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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艺术设计 12 8 66.66

7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13 11 84.61

8 工业机器人技术 73 64 87.67

9 艺术设计 21 16 76.19

10 动漫制作技术 9 9 100

11 港口与航运管理 30 17 56.67

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8 101 48.56

13 电子商务 235 201 85.53

14 计算机应用技术 45 24 53.33

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273 232 84.98

16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6 2 33.33

17 空中乘务 55 25 45.4

18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65 46 70.77

19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9 7 36.84

20 模具设计与制造 7 2 28.57

21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79 69 87.34

学院招生报到率为 86%，这与我们扎实的招生工作是分不开的。

（二）2018 年我校计划招生方式及生源构成

学院招生方式为复合式招生：普通招生、单独招生和对口招生三种方式。其

生源来自河北省及外省，目前以河北省内生源为主，占 96.8%。目前单独招生、

普通招生仍为学院主要的招生形式。今后在继续做好普通招生和单独招生工作的

同时，挖掘其他的招生方式，全方位、多渠道做好招生工作。

2018 学年，学院在校生 5144 人，高中起点学生占 36%，中职起点学生占

31.2%，其他类型学生占 32%。

二、在校发展

（一）学生职业能力发展

1.深入推进双证书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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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一直重视提升毕业生的双证书获取率，教学改革继续紧紧围绕“从业资

格证书+特长、技能（技术）等级证书+特长”，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内容与工作

实践相结合，与职业资格证考试的结合。并形成教学中职业资格考试内容全过程

渗透和职业资格考试集中辅导的机制。目前，学院毕业生的学历证书获取率为

99.9%，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为 90.71%，较 2017 学年 59%有较大幅度上升。特别

是学前教育专业普通话证书获取率达到 100%。

2.职业技能竞赛

职业教育看大赛，学院历来将职业技能大赛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重要指

标。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通过竞赛促进学生专业技能、能

力的提升。2018 年，学前教育系一部 6 名学生参加“河北省第二届学前教育专

业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团体三等奖，其中个人一等奖 2名；机械设计系

12 名学生参加“河北省第九届高校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获得一等奖 2 名，三

等奖 5名，优秀奖 5名；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河北省总决赛）中荣

获得团体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学前教育系二部学生参加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举办的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师生礼仪大赛”，荣获团体项目三等奖的成绩，

2名同学获得个人项目三等奖。2018 年 11 月，沧州市第八届学前教育专业职业

技能大赛在泊头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学院学前教育系二部师生不负众望，再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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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再次取得大赛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实现了“八连冠”。本次比赛八

名学生全部荣获个人全能一等奖；五名教师参赛，3名荣获一等奖，2 名教师荣

获二等奖；学院也再次荣获“优秀承办单位”奖。

除了省赛外，通过各系部自主组织的各类比赛，促进学生专业文化素质的提

升。如，学前教育系举行学生说课比赛、故事比赛、舞蹈比赛，经济管理系举行

点钞比赛，机械设计系举办学生创意大赛等。

（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1.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德树人，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对于学校思政和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学校作为青年学生培养

的重要阵地，学校的思政和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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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学院秉承以生为本，全员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理念。学生管理

工作是人才培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何以为生”

的职业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为何而生”的幸福获得能力。学院构建了以学生处

主导，系部党总支主抓，辅导员、班主任落实，学生会辅助管理的四级学生管理

体系；以后勤处、保卫处、生活服务中心为基点，以学生为服务对象的生活安全

保障体系；以组宣部、团委引导，专业教师指导，学生为主体的学生社团活动体

系；以院系两级学生自治组织、班级学生干部和学生组成的自我服务体系。打造

了三支队伍：即以学生处为主导的学生管理队伍，以系部书记、辅导员、班主任

为主体的管理队伍，以学生干部为辅翼的自治服务队伍。

改革开放:开创美好,永远跟党走

——社会实践活动纪实

2018 年 6 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下发了《2018 年暑期河北省

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体验省情服务群众”“改革开放:开创美好,永远跟党走”百

万师生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学院各系部师生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共派出教师

20 名，学生 54 名，组建了 11 个实践小分队，各小分队采用问卷调查、政策宣

讲、科技服务、医疗救护、支教助教、文艺演出、创新研究、创业实践、关爱留

守儿童等多种形式，分别在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等地开展了社会实

践活动。

此次学院各师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总体可分为 6个方面：1.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思政课社会实践活动；2.开展扶贫志愿服务

活动；3.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调研活动；4.开展改革开放成果调查活动；5.开展智

慧乡村建设活动；6.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活动。整个活动的开展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内容丰富，取得突出成绩和重大社会反响，也展现了学院青年师生的良好精

案例分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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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貌。10 月 16 日在尚行楼演播厅召开了“2018 年暑期青年师生社会实践表彰

大会”。此次大会共表彰优秀社会实践指导教师 10 人，优秀社会实践队员 37

人。

2. 丰富学生业余生活，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学院注重将学生的业余生活和教育相结合，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构建

大学生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场景。一群或由教师牵头、或由社团组织或志趣相投

临时搭伙的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了一场场一幕幕丰富多彩又充

满青春气息的活动。学生们在这些活动中，得以放松心情、发展爱好、结交挚友。

如机械设计系组织的“第五届大学生趣味运动会”、“艺术设计十周年设计展”、

“摄影大赛”；学前教育系组织的“消防演练”、“学生绘本作品展”、“山海

民谣歌手大赛”、“健美操大赛”、“手绘五线谱大赛”；经济管理系组织的“第

十一届娃哈哈大学生营销大赛”、“班干部素质拓展训练营”、等。

3.以大学生军训为抓手，做好新生入学教育

每年九月份，新生入学之后，学院通过参观校园、参观校史馆、专业介绍报

告、内务整理比赛和军训等系列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做好新生的入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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