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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合作简介 

(一) 双方概况 

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0 年，是国家认定的软件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秉承“应用创新，服

务至上”的发展战略，专注于为公、检、法、司等行业客户提供移动终端管控平台服务。项

目范围涉及行业应用类、系统集成类、技术服务类等，涉猎行业、品牌、渠道均业界领先。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公司打造出“云”“管”“端”全体系的移动终端管控平台产品，

成为为行业客户量身定制经济实用安全的移动终端管控服务商。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是北京市属独立设置的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其前身为中国信息大学。

中国信息大学是由国家信息中心于 1993年创办的全日制民办高校。2003年 6月，为适应民

办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及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的需要，学校进行了改制重组，举办者由国家信息

中心变更为北京国信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2003 年 9 月，北京市民政局给学校颁发了《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04年 11月学校从昌平原校区整体搬迁至房山区窦店镇，由此，

学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努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信息化建设人才，

也为后续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及为首都地方经济发展服

务的理念，在国家大力推动高职教育的形势下，2015 年 10月，经北京市教委审批、北京市

政府批准、报教育部备案，在中国信息大学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二) 合作背景 

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国家 70 周年阅兵为合作契机，凭借多年的探索

和实践，依靠成熟的服务体系，承接 70 周年阅兵网络安全重保工作，并与北京网络职业学

院师生以项目的形式展开合作，共同完成国庆阅兵期间网络安全重保服务工作。同时发挥企

业为重要办学主体的社会责任，推动校企双方共同发展，为首都信息安全行业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走支持高职教育发展，校企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根据双方签署的项目合作服务协议，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项目中的

相关岗位需要，经过初试、复试，培训、考核等，最终选拔 30 名学生参与阅兵项目，提供

实习、实训的机会，接待教师进行课题调研、顶岗锻炼等活动。安排相应的表彰活动进入校

园。 

(三) 合作历程 

历程 时间 内容 备注 

项目洽谈阶段 7 月 10-15 日 针对项目内容，范围，

时间，人员等方面详

细商议 

 

简历收集阶段 7 月 22-26 日 开始收集学生简历 共收集简历 8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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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初试阶段 7 月 29 日-8 月 2 日 首轮电话初试 8 月 2 日正式签订合

同 

现场复试阶段 8 月 8 日 现场复试筛选 507 教室，次日确认

入选 30 人名单 

技术培训阶段 8 月 19-23 日 校内技术培训 508 教室 

现场培训阶段 8 月 26-30 日 企业现场培训  

重保实施阶段 9 月 2 日-10 月 2 日 阅兵重保 包括网络实施，保障，

演练，巡检等 

项目收尾阶段 10 月 12-18 日 结款，实习证明，表

彰大会 

8110 进行表彰大会，

9302 进行座谈会 

 

2015 年，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被批准为高职学历专业。 

2015 年，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北京网络职业学院董事长，提出校企合作设计

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核心技能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建设教师队伍，开展技术研发，逐步形

成“人才共育、设备共用、技术共享、文化互补、文理互通”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2019年， 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开始项目合作。 

二、校企合作项目内容 

(一) 学生实习工作内容 

本次项目中，学院 30 名学生首先在校内 508 教室由企业方人员进行为期 5 天的技术培

训，再次在企业人员的带领下进入实习现场进行为期 5 天现场培训。由于项目本身完全涉密，

学院教师在项目尚未结束之前不可询问。目前项目已经结束，经过多方的调研和收集，学生

在实习过程中，主要完成沿线公共设施与酒店的网络安全重保工作，具体工作如下： 
1. 完成阅兵临时指挥部网络搭建 
2. 完成阅兵指挥网络保障 
3. 完成通信线路部署 
4. 负责阅兵前多次演习工作 
5. 负责沿线各酒店网络安全保障 

(二) 实习项目吻合度 

此次项目中选拔的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二年级的学生 9

人，一部分是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一年级的学生 21人，期中女生 2名，男生 28名。实习项

目工作岗位与专业吻合度较高。 

企业方给出的实习生专业技能要求如下： 

1、政治审核过关，能够开出户籍地政审证明； 

2、技术要求掌握路由、交换基础知识并能够熟练配置、运用、排障； 

3、掌握网络线缆的制作、测试、排障技能，对光纤有了解，能够测试、安装、排障； 

4、沟通表达能力较好，环境适应能力强； 

5、有责任心，吃苦耐劳，能够承受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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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学习热情，对培训相关知识能够快速掌握。 

 

三、校企合作形式 

(一) 校企共同打造学生实习实训渠道 

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网络职业学院以国家 70 周年阅兵网络安全

重保项目为合作基础。公司以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依靠成熟的服务体系与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师生以项目的形式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的一次具体合作。 

(二) 校企合作完成国企 70 周年阅兵网络安全重保项目 

70 周年阅兵网络安全重保项目开始阶段，由于时间比较特殊，是学院的暑假期间。电

信易通公司负责电话初试和现场复试，学院教师负责简历收集和复试组织。 

校内项目技术培训阶段，电信易通负责整体培训。包括专业知识讲解，项目中涉猎的各

种专业设备操作，熟悉项目流程，项目相关日常行为规范和注意事项、感受企业文化氛围等。

学院教师负责学生住宿安排，上课组织等。 

校外项目技术培训阶段，电信易通负责整体培训，包括车辆出行安排，熟悉实习工作现

场、人员组织和工作分配以及现场工作证和学生人身保险事宜等。学院教师负责学生工作情

况调查，协助企业帮助学生开具无犯罪证明，准备个人电脑，并安排王晶（班主任）持续跟

踪和督促。 

重保实施阶段，电信易通整体负责，包括车辆安排、学生重保点位安排、工作时间安排、

人员分配、加班费用报销、现场指导等，学院教师负责跟踪，协调。 

项目收尾阶段，电信易通负责，开具实习证明，结款，发放 70周年阅兵重保工作证等，

学院教师负责配合结款的发票等相关事宜，核对考勤、制作费用表，主要负责表彰大会和座

谈会的相关协调和组织工作等。 

 

 

 

 

图一 面试培训 

经过电话初试，企业方选择了 50 位同学，进入下一轮现场复试，图中是在学院 508 教室内的进行的笔

试和 507 教室进行的面试。企业人员耐心的给同学们做笔试和面试，让学生们了解到在企业工作的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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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员的专业度，同学们均表示受益匪浅。 

 

 

 

图二 项目过程 

由于项目内容的机密性，我们能够拍摄到的现场是很少的。图中是学院同学在项目即将结束的当晚和

企业领导的全体合影以及同学们的工作证，夜晚演练，国庆当天重保工作现场等 

 

 

 

 

 

 

 

图三表彰奖励 

     10 月 12 日，企业方提出由企业方出资希望来学院召开表彰大会，表达对学院领导和师生的认可和感

谢，图中有全体的合影，学生受表彰的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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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企项目合作效果 

(一) 企业的认可 

以项目合作方式进行校企合作，不拘一格，发挥各自优势。企业能在短时间内获得高质

量大数量的技术人员，满足临时性的用人需求。学校也能够为学生创造一条在一线工作实践

的宝贵机会。本次项目，校方派出 30 名优秀学生，2 名教师带队，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配合

默契，合作顺利。学校学生态度端正、吃苦耐劳，专业技能熟练，接受能力快，团队意识强，

充分说明学校专业教学质量高。项目结束后，企业主动出资到校召开项目表彰大会，表明北

京网络职业学院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的实习学生得到企业方各级领导的高度的满意和认可。 

(二) 学生的收获 

项目结束后学生回到校内继续学习，参加实习的学生在项目实习中收获颇丰，在以下几

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包括： 
1. 学习热情、态度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求知欲望； 
2. 纪律性、责任心方面相比没参加实习的学生差别很大； 
3. 就业所需的自信心、职场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锤炼； 
4. 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定位、所学专业、就业市场、职业薪资体系、工作内容等方面更

加清晰、态度更加坚定； 
5. 减少了实习生的通病，包括对于职场的惧怕、没有信心、担心自己学识不够、技能

不强、不熟练等； 
6. 对于没有被选中的学生，也同样激发了他们的竞争意识，这样的竞争意识在学生队

伍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扩散。 

(三) 对教学的影响 

本次实习不仅仅在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教师和教学产生了促进作用，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确信走校企合作的路线是让教学有的放矢的最有效途径，让教师的工作更加赋予热

情； 
2. 加强专业建设和教师团队建设的最好方式是企业参与； 
3. 教育学生的最好方式是言传身教和实战； 
4. 教学中一定要把沟通表达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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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企项目合作意义 

(一)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本次项目合作的结果对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给予高度的肯定，信息安全

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符合当前企业技术人才需求。一专二熟的培养理念和技术型人才的培

养模式，完全适应当下企业单位对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要求。学院应该在坚持原有培养定位

的基础上，应增强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的相关培养。 

(二) 课程建设 

本次项目结束后，经过多次的探讨，企业建议课程设计应该具有连续性和针对性，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专业课的教学时长应当给予保障； 
2. 专业课的教学模式应当具有连续性； 
3. 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应当增设桌面运维部分； 
4. 应当注重网络基础课程部分的教学质量； 
5. 应当充分利用实训室进行教学课程建设应当有企业项目的参与，同时又以企业

的评价为主要参考内容。 

(三) 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上，企业建议 
1. 尽量使用市面上流行的产品和设备进行教学； 
2. 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案例讲解能力）； 
3. 以项目带动教学； 
4. 以企业评价影响教学； 
5. 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6. 提升教师对实习实训的鼓励； 
7. 提升专业认知度； 
8. 加强学生的就业自信心和鼓励。 

 

六、校企合作未来展望 

(一) 深度合作 

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网络职业学院以本次项目校企合作为基础，

座谈会达成一致，以长期合作，稳步发展、共赢，不断拓宽合作领域。项目合作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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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企业和学校在合作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合作方式。下一步，校企双方要进一步深入

合作，以信息安全与管理与软件技术两个专业为主导，进一步开展项目校企合作，实现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 

(二) 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双方共同发展，也才能够实现长远发展。学院能够借助企业的资源完

善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能力；同时，企业也能

够借助学校的资源，在人才保障、优势提升、扩大影响等各方面获得支持，最终实现校企合

作的“双赢”。目前，企业和学校合作，能够获得人才保障上的优势，建议在职业教育方面，

上级相关部门应当留有专项资金用于校企双方开展合作，建立制度和资金配套进一步促进校

企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 

积极探索建立灵活多样的校企合作方式，发挥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服务优势，结合学

校人才培养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北京电信易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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