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企深度合作  合作共赢发展 

------亚泰集团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质量年报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发挥企

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的要求，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彰显企业先锋的示范引领作用，履行行业企业支持职

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与全国示范高职院校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重实

效的系列校企合作，取得了“企业和学校互动、专业与市场对接、育

人为生产服务”的良好效果，为学校培养的技能人才提供了“纵向有

深度，横向有宽度，发展有高度”的职业发展空间，走出一条支持高

职教育发展，校企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一．行业先锋追求卓越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国家大型一

级建筑施工企业，资信等级为 AAA 级，拥有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

筑装饰装修、文物保护、园林古建筑、钢结构、机电设备安装、起重

设备安装等 8 个国家一级资质和国际承包、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设

计甲级资质以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具有承担工业与民用

建筑、装饰、市政、古建、钢结构、高速公路、水电设备安装施工、

房地产开发以及商品混凝土等生产能力。公司先后荣获 “北京市守

信企业”、“首都文明单位”、“全国消费者满意施工企业”、“全

国诚信建设示范单位”、“中国优秀企业”，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优秀质量品牌文化奖”等荣誉称号，并通过了 ISO9001、 

ISO14001 以及 ISO18000 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具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信誉卓著。现有职工 1095 人，

其中，高、中级技术人员 266 人；拥有国家一级建造师 126 人、二级

建造师 76 人。目前，集团公司拥有 14 家法人企业和 20 家管理公司、

分公司、项目部。 

 近几年，亚泰集团坚持实施“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在做强

做大施工主业的同时，不断延伸经营广度，尝试向新的领域拓展。即

以房地产开发和资本投资为纽带，带动相关高新产业发展，做到一个

主体，两翼齐飞， 协调发展，努力将亚泰集团打造为一流的大型综

合性企业集团。 

近年来公司优质高效地完成了首都机场 2#、3#航站楼、新东安市

场、519 贵宾楼、国办门诊综合楼、国办秘书局办公楼、银泰中心、

奥运村、国家大剧院、北京会议中心、老山小轮车赛场、新华社新闻

大厦、北京饭店二期、朝阳公园沙滩排球主赛场、吉林速滑馆、花卉

博览会、昌平南环大桥等一大批国家及市属重点大型标志性建筑工

程，施工领域遍及国内多个省市和加蓬、尼日尔、安哥拉、南非、塞

内加尔、圭亚那等多个国家。成功开发了河北元氏“荣仕名门”、重

庆酉阳“翠屏水岸”、江苏泗阳“北京花园”的地产开发项目。公司

先后有 10 项工程荣获中国建筑业“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和詹

天佑大奖,180 余项工程荣获北京市“长城杯”、北京市优质工程奖

和北京市装饰优质工程奖。 



二．高职名校特色鲜明 

1956年建校的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至今已经建校六十一周年。

学校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是一所以工科专业为主、独立设置的公办

普通高等职业学院。 

进入新世纪，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单位；2002 年被财政部、教育部确定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

的示范性职业院校；2003 年在教育部组织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

工作水平评估中，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八所优秀院校之一；2002 年和

2006 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2007 年入选“国

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成为“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支

持建设的百所重点高职院校之一；2008 年被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评为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院校；2010 年 7 月，学校以优秀等级通过

教育部、财政部组织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项目建设”验收。

2012 年被评为“全国就业五十强高校”。2015 年成为首批试点北京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的三所高职院校之一。学校是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科研管理先进单位；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目前学校拥有教学团队、创新团队 16 个，其中国家级专业教学

团队 2 个，北京市级创新团队 4 个，专业教学团队 10 个。现有长城

学者 1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1 名，北京市教学名师 15 名，北京市级

骨干教师 46 人，青年拔尖人才 2 人，教育部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 7 人， “双师型”教师达到 80%以上。 

在二十多年来学校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引领和高端培养的办学历



程中，学校坚持“校企互动、产教对接、学做合一”办学理念，以人

才培养为根本、以质量特色为核心、以开放融合为途径、以社会评价

为标准，形成了“重点专业引领、主体专业支撑、特色专业带动、短

线专业补充”的专业布局。 

学校坚持“工程实践不断线”、“双证融通”、“订单培养”、 

“施工全过程导向”等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学中做，做中学，

学训一体”的教学模式改革。按照“真设备操作、真项目训练、真环

境育人”和学训一体的要求，形成了校企共建型、教学工厂型、校办

企业型等多种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实现融教学、培训和职

业资格认证于一体。满足学生技能训练、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职

业技能培训和社会服务的需要。 

多年来，学校追踪区域产业发展和行业需求，积极开展全方位、

深层次、重实效的校企合作。牵头成立了北京首个城市建设与管理类

职教集团，创建了“学校+科技园区”、“专业+大型企业”、“专业

+龙头企业+企业联盟”的校企合作模式，实现“人才共育、设备共用、

技术共享、文化相融、管理互通”。 

学校持续深化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密切与地方、企

业的合作，为区域发展和产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十二五”期间，

与 4 个校办企业联合，共开发新产品 23 种，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9 项，其中一、二、三等奖各 3 项；取得知识产权 43 项，其中技术

专利 22 项（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21 项；发表检索文章 73

篇；完成煤矿安全生产、工程测量等技术服务项目 100 多项。 



三．专业共建  定制教育 

按照合作协议，企校双方合作共建建筑工程、工程造价、工程测

量、建筑装饰、建筑安全技术管理等专业。 

企校双方结合职业标准与行业需要共同制定共建专业基于工作

过程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课程考核标准等教学文件；合作进

行专业课程开发与工学结合教材的编写。 

企业工程技术负责人成为了相关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工程

技术人员成为各专业的兼职教师，每学期承担了一定的教学任务，校

方还支付相应的课时酬金。 

连续五年，我们每年从共建专业遴选学生组成“城建亚泰班”，

合作开展定制教育。 

具体做法是，依据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在第 2 学年末（三年制）

或第 4 学年末（五年制），从共建专业班级内选拔学生组成“城建亚

泰班”。组建“城建亚泰班”过程中，校方负责提供学生的学习成绩、

综合素质等基本情况供企业参考，同时校方为“城建亚泰班”学生投

保实习保险。 

企校双方共同制定与实施“城建亚泰班”的联合培养教学计划。

相应开设城建亚泰企业文化与其他个性化课程。另外，我们委派行业

资深专家与工程技术人员为“城建亚泰班”围绕建筑行业的新动态、

新信息、新技术进行授课、讲座。 

在教学管理上，校方为“城建亚泰班”安排辅导员，负责班级的

日常管理与教育工作。同时，校方严格落实教学计划并进行严格的管



理和考核，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在接下来的联合培养阶段，教学计划的实施采用集中培训与顶岗

实习交替进行，双方联合共同完成。“城建亚泰班”学生全部到企业

顶岗实习，企业安排专人负责“城建亚泰班”学生顶岗实习的管理、

指导以及成绩的评定工作。 

为弘扬企业文化，激励学生积极上进，企业每学年提供五万元人

民币在共建专业或“城建亚泰班”设立“城建亚泰奖学金”。  

就业安排上，只要“城建亚泰班”学生无违法、违纪及顶岗实习

期间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在毕业前录用为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员工。 

每年我们都组织召开企校双方领导隆重出席的“城建亚泰班”学

生入职仪式。董事长曹国章希望他们通过对集团公司过去的光荣、今

天的灿烂、未来的美好的感性把握，增强自豪感、坚定信念，与集团

公司同呼吸、共命运。 

多年来，共近二百名“城建亚泰班”学生在我们企业入职，为公

司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近年新入职的技术技能型职工，有 1/3 以

上的是我们与学校合作的 “共培生”。 



 

图 1  城建亚泰集团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四．共建实训基地 探索现代学徒制 

按照合作协议，公司成为学校建筑类专业的实训基地，并且向基

地授了铜牌。我们又按照校企合作一体化的模式，在公司建立了新型

校企合作实训学徒基地“城建亚泰实训室”，开展学生实训学徒、创

业实践、企业员工培训、社会职业培训、职业资格考核鉴定等功能，

实现了“服务教学”、“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三个面向。 

在学生到基地实训入职，学习师傅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尽快实现人生角色的转换，早日成才。曹国章

董事长要求学员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要到一线去了解技术、知识、管

理水平，立足岗位，实现从“学校人”到“企业人”的转变。 



 

图 2  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公司有专长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高级技师担任了基地指

导教师和师傅，带领学生结合实际课题，真刀真枪地进行岗前技术培

训，让学生接受现代企业氛围的熏陶，熟悉先进的设备、技术路线和

生产工艺，较快掌握了岗位所需的基本技能与专业技术，取得实际工

作经验，巩固、综合、强化了实践能力，并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群

体沟通技巧和组织协调能力等综合素质。 

同时，实训基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及员工日常行为规范，也为学

生提供形成综合实践能力、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意识的实践氛

围。 

我们实行从行业企业为学生聘请创业导师的“现代师徒制”的模

式，聘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作为企业导师，

参与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与管理工作，吸收行业企业的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推动学生创新创

业的实效。 

实训基地还能为学校老师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推广创造有利条

件。老师们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新品种、新工艺等科研成果，通过实

训基地推广和应用，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增强了社会服务能力，

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图 3  亚泰订单班学生入职仪式 

五．产学科研  紧密合作 

多年来，亚泰集团科技处多次委托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建

筑工程中急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团队与集

团公司技术人员形成对话机制，了解现场之急需，双方进行探讨，找

出建筑工程与学校科研的对接点，然后由亚泰集团科研处立项，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与亚泰集团公司技术人员共同组建研究团队，

进行国内领先技术研究。 

企校双方在学校建立了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平台“城建亚

泰技术中心”， 联合开展面向行业的技术开发、应用推广等产学研

用活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模架研究团队进行塔吊支撑梁现场监测

作业，科研团队按照集团公司的安排，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

汇总、监测设计编制等工作，计划对塔吊支撑梁的受力状态和变形进

行监测，采用实时监测的方式，以塔吊运行期间塔吊支撑梁受力和变

形差异性为监测目的。 

国家奥运中心南侧 OS-10B 项目地上部分用钢量约 8526 吨；其中

屋顶钢结构主要为单层网壳、桁架结构，用钢量约 1060 吨；边庭钢

结构主要为箱形钢柱、横挺、支撑等结构组成，用钢量约为 1195 吨；

南北侧拱桥为异型曲拱形钢桥，包括南、北拱桥，用钢量约为 245 吨；

南侧坡道为空间弯扭结构，用钢量约为 182 吨。 

 



 

塔吊水平分区划分 

 

 



 

塔吊竖直分区划分 

 

工程施工布置三个吊塔，学校科研团队负责监测 3#塔吊基础的

受力和变形特征。3#塔吊基础为架设在标高-3.300m 区域 1#核心筒墙

体的钢梁。有两根主梁和两根次梁组成，两根主梁长度分别为 10560mm

和 10535mm，两根次梁的长度分别为 7353mm 和 6837mm。主梁置于混

凝土墙体或柱基上，塔吊四肢位于次梁上。在有地下室的结构施工过

程中，这种塔吊梁式结构不必将塔吊的四肢直接坐落在大地基础上，

因而应用灵活，节省施工成本。但是塔吊运行过程中，基础梁受力会

出现变形。掌握基础梁的受力和变形特征，对这种塔吊支撑梁结构的

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3#塔吊位置示意图                3#塔吊基础图 

 

 

团队进行认真的现场监测工作，获得了大量的应力、变形曲线，

下图为采集的应变和位移曲线。 

 

 

 

5 月 1 日 18:10 之前应变曲线 

 



 

5 月 3 日位移曲线 

 

 

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了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大梁应变在安全取值

之内，变形最大值远小于安全值。因而无论动载或正常荷载条件下，

塔吊工作均在安全范围之内。 

学校科研团队的研究结论对于现场采用这种新型的塔吊基础提

供了理论支持，为新技术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今后城建亚泰将会在全

公司甚至全行业推广这项新技术，这为建筑行业节省成本，加快施工

速度和保证施工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技术人员在安装采集仪 

 

学生在调试仪器 



2018 年 6 月 27 日-2018 年 6 月 28 日，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朝阳区北土城中路北侧 OS-06A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

服务业用地项目请求学校模架研究团队承担其地下一层多根超重梁

大梁的模架安全监测任务。该项目由北京城奥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总

建筑面积为 74258.86 ㎡，为了保证这些大型钢筋混凝土梁施工安全，

学校科研团队进行了连夜监测。 

通过分析，项目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大梁，分别布置了 6 个压力

传感器、12 个应变测点和两个位移测点，在混凝土浇筑之前布置好

监测设备，整个混凝土浇筑期间进行了数据采集，根据采集数据绘制

了大量的压力-时间、应变-时间和位移-时间曲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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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测点荷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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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应变曲线 

通过监测数据分析，科研团队发现了模架受力和变形的规律，指

出了受力最大杆件的位置，为今后合理模架设计提供了指导意见，校

企技术合作监测保证了模架的安全，为进一步深化校企技术合作打下

了基础。 

 

现场监测图片如下： 

 

现场图 



 

仪器安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