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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苏州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表 

                                             

 

 

 

申 报 类 别             高等教育实践类            

学 段 类 型             高等职业教育              

成 果 名 称     高职院校基于 IEET 专业认证理念的   

     育训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陈长伟                   

成果完成单位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纬创集团 沙洲工学院   

申报学校名称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申 报 时 间           2020 年 07 月 10 日 

 

 

 

 

 

 

  苏州市教育局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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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果曾 

 

获奖励 

 

情  况 

获奖 

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

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部门 

2019.1 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验收通过 省级 500 万 江苏省教育厅

2020.1
工程技术教育认证—机电一体化

/建筑工程技术 

通过 

认证 
- 

中华工程教育

学会（IEET）

2013.7 中财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国家级 220 万 

中央财政部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12.6

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先

进制造技术人才培养共享型实训

基地 

省级 220 万 江苏省教育厅

2015.6 江苏省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基地 省级 - 江苏省商务厅

2016.9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

合实训平台—汽车技术公共服务

实训平台 

省级 80 万 江苏省教育厅

2018.12

江苏省教育厅 2018 年度高职院校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高端装

备制造数字化 

省级 - 江苏省教育厅

2018.10
苏州市首批职业院校优秀企业学

院--纬创企业学院 
地市级 15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3.12
苏州市优秀新专业-机电一体化

技术 
地市级 10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5.12
苏州市优秀新课程—数控加工工

艺设计及编程 
地市级 0.4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7.12
苏州市优秀新课程--汽车检测与

诊断技术 
地市级 1.2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7.12
苏州市优秀教学团队—智能装备

应用教学团队 
地市级 2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9.12
苏州高职高专院校品牌专业-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地市级 4.5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7.5

苏州市首批现代职业教育定点实

习企业--橡技工业（苏州）有限

公司 

地市级 5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8.12

苏州市第二批现代职业教育定点

实习企业--恰兴包装工业(中国)

有限公司 

地市级 5 万 苏州市教育局

2019.12
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改课题—

高职院校敏捷教学体系的构建 

省级 

重点 
1.8 万 

江苏省高等 

教育学会 

2017.5

苏州市第二批高职高专院校优秀

科技服务贡献项目--昆山阳澄湖

(两岸)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地市级 1 万 苏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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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

昆山市科技局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载体—昆山阳澄湖（两岸）产学

研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县市级 30 万 昆山市科技局

2018.4
昆山市开发区 2017 年政校企合作

优秀院校三等奖 
三等奖 10 万 昆山市开发区

2019.4
昆山市开发区 2018 年政校企合作

优秀院校三等奖 
三等奖 10 万 昆山市开发区

成果起 

止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主题词 专业认证  育训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   

1.成果主要内容（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以及《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要求，如何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面临的重大挑战。昆山登云科技职

业学院是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2010 年开始基于 IEET 专业认证理念，借鉴台湾

三明治式建教合作，创建工学结合专班，2012 年成为江苏省教育厅“以工学结合专

班为载体，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自主试点高校，2015

年苏州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2017 年入选美国苹果职业教育项目“A+雏鹰计划”首

批高职院校，2019 年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顺利通过台湾中华教育工程学

会专业认证。十年来，针对高职人才培养与行业产业需求对接不够问题，全面推行

育训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院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以“多元主体，产教融合”办学理念为指导，以

提升“学生竞争力、教师获得感、学校影响力”为目标，牢牢抓住“以学生为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三个核心，以企业紧缺岗位

人力资源需求和内训体制不完善为突破口，通过建立

院系合作考察企业与评价企业机制，构建校内外企业

学院，校企依据岗位需求共同研定人才培养与员工培

训方案，在校企项目、制度、文化融合基础上，注重

“竞争力=（知识+技能）态度”（Competency=（Knowledge 

+ Skill）Attitude）的培育，建立了“人才共育、过程共

管、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育训结合的持续改进机制，

促进了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对接。为

区域经济发展，培育了具有工匠精神、可持续发展能

力、业界乐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经过 5年探索，并经 5年实践，学院人才培养能力质量明显提升，连续多年毕

业生就业率高达 98%以上，专业对口就业率达 83.04%，毕业留职率达 68%，毕业半

年后薪资水平位居全省同类院校首位（麦可思调查报告）；学院已获批昆山（两岸）

青创培训基地，每年面向社会人士开展紧缺工种培训鉴定达 20000 余人次；建成国

家级、省市级教科研实训平台 7个，包括区校共建全国工程类研究生产教融合（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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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基地 1个，央财政支持公共实训基地 1个，省级实训基地 2个（教育厅、商务

厅），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度平台 1个，昆山市科技局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载体 1个，省教育厅 2018 年度高职院校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1个。苏州市首批职

业院校优秀企业学院 1个，苏州市现代职业教育定点实习单位 2个，苏州市高职高

专院校优秀科技服务贡献项目 1个。截止 2019 年，学院已建成校内外企业学院 12

（纬创、橡技、桦晟、富纳、西门子、敏实、顺丰、京东、酒店 3家、滕泰）家，

成为昆山地区唯一一家企业新型现代学徒制培育单位，协助企业完成新职业新工种

自主认定 12 家，昆山高新区已正式入股登云，学院已成为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多元

主体、混合所有制办学度高职院校。2019 年学院通过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验收，

专家组一致认为我院教育教学改革给予充分肯定，提出“登云唱响了民办高职院校

的样板戏”，在同类院校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推广作用。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1 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动力不足； 

1.2 高职院校育训实践能力提升路径不畅； 

1.3 教学质量监而不控、持续改进落而不实。 

2.创新点（不超过 400 个汉字） 

2.1 共育共管共享的机制创新，促进政校企合作联动发展； 

    以提升学生竞争力为目标，以“利在企业，益在学生”为合作出发点，依托地

方政府科技、人才培育政策，以“利益共同体”的育训项目为依托，即对接企业“引、

用、育、留”人才需求，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专班学生培育类引才项目，产线承包教

育实践类用才项目，新产业新工种自主认定类育才项目，以及员工学历技能提升留

才类项目，建构人才共育、项目共管、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通过校企项目融合，

推动校企制度融合及文化融合，从而在校企融合项目中提升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

2.2 “项目+文化+制度”融合的育训结合教学组织创新，深化“引企入教”改革；

    以多方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为先导，以强化实践能力提升为主线，注重软实力的

提升，即态度的培养，（Competency=（Knowledge + Skill）Attitude），以企业学院

为载体，开展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现代学徒制项目，对接岗位需求，以典型工作

任务制定课程标准，设计学习情境，组织教学资源，编制工作页式教材、学材（活

页式），校企共同组织与实施以学习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校企间项目、文化

以及制度融合，深化了“引企入教”改革。 

2.3 对标国际认证的评价体系创新，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 

    以 OBE 教育理念为引领，以悉尼协议专业认证标准为指导，以满足区域经济发

展需求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反向设计、正向评价、持续改进 ” 培养标准、课程

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建立“人才共育、过程共管、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育

训结合的持续改进路径；通过校内外企业学院、产教融合基地、工程研发中心的建

设，把企业育人与职业培训的主体，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持续提升高职人才培养质量。 

3.应用情况 

3.1 学生受益面广，就业竞争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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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学生就业质量连年创新高 

（1）基于学校十载“工学结合”，匠心打造企业学院的校园文化，赢得了全校师生

的认同感，在面向 2019 级新生的问卷调研中，收到有效答卷 1655 份，其中对于国

家倡导的学徒制政策，认为“能够接触并参与企业实际生产过程、提升一技之长，

将来就业质量会更高”的学员达到了 57.16%，认为“是职业教育的一种趋势，尝试

一下也未尝不可”的占 28.64%，整体对校企合作的认同度达到 85.8%。 

（2）学校十分重视专业实践的教育价值，在 2018、2019 连续两年面向企业学员学

生满意度调查中，针对课程实施的有效性，70%学生普遍表示满意。 

问题及维度 满意及以上占比 

2019 年 2018 年 

1.老师很善于讲解问题 90.41% 86.2% 

2.老师很善于激发学习兴趣 83.96% 75.5% 

3.课程能激发求知欲望 78.66% 69.25% 

4.课程能激发自我挑战 78.4% 69.09% 

5.课程提供让我更深层次思考问题和探究概念的机

会 

80.23% 72.89% 

6.课程提供给我跨领域整合信息和想法的机会 78.37% 71.2% 

7.课程提供了让我运用所学知识的机会 84.67% 77.58% 

（3）针对企业学院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追踪调研结果显示 

  

学生毕业 5年后薪资状况 

2.13%
5.32%

22.34%

56.91%

13.3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50万以上 20万‐30万 10万‐20万 5万‐10万 5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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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赛促学连年佳绩 

“敏实工匠班”培养学生连续三年获得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二、三等奖 

年度 奖项 等第 

2017 汽车营销 二等奖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二等奖 

2018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三等奖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二等奖 

201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二等奖 

 

3.1.2 业界乐用促学生竞争力提升 

在面向企业学院对于教育目标达成度的调研中，共计发出样本 117 份，有效回收 117

份，认为教育目标达成平均达 4.5 分（共计 5分），满意与非常满意均在 90%左右。

以橡技学院、滕泰学院调研情况为例： 

橡技学院： 

教育目标 统计情况 

1.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职

业道德和创新意识； 

 
2.具有复杂机电系统的调

试、维护和机电产品的装

配、检验等技能； 

3.具有解决生产一线的实

际技术或管理问题，具有良

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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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学院： 

 

 

 
 

3.2 专业建设提升，示范推广力增强 

3.2.1 课程构建辐射全院专业 

    按照专业认证要求，在各专业设置 capstone 课程，以企业学院一体化课程为蓝

本，以解决真实的问题为导向，基于典型工作任务一体化课程的开发方式建制课程；

遴选了《纸飞机工厂》《成功走向职场》等经典课程，面向全院教师公开课堂体验，

直观帮助老师们感受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 

3.2.2 企业学院课程辐射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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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日期 面向单位 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 主讲教师

1 2019.5 厦门海洋（院

校） 

一体化课程的实践 报告 王霞成 

2 2019.6 立讯（企业） 一体化课程的衔续 报告 王霞成 

3 2019.4 淮安信息（院

校） 

一体化课程的实施 电话会议 王霞成 

4 2019.9 河南机电 作为实践专家代表参

与 

研讨会 陈立群 

5 2019.10 A+雏鹰计划16

所院校及企业

自动化岗位课程开发 研讨会 陈立群 

6 2020.1 A+雏鹰计划16

所院校及企业

课程师资培训 在线会议 陈立群 

7 2020.1 A+雏鹰计划16

所院校 

纸飞机工厂体验课 教学示范 王霞成 

8 2020.1 A+雏鹰计划16

所院校 

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说课 浦嘉浚 

9 2020.1 A+雏鹰计划16

所院校 

治具组装与维护 说课 秦明伟 

10 2020.6 用于培训推广 流水管控与员工教导 教学过程

录制 

王霞成 

11 2020.6 用于培训推广 设备作业与维护 教学过程

录制 

陈立群 

12 2020.7 2020年黑龙江

IEET认证院校

兼具全人培养并快速

响应业界的课程体系

构建 

视讯培训 罗瑜 

 

3.2.3 完成了企业学院开发课程教材的编写，物化了企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

以纬创企业学院为例，完成了《治具组装与维护》《设备作业与维护》《流水管

控与员工教导》《成为 Office 专家》《成功走向职场》等一体化课程学材开发（引导

式、活页式）。以富纳企业学院为例，完成了《工业视觉》等教材的编写，走在了工

业机器人专业教学领域的较前沿；以企业学院的机制建立为基础，编写完成《高职

院校工学结合专班培养模式创新实践》，以利于模式在各专业及院校的应用与推广。

 

3.2.4 育训结合促进教师成长 

在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全省高等职业院校微课教学

比赛等一系列校际认可度较高的赛事中也屡获佳绩，一方面对企业学院教学过程中

信息化教学资源实现了一定的累积；同时也在校企合作推进一体化课程开发与实施

的过程中提升了个人的教学能力，形成了一定的个人成果，助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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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赛事 奖项等第 学院 

2018 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教学设计二等奖 管理学院 

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教学设计二等奖 工学院 

江苏省第二届高校教师公共艺术课程

微课大赛 

三等奖（2项） 设计学院 

2019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 建筑设计类三等奖 设计学院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 汽车制造类三等奖 工学院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大赛 电子商务类三等奖 管理学院 

全省高等学校微课教学比赛 二等奖（1项） 工学院 

全省高等学校微课教学比赛 三等奖（3项） 服务学院 

管理学院 

工学院 

 

3.3 政校企合作深化，社会服务力增强 

登云学院积极发挥自身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融合政、行、企、校多方力量，

积极对接产业，共育人才。创建独具有特色的“工学结合专班、校企双主体育人”

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与 300 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深度合作企业达 66

家。始终坚持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之路，充分利用台湾教育优势资源，以及两岸

高校、产业、科研院所专家资源，共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 

基于深厚的企业基础，校企间的合作模式不仅限于工学结合专班。成立企业学

院，校企双方共同开发课程，编写教材，共建实验室、创业孵化基地、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帮助开展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移转化，从而推进

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使得企业真正成为人才培养主体。我校企业学院建

设成效显著，先后与多家企业合作，协同共建了登云·福伊特机电学院、纬创企业

学院、西门子智能制造产业学院等。目前仍有富纳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桦晟生产教

育项目洽谈中，并分别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企业学院建设成效显著，其中，2018 年 6 月份苏州市教育局组织的“苏州市职

业院校优秀企业学院遴选工作”中，我校与纬创共建的“纬创·登云企业学院”被

评为优秀企业学院，并获 15 万元建设经费。此项遴选工作面向苏州市全体高职院校

（17 所）和职业学校（26 所），43 所学校仅 10 所企业学院获此殊荣。荣获这一称

号，是对我院校企合作成果的极大肯定，这是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与学院老师

共同付出的结果。学院与纬创的合作的“A+雏鹰”计划项目有诸多值得推广和借鉴

的宝贵经验，为促进学院教育教学课程改革，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持

续推进“工学结合专班”提供了良好的模板，也为学院与纬创形成良性互动，建立

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石。 

 

3.3.1 校内外技能培训服务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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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校内外技能培训服务情况一览表（单位：人次）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校内 21350 13860 8055 43265 

校外 6006 5613 5878 17497 

合计 27356 19473 13933 60762 

 

截至 2018 年 11 底，提供校内外技能培训总人次达 60762，其中校内培训 2016

年培训人次为 27356，2017 年培训人次为 19473，2018 年培训人次为 13933，人次量

有下降趋势，部分由于社会整体生源减少，相对应的有效需求减少所致。 

表 7校内外技能培训近年收入一览表（单位：元） 

项目 
收入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校内技能培训  255,810   691,550  647,330  318,076   1,912,766 

校外技能培训  94,610   579,235 1,024,723  326,400   2,024,968 

总计  350,420  1,270,785 1,672,053  644,476   3,937,734 

截至 2018 年 11 底，校内外技能培训经费达 394 万元，其中 2015 年 35 万元、2016

年 128 万元、2017 年 167 万元、2018 年 64 万元，2015 年较 2016 年度收入有飞跃性

的增长。 

 

3.3.2 学历提升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表 8 学历提升服务情况一览表（单位：人数）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专接本 119 124 211 292 746 

成人教育 39 0 29 37 105 

网络教育 438 315 340 207 1300 

合计 596 439 580 536 2151 

截至 2018 年 11 底，提供学历提升总人次达 2151 人，其中 2015 年 596 人、2016

年 439 人，2017 年 580 人，2018 年 536 人。 

表 9 学历提升近收入一览表（单位：元） 

项目 
收入 

合计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专接本 1,014,800 1,338,700 1,999,300 3,010,000 7,362,800

网络教育 1,404,500 2,650,485 2,413,210 1,851,690 8,31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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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131,610 99,900 137,000 198,900 567,410 

合计 2,550,910 4,089,085 4,549,510 5,829,490 17,018,995

截至 2018 年 11 底，学历提升经费达 1702 万元，其中 2015 年 255 万元、2016 年

409 万元、2017 年 455 万元、2018 年 583 万元，呈上升趋势，学历提升服务水平稳

步提升。 

 

3.4 两岸科教融合，资源集聚力增强 

以登云两岸产学合作联盟为载体，以昆山阳澄湖（两岸）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

为抓手，积极做政府政策的推广者、企业转型升级的服务者，形成了政行企校联动

发展的良好发展势头，学院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也有了坚实的成效： 

 

3.4.1 登云两岸产学联盟 

2018 年 5 月，登云学院以工学结合为基础，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从最初的工学

结合逐步迈向产教融合，并正式成立登云两岸产学合作联盟，联盟由两岸产业界、

教育界、研发辅导机构与社会服务组织等成员单位组成，共同致力于产教深度融合

助推两岸科教文化交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

平，促进两岸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衔接。联盟的成立，是对两

岸职业教育改革、产学合作的积极探索和实践。联盟下设专业（学科）建设、人才

队伍建设、科技合作产业服务、创新创业就业等 4 个专委会和 5 个二级产教融合工

作委员会，未来将从深化“引企入教”改革、开展生产性实习训练、以企业为主体

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强化企业职工在岗教育培训、推进产教协同育人及加强

产教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两岸教育和科技资源，服务地方产业转型

升级，扎实推进两岸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工作，开启两岸教育、产业合作的新篇章。

图 1 联盟组织架构图 

 

3.4.2 昆山阳澄湖（两岸）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 

2016 年 1 月，为了促进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工作，服务区域经济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与昆山工业技术研究

院共同成立了昆山阳澄湖（两岸）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中心成立后充分通过登云

学院整合两岸科技创新、人才交流、企业合作的资源优势，以及昆山工研院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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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转移、公共服务的平台优势，深化两岸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断拓宽企业公

共服务通道。目前，创新中心已成功对接两岸机构 20 余家，包括：台湾生产力促进

中心、中卫发展中心、成功大学产业基金会、建国科大、东南大学、湖南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等；建立创新中心专家资源库并引入台湾专家 71 位、大陆专家 124 位，

共计 195 位业内资深导师。资源库涉及层面广泛，涵盖自动化、环保、电子信息及

管理等领域，为服务区域企业转型升级储备了强大的专家资源。 

昆山阳澄湖（两岸）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自成立以来，本着促进昆山深化两岸

产业合作试验区工作为初衷，以服务区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为目标，积极服务

地方政府，在各项政府项目开展中均立志做好排头兵工作，截至目前，创新中心已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6项： 

（1）2016 年承接昆山市人社局专项调研项目 

受昆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委托，创新中心承接了《2016 年昆山市重点产

业紧缺人才及高技能人才政策调整专项调研》项目，项目旨在通过提升人才资源相

应政策对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形成推动和引领作用。为保证本次调研能更有效地获取

产业讯息，承接初期，创新中心邀请台湾专家进行了问卷设计，举办了问卷设计产

业意见征询座谈会，并邀请台湾调研专家对登云学院参与调研的老师进行系统性调

研培训，参与本次调研的老师共计 127 人，这部分人员经过了台湾专家的系统性培

训，并且对所在专业对口产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将成为人社局后续调研的一支有力

队伍。本次调研所面向的是昆山五大重点产业，分别为：高端装备制造业、软件和

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及新材料行业。创新中心利用 3 个多月时间

对本市五大重点产业中 1305 家企业开展了专项调研，其中访企调研 146 家，Email

调研 1159 家，形成《2016 年昆山市重点产业紧缺人才及高技能人才政策调整专项

调研报告》。在进行专项调研的实施过程中，创新中心还为人社局挖掘出专项调研产

业顾问 142 人，其中管理类 113 人，技术类 29 人。依靠对产业的了解，该批产业顾

问也将成为后期专项调研项目的中坚力量。 

（2）2016 年经信委工控系统信息安全保障专题报告会。 

受昆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托，创新中心承接了《2016 年经信委工控系统

信息安全保障专题报告会》，报告会由创新中心委托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开展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保障培训工作，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江苏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成立于 1973 年，是专门从事软件评测、

信息安全测评、产品认证、计量校准、技术培训的专业机构。项目就“工控领域相

关信息安全案例分析”、“工控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如何加强工控系统的

安全防护保障”及“工控系统改善相关政策”等方面展开宣讲。报告会旨在帮助企

业分析现有工控系统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隐患并获得专业诊断和解决方案，最后为

相应企业争取政策资金扶持。期望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普及关于工控系统方面的

知识，并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到政策方面的扶持，从而更好的推动两化融合，促进区

域经济良性发展。报告会成功邀请到昆山市范围内 53 家企业，共计 100 余人参会，

会议结束后，已有 4家企业表示希望进行工控系统改善，提升企业安全性。 

（3）2017 年高新区转型升级辅导试点项目 

受昆山市高新区政府委托，创新中心承接了《2017 年高新区转型升级辅导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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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旨在通过对本区域内进行 5-6 项转型升级辅导试点，从而发掘企业转型

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透过此计划为企业

带来的实质效益，吸引更多企业迈出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同时提升

昆山高新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创新中心自承接项目以来，依托昆山工业技术研究

院的技术支持及登云学院的两岸产教资源，成功对接两岸机构 20 余家，包括：台湾

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卫发展中心、成功大学产业基金会、建国科大、东南大学、湖

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建立了创新中心专家资源库并引入台湾专家 71 位、大陆

专家 124 位，共计 195 位业内资深导师。资源库涉及层面广泛，涵盖自动化、环保、

电子信息及管理等领域，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截至目前，

创新中心已对高新区 100 家企业进行了企业调研，企业、机构间互访交流 57 次，经

过反复调研及匹配，成功挖掘企业需求 41 项，项目匹配 14 项，成功对接并在研项

目 2 项，目前针对该 2 项在研需求，创新中心正实时跟踪项目情况，定期与企业进

行沟通汇报。 

（4）2017 年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载体建设项目 

为增强昆山市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能力，衔接高校、科研机构，实现

产学研有机结合，加快昆山市外向型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助推产业高端化进程，创

新中心承接了《2017 年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载体建设项目》。项目旨在引入台湾创新

资源，创新建立两岸产学研用对接机制，凝聚两岸高校科研成果、产业辅导技术资

源、创新创业资源，通过两岸科技服务交流，实现引智、引资、引才，推动与深化

区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力求经过一年半的建设，建成政府政策产业推广重要平台，

整合昆山创新载体、对接政行企校资源从而进行面向产业的政府政策的有效推广；

建成昆山产业需求专项调研核心机构；建设一支本土化校企教师、工程师组成的专

业化企业诊断辅导团队，深入挖掘企业产学研需求，并融合两岸创新资源服务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中心依托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1200 余家学生顶岗实习单位、66

家具有行业代表性深度合作企业为基础，积极展开企业调研及资源整合，现已完成

高新区企业调研 100 家、产学研项目 8 项、省级以上两岸大赛 1 项、两岸交流互访

活动 14 项；引入本土专家 53 人、校外专家 23 人；制定有 2项载体平台管理制度以

确保本项目能顺利进行； 

（5）2018 年工研院服务项目 

受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委托，创新中心承接了《2018 年工研院服务项目》，项

目旨在充分发挥登云学院校企合作的企业资源优势以及两岸协同创新中心的纽带作

用，促进两岸科研创新能力、科技创造能力的展示与交流，深入拉近两岸产业与科

研院所的距离，为两岸文化、经济发展、科教创新能力的交流提供一个更自由、更

宽广的平台，利用该平台开展昆山企业转型升级需求调研，深入挖掘企业生产所需

改进的项目，将调研得出的企业需求和工研院下属研发机构进行匹配，邀约工研院

下属研发机构进行企业访视，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为工研院下属各研发机构

进一步了解企业需求，带动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为产教深度融合打好坚实

基础。根据项目目标要求，创新中心需完成 1 场推荐会、5 场两岸交流会，并且促

成工研院下属研发机构与在昆企业的转型升级合作项目 2 项。自项目承接以来，创

新中心利用 1 年时间，现已成功举办 1 场推荐会、8 场两岸交流会；推荐工研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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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研发机构匹配企业产学研项目 12 项，成功协助工研院下属研发机构完成从实验

室走向产业的转变。 

（6）2018 年首届海峡两岸（江苏）技能邀请赛 

受昆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委托，登云学院承接了《2018 年首届海峡两岸

（江苏）技能邀请赛》。比赛旨在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苏台传统

友谊，激发两地青年学子与产业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传承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促进昆山两岸人才合作试验区建设，推动两岸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本次赛事分为学

生组与职工组，分别有塑胶模具工程、CAD 机械设计、平面设计技术、汽车技术等 4

个学生组项目和 PCB 板缺点检查、外层 PCB 制作、笔记本电脑故障排除、CAD 机械

绘图、指纹锁安装与调试、工业机器人拆装和调试等 6 个职工组项目。为确保比赛

顺利进行，大赛特别成立组建竞赛保障团队。组建由省、市鉴定中心、登云学院等

组成赛区竞赛保障组，负责统筹竞赛保障工作；组建项目竞赛保障组下设技术、赛

务、安全保障等小组；制定《技术工作文件》、指导制定《竞赛指南》等技术文件；

指导完成各赛项场地搭建、设施设备调试等技术保障工作；落实各项赛务保障工作，

检查保障措施到位，做好各项目赛事现场实施工作，做好裁判评判打分等保障工作。

比赛共邀请 6 家企业共计 120 名参赛选手进行比赛，参赛选手传承工匠精神，努力

奋进，为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注入强大动力。 

     

3.4.2 媒体评价 

  （1）2018 年 12 月，中央电视总台央广中华之声《海峡在线》栏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学校执行董事李先立先生，宣传了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

院这样一所台资投办的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在昆山县域服务进驻台企的初衷，也是

学校从开创“工学结合专班”走向“企业学院”的必由之路。 

（2）2019 年 2 月 26 日 08 版《光明日报》报道：《学生不仅就业早而且就业好》

肯定了学校特殊的办学背景下从建校之初就具备了领先、创新和实干的理念。

 （3）2020 年 3 月，《光明日报》报道富纳企业学院项目： 

 
 

注：填写本表前，请先仔细阅读填报要求（见附件 5），严格按要求规范、如实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