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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

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持续深化改革，

强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首农集团北京西郊农场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首农西郊

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的建立，既是学院贯彻党的十九大“完

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精神的具体举措，

也是落实北京市提出的建设 100个工程师学院的实际行动。校企双方将充分发挥知识、技术、

资源、管理等方面优势，共同打造都市园艺的产教共同体，建立实训、就业、培训一体化服

务体系，围绕“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全方位开展园艺技术高

技能人才培养，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企业概况与合作历程 

（一）企业概况 

北京市西郊农场有限公司隶属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底，农场资产

总额 56.63亿元，面积 6251亩。所属全资及控股企业 21家，参股企业 3家，员工 1400人。

农场地处海淀西北部地区，形成了以都市农业、智慧农庄、物产物流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其

中，都市农业板块是农场发展的重点，十三五期间，该板块将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助力集团公司“美丽首农、一圈一系”产业发展规划，加速农场“一场三园”的规划建设，

即以科技力量打造特色体闲农业——三元农业科教园、以科研为引领的绿色科技农业——首

农庄园、构建以共享为理念的平台农业——翠湖农业。西郊农场主要的基地包括： 

首农庄园：现有 3 栋连栋温室，39 栋日光温室，70亩樱桃。引进荷兰先进种植设备及

技术。采用立体栽培、水培、气雾栽培、袋培等无土栽培技术，将无土栽培与传统的土地种

植相结合， 以低碳环保为种 植理念。 

翠湖农业：占地 8.7 公顷，下设科普学知区、观光采摘区、生产 销售区三个小区和一

个农业科普文化中心。可以进行农事体验、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方面的实训。 

北京三元农业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上庄镇境内，紧邻上庄水库，占地

1800 亩，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公司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良种(苗)繁

育，绿化工程种子、种苗营销、生产配送和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 

https://baike.so.com/doc/5374607-5610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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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历程 

1．合作基础 

北京农职院和西郊农场早在 2008 年就开始开始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重点开展园艺

专业学生实习实训工作，探索并逐渐摸索出了校企合作的机制。2013-2014年园艺系选派吴

晓云老师到西郊农场挂职副场长，进一步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共建。近年来西郊农场和园艺

技术专业不断加强沟通，并在实习实训内容、课程开发、产品研发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每

年承担 6个班级 300多人次的春季和秋季实训工作，为培养园艺专业高技能复合性人才提供

了实践平台。 

2. 签订共建工程师学院协议 

2018年 11月 8日，“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签约仪式在北京西郊农场有限公

司举行。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院长王福海、人事处处长高世吉、科研处处长郝婧、园艺系主任

李志强、系书记王雪婷、副主任吴晓云，首农集团北京西郊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建国、党

委委员北京翠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少君、总经理助理万伟、北京三元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宏刚、书记杨超、北京双塔绿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阎振中、书记赵德海、企划部

部长魏然、副部长王春伟等参加签约仪式。 

王福海院长和西郊农场就学院建设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群），制定

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以及依托校企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并肯定了前期关于学生实训、就业、教师挂职等校企合作成绩，感谢企业做出的努力。工程

师学院是校企合作、培育农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载体。管建国总经理在仪式上致欢迎辞，希

望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学院能为企业输送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提供

项目立项、创意、设计组织实施、企业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智力支持，并承诺企业在工程师学

院建设中提供队伍保障、投入保障、硬件资源等全方位支持，希望以工程师学院建设为契机，

促进农场都市园艺等各方面建设，把校企合作做实。李志强主任与管建国总经理在协议书上

签字。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学院与首农集团北京西郊农场有限公司再次进入校企合作的全新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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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方签署共建“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的协议 

二、校企合作，“双元”育人 

（一）建设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平台 

北京市西郊农场有限公司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建立产教融合的新型的人才培养合作模

式。搭建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平台，和企业共同开展市场调研，确定培养标准和岗位需求，

校企共同制定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企业按教学计划要求选派职业技能课

教师开展教学任务。成立课程和实训项目小组，由校企双方教师和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企业

选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参与学生在校期间的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学院选派教师参与学生在企业

学习、实习期间的管理工作和思想工作，形成管理团队，保障学生的教育教学和实习就业工

作，实现学分共认，共建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平台。 

 
图 2 园艺技术专业高职学生在西郊农场开展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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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园艺技术专业高职学生在西郊农场开展各项实训 

（二）建设“双循环双融合递进式”人才培养模式 

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根据都市园艺岗位需求和现代职教新理念，构建了“双循

环、双融合递进式”人才培养模式（图 4），以培养符合北京现代园艺产业发展要求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双循环”是指人才培养场所的循环，即“学校”→“企业”→“学校”→“企

业”；同时，学生身份也随着发生转变，即“学生”→“准学徒”→“再学生”→“准员工”。 

“双融合”是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根据北京现代园艺产业的需要，以产业与专业对接

为目标，实行产教融合，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融合、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双融合，学

校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双融合，学生身份与学徒身份双融合。同时，按照“课程思政、

专业思政”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的总要求，在树人先立德的人才培养总体观指引下，

通过整合学校、企业、行业的教育力量和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形成思政课与专业课的双

融合、校内与校外的双融合、课上与课下双融合、现实与虚拟的双融合、教学过程与评价结

果的双融合。 

递进式是指，在“双循环、双融合”工学交替的教学过程中，在学校专任教师+企业兼

职教师双导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力实现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专业实践能力→专业综合

能力、素养”的递进培养，符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训规律。 

 

图 4 “双循环、双融合递进式”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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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开发“都市园艺”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 

依托“双循环、双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共同以课程供应链改革为抓手，以北京现

代园艺行业的就业岗位为导向，开发园艺技术专业模块化产教融合课程。吸纳国内外都市园

艺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协同创新教学内容，重组教学模块，重构教学计划，制定

操作性强的课程标准。 

借鉴胡格等国外先进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包，包括：课程教材资源包、教学网络平

台及其信息化资源、设备设施资源包。重点建设 5个专业方向的 15门核心课程的教学资源

包及信息化资源。开发《农耕文化》、《园艺疗法》、《园艺企业管理》、《项目管理》等

4门具有企业特色的选修课程，促进学生培养与企业就业零距离。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利用

各种音频、视频等信息化资源，进行核心课程信息化资源建设，开发出核心课程的云教材。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个别培养和集体培训等措施，加强对教师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

训练，每年选派 2-3名师资到相关院校进行园艺技术专业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并到合作单

位进行实践锻炼，使教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广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实现教

师“一专多能”。 

双方联合培养都市园艺行业，包括现代园艺产品、创意农业、园艺产品营销、园艺企业

管理等方面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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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西郊农场开展果树实训课程教学 

（四）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建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和西郊农场依托园艺工程师双方开展全方位合作。西郊农场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个别培养和集体培训等措施，加强对教师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训练，每

年选派 2-3名师资到园艺系进行园艺技术专业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并到合作单位进行实践

锻炼，使教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广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实现教师“一专多

能”。聘请园艺系陈明莉老师开展压花培训，有十多名员工掌握了压花的基本技能（图 6）。

聘请吴晓云等园艺老师对农场园艺生产进行定期指导，有效提升了基地现代化生产水平（图

7）。 

双方还共同进行了中小学生学农课程开发（图 8），利用农职院智力优势和农场基地设

施，开发了系列学农课程，深受中小学生喜爱。另外，还利用基地地理优势开展了市民菜园、

市民农园等产业开发，丰富了基地生产类型（图 9）。 

 

  
图 6 在西郊农场开展压花培训 

 

  
图 7 对基地作物生产进行长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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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开发中小学生学农课程                   图 9开发市民农园 

 

三、保障举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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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织保障 

为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双方依托园艺工程学院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1.工程师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学院、企业各 1人)。 

2.职能部门：设有办公室、教学部、研发部和培训部。办公室系常设 

办事机构，主要负责日常联络、校企交流；教学部负责日常教学管理、教学资源开发、

课程建设；研发部负责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工作；培训部负责员工培训、教师

实践及社会培训。 

3.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是教育教学运行指导机构。人员组成中企业、 

行业及协会代表不低于 50%。 

规章制度：工程师学院合作章程，工程师学院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实习教学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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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兼职（兼课） 教师管理办法，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生守则和北京市

西郊农场有限公司员工守则。 

（三）组织保障 

工程师学院配备日常行政管理人员 4 名。专兼职教师团队由企业园艺相关专业技术骨

干、行业专家、教学名师、青年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等 22人（含行政管理人员）组成。 

来自企业、行业及协会的兼职教师 7人，占比 32%，承担 30%专业核心课的教学； 

学校教师 15 人，其中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 12人，占比 80%，14人具备双师型教师

资格，占比 93%，并承担 70%以上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的教学。 

（四）投入保障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北京市财政专项支持基础上，每年投入固定经费，用于课程开发、

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团队建设、先进的教学平台建设。 

西郊农场有限公司每年提供与学院投入金额相匹配的技术及经费。同时还提供 2处实训

基地，实训基地包括学生宿舍及食堂，现代化连栋温室 4 栋，日光温室 40 栋，樱桃园 130

亩亩，葡萄园 30 亩，蔬菜种植区 150亩。 

四、问题与展望 

（一）田间教学条件有待提高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艺系园艺技术专业与北京市西郊农场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成立“首农

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于 2018 年 11 月 8日首次成立，因是初办，无办学经验，无论

是师资配备、生源质量，还是校内外硬件的协调与保障都尚未经历首轮的磨合工程师学院的

一切教学活动都处于初期摸索阶段，下一步双方还将进行共同招生等合作，这对学院园艺技

术专业的所有硬软件条件都是不小的挑战。 

（二）合作开发“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立体化教材 

职业院校任何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都要体现专业的主体、核心和特色，如同房屋的架构

一般，课程设置必须科学、合理、符合社会现实需求，马虎不得。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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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已完成初步构建，应在借鉴国内相关高等职业院校此专业已有课程

体系并结合学院各方面硬软件条件的基础上开展课程开发和教材开发。根据园艺技术高端人

才培养岗位需求和实训工作内容开发相应的立体化教材，对于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极为

必要。 

（三）需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形成都市园艺特色 

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和重中之重，这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可或缺的产

物，这对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至关重要，毕竟学生最终都要回归社会，接受社会各

行业的检验。除学院已有的多个实训室可供园艺技术专业学生进行校内技能训练外，与北京

市西郊农场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地订单协议的签署是“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申报

成功的助力所在，校外实训基地的校企合作也为“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提供了极

为重要的校外实训条件，校企合作协议通常都有时间限制，与这些校外企业合作是否顺利，

是否能稳固而持久，都需要多次、反复磨合方能确定，也有待时间的检验，只有稳定的校外

实训企业作保障，“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办学才能持续稳固地站稳脚跟。 

（四）展望 

进一步深化校企双方合作，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完善校企合作的制度，形成横向融合的职

教新体制，为打造都市园艺人才培养新高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提供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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