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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概况 

延庆区职业教育多年来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中等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

并举并重，认真贯彻“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区域居民的整体素质，为当地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出了突出贡献。 

延庆区职业教育经过不断改革，目前只保留 1 所全日制中职学校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主

要承担区域内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区域内成人中专学历教育以及相关社会培训工作。另外延

庆区职教中心承担着延庆区职业学校教师的续教及教科研工作，同时承担着农民中专学历教育

及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1.1 延庆一职基本情况 

延庆一职总占地面积 241亩，建筑面积 70894 平方米。2013年被北京市教委推荐为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第三批项目建设学校，2015年延庆一职顺利通过国家级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验收。延庆一职目前在校生 1234 人，包括全日制职高学生 591人，成人中

专全日制 124 人，成人中专非全日制 519人，留学生 25人。 

结合延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果及劳动力市场变化等因素，延庆一职不断进行专业设置调整，

增强专业适应性。保留了目前学前教育、园林技术（绿化）、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美

容美发与形象设计、影像与影视技术、高级饭店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西餐）

烹饪 10个专业以及高职预考班。 

与专业配套的操作间及公用设施有烹饪（刀工、冷拼、面点、热菜、西餐）实训室、餐饮

模拟大堂、模拟中餐厅、豪华套房、茶艺室、酒吧、西餐厅、形体训练房、电子实验室、汽修

实训楼、综合实训楼、画室、美容美发室、花卉大棚、环保实验室、计算机专室、电机实训室、

焊接与钳工实训室、中央空调模拟房、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校园电视台、网络中心、多媒体

教室、健身娱乐室等，为职业教育教学提供多样性的办学条件及学习平台。 

多年来延庆一职按照“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并举并重”的职能定位，把社会培训工作放在

重要位置。面向行业、企业、社区、农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活动，年均培训 1 万多人



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延庆一职教职工总数 240 人，专任教师 173 人，专业课教师 66 人，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79

人，“双师型”教师 89人，专任专业课教师 100%都是“双师型”。现有 2名北京市特级教师，1

名北京市职教名师，北京市职教专业带头人 3人，市级学科带头人 1人，市级骨干教师 2人，

北京市专业创新团队 1个。2017年 1人入选北京市职教名师、1人入选北京市职教专业带头人、

3人入选北京市职教系统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1.2 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基本情况 

职教中心现有教职工 91人，专任教师 84人，高级教师 13人；“双师型”教师 50人，有

1名“北京市职教名师”、“全国农广系统教学名师”。在校农民中专班 97个，学员达到 3651 人，

主要开设园林艺术、果蔬花卉生产技术、社会文化艺术等专业。学校每年完成 10000 多人次的

各项职业技能及其他培训任务。 

2.政策保障 

2.1 政策支持 

2.1.1 延庆区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统筹领导，并将职业教育发

展纳入了《延庆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当中，明确提出了职成教育品

牌发展的目标。 

2.1.2延庆区教委将延庆区职业教育发展列入《延庆区“十三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职成教育品牌发展工程，具体到职业教育阐述为，提升中等职业教育

竞争力，推进延庆一职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后示范”建设。多措并举提高中等

职业教育吸引力，做好招生工作。加强中高职衔接和职普融通研究与实践。继续加强专业和课

程的开发与建设，积极开发满足我区一系列绿色发展大事需求的新专业，引进市区优质中等职

业学校品牌专业，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就业需求。加强与京津冀地区职业教育的协同合作，

促进产教融合，实施冠名培养和订单培养，实现“理实一体、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全国和市级技能大赛，确保我区中等职业教育在北京市的领先地位。建设校企合作、

产学研一体化实训基地、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市民学习体验基地。 

2.2 延庆一职转型发展情况 

为疏解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完善延庆教育体系，提高教育供给能力，更好地为筹

办举办 2019 年世园会和 2022 年冬奥会提供高水平的保障服务，延庆区委、区政府决定引进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贯通学院，落户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校址。根据市教委 2017 年 4月 15专题

会议要求，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校区（湖南东路 8 号）整体划转归二外，作为二外开展

贯通培养实验办学使用。因此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需迁址新建，延庆区政府决定将延庆一职迁

址新建拟位于延庆新城 08街区，西起益祥北街，东至莲花西路，北邻莲花中路，学校总用地面

积 60021 平方米，拟新建总建筑规模为 55293平方米。 

目前延庆一职迁址前过渡办学时期，办学场地由区政府协调租赁，地址位于延庆区湖南东

路 16号（北京新华人寿培训中心院内）。 

迁址项目正在办理发改委立项、土地划拨等前期手续，2018年计划完成前期手续办理，开

工建设。新校址的建成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及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

型人才的需要。 

2.3 招生就业 

延庆一职招生工作受到招生政策影响生源减少幅度很大，2017 年招生数量为 311人，其中

统招 81人，成人中专全日制 12人，成人中专非全日制 218人；2017年延庆一职毕业生 400人，

学生顶岗实习率达到 100％，就业率达到 98.25％以上，对口率达 92.87%以上，初次就业平均

月薪达 2650 元以上，升入高等教育比例达 30.75%。 

2.4 师资队伍建设 

延庆区职业学校教师教育科研能力不断提高，区教委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结合职成学

校教育教学特色及延庆区绿色发展大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技术能力及教师教

科研水平，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出具有职教特点的师资

队伍，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2.4.1师资队伍建设 

延庆区除组织全体职业学校教师参加区级指定课程的续教外，要求两所学校根据自身办学

特点，开展适合学校教育教学发展与改革的教师培养。 

（1）延庆区职教中心积极探索师资队伍建设新途径、新方法，为各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积极

改革创新，结合职教中心工作经验以及区域绿色发展大事等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职教中

心未来发展 8 大方向，即绿色大事、阳台经济、互联网＋、社会体育、家政服务、乡村旅游与

生态农业、社会文艺、园林园艺。结合 8 大方向所涉及的课程科目，职教中心积极选派教师外



出学习，储备培训所需师资力量，为教师提高专业技能搭建了平台。2017 年积极外出培训 62

人次、9个学科，培训后教师将学习成果很快应用到教育教学，取得很好的效果。 

（2）延庆一职在教师培养实施过程中坚持“以线贯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基本原则。

以高尚师德引领下的“三型四师”队伍建设目标为“线”，着力构建领军人物突出、特色鲜明、

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以教研团队、骨干团队、竞赛团队培养为“点”，形成以点带面、

点面结合师资队伍培养新局面；以整体提升为“面”，整体提升面向全体教师，提高教师综合职

业能力，分别在塑造高尚师德、开展培训及企业实践三方面加大力度。在教师培训过程中紧紧

围绕“三型四师”总目标开展各项培养、培训活动，力求达到“实践性、实用性、实效性”的

高度统一，以此构建高素质教师队伍。 

（3）延庆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不断成长，2017 年职业学校新评出 12 名“长城杯、紫禁杯”

优秀教师，已经有 100 多名“长城杯、紫禁杯”优秀老师。2017 年重新评聘区级骨干教师 52

人。 

2.4.2教科研工作 

2017年区教委继续组织职业学校课题研究工作，经职业学校推荐，申报立项区级科研课题

包括付延老师负责的《电气技术应用专业联合办学课程开发的探究》课题等共 13 项。并通过

了中期成果验收。 

组织延庆区职业学校课题的结题工作，经过专家组认真评审、鉴定，准予结题 11个，评出

一等奖 2 个（延庆一职张守华、牛春芳负责的《计算机专业项目教学中核心课程校本教材的设

计与研究》课题及延庆一职刘燕云老师负责的《提升高职预备班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策略的

研究》课题），二等奖 5个。 

2.4.3教育教学竞赛活动 

（1）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类教育教学竞赛 

为支持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广泛合理应用信息技术、积极改造传统教学、全面提升信息

化教学水平，推动延庆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教师积极参加全国及北

京市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在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延庆一职吴华鹏、刘平、牛春芳老师的《建筑平面图

的识读》获得一等奖；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英语教师信息化微课教学设计大赛中延

庆一职张志慧老师获得二等奖；在首届全国涉农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中，延庆一



职郑志文、张书芳、丁晓霞老师获得一等奖，另有 3位老师获得二等奖。 

在北京市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延庆一职吴华鹏、刘平、牛春芳老师的《建筑平面

图的识读》、陈旭、韩雪健、柴燕红老师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欣赏》获得二等奖，另有 3位老

师的课程获得三等奖；在北京市农村成人教育干部基本能力竞赛中，延庆一职教师郑志文、程

莉琴获得一等奖，另有 2为老师获得二等奖。 

（2）“京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联盟”工作 

2017年“京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联盟”继续开展各类教学比赛及教科研活动。联盟举

办的职业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延庆一职牛春芳等 5位老师分别获得二等奖 2个、三

等奖 3个；举办的职业学校教师微课比赛，延庆一职刘秋月等 5为老师分别获得一等奖 2名、

二等奖 1名、三等奖 2名；举办的职业学校班主任教育故事评比活动，延庆一职张颖等 3位老

师分别一等奖 2名、二等奖 1名。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调动了教师积极参与教科研活动的积

极性，不仅为教师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平台，也是展示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平台。 

2.4.4课程与教材开发 

职成教面对各类人群的培训需求，往往没有现成的的合适的教材，这就要求职成教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总结经验，研究开发适合学员需求、教学效果好的课程和教材。 

（1）2017年职教中心教师在不断总结农民培训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的基础上，完成《友

善用脑——农家福》一书的编写。 

（2）延庆一职依托特聘专家优势，与自办实训基地和学校培训部共同成立“妫川特色餐饮

研发团队”，将“中国意境菜”与具有妫川特色的农家菜巧妙结合，开发了“意境土豆泥”、“芝

士大虾”和“面包鸡”等土洋结合的农家菜肴，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团队成员还打造了“金瓜

宴”、“饸饹宴”、“春饼宴”等多个特色项目。为延庆民俗旅游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更好的提高延庆民俗户接待水平，研发团队编写了《妫川农家主食粗粮细作》、《妫川农家特

色菜》和《妫川农家凉拌菜》3本培训教材，已经投入使用中。  

2.5 实训基地建设与校企合作 

2.5.1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延庆一职的实训基地建设是学校完成实训教学与培养学生职业素养、职业技能的主要场所，

更重要的是从职业态度、职业意识、职业习惯养成等方面培养学生的职业品质。建设好职业学

校的实训基地对促进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师素质提升起到很好的实践作用，  



多年来区教委重视职业学校基地建设，目前延庆一职建有 26个校内实训基地，实训场地面

积 13204 平方米，各种设备 5483台套，实训工位总数 1189个，能够满足学校教学和学生实训

需要（目前延庆一职过渡教学文化课全部在新华人寿校区，实训课仍在原一职校区实训教室）。

开设专业全部建有对应的实训基地，实训设备设施先进，管理科学规范，确保各个专业实训教

学、技能培训的圆满完成。 

延庆一职建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包括育新餐厅、育新

宾馆、育新康美缘美容美发中心、育新美艺、育新电器、黄柏寺民俗旅游培训基地 6 个实训基

地，校外实训基地在育人、社会、经济三个效益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案例分享】发挥专业优势，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校内实训基地与学校培训部合作，通过“妫川特色餐饮研发团队”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菜

品研发工作，开发更多的“妫川特色”农家菜点；与育新餐厅共同研发的“家常炖官厅鱼”被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评为特色风味名菜，黄柏寺民俗培训基地的“铜锅焖大鹅”在延庆电视台《妫

川美食》栏目连续播出，四面八方的客人慕名而来，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收入，扩大了企业的社

会影响，提高教师研发能力，提升民俗旅游菜品质量。继续为延庆县餐饮企业、民俗户提供各

类培训。 

2.5.2校企合作促进企业与学校的双赢 

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是校企实现资源共享，推进学校和企业共同发展，

通过校企共同制定专业核心课程，完成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的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很多，自

办企业、引进企业和走进企业等方式。通过企业实施项目化教学，完成岗位任务与学习任务融

合，利用自办企业的自主优势，完成工学融合与课堂教学融合，通过引入企业，进行校园文化

与企业文化融合，实施多元评价机制，完成学校评价与企业评价融合从而达到校企双赢的目的。 

（1）引进企业。延庆一职汽修专业引进社会企业“伴君行”公司，在延庆一职校内建设汽

车专业实践场，实践场对内是汽修专业学生的课堂和实训场所，对外是自主经营的汽车修理厂，

校企合一的办学模式为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建立由行业企业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机构。烹饪专业是延庆一职的骨干特色专业，多

年来不断加强与行业企业的联系，聘请董振祥、曹继桐等 8名企业专家为《烹饪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委员，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指导重点专业建设。学校成

立了以校长为组长，行业企业专家、专业骨干教师共同参与的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会



议，研讨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改革、评价方法、教师培养等方面的

工作。 

（3）深化校企合作，扩大“订单培养”规模。在校企双赢的原则下，继续开展“订单培养”，

扩大订单培养规模，新开发了“北京便宜坊烤鸭店”和“湖南长沙五十七度湘”两个订单企业，

订单企业由原来的 2个增加到 4个，订单班已经增加到现在的 13个，订单班学生累计达到 264

人；通过参与专业课教学、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评价、校本讲义的编写等途径，培养企业所需

人才，为企业输送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在合作过程中，安排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聘请企业

专家到校任教，实现校企资源共享。 

（4）不断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烹饪专业继续与延庆饮食服务公司、妫川华奕等 15家

地方餐饮签订工学结合协议，新开发了北京梧桐心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辉煌国际度假村、

北京仿膳饭庄、北京新资物管理有限公司上东盛贸饭店 4家高品质餐饮企业，与其签订合作协

议，满足学生顶岗实习需求。 

（5）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修订了《专业指导委员会章程》。制定了《校企

合作订单培养协议书》、《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实训室建设方案》、《实训室设备台账》、《实

训室使用记录》等制度。印刷了《烹饪专业文化汇编》、《优秀毕业生风采录》、《心路》、《校外

实训基地运行机制建设及成果》、《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学习实习手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学习记录》等建设成果。发挥专业优势，面向社会和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2.6 社会培训 

2017年延庆一职及职教中心利用职业教育师资、办学场地及设备设施资源优势，积极开展

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尤其是围绕创建文明城区、世园会及冬奥会等延庆绿色发展大事开展的各

项培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6.1延庆一职面向社会开展的各项教育培训活动 

2017年延庆一职利用职业学校师资、设备、场地等教育教学的优势条件，结合我区绿色发

展大事举办之需求，延庆一职充分利用学校师资，面向本区全体市民积极开展成人中专学历教

育、各级各类职业培训及社会服务活动，2017年招收成人中专班学员 38人，在籍生大 218人；

共开办各类培训班 87 期，培训 4802 人，累计培训 10500 人次。 

（1）加强招生宣传，扩大对外影响 

为加强延庆一职社会培训招生宣传，扩大培训影响力，提高外界对学校培训工作的关注度，



针对培训工作实际需要积极运作、精心设计，申请了“延庆一职培训天地” 微信公众号，利用

这一平台积极发挥培训招生宣传作用，截止目前发送招生类，知识类信息 437条，1368 人关注，

61947人阅读，阅读量 121199 人次。微信平台成了延庆一职的“移动课堂”和对外宣传展示的

平台，不仅宣传了延庆一职的培训工作，上传的各类知识材料，也给阅读者提供了学习平台，

收到关注者的欢迎。 

（2）成人中专学历教育 

为落实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区政策，受北京市职业学校整体招生政策影响，延庆一职初中

后全日制招生数量大幅度减少，为巩固一职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的成果，加快后示范校建设，

提升区域劳动者综合素质及受教育程度延庆一职拓宽招生渠道，举办成人中专学历教育，涉及

了学前教育、园林技术（绿化）、计算机应用、美容美发、高级饭店服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

中餐（西餐）烹饪 7个专业。成人中专学历教育的开展，不仅弥补了延庆一职生源不足的问题，

还使职业学校设备设施能够得到有效利用，还满足了当地居民提升学历层次、掌握一项职业技

能的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社会培训 

①职业技能等级取证培训 

为迎接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延庆一职面向各乡镇、重点是世园围

栏拆迁区开展了“农民花卉园艺中级工”培训班，累计开办 10期培训班，累计培训 5071人次，

取证 461人。 

【案例分享】延庆一职开展园林花卉系列培训 服务区域绿色发展大事 

为迎接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学校与世园办合作，依托园林绿化专

业教学资源优势，面向世园会围栏区谷家营、李四官庄等拆迁村及八达岭镇营城子、小浮坨、

帮水峪村；井庄镇王木营村等开办“花卉园艺中级工培训”班共 10 期，累计培训 5071 人次，

461 位农民通过培训考取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级技能等级证书。 

②农村实用技能短期培训 

依托职业学校专业师资及教学资源优势，面向各乡镇农民开展各类实用技术短期培训，共

开办培训班 35期，累计培训 3765 人次。 

【案例分享】延庆一职农民实用技术培训效果显著 

延庆一职利用职业学校师资及教学资源优势，利用冬闲时节，与 11 个乡镇合作，采用“请



进来、全免费、学技能”的方式，在黄柏寺民俗培训基地开办了“延庆县成人教育乡村民俗旅

游从业人员面点培训班”共 18 期，累计培训 1404 人次，为延庆民俗旅游专业化开发出多样化

的面点食品，提高了民俗旅游接待水平；为旧县镇、张山营镇、大庄科镇民俗户开办了家常面

点制作、热菜制作培训班，培训 102 人次；面向全区民俗户从业者开办“教您网上开微店” 、

“农家院接待礼仪与服务”培训班 2 期，培训 528 人次；为珍珠泉乡、大庄科乡乡村旅游成人

中专班进行热菜培训班 2 期，培训 95 人次；为永宁镇小庄科村低收入户进行面点制作培训，累

计培训 60 人次；与区妇联合作开办了“巾帼服务世园”培训班，为本区低收入妇女进行了芽苗

菜种植、绿植扦插及插花培训，累计培训 310 人次；与区妇联合作开展了“巾帼扮靓世园，最

美庭院”系列培训活动，共开办培训班 6 期，累计培训 426 人次；与区妇联合作开展“妇女之

家服务大讲堂”系列培训活动，累计培训 840 人次。 

③社区居民实用技术培训 

面向社区居民共开办给雷实用技术培训班 16 期，累计培训 1304 人次，收到社区市民的广

泛欢迎。 

【案例分享】延庆一职社区市民实用技术培训受欢迎 

结合延庆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以及绿色发展大事，为胜芳园社区居民进行了题为“厨余垃

圾变沃土”的垃圾减量环保培训、为川北东社区及儒林街道居民进行了题为“迎中秋、庆团圆”

的月饼制作体验培训、为白泉街道残联开办了“艾灸”和“热菜制作”培训班，累计培训 177

人次；面向各社区居民开办“化妆造型培训班”、“ 中医保健按摩培训班”，累计培训 420 人次；

与区园林局合作开展了 “巧手扮小家，园艺美大家” 系列主题培训活动，分别走进莲花苑、

格兰山水、温泉西里等社区为社区居民进行了“家庭花卉养植”、“插花”培训，累计培训 305

人次；与区妇联合作在全区开展了“巾帼扮靓世园，最美阳台”系列培训活动，共 3 期，累计

培训 162 人次；与区妇联合作开展“妇女之家服务大讲堂”系列培训活动共 5 期，累计培训 240

人次。 

④在职职工岗位职业素养培训 

为提高员工岗位素质，提升服务窗口的接待能力，以良好地形象迎接文明城区的创建以及两

大盛会的到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延庆一职面向机关单位岗位员工开展了各类职工素质提升培

训 28期，累计培训 2508人次。 

【案例分享】延庆一职开展职工素养提高培训 



为区食药局、区医院职工进行了“文明礼仪”、“服饰搭配”培训 150 人次；在庆“三八”

系列活动中，受邀为“区商委、区疾控中心、八达岭中学、康庄幼儿园、第四幼儿园” 等 10

个单位女职工进行了“插花、社交礼仪、服饰搭配、日常保健”等培训 452 人次；与区旅游委

合作，为八达岭景区、中银酒店、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玉渡山景区、野鸭湖景区、八达岭旅游

总公司、八达岭传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新华保险培训中心等 10 余家单位员工进行了“礼仪接

待”、“普通话”、“英语口语”、“酒店服务”、“职业道德”、“景区投诉”、“旅游资源”、“讲解技

巧”应急处理”等培训 1831 人次；迎冬奥，提升岗位员工综合素质，为石景龙滑雪场全体员工

进行了服务礼仪培训 75 人次。 

2.6.2延庆区职教中心面向社会开展的各项教育培训活动 

延庆区职教中心作为县级农民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其龙头作用，以“服务经济、立足三农、

办人民满意职业教育”为办学理念。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本地区培养

更多实用人才为办学目标，面向农民开展中专学历教育，面向社会开展各类短期培训工作。 

（1）农民中专学历教育。 

为培训实用型乡土人才，切实提高新型农民的职业转换和致富能力，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

职教中心围绕延庆区新农村建设及区绿色发展大事、以及各乡镇主导产业举办一村一品农民中

专班，开设了“园林与花卉、农村经济管理、果树、园林与蔬菜、旅游管理与服务、畜牧兽医”

等 20 多个专业，2017 年招生 28 个教学班攻击 1158 人，目前在校学员 69 个教学班 3325 人。

在全区农村营造了积极、浓厚的全民学习氛围，所培养的一大批新型农民在首都郊区新农村建

设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案例分享】农民走进大观园，诵诗词、赛诗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的下半句是什么？”扮演林黛玉的考官提出了问题，“桃花流水鳜鱼

肥”，学员迅速回答出来，“黛玉”拿起一张封条粘在了学员们的答题册上，“回答正确，你们过

关了，可以前往下一站继续答题”。大家兴奋地奔向下一个红楼梦中主人公的居所，接受他们关

于古诗词的考察。 5 月 27 日，北京大观园里，来自延庆区 14 个乡镇的 280 名农民中专班的农

民学员正在亭台楼阁、水榭长廊间穿梭，他们正在进行一场以古典诗词为主的传统文化比赛。

这是 5 月 27 日，由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在北京大观园举办的北京市中小学职业学校古典诗词大

赛延庆农民专场比赛的情况。为筹备此次比赛，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庆职教中心的

教师们在全区的农民中专班中开展古诗词教学，运用友善用脑的理念，调动学员多种感官进行



学习，使学员们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情景中诵读古诗词、欣赏古诗词、热爱古诗词，在农

民中掀起了学习古诗词的热潮。此次活动，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

提升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同时，此项活动也为即将在延庆举办的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和 2022 年冬奥会助力。 

【案例分享】延庆区职教中心“我为世园做贡献，致敬世园建设者”—兴延高速专场慰问

演出 

2017 年是世园会全面建设年，各项重点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为响应延庆区“我

为世园做贡献”主题实践活动，2017 年 9 月 22 日晚，在延庆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区教委与世

园办联合，延庆职教中心举办了“我为世园做贡献，致敬世园建设者”兴延高速专场慰问演出，

演员全部来自全区农民文艺中专班学员。整台节目内容围绕世园主题精心准备，节目形式多样。

节目以喜庆的《中华全家福》开场，爱国情结将大家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快板《世园知识我在

行》，给大家带来笑声的同时，让大家对世园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精彩的歌曲、戏曲联唱，让

台下欢声一片，掌声雷鸣；诙谐幽默的小品《姥姥要登台》，带动观众们笑声一片，愉悦了每一

位观众的身心；环保时装秀《繁花之约》带给大家完美的视觉盛宴。《共圆中国梦》将活动升华，

美好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圆美好的中国梦。世园建设者们的互动演出同样劲爆精彩，

世园知识问答环节工友们积极参与，场面热闹。此次活动，受到了兴延高速建设者们的欢迎，

同时宣传了世园知识，体现了延庆老百姓期盼世园、参与世园、贡献世园的热情，意义深远。 

（2）各类社会培训 

①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多年来职教中心利用自身的办学优势，面形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职职工、残疾人群等因地

制宜开展了果树蔬菜花卉生产技术类、园林园艺类、计算机基础、民俗旅游类、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2017 年共培训 2613 人。 

【案例分享】延庆区职教中心面向低收入村、低收入户开展果树蔬菜花卉生产技术类专

项培训 

四海镇低收入村前山村多年来果树种植的经验，但是多为传统修剪技术，职教中心抓住时

机，为该村开展精准果树修剪培训，培训学员 30 人。同时将全村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开办果树



专业中专班，通过为期 3 年的系统学习，使村民能够掌握一定的果树栽培专业知识和修剪、治

病等专业技能，切实改变全村目前低收入的现状，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②职业技能培训 

面向全区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农村，积极开展了社会工作者、社区骨干、公共文明引导员等

服务行业岗位职业技能、电焊工、货运驾驶员、森林防火等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2017年共计

培训 2663人。 

【案例分享】延庆区职教中心森林防火中专班教学展示活动“现场急救演练比赛” 

2017 年 9 月延庆区职教中心在永宁镇、延庆镇、四海镇、千家店镇开设了 4 个森林防火中

专班共 207 名学员。现场急救知识是森林防火队员的必备知识技能之一，为了使学员们能够较

好的掌握现场急救这一技能，采用将“讲练赛”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学活动。11 月 2 日—12 月

14 日，采取初赛及决赛形式开展此次活动，比赛内容包括现场演练心肺复苏，出血处理，骨折

处理，伤员搬运四项内容以及理论知识必答题及抢答题，决赛设一等奖一组  二等奖三组，通

过比赛的形式代替了考试来检验教学效果，提高的学员课堂学习的热情，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③其他类培训 

根据延庆区教委赋予职教中心的功能定位和《延庆区教育委员会“十三五”发展规划》要

求，职教中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服务延庆区绿色大事：世园知识进乡镇政府、学校宣讲；

大力开展乡村文化建设：舞蹈、手工艺编织、古诗词朗诵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等培训工作， 2017

共培训 3866 人。 

【案例分享】延庆区职教中心开展“园艺进生活”培训 

以延庆区举办 2019 世园会为契机，职教中心积极配合区园林局绿化科开展“园艺进生活”

等园林园艺类培训活动。培训活动深入社区、乡镇、学校、机关单位，共开展 141 期，培训各

类人员 1945 人。押花装裱画、植物画制作、插花、多肉植物栽培与养护、芽苗菜种植、水仙雕

刻等动手能力强，深受群众喜欢的精品实用技术课程受到广大学员的欢迎。活动的开展使培训

对象对多肉植物、阳台经济等绿色大事有了全新的认识，为居民今后的健康生活、装扮家居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2017 年职教中心与区农业局合作继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为来自全区 80 名全科

农技员开展了为期 10 天培训工作，完成了 2017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第一阶段工作。本着新技



术、新创意、新理念的培育思路，精心设计培训方案，合理安排了葡萄种植新技术、蔬菜种植

新技术、智能手机使用、芽苗菜、植物画、团队拓展训练、计算机应用等课程。学习期间，学

员们走进狂飙亲子农场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体验农场生产经营管理。为了进一步巩

固学习成果，老师组织学员们按乡镇分成七个小组进行知识竞赛主题活动。在小试牛刀，集体

智慧，眼疾手快等环节中，学员们积极回答问题，充分展示自我，将学到的知识进一步消化和

吸收。 

⑤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培训 

职教中心应广大农村文艺爱好者的需求，积极联合区文委，依托各乡镇教委、文体中心，

大力开展乡村文化活动。手工艺编织、广场舞、大秧歌、古典诗词朗诵、情景剧表演等培训内

容，受到了群众文化组织员、星火工程队队员和农村文艺爱好者的热烈欢迎，2017 年 1700 多

人接受了不同项目的培训。 

【案例分享】延庆区职教中心举办《我为花狂》文艺演出 

为迎接世园会，职教中心精心打造的主题为《我为花狂》的文艺演出，《花开盛世》《玫瑰

情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以花为主题的节目内容精彩纷呈，舞蹈、独唱、快板、茶艺表

演、情景剧、黄梅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种类引来观看的领导和观众阵阵掌声和啧啧称赞。参加

演出的农民学员们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的重重困难，加班加点排练节目，力争把最精彩的节

目呈现给大家。此次演出是职教中心师生的倾心之作，表达了延庆百姓喜迎世园、助力世园、

服务世园的热情和决心。 

2.7 区域合作办学 

积极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号召， 2017 年学校与涿鹿县职育业技术教中心、宣

化正大新能源中等职业学校实施了汽修、烹饪、美容美发三个专业 6个班 80名学生的“专业技

能提升”班的合作办学。 

2.8 国际合作与交流 

延庆一职多年来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效果显著，2017 年继续开展接待外国留学生工作和外

事接待工作。 

2017 年延庆一职共招收 25 名外国留学生，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俄罗斯、乌兹别

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泰国、意大利、德国、利比里亚、巴基斯坦、



印度。开设的课程包括汉语听力、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精读、汉语泛读、汉语语法、汉

语写作、汉语综合、英语、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文化、手工、书法、职业体验、数学和

体育等课程。 

2017 年延庆一职继续与新加坡汉高集团北京汉高培训学校开展合作，现有 11 名同学学习

英语雅思课程。  

2017年延庆一职继续开展外事接待工作，共接待来自 7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克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俄罗斯）的 10个代表团 99人次来访。  

3.经费保障 

2017年延庆县财政对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 9236.6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及社保经费 7235.78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及社保缴费。 

专项经费 921.62万元，其中职业教育教师专项培训费 23.32 万元。 

公用经费 763.48万元。包括办公费、水电费、日常更换设备、维修费、交通费、教师培训

费等等，其中用于公用经费教师培训经费 30.58 万元。 

4.改进举措 

4.1 存在的问题 

4.1.1 随着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不断深化，以及延庆区引进二外贯培学院落

户原延庆一职校区，延庆一职面临新校区建设及过渡期办学场地及实训教室的使用等诸多困难。 

4.1.2 “双师型”教师缺乏，专业师资队伍尚不能适应现代职业教育要求的需要，品牌专

业、特色专业和特色课程建设还需加强。 

4.2 改进措施 

4.2.1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加大区级财政对延庆一职的支持力度，实施项目带动，鼓励行业、企

业和民间资本参与延庆职业教育发展，建立完善“政府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现代职

业教育办学机制。政府统筹加快一职新校区建设，为延庆职业教育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4.2.2注重内涵，提升水平 

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行，切实加强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

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内涵发

展，努力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切实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培训提出的现实需求。 



4.2.3创新机制，增强服务 

积极探索推进学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紧跟人才市场需求趋势，优化

专业设置，开展订单培养，满足延庆区产业发展需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不断提高学校服务

区域社会多方面发展的能力；同时扩大招生渠道，加大成人学历教育的招生力度，补充职业学

校生源不足的问题；继续深化“中高职”教育衔接，扩大职业学校“3+2”及五年一贯制招生专

业范围，满足中职学生提升学历层次、提高技能等级的意愿；优化专业设置，加强特色建设。

依据市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结合自身的发展优势，加强特色专业的建设，促进职业学校可持

续发展。 

 

 

 

                                                  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 

                                                    2017 年 1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