温莉莎、钟婷婷、张敏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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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职业技能竞赛为“转换器”，组建“职教专家+学

校教师+企业导师+大赛专家+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团队，将

人才培养要求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技能竞赛要求相融合, 竞

赛标准与人才培养标准、职业标准相融合，将人才培养过程与

备赛过程、工作过程相融合，通过学生获取职业技能证书、竞

赛获奖证书结合毕业要求，实现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融合，形

成赛教融合从局部变革到整体融合的路径，搭建起专业群培养

需求、培养标准、培养过程、培养评价“四融合”的赛产教协

同人才培养模式。成果从“赛产教”融合的角度开展专业建设、

技能大赛顶层设计，形成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响应区域支

柱与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和适应竞赛变化，融合产业逻辑、大

赛逻辑和教学逻辑组建与建设专业群，创新专业跨界融合培养

发展的新思路。 

成果培育学生近五年获省级以上奖项 209 个、教师参赛获

奖 23 个，1名教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裁

判员。学生参与商业、工作项目 138 余项，产值 800 余万。学

生顶岗实习专业对口率 90%，薪资平均待遇近 9000 元/月。 

 

高职院校“专创五融合” 
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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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华、韩鹏、吕强、杨育箐、王坤、魏海生、文家雄、阚萍、

彭敏、谭继成、杨蔚云 

 

成果提出了“专业课程双创”理念，专业课程是双创教育

的重要载体，大赛是双创教育的重要抓手，兼具专业技术技能

和双创能力培养功能，通过“专创五融合”育人模式实现专业

教育和双创教育同向同行、交互协同。一是融合教学目标，修

订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把培养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新创业能力作为专业课程教学必要目标；二是融合教学内

容，课程教学内容、技能竞赛与大学生双创训练计划项目、企

业创新项目对接，模块化设臵，任务驱动；三是融合教学方法，

构建“项目导向、课训结合、多元评价”专创融合教学模式；

四是融合教师队伍，切实加强专业教师双创实践锻炼，打造由

专业课教师、双创专职教师、企业工程师、政策咨询师组成的

“四师协同”教学团队；五是融合实践团队，研发信息化管理

系统，整合产业学院、孵化园等实践资源，建立校企协同创新

创业项目交互机制，实现产创衔接、成果转化。 

成果直接受益学生 20000 余人，学生获“互联网+”大赛

国家级银奖 1项，省级金奖 4项，“挑战杯”大赛国家级一等

奖 1 项，建成教育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 1个，省级双创示

范课程 6 门。编写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教材 1部，十三五规

划教材 1 部。孵化园累计孵化企业 228家，带动就业 3000 余

人，被评为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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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科技孵化器、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产业园，双创俱乐

部被评为省级示范俱乐部。 

 

“以标对标”职业技能竞赛促产研教创一体化
发展探索与实践 

——以花艺项目为例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李璟、马力为、朱迎迎、李启淑、曹芳、吴强、陈俊、肖乾丽、

王玉霞、杨新、俸定娟、丁国华、蒋跃军 

 

成果以首届全国插花花艺职业技能竞赛为载体，制定了利

于推广和应用的花艺作品竞赛标准；并在 2020 年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改革试点赛的花艺赛项中，将标准进行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以此标准为指导，制定插花花艺行业岗位标准和插花花艺

教学标准；从而推动三教改革，培养市场行业需求人才，形成

了以竞赛标准对标确定行业岗位和人才培养标准，促进插花花

艺产业、技术研究、三教改革以及学生创新创业一体化发展的

文化传承发展。 

成果将标准融入三教改革，形成了全新课程标准，组建了

新的教学资源库和活页式校本教材；形成了插花花艺团队，建

立了“四川插花花艺培训基地”，并利用竞赛标准指导形成了

新的“四川省花艺设计师”岗位标准。培养的学生在“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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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试点赛花艺项目”比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赛，

并拿到国赛三等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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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全员参与，赛教结合，做学合一， 

塑造技能竞赛品牌，打造化工现代工匠摇篮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沈红、李波、刘泽敏、曾碧涛、刘丽秀、周杰、庞济林、 

李勇辉、方蜀翔、姚霞 

 

成果依托校内化学实验室、化工操作实训中心、化工仿真

室的建设以及与宜宾天原集团的合作，在六年的实践与探索基

础上，从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内容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实

施综合改革，形成一同步三对接四融合的育人模式。  

①一同步：教学内容动态化，实现项目内容与大赛赛点的

同步。  

②三对接：课程对接岗位，教学对接生产，技能培养对接

职业标准。在实验实训-仿真-实习三段式职业技能的培养过程

中纳入职业标准，搭建实验教学、虚拟仿真、实训实习三位一

体的实践教学平台，建立协同联动的长效保障机制，实现了教

学、教研、生产、培训等多方有效融合；  

③四融合：课程思政融合企业文化、人才培养融合区域产

业需求、动态课程体系融合生产实际、社会服务融合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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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从而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服务企业发展，

形成产教融合良性发展循环机制。 

2015 年以来，成果孵化职院校技能大赛获国家级奖励 1

项，省级奖级 10 项，培养企业员工获四川省技能大赛一等奖、

二等奖、优胜奖。参加技能大赛的同学分别连续三届获得国家

奖学金及国家励志奖学金， 2 人评为“四川省优秀毕业生”，

3 人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就业率超 98%，用人单位满

意度达 99%。 

 

依托世界技能大赛，促进印刷媒体技术专业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永发印务（四川）有限公司  

余勇、姚瑞玲、张永鹤、邓春生、黄文均、唐勇、肖林、刘激

扬、刘渝、李树章、宋少荣、党玲玉 

 

成果以赛促教，制定了《教练选拔标准》，通过聘请企业

拔尖技术能手，国家级裁判员以及参赛获奖选手的返聘等方式

组成“双导师”教练团队，制定《教练培训计划》《教练考核

标准》等，建成素质出众、能力拔尖、参赛经验丰富的教练团

队；以赛促训，制定《竞赛选手选拔制度》《世赛训练大纲》

《周培月培计划》《竞赛选手考核制度》等制度，将世赛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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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融入到选手训练任务中，制定了培训体系文件；以赛促

改，解构世赛项目职业标准，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培训教

材，建设立体化资源，将技能竞赛成果衍化为教学资源，包括

专业基础资源和素质拓展资源；以赛促评，将世界技能大赛各

工种的考核点评价标准，与教学评价合理对接，引用“培训管

控与评价系统”全方位、各维度对选手能力进行考核；以赛促

建，将世赛基地标准，融入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全面改造实训

场地，采购或调配与世赛接轨的设施设备、实训耗材等，营造

真实比赛环境，保障训练条件，形成多功能一体的综合实训基

地。 

成果培育了省内唯一一个世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项目指

导团队，率先形成针对印刷行业竞技培训内容的、可复制的竞

赛体系文件。学生获省级印刷技能大赛奖 95 项，获国家级印

刷技能大赛奖 13 项，进入世界技能大赛集训队 1 人。教练

团队中 3 名教练取得国家级裁判员资格。 

 

课赛融通 育训融合 
——飞机维修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何龙  王昌昊  马超 石静 彭亚娜 李培书 李茂炎  范敬文 

李睿  李璋琪 黄频波  陈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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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基于第 42届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全国选拔赛

选手训练和参赛经验，对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进行综合改

革。专业升级打造“育训融合”的专业教学平台，建设第 45

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对接竞赛

标准，升级教学平台，提升教学软硬件真实生产性功能，提升

教师职业能力；构建了教室内外的大小课堂，建设国家资源库，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制订“飞

机维修人才养成计划”，构建技能竞赛选拔体系，开发痕迹管

理系统，通过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学生的全面

可持续发展。实现对接竞赛标准、充分考虑学生全面发展的建

设专业的新模式、“课赛融通、育训融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新

模式。 

成果培育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飞机发动机拆装

调试与维修、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四川省选拔赛、海峡

两岸职业院校飞机维修基本技能邀请赛上屡次获奖，毕业生王

前程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毕业生吉仕强为“临港工匠”，

大国工匠后备人才培养效果显著。教师被聘为 45届世界技能

大赛飞机维修中国集训教练，指导我国参赛选手叶钟盛获得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银奖。 

 

基于竞赛背景下的《BIM 建模应用技术》课
程改革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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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杨敏、韦秋杰、张颖、王婷、张敏、曹志莹、彭丽、詹凯 

 

成果以世赛及各级比赛技术标准为引领：重构了模块化的

教学内容，选择在工作领域中应用较多的模型建立和模型应用

两个模块作为教学内容，从课内、社团到企业三个课堂逐层推

进；构建了系统化的教学模式，将思政和双创“两融入”教学

全过程，构建课内+社团+企业“三课堂”联动机制，采用虚实

结合、线上线下结合、赛训结合、考评结合的“四结合”协同

育人体系，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模式，有效达成课程教学目标；

打造了结构化的教学团队，选派成员参加挂职锻炼、项目实践、

教学培训等活动，从实践技能、教学水平等维度提升双师素质；

形成了体系化的教学资源，根据课内+社团+企业“三课堂”的

课程需求，将在线教学平台优质共享资源、自编教材、微课以

及不同难易程度的施工图纸进行有机整合，结合虚实结合的教

学条件，形成体系化的教学资源。 

成果培育师生参加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获奖 20余项（其

中一等奖 15 项），教师在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建筑信息

建模（BIM）项目夺得铜牌，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在 2020

年金砖国家未来技术技能国际挑战赛-BIM赛项中获“中国最佳

选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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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大师工作室下的旅游管理专业 
“四岗四融+技能竞赛”育人路径实践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冯俊学、李付忠、李红英、文仁巧、杨万蓉、左文华、 

杨英俊、徐杉、何俊琳、李燕、阳雪、王娟 

 

该成果明确了“四岗四融+技能竞赛”育人路径：搭建了

产教融合育人平台，与国际五星级酒店合作共建大师工作室，

构建“订单班”协同育人机制；将“职业岗位、技能证书、专

业竞赛”等元素与课程体系相互融通，开发了“岗课证赛”四

维融通课程体系，全方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旅游专业人才，利用技能竞赛反哺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质量逐步提升；服务了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孵化了一批乡

村旅游发展项目，为当地培育了一批合格的文旅行业基层服务

人员。 

该成果近三年培育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国家级竞赛获奖 1

项，省级竞赛获奖 6项，其中 1名学生被授予“四川省技术能

手”称号。教师团队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省级以上

表彰奖励 3 项，校级科研课题立项 3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 篇，撰写校本教材 1 部，建设优质课程 3 门，校内精品在

线课程 2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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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竞赛选手核心能力教学转化实践 
 

四川交通技师学院 

周萍、沈洋、张秀娟、熊瑛、奚绉画、刘斌、黄联联、雷红梅、

林丽舒、周映辉、虞琳迪、万宏 

 

成果以世赛先进的科学理念为指导，根据选手成长规律映

射在校学生及产业工人的学习路径，将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美育精神融入技能培育中，探索出一条可复制、易推广的“8

维 4 项 2 层 5方面”的科学培育体系。 

一是凝练世赛选手 8 维核心能力，优化培养路径； 

二是搭建了赛教 4 项要素转化构架，形成了砌筑专业技

能培养一体化理实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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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细研世赛 2 层次评判方式，重构评价标准，改进一

体化教学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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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与世赛 5方面资源对接，建立了学生技能训练保障体

系。 

 

成果建立了成都市职业技能竞赛砌筑集训基地，培养国赛

裁判 1 人，省级专家 3 人，承办职业技能大赛 6 次。基地

选手获得各级赛项奖励 19 次，培养了一批以 2021 年全国乡

村振兴砌筑赛项金牌获得者周宇为代表的优秀选手。 

 

基于赛创融合， 
构建三创递阶创新创业育人体系 

 
成都市技师学院（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潘红、徐劲飞、张艳华、席盈、张琦 

 

成果开发构建了一套赛创融合递阶的创新创业育人体系：

创建了理实一体的赛创融合“三创”递阶课程教学体系，即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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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通识、专创融合、项目实践三个递进阶段的课程教学体系；

打造了“3+1“赛创融合教育保障机制，成立了双创教育赛创

研究中心，教师能力发展中心，质量评价中心等 3 个中心，同

时与多所职业院校组建了中高职教育联盟；打造了赛创培育五

维平台，共建共享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大师工作室、众创空

间、孵化园、赛创融合实践基地等产学研赛平台；建设了一支

“技能精湛、善于教学、长于竞赛”的高水平赛创融合“1+1”

师资队伍，实现了双创教师队伍和职业技能大赛师资力量的有

效融合。 

成果在成都市教育局开展的中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督

导评估中获得市级双创示范校认定，获批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

研究所国家级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课题 1项，获批四川省教育厅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立项 4 项，四川省教育厅省

级课题立项 3项。年开展双创品牌赛事和活动 50余场，开设

双创训练项目 20余项，建成创业实训基地 20 余个，受益 2100

余人次。学生获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97项，

独立获得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等 5 项，公开发表论文 2 篇。 

 

职业技能竞赛与“双创”教育深度融合， 
推动职业院校经管专业“双创”课程改革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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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李俊霞、高丽丽、王志刚、莫莉、陈启强、黄丽、王媛、

胡桂香、杨晓 

 

该成果将经管专业职业技能竞赛在职业能力和职业人才

培养上的要求融入到高校“双创”课程建设中，推动高职院校

经管专业“双创”课程更职业化、技术化的改革：将职业技能

大赛技能点与“双创”课程大纲进行深度融合，形成符合职业

技能教育特色的经管专业“双创”课程体系和大纲；挖掘“创

新、创业”过程中的职业技能点，融合于专业教学方案中，形

成具有“双创”特色的职业教育经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开发

具有“职业技能”特色的“双创”教材，申请《职业发展与创

业就业教育》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落实“双创”课程改革，

深入研究学生“创新、创业”行为与职业技能竞赛之间的关系，

提高“双创”教育与学生实际“创新、创业”行为之间的转化

效率与转化成果。 

成果培育学校在五年时间内参加四川省“创新、创业、创

意”大赛的学生团队由 2 支增加至 270 多支，并在“三创赛”

中获得国赛三等奖 1 项，省赛一等奖 6 项，省赛二等奖 18 

项，省赛三等奖 23 项。 

 

基于赛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试点 
钣喷美容服务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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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曾兵 

 

该成果是 2019年由学生成立的汽车钣喷服务社团，不以

盈利为主要目的地有偿开展洗车、小损伤钣喷，抛光、打蜡等

服务项目，形成良好社团运行机制，打造了一个专业性、可复

制、适应性强的“滚雪球”的创业模式；采取了学校外部+学

生内部的“双核驱动”人才培养创新模式；通过“模拟企业”

实战演练在教学实践上的创新，磨合了学校教学与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 

学生创办钣喷社团运行以来，钣金维修 22 辆，喷漆维修

27 辆，洗车美容 389 辆，产值 10160 元。成果推动创办内江市

何仁杰汽车涂装技能大师工作室、内江市吴杰车身修复技能大

师工作室。技能人才培养成果显著，近三年获省赛二等奖 3次、

三等奖 5 次，在内江市赛中也取得优异成绩。 

 

首届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业技能大赛 
 

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 

余崇媛 

 

成果是由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发起，旨在为全省

知识产权业从业人员搭建展示专业技能的平台，为行业培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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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知识产权领域专业人才，引导全省知识产权服务高质量发

展：创新了赛项设臵，专利信息检索赛、专利撰写赛、商标代

理能力大赛、典型维权案例评选、典型运营案例评选、商业模

式创新评选六大赛事涵盖知识产权全链条；制定了“三评”评

比标准，即典型维权案例评选、典型运营案例评选、商业模式

创新评选，引导行业规范发展；邀请研究类专家、实战类专家、

政府类专家共同组建形成了出题专家小组，设臵赛题类型，完

成“三赛”储备题库原始积累。 

该项赛事显著增强了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力，“三赛”直

播总点击量超 15 万，颁奖活动实时点击量超过 10 万，经后

续发酵，点击量超原来的三倍。提升了知识产权队伍的实战能

力，开展赛前练兵活动 119 期，赛前知识培训 3 场次 400 余

人受益。 

 
“五方协同、赛证融通”的校企叉车 

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探索与实践 
 

四川交通技师学院、成都市现代物流职教集团、 

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张定国、张锦惠、夏梦丹、杜艳红、彭红灯、伏玲暇、周海燕、

马小林、张弘霞、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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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建立的“五方协同、多层递进式”的叉车职业技能竞

赛体系，解决了目前叉车技能人才技术水平良莠不齐、安全意

识淡薄、与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差距大以及叉车职业技能竞赛

不规范、竞赛项目与行业企业岗位技能需求有所脱节的问题。

通过对接“一赛两证两标准”，规范叉车职业技能竞赛评价标

准，形成多阶段“三化”叉车职业技能竞赛评价体系，解决了

技能竞赛评价标准主观因素多，评价规范有待提升的问题；通

过“校、企、行”共建集“领先、示范、一流”于一体的叉车

职业技能竞赛综合资源库，解决了校企融合程度低，企业员工

叉车技能培训、企业叉车作业流程优化困难等问题。 

成果运行以来，联合四川省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温江

区就业局等单位培训叉车司机 300 余人。参培学员理论实践水

平高于行业、企业要求，用人单位满意度达到 98%以上，参赛

参训职工回企业后叉车作业质量达标率 99%，成果在成都 5 个

物流相关企业，7 所中等职业学校得到应用推广应用，效果良

好。 

 

“赛产研教创”融通,助推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张先庚、姚永萍、梁小利、邓小利、王红艳、苗泓丽、李毅、

胡高俊、刘林峰、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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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通过赛产融合、赛研融合、赛教融合、赛创融合四方

面开展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培养具有职业情怀、职业行为、

职业思维、职业语言等职业特质的高职基层卫生人才。转变竞

赛设计内涵，紧密对接行业标准和教学标准，深化产教融合，

推进校企合作；引入世界技能大赛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评分规

则，形成了结合学生学习周期动态调整的技能考评标准；形成

了“教赛研一体、科教创贯通”的专创融合路径，以科研促竞

赛、竞赛促教学、竞赛促创业；形成了以赛教融合为明显特征

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制定了“赛教研训”融合的专业课程标

准；搭建了校企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育人平台，实施人才培养

贴近临床、科研、行业的“三贴近”工程；紧跟行业新技术发

展趋势，实施“专创科教融合”育人。 

成果在重庆护理职业学院等 100 多所高校和地区推广，惠

及学生 8.9 万人，培养“双师型”师资 2.1 万人，扎根基层

毕业生 3.6 万人，雇主满意度 98.5%。学生获省级以上奖项 635 

人次，教师获省级以上奖项 246 人次。开发人才培养方案 12 

个，制定国家、省级专业教学标准 16 项，建成在线开放课程

56 门，编写教材38 门，发表论文 228 篇，建特色化课程 34 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