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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让学生的理想插上翅膀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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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区一角。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先进的育人模式
与教育理念蜚声海内外，与俄罗斯、立陶
宛、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巴基斯

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0余
个国家 16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开展合作办学、教学与学术交流、师生互

访。乌克兰、俄罗斯、泰国、立陶宛等国家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慕名来校学习，每年招
收留学生50余名。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是
2003年3月经海南省政府批准设
立，教育部备案，由原海南琼海师范
学校升格而成的，主要培养信息、软
件行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
省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至
今已有96年的办学历史。学校坐落
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博鳌亚洲论
坛永久会址所在地琼海市中心。

学校设有软件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网络工程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动画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艺术传媒学院、国际教育与旅游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8个二级学
院和公共教学部、体育部等2个教
学部。共开设专业32个，形成了以
电子信息大类为主，艺术设计传媒、
财经、旅游、文化教育等大类为辅协
调发展的专业布局。现有国家级骨
干专业1个，省级特色专业5个，省
级骨干专业2个，省级精品课程13
门，省级教学团队4个。现有全日
制在校生近7000人。

学校贯彻“人才为根本、教学为
中心、技能为主线、质量为生命、特色
为追求”的办学方针，秉承“质量立
校、人才强校、特色名校、服务兴校、
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坚持“以服务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
发展道路”的办学方向，实施“实践主
导，能力本位，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形成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协同育人特色。

学校是海南省优质高等职业
院校立项建设单位，是海南唯一一
所连续两次顺利通过教育部人才
培养工作评估的公办高职院校；也
是国家设计教学创意中心、国家动
漫游戏人才培养工程授权合作伙
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源软
件开发与应用能力测评试点单位、
科技部行业专业资质资格培训基
地、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学校连续9年蝉联“全
国文明单位”称号，连续8年蝉联

“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优秀单位”。学校还被授予全
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
国首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
验校、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单位、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科研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国
家设计教学创意中心等20多项称
号。

学校建有5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高
规格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有 98个校内
实践基地，52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建有技能大师工
作室6个、椰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大学生
众创空间、大学生创业中心、软件研发中
心、信息处理中心、艺术设计研发中心；建
有千兆校园网、通讯网、监控广播电视网
三网合一的信息化虚拟平台，实现校园
WIFI全覆盖；建有大学生创业中心、软件
研发中心、信息处理中心、艺术设计研发

中心和第65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中央
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院提升专业服务产
业发展能力项目2个，中高职、高职本科

“3+2”人才培养试点项目9个。与海南英
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亚成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 4个订单班人才培
养。成立校办企业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
限公司入驻海南生态软件园产学研基地，
开展校企一体化联合培养。

学校建成了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
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476人，专任教师

286人,同时，聘有校外兼职教师135人，
客座（特聘）教授60人，外教 3 人。专任
教师中教授 25人、副教授 95人，具有博
士、硕士学位168人，具有双师素质的教
师 166人。专任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省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专家1人，省“515人才工程”第一层
次专家1人和第三层次专家2人，省科技
创新十大领军人物 1 人，省优秀教师 4
人，省高校教学名师4人，省高等学校中
青年骨干教师1人。

办学条件优势明显

学校实施“实践主导，能力本位，校企
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中招生、高招
生、单招生、合作本科班生实际，量身定制
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及考核方式；校企共
建专业，订单培养就业；推行“招生即招
工、入校即入厂”的现代学徒制培养；项目
引领，模块化教学；引领“互联网+”高职
教育，线上线下互动教学；课证融合，学赛
结合；工作室培育，铸时代工匠。《人民日
报》《中国教育报》《精神文明报》《海南日
报》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各大媒体和

期刊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突出特色及
成就多次进行了专题报道。特别是“三级
导师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
践，效果突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
响。该成果被专家组鉴定为现代学徒制
的一种新范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具有
重大的推广应用价值。2018 年，该项成
果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近五年，学校教师在省部级以上教学
科研评比中获得奖励140项，其中，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全国微课教学比赛

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省
教学成果奖6项，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
项，省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在“国际
数字艺术设计作品展”中荣获金奖1项、
银奖2项、铜奖1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
利7项；主持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教改项
目17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省级项
目168项；出版专著35部，主编教材137
部；发表论文1428篇，其中，全国中文核
心期刊52篇，《SEI》《EI》《CPCI-SSH》等
国际权威刊物检索收录169篇。

教学科研成果丰硕

近五年来，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
各类比赛获奖466项，其中获得国家级一
等奖10项、二等奖19项、三等奖34项，特
别是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
一等奖3项（全省高职仅4项），2017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一等奖1项（全
省高职唯一1项），大学生男子排球队荣

获2018－2019CUVA中国大学生排球联
赛（高职高专组）亚军。学校在省创新创
业大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奖6次，学生荣获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等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奖20余项。学校每
年都组织召开校园“双选会”近20场，为
毕业生开展SYB创业培训，为经济困难毕

业生发放每人15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
近三年，生源质量逐年提升，招生计划完
成率、学生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和用人单
位满意度逐年提高。2018届毕业生年底
就业率为 95.16%，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
意度为 95%；2019 届毕业生 7月 10日就
业率已经达到94.87%。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国际合作不断拓展

近年来，为企事业单位解决技术难题
或进行项目研发600余项，与社会各界合
作举办了海南省高职院校教师“互联网+”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培训、海
南省乡村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班、
琼海市餐饮服务与管理及酒店餐饮礼仪的
培训班等各类培训累计1.6万人次；连续
10年服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提供翻译、
讲解等服务；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投入

100多万元、组织师生2000人次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特别是2016年以来，学校为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合口村完成特色养殖
业、电商服务中心、电灌站等项目建设，保
亭县委特意发来感谢信；学校作为海南省
教育厅和琼海市共建学校，琼海市市委、市
政府给予了学校鼎力支持，协调解决学校
改革发展中的有关问题，倾力支持学校扩
建校区建设、学生就业创业等方面工作；组

织1万余人次服务琼海市美丽乡村建设和
“三市一区”创建等活动。同时，选派2名
教师为国家汉办赴美汉语教师志愿者，为
俄罗斯北方联邦大学“欧亚背景下职业沟
通”硕士项目开展远程汉语课程及指导，为
立陶宛考纳斯应用科学大学和俄罗斯北方
联邦大学师生分别开展了“一带一路环境
下旅游与酒店管理师资培训”和“一带一路
环境下旅游职业沟通与教育培训”。

社会服务扎实推进

软件工程学院
学院现开设软件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

用、物联网工程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5个专业，建有海
南省优质院校特色专业群1个，其中软件技术专业是省级特色
专业、骨干专业。现有专任教师45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8
人、高级工程师1人，“双师”素质型教师占83.1%，硕士学位及以
上教师占86.7%；现有兼职教师27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9人；建
有省级教学团队1个。近年来，专任教师主持或参与国家级课
题2项，荣获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省级教
学成果奖1项，琼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科技成果转化奖
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2项。实施“岗位
主导、项目引领，实践创新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工作
室教学模式。学生获得国家级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
5项，其中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1项、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大赛一等奖1项、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一等奖1项，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1项。学生就业率和对口率
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网络工程学院
学院现开设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安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

术等3个专业。建院15年，网络工程学院为海南省乃至全国培
养了大批的IT专业人才。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是省级特色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是省级
教学团队。共有教职工31人，其中专任教师26人，外聘行业技
术指导师27人。专任教师中，教授1人，副教授12人，省级教学
名师1人，CCNP认证10人；硕士学位教师21人，“双师”素质型
教师26人。学院与多家企业展开合作，实施“任务驱动、项目主
导”的教学模式，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以商业化模式参加企业实际
项目实战，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市场“零距离”接轨。近年来，学生
参加国家级、省级专业技能大赛获奖近86项。学生就业率和对
口率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经济管理学院
学院现开设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电子商务专业和市场

营销专业等4个专业。与海南英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新
中北科技有限公司、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阿里巴巴
（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会计专业和财务管
理专业确立了“理实一体、课证融合；会计工厂、工学结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近年来，会计专业及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多次获得
海南省职业技能比赛会计及沙盘比赛奖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
等奖8项、三等奖12项。另外，会计教研室专业教师合编规划教
材1部，建设网络在线资源库1个（包含7门课程）。电子商务专
业和市场营销专业确立了“课、训、证、赛、创”一体化渐进式人才
培养模式。学生参加的各类电子商务技能比赛，获得全国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海南省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11项。创新创业方面，成立电商创新创业工作室，由
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师带领学生进行真实项目的电子商务运
营。学生就业率和对口率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动画学院
学院现开设动漫制作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环境艺术设

计、游戏设计、虚拟现实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等6个专业。“三
级导师学徒制”的动漫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荣获2018年国家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7年海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被教育部、财政部立项建设艺术设计（动漫方向）实训基
地，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立项为国家级设计创意教学中心；
建有海南省省级特色专业、骨干建设专业各1个，省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精品课程2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影视动
画教学团队被评为海南省级教学团队。教师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213项，其中国家级奖励86项。学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
能大赛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在行业组织的国家
级竞赛中获奖35项，近5年在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省级
赛事中获奖128项。学院与央视动画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
合作生产在中央电视台等平台播出的高水平动画片8部，完成
海南本土设计服务项目100余项，校企合作开发游戏项目12个，
原创《鹿回头之邦溪的故事》等海南本土题材动画片18部，制作

《红色娘子军》等红色题材动画项目5项。学生就业率和对口率
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机电工程学院
学院现开设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工业机器人

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等6个专业。
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海南省特色专业、应用电子技术是
校级重点建设专业，两个专业均为中央财政支持建设项目。现有
教职工23人，其中教授4人，客座教授3人，副教授5人，高级技师1
人，双师素质教师占90%，培养了省级教学名师2名，省级骨干教师
1名，省级教学团队1个。与知名企业的紧密合作，大力推行“产教
融合、工厂教学、梯队协同、岗位循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全国
职业技能大赛中国家级三等奖1项；省级竞赛中获最高奖2项，省
一等奖9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4项，在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奖4项。
学生就业率和对口率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艺术传媒学院
学院现开设音乐表演、歌舞表演、现代流行音乐、音乐制作

等4个专业。专任教师有省级先进教育工作者1人，省级师德标
兵1人，省级优秀辅导员1人，国家级优秀指挥奖获得者1人，国
家级优秀指导教师4人，省级优秀指导教师10多人次。学院坚
持以实践教学为抓手，以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为契机，以班级基本功汇演为载体，结合学校及地区扶贫慰
问、送文化下乡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综合素养和
专业技能的实践教学与培训，逐步形成了“练中学、演中学、赛中
学”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获得国家级一等奖3项，二、三等奖
若干项，省级一等奖近 20 项。由于学院艺术教学模式科学实
效，成绩突出，学校也前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
单位”。学生就业率和对口率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学院现开设旅游英语、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烹调工艺与营养

4个专业。现有教授和副教授6人，外籍教师3人，英语/俄语导游
3人，中国烹饪大师3人。加强专业实践教学，组织学生赴景区、
酒店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近年来，学生在中英文导游服务大赛、
中餐主题宴会服务比赛、客房服务技能与管理、英语口语等比赛
中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以上40人次。社会服务获高度评价，学
生在企业实习期间和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获得企业和博鳌亚洲论
坛指定服务单位的高度评价。学生就业前景好。学生就业率和
对口率高，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单位领导、骨
干、驻海外项目经理、外语培训主管。2010年12月，学院获得招
收外国留学生资格。学院每年招收高学历留学生50名左右，逐
步形成了“热情欢迎，更高标准”的国际学生教育品牌。每年约三
分之一的国内学生有机会获得学校资助，赴国外境外合作院校参
加一学期以上专业研修，且获得资助的学生逐年增多。学校2018级留学生合影。学校男子排球队在比赛中。学校学生自主创作的机器人在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展示

中受到参展嘉宾关注。 本版策划 撰文 摄影/欧若 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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