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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情况 

1.1 学校概况 

北京市园林学校创办历史悠久，中专办学始于 1984 年。目前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公园

管理中心，业务上受北京市教委指导，是一所行业办学特色鲜明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学校一校五址。总占地面积 74954 平方米，建筑面积 28319 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11867.52 万元。主校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分校区位于东城区天坛公园附近。房山

校区以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为主，天坛校区以职业培训鉴定为主。另有依托行业建设的三个专

类实训校区，分别位于北京植物园种苗中心、北京动物园十三陵动物繁育基地、颐和园耕织

图景区。 

学校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发展格局。2017 年中专学历对外招生专业 10 个，

包括园林技术、园林技术（3+2）、园林绿化、景区服务与管理、景区服务与管理（3+2）、古

建筑修缮与仿建、导游服务、宠物养护与经营、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和物业管理。职业培训

围绕公园系统、园林绿化行业职工的四新教育需求开展技术培训、素质培养。 

1.2 学生情况 

1.2.1在校生规模 

学校中专学历教育全日制在校生 274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64人。在校生无辍学现

象发生。 

表 1：分专业在校生人数 
园林技术 园林绿化 景区服务与管理 宠物养护与经营 古建筑修缮与仿建 

182 18 26 37 11 
表 2：分年级在校生人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85 85 80 24 

 

1.2.2 招生规模 

在生源锐减、疏非控人的背景下，学校 2017 年招生情况良好，共招收中专学生 88 人，

比去年增加 8 人。 

专业名称 招生
人数 

中 考
平 均
分 

最
高
分 

最
低
分 

全 日 制
成 人 中
专 招 生
数 

其中本
市生源
招生数 

其 中 外
省 市 随
迁 子 女
数 

省市 

其 中
“3+2”
中 高 职
衔 接 招
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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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7 年招生情况 

【案例】校园开放日体验式宣传效果好 

2017 年 5 月，学校连续多个周六日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选取了园林、古建、宠

物、景区 4个特色专业的艺术插花、叶画制作、工程测量、宠物护理、模拟讲解等多个互动

项目让考生及家长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体验。同时学校还加强属地联系，接待了坨里中学

200 名学生的进校园体验活动。这种方式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有效地向考生及家长展现了

学校办学特色，在引导考生正确选择学校、选择专业方面效果明显。 

 

1.2.3 毕业生规模 

2017 年毕业生数量为 149 人，比上一年毕业减少 3 人。 

 
表 4：分专业毕业生人数 

园林技术 园林绿化 景区服务与管理 宠物养护与经营 
107 15 11 16 

 

1.3 教师队伍 

 学校教师队伍专兼结合、素质优良。2017 年学校在编教职工 93 人，其中专任教师 60 

人，“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为 92%。兼职教师队伍实力强大，依托行业建立了由

行业技术能手、专家组成的 100 余人的兼职教师库。切实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理论扎实、

技能过硬、结构合理、一专多能的教师队伍，满足了教育教学的需求。 

 
表 5：教师队伍结构 

项目名称 内容 数量（人） 比率 

学历结构 
博士研究生 4 6.6% 
硕士研究生 13 21.7% 

本科 43 71.7% 
任课情况 公共基础课 22 36.7% 

园林技术 59 386 469 237 2 55 2 河北 1 
山东 1 56 

景区服务
与管理 5 390 448 285 0 5 0  5 

园林绿化 2 273 362 185 0 2 0  0 
古建筑修
缮与仿建 6 360 429 300 0 5 1 内蒙

古 1 0 

导游服务 2 410 415 405 0 2 0  0 
宠物养护
与经营 12 316 476 26 0 12 0  0 

物业管理 2 245 400 90 0 2 0  0 
合计 88    2 83 3  61 



  3 

专业课 38 63.3% 
兼职教师 9 15% 
双师型 35 92.1% 

生师比   4.6：1 

教师荣誉 

市级专业带头人 1 1.7% 
市级骨干教师 3 5.0% 
校级专业带头人 4 6.7% 
校级骨干教师 12 20.0% 

1.4 设施设备 

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资源丰富。有各类专业实训室 27 个、实训场 10 个，校内实践教

学工位数 1340 个，生均实训实习工位数 4.89 个；有多媒体教室 41 个，教学用计算机 538

台，比去年增长 128 台；学校出口总带宽 100M，网络信息点数 1013 个，数字资源量达到

1.2TB；有电子图书量 5000 册，纸质图书 4.5 万册，专业期刊 43 种，生均纸质图书 164 册。

2017 年信息化经费投入 644.7366 万元，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资产价值达 2210.95 万元，比上

一年增加 192.46 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 8 万。 

2.学生发展 

2.1 学生素质 

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稳定。学校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行的丰富

多彩的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态

度，全年未发生严重违纪违法事件。2017 年度获市级优秀学生 2 名、优秀学生干部 1 名、

优秀班集体 1 个、优秀团员 2 名、优秀团干部 2 名、优秀团支部 2 个。 

学生学业成效显著。2016-2017 年度全校文化基础课和专业课合格率保持在 80%左右，

优秀率在 15%左右。150 名毕业生中 149 人毕业，1 人结业，毕业率为 99.3%。园林技术、

园林绿化专业取证率达到 99.2 %，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取证率达到 100 %，宠物养护与经营

专业取证率达到 43.8 %。 

学生技能大赛成绩良好。在 2017 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类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

等奖 4 个，二等奖 8 个，三等奖 12 个；首次组队参加北京市职业礼仪大赛，获团体三等奖，

个人三等奖 2 个，优秀奖 1 个。在第二届全国林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艺术插花（中职组）

二等奖 1 个，林木种子质量检测（中职组）三等奖 1 个。 

2.2 在校体验 

学生在校学习满意度高。学校秉承“修德强技，树木树人”的校训，坚持综合素养和职

业技能两手抓。践行一年成型、二年成人、三年成才的教育目标，为学生提供优质课程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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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课余活动，并通过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技能大赛、志愿服务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平台，

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让学生升学有渠道、就业有能力。通过调查，家长对学校的

整体满意度达到 96.3%。其中对任课教师的满意度达到 99.38%，对班主任的满意度达到

98.72%，对学校教育教学设施的满意度达 95.63%。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敬业精神强的占 92%

以上，职业道德好的占 95%以上，心理素质好的占 90%以上，专业技能强的占 92%以上。 

2.3 资助情况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助学、奖学、免学政策。2017 年度免学费金额总计 75.52 万元，国家

助学金发放 48.155 万元，北京市政府奖学金发放 3 万元。 

表 6：学生资助情况 
项目 时间 资助人数（人） 资助金额（万元） 

国家助学金 
2017.3-7 月 300 27.28 

2017.9-2018.1 230 20.875 
北京市政府奖学金 2017 年度 15 3 

免学费 
2017.3-7 月 310 42.57 

2017.9-2018.1 240 32.95 
合计  126.675 

 

2.4 就业质量 

2017 年学校共有毕业生 149 名，141 人就业，到国家骨干企业就业人数为 34 人，到中

小微企业就业的 18 人，总就业率 94.63%。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2300 元左右，就业后

一年平均月薪 3500 元左右。 

 

表:7：北京市园林学校 2017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表 
专业名称 应届毕业生数 就业人数 升学人数 对口率 就业率 升学率 
园林技术 107 103 54 94.17 96.26 50.46 
园林绿化 15 13 0 53.85 86.67 0 
景区服务

与管理 
11 9 2 66.67 81.82 18.18 

宠物养护

与经营 
16 16 2 62.50 100 12.50 

合计 149 141 58  94.63 38.92 

 

【案例】精准就业指导，中专生成功进事业编 

2017 年，学校对毕业生进行择优推荐和精准就业指导。从简历修改、面试培训、思想

教育等多方面着手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就业能力培训。成功指导 12 名学生入围朝阳区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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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队的实习面试。实习过程中，学校老师坚持跟踪指导，及时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并根据

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的培养。最终通过学校的桥梁纽带，9名学生参加了

朝阳区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考试，最终 1名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事业编，其他 8名学生因

业务突出暂列临时工岗。8 名学生中。2 名借调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机关，其余 6 名分别在队

里的办公室、预算、工程、养护、执法部门工作。 

2.5 职业发展 

学校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根据学生热衷网络的时代特点，教师在课堂教学设

计及课后作业布置上增加学生自主运用手机查询的环节，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和互联网。

同时学校购买了超星数字图书馆，学生可以自主下载图书进行电子阅读。 

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和岗位迁移能力强。本学年共有 11 个教学班 173 名学生到 20 多家企

事业单位参加顶岗实习。通过顶岗实习，学生不仅提升了专业知识水平和动手操作能力，而

且学习能力、表达能力、适应能力等综合职业素养得以大幅提升。共有 18 名学生获得实习

单位给予的优秀实习生称号。有一部分学生因岗位适应能力强、学习能力强、实习表现突出

被实习单位留用，其中有 2 名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留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工作；有 2 名园

林专业学生被北京市花木公司留用；有 7 名宠物专业学生被北京市美联众合宠物联盟集团留

用；有 1 名学生毕业后被朝阳区园林局绿化一队录用。 

3.质量保障措施 

3.1 专业动态调整 

3.1.1积极开发新专业 

根据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化，学校结合自身资

源条件，以及背靠行业的资源优势，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分析，开发了文物保护技术和花

艺设计与制作两个新专业，报市教委备案。 

3.1.2 动态调整老专业 

为满足首都高精尖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以及学生对高等教育的学

习需求，学校继续扩大中高职衔接办学规模，推进了宠物养护与经营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动物医学专业、园林技术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 3+2 中高

职衔接的申报工作。同时，组织专家对 2016 年新开设的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专业的人才培养

方案以及《古建木作工程技术与施工》、《古建瓦石作工程技术与施工》2 门核心课的课程标

准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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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育教学改革 

3.2.1 公共基础课 

学校按照教育部关于职业教育应加强和改进公共基础课教学的要求，在保障学生技术

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规定，开足、开齐、

开好德育、语文、数学、英语、历史、体育与健康、艺术、计算机应用基础等基础课程。公

共基础课程学时占各专业教学总学时的 1/3。同时，重点推进大语文观的践行和学生的艺术

教育，课上、课下结合，全面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养。 

【案例】“2主 4向” 中职公共艺术教育模式 

“2主”是指音乐和美术 2门艺术主修课程。“4向”是将艺术拓展课程引向四个方向，

营造立体的艺术氛围。一是开发了京剧艺术赏析、相声赏析、太极拳、艺术体操、剪纸、创

意手工、手语等艺术拓展课程。二是将美育教育、艺术教育的目标贯穿于其他课程的课堂教

学之中，挖掘每门课每堂课的艺术结合点。三是搭建学生艺术舞台，让学生通过文艺汇演、

艺术节、十佳歌手等活动进行才艺展示。四是拓展校外资源，探索校内校外互动的艺术教育

模式。如请国家京剧院的专业演员到校，对学生进行普及讲座；成立配合课程的京剧兴趣小

组，定期组织成员到专业京剧院进行专业训练。 

【案例】“一体两翼”园林特色大语文浸润式教育模式 

一体：即以语文课堂教学为体，充分发挥语文主课堂的基础功能。两翼：其一是园林

特色系列语文选修课，其二是以语文听、说、读、写能力培养为目标的系列第二课堂活动。

目标在于将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延伸和拓展语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功能。 

3.2.2专业教学改革 

完善 3+2 中高职衔接班人才培养方案。随着 3+2 中高职衔接的学生逐步增多，学校及

时组织园林技术专业、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老师分别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

学院对接，从课程到课标，从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逐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的有序衔接和资

源整合。 

校企合作，理实一体专业课改深入。学校所有专业核心课理实一体化 100%。园林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园林庭院施工》在北京市京林苗圃现场上课，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实践，企业

专家现场评价，行标课标对接，教学效果良好；《花卉室外应用》的核心技能立体花坛栽植，

引入行业新规范，由北京市花木公司高级技师到校授课。宠物养护与经营专业核心课程《宠

物常用诊疗技术》，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联盟企业培训部的讲师组成课程教师团队，将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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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助理岗的典型职业活动直接转化成课程教授。 

创新校赛，培养学生专业核心技能。学校本着“全专业设赛、全员参赛”的原则，根据

行业岗位需求，将各专业的核心技能开发出来设置成大赛项目，请进行业专家研发大赛技术

标准，每年举办一次全员大赛。目前学校校赛项目有景点讲解、种子质量检测、艺术插花、

园林植物修剪、花卉组合盆栽、园林制图、动物外科手术等 7 个专业赛项，其中学校自设赛

项 3 项，市赛国赛项目 4 项。其中花卉组合盆栽项目在学校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已成功列入

2018 年市赛项目。普及性的全专业大规模校赛营造了“学专业，比技术”的良好学风，有

效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真正做到了大赛引领课改，普惠学生。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逐步完善，运行良好。推进新专业建设，校内校外结合，2017 年

重点打造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专业实训基地建设。校内建成古建木作实训室、古建综合实训室

各一处，配备有各类型古建筑基本木构架、斗拱、榫卯结构等古建认知模型各一套，购买各

类木工、手工机具及电动机具，基本满足该专业核心课程教学需要。同时依托校外实训基地

北京市园林古建公司，以正在开展的古建筑修复项目为导向，灵活处置，流动授课，组织学

生参与了隆福寺修复、前门某会馆古建修复、香山永安寺古建复建、清西陵崇陵古建修缮等

工程项目，亲眼见识，亲自体验了古建筑修缮与仿建的技艺。 

【案例】宠物养护与经营专业：校企资源共享，共同培养人才 

    1.紧跟企业真实情况建设宠物专业实训室，设有宠物美容室、宠物处置室、药房、小

动物手术准备室和手术室、住院部和宠物饲养场，创造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2.按照企业岗

位标准制订实训室管理制度，并要求学生全程参与实训室管理。3.企业为专业教学提供课程

实践教学和顶岗实习场地，真正实现“做中学，学中做”。4.师资共享，美联众合动物医院

联盟企业培训部的讲师组成课程教师团队，参与专业核心课程《宠物常用诊疗技术》教学工

作；学校教师也被聘为企业培训部的讲师，参与企业的员工培训工作。 

【案例】专家指导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为提高专业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2017 年上半年，学校特聘两位教育专家对 4 名青年

教师进行听课和指导。专家每月至少两天进校园。教学科长、教研室主任及同头课教师陪同

专家一起听课，课后听专家的反馈意见。经过一学期专家面对面的指导，4名青年教师和相

关教师在教学设计、教案写作、教学方法、教学实施、课堂把控等多方面均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在专业建设上也受到了启发和促进。 

3.3 教育教学科研 

学校重视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学校鼓励教师开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校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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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共有 26 名教师结合课堂教学、班主任管理、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建设等内

容撰写了教育教学论文，体现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同时也对实际工作的改进有指导意义；

积极参与市级教育教学成果的评选，学校总结提炼了《园校融合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创

新“一核双轴”素养育人模式，培养“德技并修”职业人》、《 “一体两翼”园林特色大语

文浸润式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3 个教学成果参评；鼓励有科研能力的人承担专业研究

课题，年内完成了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课题《园林植物天敌昆虫繁育与应用研究》的结题验

收工作。 

3.4 教师培养培训 

3.4.1 双师素养提升 

学校以高素质“双师”教师队伍建设为目标，加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操能力建

设。新入职教师侧重于师德、教学理念、教学基本功的培养，请进专家进行跟踪辅导；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结合专业建设，侧重于专业实操能力及课程建设能力的培养，依托行业平台，

宠物养护与经营专业教师参加了北京市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调良宠物培训中心组织的宠物

行为、宠物美容的专业培训，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师参加了北京导游协会组织的关于景区

讲解、导游法规、导游业务的专业培训。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专业教师到清东陵、香山公园进

行项目体验培训；开展全员培训，依托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分 3 个批次对学校 20 多

名教师进行班级管理、信息化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等教育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 

3.4.2“三有课堂”教学能力提升 

围绕“三有”课堂建设，进行研究性培养。请进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走出去到兄弟学

校听课观摩，分专业、分学科开展校内研讨，明确学校“三有”课堂建设的内涵、途径和标

准，有效提升学校“三有”课堂的水平和比例。 

3.4.3 班主任基本功培养 

以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为抓手，全校 20 名教师参加了基本功大赛，分主题班会设计、教

育故事演讲、模拟情境答辩三个环节进行了比赛。通过比赛，学校教师了解了班主任基本功

大赛的内涵和流程，全面提升学校教师的学生管理能力、班级建设能力及综合职业素养。 

3.5 规范管理情况 

完善监督考核，杜绝庸懒散。采取日常考核与重点考核相结合的方法。日常工作层级负

责，按月考核。重点工作建立台账，主管校长挂帅，定期召开重点工作联席会议，按月、按

季度推进落实。加强科室考核，制定《北京市园林学校绩效管理考评主观评价表》，科室互

评与领导评价相结合，核算分数进行科室排名，有效促进学校各部门业务工作开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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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工作。依据《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认真开

展学校内部控制规范监督检查和自我评价工作。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学校财务管理、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学校建设项目资金使用监管，取得显著成效。  

3.6 德育工作情况 

学校重视德育工作，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工作方针，融合园林和职教的文化

特质，构建以行业为背景的大德育平台，践行浸润式、实践型德育工作模式。 

3.6.1 积极发挥德育课的主渠道作用 

将德育课纳入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内容，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认真贯彻《教育

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一年级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职业

道德与法律，二年级开设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人生，三年级开设心理健康、时事政治分

析。三年德育主课不断线，每周 2 课时，每学期 36 课时。不断深化德育课程改革，注重德

育课与专业岗位、职业情境的结合，不断提升德育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 

3.6.2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德育活动 

学校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爱国主义教育、工匠精神教育、感恩教育为主题，以运动会、

艺术节、技能竞赛、国庆文艺汇演为主线，通过主题班会、团课、社团活动等途径，营造立

体德育氛围。全年月月有主题，活动不断线，开展 18 项学生德育活动，学生德育参与率 100%。

校外德育方面，学校依托行业开展志愿服务，依托行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2017 年累计志

愿服务 333 人次，累计服务时长 660 余小时。 

 
图 1：学校德育活动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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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发挥共青团、学生会作用，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学生自治组织在晚自习管理、班级卫生评比、宿舍管理、社团活动组织中的作

用，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工作。社团组织方面，曲艺社活动效果最突出，创

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相声，比如以树的根、茎、叶、花、果、实为题材创作的《碧桃的烦恼》，

以 3+2 中高职衔接为内容创作的相声《问答 3+2》，都受到师生的欢迎，全年面向师生开展

汇报演出 2 次，去敬老院、兄弟院校演出 2 次。 

3.7 党建情况 

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

实党管干部、从严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以星级支部建设为抓手，在关键岗位、重点工作、大是大非面前熔炼党性，在学校攻

坚克难的任务中凸显党性。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科以上干部两个责任的落实，签订责任书，狠抓科级干部责任

落实。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以职称聘任为契机，引导专业技术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职业观。 

发挥工会工作职能。畅通民主渠道，提高民主管理决策能力；开展身边好职工宣讲、健

步走活动、趣味运动会、摄影比赛等活动，丰富职工生活，提高职工凝聚力。 

4.校企合作 

4.1 校企合作开展情况和效果 

4.1.1 校企合作开展专业建设 

学校专业建设始终依托行业和企业。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中有行业资深专家坐镇，帮

助学校把控专业建设。2017 年，与颐和园、中国园林博物馆、华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企

业，联合开发文物保护技术专业；与北海公园、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合作，联合开发花艺设

计与制作专业；与香山公园、北京市园林古建公司合作，深化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4.1.2. 校企合作开展教学 

学校紧紧依托行业办学优势，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形成了“园中校，校中园，

园校一体”的合作模式。与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单位有 30 余家，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

单位有：以北京植物园、天坛、北海等市属公园为代表的各级各类公园；以北京花木有限公

司、京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为龙头的园林绿化企业单位；以颐和园、天坛、中国园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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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首的 5A 级旅游单位和博物馆；以北京美联众合宠物医院联盟为牵头的各家宠物医院；

以北京市园林古建公司为龙头的古建单位。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聘

请优秀的行业专家到校任课、组织教师企业实践、学生进行顶岗实习等活动，实现了校园与

企业的“无缝对接”，学生毕业与上岗的“零过渡”。 

4.1.3.校企合作开展技能比赛 

学校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开展技能比赛。2017 年技能大赛中，北京市花木公司为艺术

插花大赛提供了花材；北京动物园、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联盟参与了小动物外科手术赛程、赛

规的设计；北京植物园、西山林场为园林植物修剪大赛提供技术指导；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

为种植质量检测比赛提供了技术指导和赛前培训。四个赛项均邀请行业知名专家担任裁判，

赛后又组织专家对学生的表现和作品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案例】校企合作共育古建紧缺人才 

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专业 2016年开始招生，2017年是该专业教学运行的关键年。学校秉

承“弘扬工匠精神、传承工匠技艺”的办学理念，依托北京市古建筑行业龙头企业北京市园

林古建公司，按照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具有一定行

业影响力的古建技艺传承人聘请来校承担专业核心课程的授课任务，使学生从一开始接触的

就是原汁原味的古建筑修建技艺。目前，该专业 6门核心课全部由古建技艺传承人和古建高

级工程师授课，形成了“小众专业、大国技艺，小班教学，大师授课”的专业特点。 

4.2 学生实习情况 

学校顶岗实习始终坚持“校企结合、双轨并行、三级机构管理、三阶段实施、三环节把

控”的顶岗实习运行管理机制。专业科负责牵头和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策划组织落

实；学校学生科、班主任和企业科队、班组负责执行实习计划；做好实习准备阶段、动员阶

段、顶岗实习阶段的实施；把控好实习前动员、实习过程、实习总结环节。完善的运行管理

机制确保了顶岗实习顺利圆满地完成。2016—2017 学年， 2013 级、2014 级学生开展顶岗

实习。自 2016 年 7 月到年底，有 6 个班 94 人到 12 个实习单位开展实习；2017 年有 5 个班

80 人到 10 个实习单位开展实习。 

4.3 集团化办学情况 

学校是“北京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中国（北方）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和“国家都

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理事长单位。2017 年学校参加了林业职教集团工作年会，开展了

各种校际交流 7 次，并牵头成立了“京津冀农林职业院校教育联盟”，为下一步开展京津冀

农林类专业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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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贡献 

5.1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2017 年毕业生数量为 149 人，38.9%升入高职院校就读，22.8%进入到国家骨干企业就

业，12.1%进入到中小微企业工作。用人单位满意度 100%。 

5.2 社会服务 

5.2.1 服务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作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直属单位，学校围绕公园管理对人才的需求，开展职业培训。

服务技工升考，举办了展览讲解员初、中、高，花卉园艺工初、中、高培训班；提升岗位技

能，举办了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安全管理员培训、科普讲解技能培训；服务职工素质提升，

承办了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职工趣味运动会、老干部运动会，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普讲解

复决赛。全年服务中心 2261 人次。 

5.2.2 服务行业、社会 

服务中央机关，为中南海后勤服务部门量身定制绿化工培训班，36 人次；服务首都园

林绿化行业，承办平原生态林“金剪子”提升培训班，170 人次；服务行业职工技工升考，

开展花卉园艺工、展览讲解员鉴定，8 个批次 902 人。服务社会，学校发挥科普基地功能，

面向市民、企事业单位开展 13 次科普宣传活动，受益群众 4441 人次。 

5.2.3 服务同类院校 

承办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类中等职业技术技能比赛暨首届京津冀农林类中等职业

技术技能友谊赛，涉及京津冀 8个学校，近千名师生。 

【案例】平原生态林“金剪子”提升培训班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上午，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北京市林

业工作总站和北京市园林学校承办的平原生态林“金剪子”提升培训班在园林学校举办。参

加此次培训的是我市各区、各单位树木修剪技术骨干近 170 人，担任实操指导的是由中心

11 家公园的 20 多位树木修剪能手组成的教师团，学校高级讲师林玉宝担任理论培训教师。

本次培训为期三天，采用理论培训、实际操作、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培训前两天以理论培

训和实践指导的融合课程为主，最后一天分组进行技术交流。本次培训，学员收获很大，为

提高我市平原造林的养护水平做出了贡献。 

5.3 区域合作 

5.3.1 京津冀合作 

  2017 年 5 月 5 日，学校成功举办首届京津冀农林类中等职业技术技能比赛，来自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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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北京 8 所学校的 40名学生进行了种子质量检测、园林植物修剪、艺术插花、动物外

科手术 4 个项目的比赛，三地的 20 余位老师就京津冀中等园林专业教学、大赛进行了座谈

交流。 

5.3.2 校际帮扶 

    对口帮扶河北省涞水县洛平小学。六一儿童节，学校京剧小组和曲艺社同学为洛平小学

的全体师生准备了京剧《将相和》选段和双簧表演，还向洛平小学全体师生捐赠图书和课外

读物 100余册。 

    学校 2016级 6班团支部，自发组织捐赠活动，班内 11名同学从家带来作文书、故事书、

工具书等 70 余册，捐给西藏那曲地区尼玛县文部乡南村小学。 

6.举办者履责 

6.1 经费 

2017年学校经费收支情况，截止到2017年11月30日：共收到财政补助收入3991.482448

万元（其中公用经费 563.053384 万元，项目经费 1381.674661 万元），事业收入 19 万元，

其他收入 3.044028万元。 

6.2 政策措施 

主管部门重视学校发展。面对中专生源萎缩，主管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积极发挥学校

职业培训、技术服务的职能，将各处室的业务培训和素养培养委托园林学校来组织。 

学校探索创新发展。面对中专生源萎缩，学校通过开发新专业、优化升级老专业来增强

在生源市场的竞争力。 

7.特色创新 

7.1 创新理念，成功举办首届京津冀农林类中等职业技术技能友谊赛 

学校从 2010 年以来连续八年承办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类专业技术技能比赛。2017

年，学校深入贯彻北京市功能发展定位对首都职业教育的新要求，紧密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把北京市中职农林技能大赛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常规工作拓展

成一个京津冀中职学校的友谊赛，使连续八年的常规工作呈现出了不寻常的工作成效。 

在承办大赛之初，学校认真研究学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文件，在办赛理念上有了

质的飞跃。学校认为大赛的宗旨是为社会培养优秀技能人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

下，首都的繁荣发展更多地依赖津冀等地的支持和配合。环首都绿色屏障的维护，绿色宜居

北京的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因此学校把发挥园林中等职业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

服务京津冀农林中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作为办赛的初衷，对大赛进行全新设计。本着提效益、



  14 

增亮点、节能源的原则，选取了天津、河北两地农林类中职大赛的承办校作为大赛邀请对象，

构建了以北京市园林学校、天津市园林学校、河北邢台现代职业学校为轴心的京津冀农林类

中等职业技术技能友谊赛的大赛框架。经过实地走访、洽谈，促成了首届京津冀农林类中等

职业技能友谊赛的成功举办。来自三地的 8所学校的 40名学生参加了大赛。大赛圆满热烈，

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一石千浪，推进京津冀农林类中职校深度合作。赛后，三地的同

类学校就园林专业、宠物养护与经营专业、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交流合作有了进一步的探

讨。大赛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晨报以《园艺技能大比拼》，劳动午报以《三地农林

学子技能大比拼》为题对大赛进行报道。 

7.2 创新“一核双轴”素养育人模式，培养“德技并修”职业人 

学校围绕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这一育人目标，通过企业调研，分析典型职业活动，研

究行标、操作规范，提炼出园林、宠物、旅游、古建行业对人才素养的共性和个性要求。经

过整合，学校将育人目标具化为“三爱三懂三能”素养目标，即爱生命、爱岗位、爱艺术，

懂规范、懂安全、懂礼仪，能吃苦、能服务、能表达。并依据“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理念，创设了课标与行标对接，课上与课下连接，校内与校外衔接的育人渠道，

形成了“一核双轴”的育人模式。“一核”是培养具备以“三爱三懂三能”为核心的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双轴”即以专业教学为引领的教学轴和以专业活动、社会实践为引领的活动

轴。 

图 2:一核双轴育人模式 

 

8.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8.1 主要问题 

发展思路还不够开阔。中专学历教育专业活力、市场魅力不足，职业培训规模、效益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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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提升。 

办学质量还有提升空间。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信息化资源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德育特色还需进一步梳理。 

内外发展环境还有待优化。学校职工队伍的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学校与行业、政府部

门、同类院校的交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8.2 改进措施 

深入开展市场调研，系统梳理学校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把握政策机遇，明确发展目标

和发展策略，形成多条腿走路、多元化发展的办学新格局。 

发挥行业办学资源优势，加强政策研究，密切与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系，提升专业与行

业、市场的需求契合度，急行业之所急，育行业之所需。 

激发内部活力，加强校本研究，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实干、创新、团结、奋进的校风。 

 

2017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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