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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属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2020 年，

集团公司合并营业收入近 1 万亿元；合并保费收入超 7500 亿元；合

并总资产突破 5 万亿元。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已连续 19 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由 2003 年的 290 位跃升为 2021 年的 32 位；连续 14 年

入选世界品牌 500 强，2021 年品牌价值达人民币 4366.72 亿元；所

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继 2003 年 12 月在纽约、香港两地同步

上市之后，又于 2007 年 1 月回归境内 A 股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家在

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是诞生于 1949 年的原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1996 年分设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999 更名为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2003 年，经国务院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进行重组改制，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并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目前，集团公司

下设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人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国寿

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保险职

业学院等多家公司和机构。2016 年，中国人寿入主广发银行，开启

保险、投资、银行三大板块协同发展新格局。

中国人寿秉持“成己为人 成人达己”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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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保险主业价值和

规模协调发展，努力提升投资板块贡献，积极做好银行金融服务，有

序开展综合化经营、科技化创新、国际化布局，全面推进国际一流金

融保险集团建设。

二、校企合作项目概述

保险职业学院创办于 1986 年，隶属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前身是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2003 年改制为全日制公办普通

高等职业院校，是目前全国唯一专门从事保险教育的全日制公办高校。

2015 年，集团公司发布了《关于推进保险职业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校企融合，积极推广订单合作培养模式，确

保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岗位用人要求有机衔接。各直属

单位要与保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为订单班

提供实习平台、奖学助学等费用资源支持。”2018 年，集团公司王

滨董事长对学院作出“一提升三加快”重要指示精神，订单人才培养

模式进一步得到了国寿系统的大力支持，成为保险职业学院学历教育

服务国寿主业，实现学院转型升级、特色发展的主要路径和助力国寿

集团“人才强司”战略落地的实际行动。2021 年 4月 14 日，集团公

司召开党委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保险学院办学水平；各单位、各部

门要大力支持保险学院转型升级；保险学院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培

养输送更多服务主业和行业发展的一线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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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对保院作出重要指示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丽平赴学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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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职业教育具体举措

（一）积极落实产教融合，深化订单培养，不断推进现代学徒制

试点

1.订单培养常态化，后备人才基地初显成效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旗下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人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总部与学

院开展订单人才培养。学院订单规模逐年扩大，订单合作培养学生人

数不断增加，订单质量不断提高，订单班专业从以保险专业为主，逐

渐覆盖到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护理、健康管理、电子商务、互

联网金融、商务管理等专业领域，近 1000 名毕业生进入国寿系统专

业对口岗位高质量就业。

表 1 中国人寿与保险职业学院订单合作情况统计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合作专业 合作岗位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2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 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健康管理

护理

生活服务专员

照护专员

管家

4 中国人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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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保险实务（讲师） 讲师

17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1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19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0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2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4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5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

分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7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29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0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2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4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5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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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39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40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

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4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42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4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公司
保险实务（车险查勘定损） 车险查勘定损

44 国寿（三亚）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健康管理

护理

生活服务专员

照护专员

管家

45 国寿（天津）养老养生投资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健康管理

护理

生活服务专员

照护专员

管家

46 国寿嘉园（苏州）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健康管理

护理

生活服务专员

照护专员

管家

47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销中心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48 国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务管理 商务管理

2.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校企双元育人机制

学院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大力推进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进一步加强与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合作。继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作为省级试点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探索以来，又相继进行健康管理和护理专业试点。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在校学生达 51人，健康管理专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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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护理专业 24人。成立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指导委员会，逐步

建立校企联合按需招生、协同育人、多方评价、对口就业的“双主体”

育人机制。在专业教学标准的引领下，校企合作制订符合现代学徒制

培养要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建校内专业实训室 4 个，共建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3 个；双方选拔出教学水平高、专业实操能力强的

“双师型”教师 13 名，聘请专业知识过硬、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技

能过硬的企业技术及管理专家 21 名，建立“双师”师资库，落实校

企协同育人，共同完成基础知识传授、专业技能训练、综合实践训练、

顶岗实习指导、毕业设计指导等工作。通过建立校企“双主体”长效

育人机制，实施“企校双制、工学合一”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一套

现代学徒制培养运行与管理制度体系。

（二）大力推进民生保障，落实“稳就业”，夯实精准扶贫

1.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着力落实“稳就业”任务

疫情期间，校企双方响应国家“六稳”、“六保”政策，切实做

好学生就业工作，助力国寿集团“稳就业”政策落地。通过与学生本

人联系，了解学生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做好跟踪服务，

加强线上线下信息互通，做好专业技能、面试技巧培训，打通“就业

最后一公里”实现人岗的供需匹配，订单班学生由顶岗实习顺利过渡

到就业。在全国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2021 届订单班初次就业率

达到 90%以上，其中国寿健投养老养生服务与管理订单班、中国人寿

陕西省分公司讲师订单班、中国人寿湖北省分公司讲师订单班订单班

等多个订单班实现 100%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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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准资助智力扶贫，建立多元助学机制

为进一步响应党中央号召，落实中国人寿（集团）公司相关工作

部署，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落实好教育扶贫工作，激发出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公司委托学院培养来内蒙古、湖北、

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重点贫困地区

的建档立卡户学生，成立“中国人寿励志订单班”，并对其进行学费、

食宿费全额补助，全力保障贫困学生“能上学、上好学”，毕业后返

回其生源地（县、区）支公司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

为提升订单人才培养质量，公司建立订单班级建设费(不低于

2000元/人/3年)、订单专项奖学金（不低于10000元/班/年）和订单

专业实训室建设捐赠费等多元助学机制，为贫困订单学生精准培育提

供条件，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实现健康成长。

（三）积极落实社会责任，校企联动施教，夯实学生职业能力

校企双方创新教学方法，针对企业需求，努力提高教学的实用性

和适用性，教学内容根据产业、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及时更新，并积极

运用新方法和新技术，实现基础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整合，校企联

动夯实学生职业能力。

1.精心设计个性化订单人才培养方案，特色鲜明

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由订单公司与学院共同研发，精心设计，一

司一方案，针对性强。各订单班均根据订单公司需要开设订单特色课。

如车险查勘定损订单班，根据车险查勘定损岗位的实际需要，其人才

培养方案专业课增设事故车查勘与定损实训课程，增加校外人伤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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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实习）环节，培养学生人伤查勘知识技能。讲师订单班，

其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增设国寿预备级讲师专业技能训练项目，主要

讲授国寿预备级讲师专业技能训练和国寿新人育成体系课程等，将岗

前培训前置，学生上岗后能迅速进入角色，适应职场。

2021 级国寿财险车险查勘定损订单班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国寿财车险查勘定损订单班校外人伤实训在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训

2.精心组织各类教学活动，质量优良

订单班教学形式丰富多样，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监控制度完备，

教学质量优良，订单班及格率均为 96%以上，部分班级及格率为 100%。

（1）公司讲师讲授订单特色课

公司与学院共同组织订单特色课，把岗前培训前置，由公司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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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公司讲师为订单班学生授课。为确保授课的质量与效果，

公司和学院共同研讨，精心设定课程，编排授课内容，把技能实操与

公司文化相结合，学以致用，效果良好，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

增强实践教学师资力量。截止目前，学院与订单公司共同组织一千余

课时的订单特色课，学生赴订单公司进行顶岗实习时，可直接上岗，

无需岗前培训。
表 2 2021 年讲师订单班特色课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时 设置思路

腾飞中的保险业 2 介绍保险行业发展前景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2
深度了解保险，针对保险是什么、保险的作用、人们的保险需求等内容让

学员感受现实的保险意义与功用

辉煌国寿/公司发展

愿景
2

了解中国人寿的发展史，建立保险从业信心，中国人寿概况、组织架构、

用工制度介绍

电影赏析《受益人》 2 体会保险的总要性

心得体会 2 对保险行业愿景深思，介绍听课及电影赏析后重新认识保险的心得体会

专业表达能力训练 8
学会专业表达的技能技巧，结合课程内容中一分钟上台演练，了解个人的

不足，以及对未来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进行针对性训练，并学会方式方法

鼎薪工程——大个

险组织概要
2

大个险渠道管理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分类，并介绍河北国寿目前大个险

概况及重点内容，对队伍建设 4.0 体系进行框架性介绍，重点解析队伍、

业务、基础管理三位一体的大个险战略部署

鼎薪工程——大个

险岗位人员职责与

定位

2
了解岗位工作重点，掌握岗位人员的工作职责，以及大个险岗位人员的未

来发展规划

会议经营 2 了解大个险渠道各种会议是如何衔接与经营管理的，以及各个会议的作用

职场经营管理的基

本原理
2 为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进行设计、运行、评价和改进的管理工作

职场标准化建设概

要
2

了解职场的标准化建设与运作要领，掌握什么是职场，职场的职能是什么，

如何做日常的职场管理

功能组组建与指引 2 功能组在职场中的定位，以及五大功能组的职责与定位

职场文化建设 1 掌握职场文化的激励作用，学会对职场文化的设计理念的解读

职场职业形象与商

务礼仪
1 掌握职场礼仪，做一名专业化的职场新人

office 办公软件学

习与应用
2 学会办公软件的应用，用以支撑大个险岗位人员的相应工作

目标管理 2 学会目标管理，如何分解目标，如何围绕目标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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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 2 做好自我情绪管理，把握在职场中个人的情绪管控

时间管理 2
通过事先规划和运用一定的技巧、方法与工具实现对时间有效运用，从而

实现既定工作目标

保险职业道德规范/

依法合规
2 掌握保险职业道德规范，做好合规经营

个人发展愿景 2 利用所学的知识为自己未来的实习与工作做好规划，确认发展方向

（2）扎实开展特色实习实训课

以“突出职业能力、突出职业素质、突出创新能力”为目标，构

建了基本技能训练、专项技能训练、综合职业能力训练三阶段渐进式

实践教学体系。实习实训穿插教学过程，灵活开展学做一体，实行合

作教学、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多种形式的“做中学、做中教”教学

模式。根据专业教学的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安排学生开展专业课程

的工学结合教学，进行认知实习、课程实训及顶岗实习等教学活动，

全面培养和提升订单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

表 3 三阶段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时间安排表

阶段 阶段名称 完成内容 预期目标 时间分布

第一

阶段

基本技能

训练阶段

公共基础知识训

练、专业基础知识

训练

使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专

业基础技能
第一学年

第二

阶段

专项技能

训练阶段

专业课程校内实

训、职业资格培训

和鉴定

通过校内实训，加强学生专业

技术实操能力，完成必要的职

业资格培训和鉴定

第二学年至

第三学年上

半年

第三

阶段

综合职业

能力训练

阶段

顶岗实习、毕业设

计和答辩

通过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让

学生在实践中对所学专业技能

进行提炼和升华

第三学年下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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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学生在 2021 年黄炎培创新创业专项赛中荣获三等奖

订单公司领导来学院给订单班授课场景

（3）持续推进国寿专家进课堂

公司以专题讲座、“1+3”授课和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

开展“国寿专家进课堂”系列教学活动，通过订单班学生与国寿实务

专家的互动交流，推动订单课程与国寿实务的无缝接轨，实现全面提

升订单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为将来走上国寿基层岗位、助推国寿

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3

国寿集团战略规划部卫新江教授授课 国寿海外澳门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大力授课

国寿财西藏分公司副总经理罗卫平授课 广发银行杭州支行副总经理陈斌授课

四、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成效

（一）广受关注，誉满国寿，福泽行业与社会

2020 年，中国人寿以“中国人寿破局养老人才荒，高校定制化

培养直通央企就业”专题介绍学院养老订单培养项目，文中提到：订

单班课程设计按照“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

的建设思路，紧贴保险行业与健康养老产业的实际需要，注重职业岗

位能力要求与专业教学计划的有机结合，以养老机构岗位技能为导向，

依托学校护理专业及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构建“分阶段递

进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学院订单人才培养模式引领老年服务与管理

专业的迅速发展，人才培养硕果迭出，2021 年，康养护理学院谢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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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受邀担任多个省市的养老服务技能竞赛裁判，引领专业发展和行

业人才培养，并获得“优秀工作者”称号。

谢隽老师获得“优秀工作者”光荣称号

近年来，学院与订单公司国寿电商长沙（区域）分公司合作共建

共享的生产性实习实训和创新孵化基地荣获中国人寿（集团）的创新

成果奖；学院与订单公司国寿财险合作的“车险查勘定损人才培养订

单班”项目荣获集团公司精品教育培训项目一等奖和最佳人气奖；湖

南日报以《理实兼修，好用实用——保险职业学院育人模式显成效》

为题报道学院育人模式。

（二）切实解决了公司基层“用人难，留人难”问题

基层公司条件相对较为艰苦，又受国企学历高门槛限制，造成了

专科学历职业技能型人才进不了，高学历人才留不住的现实局面。学

院订单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基层技术技能应用型专业人才为根本任

务，将企业与学校以“订单”的方式紧密结合起来，使生产与教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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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企业在这种模式中参与培养过程，

可视为企业把人才储备库延伸到学校；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熟悉企

业的生产流程，感受企业文化的熏陶；用人单位按照协议约定安排学

生就业，构建了学生从“入学—就业—发展”的一整套稳定育人留人

体系。根据学院对历届中国人寿讲师订单班学生的就业情况摸底，整

体留存率达 83.09%，个别班级 100%留存在基层岗位，为基层输送了

新鲜血液，创造了生产力。

表 4 2014-2017 级中国人寿讲师订单班就业留存统计表

序号 班级名称 录取人数
目前留存人

数
留存率

1 2014 级中国人寿陕西省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38 29 76.32%

2 2014 级中国人寿河北省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21 20 95.24%

3 2015 级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18 16 88.89%

4 2015 级中国人寿陕西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50 31 62.00%

5 2016 级中国人寿广西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6 4 66.67%

6 2016 级中国人寿陕西省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46 44 95.65%

7 2017 级中国人寿陕西省分公司讲师订单班 28 28 100.00%

合计 207 172 83.09%

（三）订单学生参与各类技能竞赛屡获佳绩

订单学生积极参加院内外各种专业技能竞赛和综合素养竞赛活

动，成绩优秀。如康养护理学院翟浩霖同学在 2021 年湖南省第三届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湖南赛区选拔

赛中荣获“一等奖”，被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和“湖南省巾帼建

功标兵”荣誉称号，她还在 2020 年长沙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

中以精湛的专业技能脱颖而出，夺得竞赛一等奖，荣获长沙市技术能

手称号，被长沙市总工会授予长沙市五一劳动奖章，其指导老师谢隽

老师也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唐夏琦等四人荣获 2019 年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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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一等奖，刘帼颖等四人荣获

二等奖，学院是中国赛区四强中唯一的高职院校代表队，首次入围新

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总决赛并获银奖。2019-2021 年学生荣获各类

奖项 150 余项，其中，国家级、省级大赛三等奖以上 59 项，院级等

各类竞赛三等奖以上近 100 项。

表 5 2021 年学生技能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比赛或项目名册
所在

专业

获奖

等级
授奖部门

获奖时

间

参赛

范围

主要完成

人（署名排

序）

1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

战赛之品牌策划竞赛

全国总决赛暨（新加

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

中国地区选拔赛

保险

（讲师）
一等奖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

业商会

2021年 5

月
全国

李群、刘炫、

陈思、段晴、

郑毓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中国贸易报社

2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

战赛之品牌策划竞赛

全国总决赛暨（新加

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

中国地区选拔赛

保险

（营销

管理）

二等奖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

业商会

2021年 5

月
全国

霍妍宇、党国

华、孙蕾、李

霞、李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中国贸易报社

3 互联网+企业经营管理
商务

管理
二等奖 湖南省教育厅

2020 年

12月

湖南省

高职院

校

黎明、张益林、

刘素、欧阳杰、

侯景朝、陈泽

典

4
黄炎培创新创业专项

比赛

商务

管理
三等奖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 9

月

湖南省

高职院

校

张益林、傅航、

刘双双、夏文

婷、袁学琳

5
2021 第八届全国证券

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保险 二等奖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 7

月
全国

王辉、刘子豪、

李成、唐棉劲

6

2021第八届全国证券

保险 二等奖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 7

月
全国

王辉、罗巍、

周林兴、肖伦

富
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17

7
2021第八届全国证券

保险 三等奖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 7

月
全国

王辉、黄俊杰、

关旭东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8

2021第八届全国证券

金融 三等奖
全国金融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

2021年 7

月
全国

向兰、黎姿、

周晴云、李洪

敏
投资模拟实训大赛

9

2020 年湖南省职业院

校学生技能竞赛（养老

服务技能赛）

老年服

务与管

理

个人赛

三等奖

湖南省职业学院技能

竞赛组织委员会

2020 年

12月

湖南省

高职院

校

彭靖、刘鹏

10 大学生英语竞赛
保险（人

伤理赔）
一等奖

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

会

2020 年

11月

全国高

职院校

易彦池，易子

涵

11 大学生英语竞赛
会计专

业
一等奖

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

会

2020 年

11月

全国高

职院校
王进，刘相

12 大学生英语阅读比赛
国际商

务
二等奖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

中心

2020 年

11月

湖南省

高职院

校

易彦池，郭吉

鸣

13 大学生英语阅读比赛
保险（人

伤理赔）
三等奖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

中心

2020 年

11月

湖南省

高职院

校

易彦池，易子

涵

14 大学生英语竞赛
金融管

理
一等奖

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

会

2021年 5

月

全国高

职院校

易彦池，过紫

鑫

15 大学生英语竞赛
财经管

理
一等奖

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

会

2021年 5

月

全国高

职院校
王进，张梦宇

16 大学生英语竞赛
保险（人

伤理赔）
二等奖

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

会

2021年 5

月

全国高

职院校
王进，易子涵

翟浩霖同学在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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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部分获奖证书和奖杯

（四）订单学子积极参与和组织志愿者服务，社会责任意识强

为培养和践行社会责任，订单班组建了订单班志愿者协会，成立

了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禁毒志愿服务队、爱心服务队等多个志愿服务

队，打造了“3.5”学雷锋月、无偿献血、禁毒防艾宣传、大学生进

社区、关爱孤寡老人等多个品牌活动，受到普遍好评。多名订单学子

还主动报名参加“情牵脱贫攻坚”高校大学生暑期主题实践活动，其

中刘子昊等同学被授予湖南省“情牵脱贫攻坚”主题实践活动“优秀

大学生志愿者”称号。2021 年 7月河南省多地遭特大水灾，严峻形

势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学院保险系邱志桐同学作为邢台市公益服务协

会团总支副书记，组织了 2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市公益服务协会

物资接收点负责物资清点、登记、搬运等工作，并作为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队代表前往鹤壁市淇县运送赈灾物资。保险系杜欢也加入到“红

衣战士”的队伍，从搬运物资到分发物资，从装运沙袋到夜守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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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洪救灾到疫情防控，即使疲惫也依旧坚守，即使苦累却从未抱怨。

一份工作一种责任，一份担当一腔热忱，抗洪救灾在前，一袭红衣是

他，亦是他们予以人民最美的期待。

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现场

五、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问题

1.订单企业用人整体规划和学生就业面向多元化之间的矛盾

订单企业在开展订单培养时，是经过统筹规划并依据公司发展实

际来制订具体规划方案的，通过三年的培养教育，公司希望订单学生

能如期按计划到相应岗位就业；然而学生在毕业时往往面对多种职业

选择，容易动摇参加订单班的初心，个别毕业生存在到期不履约的情

况。

2.企业强调岗位技能培养和学院注重综合素养培育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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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人是出于具体岗位的需求，因此，往往追求人岗的匹配程

度，强调订单毕业生的岗位专业技能。学校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出发，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同于岗前培训，要

求学生综合素养达到培养目标才可毕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培养目

标偏差。

3.高职人才学历技能结构和用人市场注重从业经验之间的矛盾

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学院培养的专业人才在参与

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等过程中，因缺乏长期的社会工作经历及

经验，学生毕业时的技能与素质还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市场化需求。

（二）未来展望

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办学，完善基于“工学结合、德技并修”的

人才培养模式，参与完成适用于不同生源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工作，形成特色鲜明的订单专业培养体系。整合校企合作优质项目，

校企共建高水平专业、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共同打造教学创新团队，

打造校企协同、产教匹配的人才培养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