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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与合作历程 

（一）公司概况与校企合作情况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立 1997 年，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 23个省（市、自

治区）设有分公司或工作处。现有员工 521 名，专业课教师 296 名，81%具有民航乘务教员

资质。公司是国内首家开办本科、专科学历层次空乘专业的联合办学单位，现与国家公办的

20 所本科院校、36所高职院校合作开办空乘专业，与国内 22 所高级中学合作进行航空飞行

员和乘务员培养，在全国 38 所合作院校建立了民航乘务实训中心。与航空公司等用人单位

建立了稳定畅通的就业渠道，并签订了“订单定向培养协议”，截止 2017 年 6月已将 2.86 万

名空乘专业学生输送到国内外航空公司担任空中乘务员（空姐）和空中安全员（空保）工作，

合作院校的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 98%，升空率达 86.7%。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二十年来专注民航人才培养事业，坚持走“人才共育，

专业共建，成果共享，发展共赢”的校企合作办学之路，打造出被业内赞誉的“民航人才教

育培养的领导品牌”。首创的民航空乘人才职业能力培养和就业模式被确认为“金通航空培

训模式”。公司与合作院校高度融合、资源整合，全程参与空乘专业的招生、教学、管理和

就业工作。公司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乘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被全国高等院校

普遍使用，正式列入“十三五”规划教材。2005 年主办的“全国首届院校空乘专业教学与

管理研讨会”和“中国院校空乘专业风采展示会”，奠定了公司校企合作办学事业的发展根

基。2011—2017 年与中国民航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合作，举办了七届全国高等院校空乘专业

推介展示会，有万余名学生通过公司搭建的平台，成功走向理想的就业岗位，实现了展翅蓝

天的梦想。 

2014年 10 月，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高校空乘分会由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

起并挂靠北京广慧金通，2017 年 11 月公司正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创新校企合作研

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经过富有成效的努力，在高等院校空乘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桥

梁纽带作用。目前，公司已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世界一流院校达成合作意向，每年有

300 余名学生到美国加州波莫纳州立理工大学参加航空服务语言交流学习，中美高校互认学

分，使合作院校空乘专业学生能够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实现高品质高质量就业。 

（二）校企合作行业背景 

1。我国民用航空业发展迅猛需要航空服务人才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对外开放事业的双重推动下中国航空运输业

快速增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民航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由民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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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逐步向航空强国迈进，航空服务人才市场前景广阔。2014 年，我国境内民用航空（颁

证）机场共有 202 个（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全国运输机

场总数达到 260 个以上，到 2020 年建成 20个以上的大型机场为核心的综合交通枢纽。 

2．首都航空业发展需要航空服务人才 

首都航空业一直领先我国航空业发展。长期以来首都机场以打造大型国际枢纽、助力世

界城市建设为目标加快自身发展；同时北京启动了定位为综合大型国际枢纽机场新机场建

设。根据国家发改委政策发布中心数据，新机场规划 4条跑道，初期规划设计 2条跑道，近

期目标年客运量 7200万人次，远期目标年客运量 1亿人次以上，货物运输能力 240万吨以

上。最终于 2040 年建成 4 条跑道，70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7.5 万平方米的货运站，7.4 万

平方米的海关监管仓库及 3.5万平方米的货运综合配套用房，实现旅客吞吐量超过 1亿人次

的目标，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场。新机场建设将会对人才需求提出新的要求，也对首

都高职院校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机遇。 

（三）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历程 

2016年 4 月 14日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签订了“空中乘

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连续招收七届学生，即 2016

级-2022级。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焦殿成、副总经理兼校企合作部总经理

付晓军、副总经理兼招生工作部总经理梁平、院校教学工作部副总经理李青谦和北京财贸职

业学院校长王成荣，副校长姜韵宜、李宇红及相关职能部门和旅游系负责人等共同出席。 

 

图 1：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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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三年制高职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 125 人，

2017年三年制高职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 109人。此外，申请了 2+3+2”贯

通培养国际空中乘务专业和“3+2”中高职衔接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2018年

起学生将进入高职学习阶段。 

（四）资源投入 

1．教学实训器材投入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校企合作开办的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投

入的教学实训器材包括： 

（1）投资配置能满足教学要求的民航客机模拟训练舱； 

（2）免费安装、调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航乘务员 CBT 教学软件； 

（3）投资配置 4架飞机模型，飞机模型尺寸为 1.8米，包括： 

国航波音 B747-400 模型一架，南航空客 A380 模型一架，东航空客 A340—600 模型一架，

海航空客 330-200模型一架； 

（4）投资配置 199 架世界各航空公司飞机模型放置于展览室； 

（5）为本专业学生提供专业教材、学生制服。 

2．人员投入与承担课程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校企合作开办的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投

入 4名具有资深专业经历的人员进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空中乘务专业校企合作工作处，其中

3 人担任授课教师，1人担任辅导员，承担 8门课程合计 432 学时的教学。 

表：企业教师承担课程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考核形式 学分 课时 

1 民航客舱服务与管理 必修 考试 4 72 

2 民航客舱设备 必修 考试 2 36 

3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 必修 考试 3 54 

4 民航发展史 必修 考试 2 36 

5 民航服务礼仪 必修 考试 2 36 

6 民航服务英语 必修 考试 6 108 

7 民航乘务员基础 必修 考试 3 54 

8 模拟面试 必修 考查 2 36 

合计 2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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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五项原则”校企合作联办空乘专业 

    （一）校企合作联办空乘专业的“五项原则”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长期的校企合作联办空乘专业过程中形成了富有成

效的“五项原则”。 

1．共建管理 

成立校企合作式“空乘专业建设委员会”；建立专业教研室，专门负责空乘专业的教、

学、研。 

2．共定管理制度 

校企共同制定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实现空乘专业校企管理制度无缝对接。 

3．共建师资团队 

通过双向教学研、建立导师制、培养“双师型”教师共建师资团队。 

4．共建教学体系 

坚持实用性和整体性原则，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以公共通识课程和企方专业

课程相结合，以学生为本，以就业为导向，推行双证书制；制定课程标准，重视理论知识的

实用性、应用性、信度和效度的结合，专业核心课程重视知行合一、理实一体；革新教学方

法，教师采取“互动式、讨论式、案例式、情景教学、开放式”等教学方式，注重“教标准”，

禁止“读本本”；建立评价体系；配齐设施设备，包括形体房、化妆室、CBT 以及其它相关

的独立学习场所；积极参加技能大赛，多渠道多方位拓展职业素养、职业态度、职业行为、

职业习惯、职业标准相结合的各类活动，提升学生组织、协调和抗挫能力。 

5．共定会商机制 

校企合作，“有序、规范”是重点，理清双方职能，本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

按照《合作办学协议》做好落实各项工作，为校企合作教育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二）依据“五项原则”校企共建北京财贸空乘专业 

1．依据校企合作协议开展专业建设 

根据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签订《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

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协议》，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采取校企联办模式，北京广

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将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专业教育、实训室建设、教学项目开展、

招生就业等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按特色化模式建设，按专业化水平培养，按行业化

要求管理，共同把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做大做强。 

2．双方共同制定整体优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商定了《空中乘务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共同认定

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校企双方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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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指导文件，是组织和管理教学过程的重要依据。双方

按双创理念，科学设计、整体优化、强化实践、彰显特色的基本思路共同制定、修订人才培

养方案。 

根据高校教育规则、《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协议》，参照《空中乘

务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由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驻校工作处与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共同制定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

双方审定后执行。 

3．明确教学改革重点 

校企合作联办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坚持将普适性教育与专业（职业）教育

有机结合；教学目标与行业要求相融合；教学内容与行业标准相衔接；教育与教学相融通，

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行为（习惯）、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建设专业课程

群，拓展创业模块，切实为学生对口就业服务的教学改革重点。 

4．课程设置强化实践、彰显特色 

高职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三学年教学中，前两年学生主要在学校接受基础

教育与专业教育，第三年主要由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学生参加实习实践教

育。课程设置及其结构满足民航业需求，民航服务礼仪、宗教礼仪及风俗习惯、民航客舱设

备、民航客舱服务与管理、中国民航发展史、民航乘务员基础教程、国内航线知识、民航客

舱安全管理、民航服务英语、模拟面试等核心专业课程突出“民航服务与管理”特色。强化

实践操作教学，校内外实践教学和课堂理论教育 1:1，课堂实践以静态模拟客舱为基点，以

单项和综合实训、模拟面试为教学主要内容，推行教、学、做合一模式；课外实践教学包括

创新创业训练、社会实践、技能竞赛、专业实习、邀请行业精英参与实践教学。限选、自选

课设置地勤服务类、高铁运营类、旅游类模块化课程，拓展学生就业范围。 

 

图 2：首次参加全国高校空乘专业推介展示会喜获团体综合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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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空乘专业组织模拟面试 

5．直观教学新模式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双方合作建立的空乘实训中心设

置了模拟机舱、化妆室、形体室、CBT 教室,将理论和实践操作结合，实现了直观教学的新

模式，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为其顺利走入工作岗位搭建了桥梁。 

 

图 4：校企合作共建航空运输服务与管理实训基地 

    （三）多方协同培养空乘专业学生 

1．报考阶段组织学生参加行业测试 

报考空中乘务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由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统一组织的民航体检，体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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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按中国民航体检标准执行，凡视力不达标的考生须提前配好矫正眼镜参加民航专业体检。  

2．企业教师全程化跟踪教学管理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派出专业的教师管理团队进驻学校，实行全程跟踪化教

学管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下属旅游与艺术学院航空服务与管理系依据自身特色开展相应的

教学内容，依照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实际情况在全校配置师资，实现教学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3．校企双方共同进行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管理 

双方共同制定《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空乘专业学生日常管理补充规定》作为《北京财贸职

业学院学生守则》的补充，据此对学生制服与行为、请销假、早操、晚自习、宿舍内务进行

管理。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名具有资深专业经历的人员全天坐班进入北京财贸

职业学院下属旅游与艺术学院航空服务与管理系，与学院教师双方全程共同承担学生在校学

习期间管理和思想教育管理；学生实习期间的学习管理和教育管理由实习单位和北京广慧金

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下属旅游与艺术学院航空服务与管理系三方共同

承担。 

4．家校携手共育航空人才 

为增进家长与学校、企业、教师之间的了解与认识，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和专业发展

要求，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坚持共同组织召开空中乘务（航

空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家长会，校企双方和空中乘务（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家

长在民航服务业发展前景、空乘人员职业发展与就业形势和从业素质要求、空乘专业人才培

养计划、课程设置、学生管理要求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沟通，形成了家校联系紧密、沟通有

效的教育机制。 

 

图 5：2016级空乘专业学生家长会          图 6：2017 级空乘专业学生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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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体系 

    （一）院校治理 

1．统一教学理念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校企合作中坚持将“双创”贯彻

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紧贴民航人才需求开展教育教学，统一的教学理念保障了专业建设的

顺畅。 

2．建设校企合作制度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共建空乘专业校企合作委员会，积

极参加校企合作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及有关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制定；设立了空乘专业管理委

员会负责制定学生的教育管理规定，指导学生管理工作。 

3．共建师资团队 

通过双向教学研、建立导师制、推进说课制、培养双师型、建立激励制、试行淘汰制、

扩建师资库、建双负责人制共建师资团队。 

4．完善特色管理制度 

制定双主体合一的职业养成类管理制度、制定双主体合一的教育教学评价（估）标准。 

    （二）政策保障 

2017年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格局”，2017 年北京市《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中高职与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改革试点”，2015年北京市发布《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北京市教委为贯彻落实实施意见提出

以建设高质量、精品化的职业教育为目标，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要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力度，

形成订单式培养，共同打造职业教育高地；要尽快出台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的相关政策，

做好极具首都特色的北京职业教育，这些为校企有效合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四、问题与展望 

（一）遇到的问题 

1．作为民营企业、公办院校的合作双方，需要深入探讨举办适用公办学校政策、具有

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性质的具体资金、设备、人员投入与管理政策。 

2．作为民营企业、公办院校双方如何突破体制障碍，在合作中采用更为紧密型的合作

形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并享有相应权利。 

（二）对未来的预期 

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突破校企深度合作的制度约束，激发民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