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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贸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

徐伊敏，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011级韩
语专业学生，2013年毕业那年，通过学校应聘
了新加坡时尚品牌公司CHARLES&KEITH，
因 表 现 优 异 ，回 国 后 被 任 命 为 上 海
CHARLES&KEITH公司的店长。

徐伊敏并不是第一个受益于学校境外
就业工作开拓的学生。2016年七八月，7位
海经贸学生即将启程前往阿联酋迪拜和新
加坡工作，开启人生的新历程。

实施国际化办学战略，让每一位海经贸
学子都拥有更高、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和机会
是学院一直努力的方向。自2010年以来，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迅猛发展，学生出国交
流、出国留学、境外实习工作以及招收来华
留学生方面在省内高职院校中名列前茅，高
职学生的出国梦不再遥不可及。

在立足国内就业市场的同时，学校积极
拓展国际就业市场，为毕业生搭建更广阔的
国内外就业平台，主动与境外企业对接，每
年有大量学生通过学校与境外企业的合作
平台，赴新加坡、阿联酋迪拜、马尔代夫、澳
门等地实习或就业，截至目前，学校已有200
多名毕业生到境外就业。

与此同时，学校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美
国、加拿大、马尔代夫、阿联酋、巴基斯坦以
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让学生有机会出去看世界。

国际化办学，当然不止把学生送出去，也
要把外国学生吸引进来。学院从2009到
2016年，已吸引了来自丹麦、韩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留学生
来琼学习交流。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
那年11月第2周的星期四，那天一早
起床，很憧憬、很激动……那一天是
学院例行的校园招聘会，我被单位录
用了”，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一名
校友这样说。

每一位海经贸学子都不会忘记，
学校每年都会请很多企业家来作讲
座，给同学们分享创业成长的故事，
传播企业家的精神。

我们的就业

脚踏实地，从基层干起，6年间成长
为某银行支行副行长；毕业后成立投资
公司，被学校聘请为“创业导师”；开网店
卖水果，第一个月就收入10万元……他
们都是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或在校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学校“笃学
砺能，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

就业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海经
贸以不懈的进取和努力获得“国家骨
干高职院校”“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就业优秀单位”“全国毕业生就业
典型经验高校50强”“全国职业院校
就业竞争力示范校”等闪亮标签，“就
业好”是学校发展的有力名片。

为了帮助毕业生增强就业竞争
力，学院每年10、11月份都会举办“就
业服务月”活动，开展相关就业创业政

策宣传、“一对一”职业发展咨询、简历
制作辅导、模拟面试等活动，帮助同学
们提高求职技能，应对求职挑战。

每年11月份第2周的周四，这是
写入校历的日子，这一天是学校规定
举办校园招聘会的日子，也是全体学
生的就业实践课堂。

学院要求，大一学生要收集至少
2个招聘单位的招聘信息，采访至少2
位大三学生的应聘情况，并撰写一份

“职业生涯规划书”；大二学生要收集
与专业相关的招聘信息，了解单位的
用人条件，采访至少5位大三学生的
应聘情况，写一份“求职简历”；大三
学生要针对面试的过程，写一份“求
职体会”。通过实施“大一学生就业
导向教育，大二学生就业定向教育，
大三学生就业走向教育”的就业指导
理念，让每一位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做
好职业规划，明确目标，有意识地在
学习生活中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除了校级大型招聘会之外，还有
大大小小各类二级学院专场招聘会、
企业单独招聘会，为学生提供了多种
就业途径。

我们的创业

今年5月份，在创业指导老师的带
领下，学校15名电商培训班的学生前
往海口市石山镇观摩优电联盟竞购
会，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活动。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中，学院审时度势，成立创新创业学
院，建立了校院两级管理的创业教育
机制，开设大学生KAB创业基础课
程、创新创业慕课，基本形成了必修
课、选修课、通修课相结合的创业教
育课程体系，把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的培养融入到专业教育当中。

海口信志达财务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是学校依托专业探索财会人员
创新培养的一个尝试。公司由财务
管理学院光明会计班13、14、15级的
16位同学众筹注册创立，依托财务管
理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主要从事代
理各类中小型企业的记账业务、代理
工商登记、代理纳税申报以及各类培
训、业务咨询等业务。

旅游管理学院将创新创业教育，

将实训过程还原到真实的经营过程
中。在自主经营的IDEA咖啡吧实训
中，学生通过承包形式承担经营的责
任，利用学校提供的设施进行经营并
获取利润，学校只收取少量的管理费
用于设施维护和折旧。指导教师对
经营过程进行指导和智力支持，将创
业教育和实训实践融为一体。学生、
指导教师、学校实现“三赢”。

创新创业教育并不仅仅是教会学
生创办公司，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学校“学生人
文素质拓展第二课堂活动”是全国学
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项目，其
中专门设置了职业核心能力、劳动教
育、志愿服务、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素
质教育五大模块，每个模块要求学生
每学期必须完成1个创新创业学分。

理论学习还需要实践操作。学校
搭建多元化、支撑性的创新创业实战
平台，分别在2011年、2016年建设了
两期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在创业场
地支持、创业项目指导、创业实践锻炼
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学校与企业
携手打造新型O2O“信任营销”购物平

台“南铺北店”，引进了马来西亚的“吉
康利进口食品专营店”，构建校企深度
融合发展新平台，为师生提供真实的
企业工作环境和兼职岗位，开展相关
教学和加盟商的培训活动。

大学生孵化基地至今累计已有
50余个创业团队免费入驻，成功培育
了海口乾亨物流有限公司、尚米斯商
贸有限公司、海口信志达财务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等22个创业项目。同时
学生的创业项目在各类大赛中屡获
奖项，如“去呗”在线旅游社交服务平
台获得2015首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业大赛国家级铜奖、海南省级金
奖；聚乐部CLUB——O2O私人定制
派对馆创业项目获得2015年全国青
少年新媒体训练营大学生互联网创
新创业项目铜奖、2015年海南省创业
大赛三等奖；2016年在第二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
赛区决赛中，学校荣获一个银奖，一
个铜奖，六个优秀奖，一个优秀组织
奖；在全国职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中，学校6个创业计划类项目包揽海
南赛区前六名等等。

有一种“知行合一”叫做海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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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全国职业院校魅力校园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

全国高职院校就业创业先进单位

全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100强

全国第62名 海南第1名五星级院校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秋季渐渐近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正在做着最后
的冲刺。这座即将于今年9月建成招生
的县级重点中学，肩负着重振乐东黎族
自治县教育之重任，或将成为海南与外
省名校合作办学的新范例。

这些年来，为加快我省基础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步伐，落实好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在省委省政府的
统一部署下，省教育厅把引进省外优质
教育资源作为教育工作重点，通过多种
方式积极开展与国内有关省市、高校以
及知名中学的沟通联系，为各市县引进
省外优质教学资源牵线搭桥。

为什么要积极引进省外优质教育资
源？对此，省教育厅基教处调研员龙官
吾坦言，海南属于边远欠发达地区，尤其
是基础教育底子薄弱，历史欠债太多，优
质资源不足，学校管理理念相对落后等，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省基础教育的快
速发展，难以承担起为国际旅游岛和“一
带一路”建设培训和输送人才的重任。

今年2月2日，华东师范大学与省
教育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华东师大二
附中与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
合作共建黄流中学的合作办学协议。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姜胜耀
及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一行，在今
年1月31日应邀到海南进行合作办学
项目考察，先后到澄迈县老城美鳌国际
学校项目、澄迈县大丰镇欧洲风情园区
和海口市桂林洋高校园区进行了考
察。感受到海南的诚意与热情，该考察
团到文昌市、三亚市考察后，已经与两
市政府洽谈合作办学事宜。

合作模式多样成果丰硕

可以说，引进教育资源，发展基础教

育，这种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合作模式
在海南已经遍地开花甚至硕果累累。

比如，2012年建成招生的北京师
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就以一串串含金
量十足的数据，为海南基础教育发展交
上了满意的答卷。记者从该校了解到，
今年，该校有867名学生参加高考，一
本上线394人，比去年增加173人，上线
率达45.4%；二本及以上上线751人，比
去年增加319人，上线率达86.6%。

其实，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这种市政府与名校合办中学，只是我省
引进省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其中一种模
式。通常是学校由当地政府投资建设，
整体移交省外优质教育资源（即名校）
管理，管理团队和部分骨干教师由名校

委派或招聘。
在我省，已经落地的此类项目主要

还有中央民大附中陵水分校、华东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西南
师大临高实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海口学校正在筹建，而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文昌学校也已经签约。

龙官吾向记者介绍，省外名校在海
南独立办分校也有成功范例，比如已办
学校有华中师大海南附属中学、湖南师
大附中海口中学等。除此之外，我省还
积极争取，与部分教育发达地区形成了

“对口帮扶”合作模式，由省外优质资源
单位派人来琼进行指导，省内相关学校
派出管理人员或教师到省外跟班学习、
培训等。

此类合作范例不胜枚举：北京市皇城
根学校和北京四中璞瑅学校对口帮扶金
盘学校、义龙中学、海口九小、玉沙学校、
海瑞学校；湖北黄石八中和郑州四十七中
帮扶保亭中学；华东师范大学帮扶三沙市
永兴学校；上海方略教育集团帮扶澄迈县
20个项目学校；上海市6所中小学校对口
帮扶三亚6所中小学校等等。

回望这几年引进省外优质资源之
路，龙官吾等人感慨颇多：有些市县政
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跨省合作办学
的主体意愿不强，部分市县的同志对省
外优质教育资源不甚了解，沟通和联系
渠道不畅，工作开展比较被动。还有部
分市县则是因为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所限，以及缺乏具有较强吸引力

的合作条件和合作资源，在引进省外优
质教育资源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困
难。我省中部市县推进“一县两校”项
目总体进展还不尽如人意。

更难以解决又迫在眉睫的问题是，
省外优质学校受人员编制所限，定期派
出人员到我省合作办学或对口帮扶存
在人员配备不足等方面的困难。

积累经验给未来铺路

省教育厅发现，教育合作涉及到合
作成本、人才引进、合作方式、合作时限、
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需要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制度障碍，必须得到市县政府的
支持。万宁、乐东、临高等市县成功引进
省外优质教育资源，都充分说明了市县
政府在推动这项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这些市县勇于打破机制和体制障
碍，为合作办学充分松绑。比如，万宁
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分别为北师大万
宁附中和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黄流中
学引进骨干教师开绿灯，并设立校长基
金，赋予校长奖罚的权力，有效地调动
了学校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有效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近两年来的探索表明，省外
高校及其附中往往对托管现成的学校
热情不高，而普遍对新办的学校感兴
趣，成功引进的华东师大二附中、西南
师大以及清华大学附中文昌学校项目
就是典型的例子。

长期致力于推动该项工作的龙官
吾还认为，省外优质教育资源需要由专
门的对外合作机构运作。省外名校若
由对外合作部门运作，其合作办学的成
功率会更高，“西南师大临高实验中学
合作项目最终得以落地正是通过其基
础教育集团运作的结果。北师大、华东
师大都设有对外合作的部门，与万宁、
海口、乐东携手打造了成功案例。”

引进资源合作办学 优质教育惠泽民生

借力引智 国内名校“落子”海南
您好！
我是《海南日报》的忠实读者。因

为教育女儿的缘故，我经常关注教育
周刊，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教育孩子的
好经验、好方法。

家长作为子女来到世上的第一位
老师，与子女朝夕相处，对子女的教
育、性格、心态等各方面有更加直观的
感受，积累了更多的宝贵经验，因此也
更具有发言权。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因此，我希望教育周刊不妨多编
发一些出自于家长之手的具有真知灼
见、饱含真情、文笔流畅的文章，为其
他家长教育子女提供有益的启示。

最后，衷心祝愿教育周刊越办越
好，成为广大师生、家长的良师益友，为
大家提供更加丰盛、可口的精神食粮！

读者 许存泳
2016年6月21日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学生众筹成立财务咨询服务公司。

海经贸风采②

2012年9月，学院第一批俄语
专业学生赴俄留学。

您好！
感谢您关注教育周刊，并给我们

提出宝贵建议。教育周刊的办刊理
念，就是贴近学校、贴近家庭、贴近读
者。教育问题，牵动千家万户，非常希
望有更多的家长能关注我们、参与进
来，我们一起努力办好教育周刊，让教
育周刊能成为海南广大的教育工作者
和家长交流教育的最好平台。

我们针对家长开设的栏目有“家
有儿女”（讲述家庭教育故事），“亲子
阅读”（分享好书及与孩子读书的快
乐），“惠君信箱”（解答教育困惑）、“编
读往来”（家长提建议）等等，欢迎家长
随时给我们反馈办刊意见，以及关于
海南教育的建议。教育周刊期待成为
广大家长的良师益友。

教育周刊主编

许存泳读者

短短四年，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交出了一份含金量足的办学成绩。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2016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