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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立项通知书、结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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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团运行机制创新与实践

（一）完善内部三级管理体系

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创新理事会治理机制，建立理事会——专门工作

委员会——学校职能部门三级管理体系。集团秘书处设在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

术学校，是理事会的常设工作机构，负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年会、调研等

各项常规工作。常务理事会由龙头企业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担任，

牵头负责产学研合作工作。下设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培训与就业指导工作委员

会、校企合作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分别与学校教学管理科、招生就业处对应，

深度融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等，精细化服务集团内学校、行业、企

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职教集团理事会框架下工作委员会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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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组织机构与成员名单

一、理事长名单

二、常务副理事长名单

序号 集团职务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2
常务

副理事长
瞿孝林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校 长

三、副理事长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集团职务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 副理事长 谢根生 湖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院务委员、陶瓷

学院院长

2 副理事长 魏 敏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副院长

3 副理事长 陈鸿俊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4 副理事长 蒋俊成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电

力电瓷电器厂

厂 长

5 副理事长 唐小武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总裁

6 副理事长 潘俊明 湖南省泰鑫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7 副理事长 石军生 醴陵市华鑫电瓷科技股份公司 总经理

8 副理事长 陈金华 湖南湘瓷科艺股份有限公司
纪检书记、

主任

9 副理事长 陈志强 醴陵市金煌瓷艺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 副理事长 肖跃飞 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11 副理事长 张海涛 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 秘书长

序号 集团职务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 理事长 许君奇 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 会 长

http://www.yqrc.com/yp/yp_show.asp?id=8340
http://www.yqrc.com/yp/yp_show.asp?id=8340
http://www.cn-p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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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副理事长 丁建国 株洲工艺美术协会 副会长

四、理事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集团职

务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 理事 向洪光 保靖陶瓷工业协会 会 长

2 理事 付 涛 长沙锦东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理事 林迪辉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4 理事 文智勇 湖南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5 理事 李 雪 湖南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6 理事 陈 鑫 湖南港鹏实业有限公司 副部长

7 理事 王建红 醴陵市瑞祥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8 理事 杨梦雄 湖南省泉湘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9 理事 李文平 醴陵市联合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 理事 周新跃 醴陵市新亚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 理事 许光达 醴陵市丰德利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2 理事 吴向峰 醴陵桃醴瓷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 理事 童新德 湖南德兴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 理事 张 震 醴陵市泰宇瓷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 理事 赵 军 湖南都美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 理事 李蔚霞 湖南阳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7 理事 李福来 醴陵市东方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 理事 龙铁钢 醴陵市高强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19 理事 凌庆庄 醴陵市华凌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 理事 黄振军 醴陵市浦口华能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21 理事 杨大生 醴陵市太阳电力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22 理事 陈圣明 醴陵市浦口电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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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事 黄小玲 醴陵市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 总设计师

24 理事 张海玲 醴陵四德五彩国瓷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25 理事 张建美 醴陵市振美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总经理

26 理事 易查理 醴陵红玉红瓷陶瓷研究中心 总经理

27 理事 丁伯平 醴陵市科兴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28 理事 喻永红 湖南正阳精密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

29 理事 荣金相 醴陵茶山金利坩埚瓷厂 厂 长

30 理事 宋辉明 醴陵科发热工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32 理事 刘海波 醴陵官润窑艺术瓷厂 董事长

33 理事 李广军 醴陵市希灵陶瓷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34 理事 邓景枝 醴陵市鑫官窑艺堂 副总经理

35 理事 张 伟 张伟陶瓷艺术工作室 艺术总监

36 理事 汤春华 醴陵市汉珀御瓷坊 艺术总监

37 理事 崔振中 崔振中雕塑艺术工作室

38 理事 朱 明 朱明艺术工作室

39 理事 叶湘鸿 圣池轩陶瓷艺术工作室

40 理事 黄建国 黄建国陶瓷艺术工作室

41 理事 刘仕国 醴陵宋元窑瓷艺坊

42 理事 邹志刚 醴陵市泓海陶瓷

43 理事 肖世农 臻瓷舫工作室

44 理事 谭演湘 聚雅斋

45 理事 刘向阳 釉下五彩艺术工作室

46 理事 易幸育 湖南工贸技师学院 副院长

47 理事 罗 莹 湖南省商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48 理事 刘海宏 株洲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处 长

49 理事 唐红敏 株洲市工业学校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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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理事 颜 旭 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 副校长

51 理事 唐石林 株洲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书 记

52 理事 刘建湘 株洲市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副校长

53 理事 谭爱群 荼陵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校 长

54 理事 廖雄斌 炎陵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校 长

55 理事 贺 伟 醴陵市德才外语学校 校 长

56 理事 张白鸽 醴陵市渌江职业技术学校 校 长

五、秘书处成员名单

序号 集团职务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秘 书 长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陈 健
常务副校

长

2 副秘书长 醴陵市华鑫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林建军
办公室主

任

3 副秘书长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骆建辉
人资部部

长

4 副秘书长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电力

电瓷电器厂
张 卫

人资部主

任

5 副秘书长 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 邹许芳
办公室主

任

http://www.cn-pk.com/
http://www.yqrc.com/yp/yp_show.asp?id=8340
http://www.yqrc.com/yp/yp_show.asp?id=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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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门工作委员会

序号
专门工作委员会名

称及职务
姓名 单位名称 行政职务

1
校企合作工作委员

会、主任
陈 健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

学校
副校长

2
培训与就业指导工

作委员会、主任
甘 旭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

学校
副校长

3
专业建设委员会、主

任
丁佳富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

学校

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七、集团化办学办公室人员

序号 姓名 电话 邮箱

1 易 慧 13487755230 1091410089@qq.com

2 丁佳富 13762372962 1197537329@qq.com

3 朱树桃 13762262969 459462123@qq.com

4 黄 刚 13469026556 49597326@qq.com

5 邓 龙 15273316133 350958100@ qq.com

6 瞿 蓓 15207422063 51597423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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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政府牵头、多方联动、跨界融合”运行机制

完善集团章程，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职责，构建“政、行、企、校”

四方联动运行机制。一是政府出政策、出资金；二是行业出标准、搭平台；三是

企业出资源、出导师；四是学校跨界融合调专业，以陶瓷产业链转型升级发展为

导向，实施“陶瓷+”发展思路，跨界融合文旅、机械、湘茶、服饰等醴陵支柱

产业调整专业，形成陶瓷工艺专业群、陶瓷机械专业群、陶瓷服务专业群，服务

地方产业发展。

陶瓷职教集团“政府牵头、多方联动、跨界融合”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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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牵头出政策、出资金

（1）出台《关于促进陶瓷产业发展十条政策》

2017、2019 年政府分别出台《关于促进陶瓷产业发展的十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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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订《醴陵陶瓷职业教集团章程》

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

见》，加快为陶瓷产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和新型农民的步伐，充分发挥职业教

育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作用，为我省陶瓷产业的发展培

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要求，在自愿、互利、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组建集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实践培训、就业指导、教研科研、陶瓷产品开发、

生产于一体的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

第二条 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以服务经济建设、服务陶瓷产业发

展为宗旨、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纽带、以集团内部各成员通力协作、互惠互

利为原则，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积极推进湖南陶瓷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三条 集团成员单位原有的管理体制不变，隶属不变，经济独立核算

不变，人事关系不变。在办学层次、专业布局、教学业务、职教科研、质量监控

等方面实行相对的统一规划、管理和考核。在师资（尤其是专业教师）、实验实

习设施、实训基地、职业技能鉴定、课题研究成果、教育信息、产教结合及校企

联办等方面达到职教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

第二章 集团性质和宗旨

第四条 集团性质：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是以政府为主导，由行业协

会、职业院校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平等、互利、自愿的原则，组成以陶瓷

专业为纽带的社会组织。集团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五条 集团宗旨：整合教育资源，深化教学改革，突出专业特色，增强办

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通过加强校际合作、校企合作、学校与行业协会、科研

机构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企业和行业为依托的多元

化的办学体系，实现资源共享，整体提职业院校适应市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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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优势、组合效应和规模效应，打造现代陶瓷职业教育品牌，提升现代陶瓷职业

教育的综合实力，为全省陶瓷产业发展服务。

第六条 集团原则：平等尊重、诚信守约、互利合作、和谐创新。

第三章 集团功能

第七条 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的功能是：联合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

法研究、职业信息沟通、就业与培训及对外、对内合作。具体如下：

1、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陶瓷方面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2、共享社会对陶瓷职业技术人才供求信息；友好协调招生、就业、升学等

涉及成员单位利益的事项；

3、结合专业特点，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进行专业设置、专业改造、教学

改革与创新、对外服务等方面的研究与探索，成果共享；

4、定期组织集团内学校间的教师业务竞赛、评比；统筹安排教师业务培训；

5、制定统一评价标准，定期进行学生技能测试，技能比赛等活动；

6、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之间在教学、科研、生产、技术开发等方面相

互支持与协助，共同培养集团内的专业型人才，提高综合实力；

7、推动校企紧密合作，加强“订单”、“定向”教育的研究与探讨，促进

校企资源融合，共建专业培训基地，积极推进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探索新型的、

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模式；

8、毕业生优先考虑集团内企业单位的需要，集团内企业优先录用集团成员

学校的毕业生；

9、维护集团成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协调集团内部利益关系和对外关系，反

映集团各成员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10、推介集团内外职业教育与专业培训经验，开展集团文化建设，组织各种

参观考察活动，推进管理创新，加强与其它行业、省市职教集团的横向交流；

第四章 集团成员组成、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是由单位会员组成的职教集团。实行会

员理事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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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承认本章程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和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均

可申请加入本集团。

第十条 成员加入集团的程序是：

1、提交申请书及单位基本情况；

2、经理事长会议讨论通过；

第十一条 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1、优先享用集团内各种职业教育资源和各类信息；

2、根据本单位发展对职业人才实际需要，有权向理事大会提出议案；

3、参与集团的各种活动；

4、对集团的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第十二条 集团成员单位履行下列义务：

1、执行理事大会决议；

2、执行就业准入制度和岗前培训制度；

3、完成集团交办的工作；

4、按规定交纳会员费；

5、积极向集团反映所获取的有关信息，提供资料。

第十三条 集团成员单位推荐 1名代表，担任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集团理事

原则上由成员单位的主要领导担任。理事任期 3年。理事代表其所在单位参加集

团的会议及有关活动。

第十四条 成员院校的权利与义务

（一）成员院校的权利

1、拥有对本集团名称的使用权、保护权及命名决定权；

2、受集团理事会的委托，有权召集“专业课程设置指导委员会”、“就业

指导委员会”、“校企合作委员会”、“ 职教研究会”等活动的开展；

3、在办学中遇到困难，有要求集团成员协调支援的权利；

4、优先向成员企业了解人才供求信息和培养要求，优先向成员企业派遣实

习生，优先向成员企业输送合格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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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先接受成员企业向学校派遣的高级技师到校任教。

（二）成员院校的义务

1、遵守集团章程，执行理事会决议；

2、根据企业的要求，深化教学改革，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为企业培养具有

较高职业能力的合格毕业生；

3、学校培训基地、教学设施、师资与企业共享，为企业培训职工提供人力

和智力支持；

4、建立人才供求信息平台，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和选送优秀毕业生；

5、向理事会和成员单位提供招生、教学、管理、就业等信息，实现资源共

享；

6、应集团成员的要求，提供业务咨询、技术服务、员工培训服务及科研成

果转让。

第十五条 成员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一）成员企业的权利

1、优先享受院校的人才“订单”服务和员工培训服务，优先挑选优秀毕业

生；

2、可要求学校为其培训在职员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为科研生产开发提供

条件和支持；

3、优先获得成员学校研发的科研成果；

4、指导学校办学，参与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学生能力培养等教学

工作和招生、就业指导工作；

5、可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办学。

（二）成员企业的义务

1、遵守集团章程，执行理事会决议；

2、提供对学校办学如专业调整、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的信息；

3、在企业生产允许的情况下，为学校的学生顶岗实习、教师实践和科研提

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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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时反馈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需求信息，提供人才需求计划和人才

培养规格要求；

5、选派高水平技术人员担任学校的外聘教师，指导学生技能培训，传播企

业文化；

第十六条 成员行业协会的权利和义务

（一）成员行业协会的权利

1、优先获得企业、学校的支持，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2、有偿向成员单位转让科研成果或提供有偿咨询、中介服务。

（二）成员行业协会的义务

1、发挥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2、为集团办学提供理论指导、咨询分析为决策提供依据；

3、为企业提供人才供需信息，为学校提供就业信息。

第十七条 集团成员如有违反本章程的行为，损害集团的声誉和利益，情

节严重，经劝告无效者，由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责令其退出或予以除名。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十八条 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理事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

第十九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 1名，常务副理事长 1 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理

事若干名。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均由理事大会选举产生。理事大会

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设秘书长 1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秘书长、副秘书长由理事

长提名，理事大会通过决定。各职务任期为 3年，可以连任。

第二十条 理事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可由理事长提议，理事

长会议讨论通过召开临时理事大会。

第二十一条 理事大会职责是：

1、制定和修改集团章程；

2、选举和罢免领导机构；

3、制定集团年度工作方案；

4、审议理事长会议年度工作报告；

5、审议通过集团理事长会议或理事提出的议案。

第二十二条 集团秘书处常设在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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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集团年度工作方案的落实；2、收集、发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信息、

人才供求信息；3、负责集团的宣传和档案等工作；4、筹备组织理事大会和

理事长会议，负责起草会议文件，撰写工作报告；5、负责集团的联络工作；

6、负责集团的财务管理工作。

第六章 经费使用

第二十三条 集团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各成员单位交纳的会费、社会捐赠以及

集团从事其他社会服务活动等所获得的合法收入。

第二十四条 集团经费由理事大会指定专人进行管理。集团经费必须用于本

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和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二十五条 集团换届或更改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有关单位的财务审

计。

第二十六条 属于社会捐赠、资助的集团资产，集团须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

公布。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二十七条 集团完成宗旨，自行解散或其他原因终止活动，由理事长会议

提出终止动议。

第二十八条 集团终止动议须经理事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

第二十九条 集团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处理

善后事宜，集团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按照国家规定，用于

发展职业教育事业

第八章 章程的修改

第三十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长会审议后经理事大会表决通过。

第三十一条 修改后的章程，须在理事大会通过后 15 日内，经主管部门审查

同意后方可生效。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经理事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同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集团常务理事会。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其他未尽事宜由集团常务理事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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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台《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考核激励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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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学校成立湖南省首个职教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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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职教集团大会

2019 年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会议在醴陶职隆重召开

2019 年 12 月 30 日，2019 年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会议在醴陵陶瓷烟花职

校隆重召开，株洲市教育局、醴陵市教育局、醴陵市陶瓷烟花产业服务中心，5

所高校，4 所中职学校，4 家行业协会，30 家陶瓷企业，共计 46 家企业单位参

加会议。

醴陵陶瓷职教集团自 2012 年成立以来，集团规模不断壮大，取得了可喜成

效。现有成员单位 65 家，包括 16 所中高职院校、41 家企业、5家行业协会和 3

个政府职能部门。集团成员之间通力合作，充分发挥了“沟通、交流、合作、共

赢”的平台效应，实现了政、行、企、校在人才培养、资源建设、就业培训等方

面的合作共赢，为陶瓷产业升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醴陵陶瓷烟花职校作为集团牵头单位，依托陶瓷产业链，构建了陶瓷工艺、

陶瓷机械、陶瓷服务三大“专业群”，形成了良好的人才培养辐射效应。并通过

“引企入校”、“办校进厂”、“现代学徒培养”“项目共研”等方式，与集团

内企业深度产教融合，实施校企人才共育，成果显著。

2020 年是国家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内涵发展的关键之年，是国家

实施中国制造 2025 人才培养工程的又一伟大征程，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将紧

跟时代步伐，奏响集团改革强音，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留得住的地方陶瓷产

业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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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出标准、搭平台

（1）行业出台地方标准《釉下五彩瓷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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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订《湖南省日用炻瓷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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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帮扶年活动

湖南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 2017 企业帮扶年活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地、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根据株洲市《关于印

发株洲市 2017 年“企业帮扶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办〔2017〕3 号）、

《中共醴陵市委醴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突围的实施意见》（醴发〔2017〕

1 号）等文件精神要求，结合集团实际，现制订《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 2017

企业帮扶年活动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地、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株洲市《关于印发株

洲市 2017 年“企业帮扶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办〔2017〕3 号）、《中

共醴陵市委醴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产业突围的实施意见》（醴发〔2017〕1 号）

等文件精神为指导，结合集团及学校办学特色与实际，以服务地方陶瓷、烟花产

业为宗旨，紧密对接醴陵市产业突围“四个十条”， 创新服务方法，提高服务

水平，为助推醴陵市产业突围升级而努力。

二、重点帮扶企业

醴陵市红玉红瓷陶瓷研究中心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醴陵市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港鹏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

三、工作目标

（一）转变集团企业服务理念

以就业为导向是中职教育的指针，产教融合是中职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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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育的办学定位本身决定了中职学校的产业服务特性。学校将以如下个三个方

面的转变为切入点，全面推动企业帮扶工作。

1．转变校企合作的被动局面。大力争取政、行、企、校等各方力量，充分发

展政策与集团优势，全面提升学校服务水平，本着包容、共赢的理念，拓宽合作

领域、合作模式及方法途径，灵活办学模式，通过“引企入校”、“办校入厂”、

“校企共建”等形式，深入开展人才培养培训、技术研发服务、资源共建共享等

企业服务工作。强化主动服务意识，用高质量服务争取行业、企业等社会各届的

认可。

2.转变企业服务的单向局面。一是要丰富校企合作与企业服务项目，由单一

的人才培养培训转变为集人才培养培训、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信息化资源建设

等多向服务；二是要争取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由校企双方力量转变为政、行、企、

校全方位力量参与。从而集团服务企业的长期性和有效性。

3.转变学校人才培养单一局面。一是要丰富学生素质结构，从德育、技艺、

体能、文化、人文等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二是要丰富专业教学模式，针对不同专业特点，有效开展理实教

学、项目教学、企业顶岗、现代学徒等形式的教学，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转

变人才培养的单一性。

（二）构建集团企业服务体系

搭建培、研、创“三位一体”的企业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和职教集

团资源优势，紧密对接醴陵市“促进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促进陶瓷产业发

展”、“促进花炮产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四个十条”相关政

策要求，深入开展人才培养培训、技术研发与服务、众创空间企业服务项目推进

工作，拓宽服务平台，形成服务氛围，落实服务措施。在人才培养上，以就业为

导向，实行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工作岗位、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紧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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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实行多样化教学模式改革，全面打造，精准培养；在技术研发上，完善校企

共研机制，充实研发力量，开展校企共研、上门服务等专项活动；在众创空间建

设上，做强空间优势，全力打造包括创业环境搭建、创业配套服务、创业前中后

期跟踪等多功能众创平台。

（三）完善集团企业服务机制

搭建集团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技术交流与业务合作平台；整合集团内教学

资源和实训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搭建集团专家对话平台，定期召开座谈会，交

流人才培养、技术更新等问题，定期发布集团内各类技能型人才需求报告；举办

人才供需见面会、集团论坛等活动；

完善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建设管理机制，校企共同开展学生实训管理与评价；成立

陶瓷工艺研发中心，成立由现场专家、企业技术能手、专业骨干教师共同组成的

研发机构，制定研发中心运行管理制度；完善集团培训中心机制，成立由现场专

家、培训专家、骨干教师共同组成的中心机构，制定中心运行管理制度、培训管

理制度、培训考评制度；建立中心人员聘用机制。建立培训项目和培训资源共同

开发机制。

四、重点工作内容

（一）转变企业帮扶意识

1.制定企业帮扶工作方案。根据《株洲市 2017 年“企业帮扶年”活动实施方

案》等相关文件精神要求，制定详尽的企业帮扶工作方案，组织政、行、企、校

负责人深入论证，形成可行性工作方案。

2.开展企业帮扶动员大会。组织政府、企业、行业、学校相关负责人召开企

业帮扶动员大会。转变学校企业服务观念，提升学校企业服务意识；转变企业发

展理念，促进企业发展信心。营建良好的企业帮扶氛围。

3.加强企业帮扶沟通协调。一是认真解读、落实企业帮扶相关政策，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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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集团内资源的互惠共享，加强与重点帮扶企业

的互动交流。

4.实行企业帮扶例会制度。及时召开企业帮扶会议，及时发现、解决企业帮

扶中的问题与困难，确保有序、有效推动各项企业帮扶工作。

（二）提升企业帮扶能力

5.成立企业帮扶工作小组。成立醴陵陶瓷职教集团企业帮扶工作小组，制定

相关工作制度。

6.加强企业帮扶业务学习。深入学习企业帮扶、校企合作等相关政策文件，

争取政策支持；深入开展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存的问题与困惑。

7.深入企业帮扶培训。一是邀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企业帮扶培

训，提升业务水平；二是开展职业教育能力培训，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专业技

能、技术研发能力。

（三）开展企业帮扶项目

8.“订单式”人才培养。根据企业用技术岗位需求，遴选醴陵市红玉红瓷陶

瓷研究中心、醴陵振美艺术陶瓷有限公司、醴陵市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作为订单培养单位，构建校企共育共管理的订单培养模式，为企业提供人

才支撑。

9.企业员工培训。全面做好企业员工培训项目，计划 2017 年开展陶瓷企业管

理人员、一线员工培训 5000 人次以上。为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与工作效率，推进

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团队组织绩效等提供服务。

10.技术研发与服务。充分发挥师资优势，通过自主研发、校企共研、技术服

务等研式，针对醴陵日用陶瓷、艺术陶瓷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开展技术研发服务

工作，为企业研发投入减压。主要开展陶瓷器型设计研发和陶瓷花面设计研发，

实行项目化研发与管理，从而助推企业产品不断转型升级，推进陶瓷研发人员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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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培养。

11.众创空间平台建设。根据醴陵市“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十条”政策要求，

与醴陵瓷谷合作，搭建众创空间平台，吸引陶瓷创新创业人才，营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氛围。

五、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7 年 3 月）

1.做好准备工作。3月初，联合成立由政、行、企、校多方参与的工作机构，

制定陶瓷职教集团“企业帮扶年”活动工作方案，研定重点帮扶企业，开展企业

帮扶工作论证，确保企业帮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召开动员大会。3 月中旬，组织召开 2017 年“企业帮扶年”活动动员大

会。由集团内各学校负责人、相应专业教师、行业协会、帮扶企业负责人参加。

学习企业扶持政策文件，转变学校企业帮扶观念。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7 年 4 月至 12 月）

1. 组织陶瓷职教集团企业帮扶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深入开展企业调研，了解

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迫切需求，针对企业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制

定相应帮扶措施。

2.召开重点帮扶企业互动交流会。通过“点对点”的的帮扶对接，共同探讨

帮扶方法与路径，形成可行性帮扶方案。

3.开展各项帮扶活动。一是构建企业服务体系，形成具体方案，深入开展人

才培养培训、技术研发与服务、众创空间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工作。二是搭建企业

帮扶团队，明确职责分工；三是扎实开展各项企业帮扶活动。在人才培养上，以

就业为导向，实行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工作岗位、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

紧密对接，实行多样化教学模式改革，全面打造，精准培养；在技术研发上，完

善校企共研机制，充实研发力量，开展校企共研、上门服务等专项活动；在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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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建设上，做强空间优势，全力打造包括创业环境搭建、创业配套服务、创业

前中后期跟踪等多功能众创平台。

（三）总结提升阶段（2017 年 11 月）及时开展帮扶工作例会。通过小结、

总结、交流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确保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加大宣传

一是充分发挥职教集团人力资源优势，成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和制度，明确职责分工；二是开展宣传与动员，提高集团企业

服务意识和帮扶意识，充分发集团网站、QQ 群、微信、APP 等信息化途径，开展

“2017 企业帮扶年”的宣传工作，组织召开动员大会；三是加强学习交流，组

织学习相关政策文件，学习其它集团经验，提升企业服务水平。

（二）深入企业，加强交流

一是深入开展帮扶企业调查研究，了解企业在人才需求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与困惑；二是争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加强与重点帮扶企

业的沟通交流，及时开展各项交流与探讨。

（三）定期总结，不断提高

通过小结、总结、交流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找出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和差距，及时安排和部署下一阶段帮扶工作任务。

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

2017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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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红玉红瓷研究中心

陶瓷烧成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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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

与醴陵陶职毕业的新世纪员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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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团企业人员培训

醴陵市陶瓷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

实 施 方 案

落实株洲市《关于印发株洲市 2017 年“企业帮扶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结合集团及学校办学特色与实际，以服务地方陶瓷产业为宗旨，紧密对接醴陵市

产业突围“四个十条”， 创新服务方法，提高服务水平，为助推醴陵市产业突

围升级，我校特组织实施陶瓷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为确保培训质量，提高

培训效果，圆满完成培训任务，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成立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徐峰

副组长：丁佳富 孙建军

成 员：杨先文 黄 刚 洪昌任

瞿 蓓 何 竟 谢磊玉

二、培训时间

2017 年 9 月 9 日-10 月 29 日 期间双休日为主

三、培训地点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6楼多功能培训厅

四、课程安排

授课时间 课程内容 授课老师

9月 9日 珍惜岗位赢在企业 孙建军

9月 9日 责任胜于能力 孙建军

9月 10 日 优秀管理者的德商、智商、情商 孙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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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课程内容 授课老师

9月 23 日 打造凝聚力团队 胡翠艳

9月 23 日 留人留心的艺术 胡翠艳

10 月 7 日 新常态下民营企业战略升级论坛 胡万里

10 月 7 日 企业战略与人才梯队建设 胡万里

10 月 8 日 向管理要绩效 骆建辉

10 月 8 日 企业绩效考核设计与落地 骆建辉

10 月 21 日 正能量与高效执行 周志剑

10 月 21 日 做最好的中层 周志剑

五、培训师介绍

胡翠艳：高级培训师、管理学硕士、国内首位“管理技能实战演习集训”高

级教练，清华大学总裁班特聘教授，（新加坡）中圣国脉高级导师，中部企业崛

起倡导人。胡老师讲课生动、幽默，讲解深入浅出，案例丰富，实用性强，曾为

上千家企事业单位提供过培训指导。她曾在株洲动力谷企业成长学院主讲的《领

导力和执行力》、《中高层管理者的五项修炼》以及《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等课

程得到了受训企业家和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胡万里：企业管理系统落地师、组织系统建设专家、国内企业系统建设推行

者、长沙长松系统落地师、擅长领域：薪酬体系、绩效体系、组织系统导入。

孙建军：高级培训师、株洲市企业管理培训专家团成员、醴陵市陶瓷烟花职

业技术学校校长助理、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建设专家评委、有多年企业管理运营经

验，其《珍惜岗位 赢在企业》课程，在醴陵各中小企业倍受欢迎。

骆建辉:高级培训师、原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本公司人事行政总监，陶瓷

行业从事行政管理有近 20 年工作经验，他的绩效管理培训课程在醴陵陶瓷企业

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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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剑：创业培训讲师团专家、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同时从事企业管理

多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丰富的阅成就了优秀与卓越，他的培训课程生动、落

地。

六、报名办法

1．此次培训活动接受 200 名企业管理人员报名。

2．请将培训通知附件 1 参训学员报名表发至 QQ/邮箱：331037007@qq.com。

3、联系人：杨先文 电话;13762371168

七、其它事项

1．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请提前安排好企业工作，不得缺席、迟到、早退；

2.培训期间学校统一安排食堂 3楼就中餐；

3.参训学员于 9月 8日上午 8:30 前办理好报到手续，报到时请交 1寸彩色

照片三张（姓名写在照片背后）和身份证复印件一张。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mailto:549446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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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陶瓷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培训课程安排表

授课时间 课程内容 授课老师

9月9日 珍惜岗位赢在企业 孙建军

9月9日 责任胜于能力 孙建军

9月10日 优秀管理者的德商、智商、情商 孙建军

9月23日 打造凝聚力团队 胡翠艳

9月23日 留人留心的艺术 胡翠艳

10月7日 新常态下民营企业战略升级论坛 胡万里

10月7日 企业战略与人才梯队建设 胡万里

10月8日 向管理要绩效 骆建辉

10月8日 企业绩效考核设计与落地 骆建辉

10月21日 正能量与高效执行 周志剑

10月21日 做最好的中层 周志剑

关于企业员工整体素质提升的培训方案

教育培训原理：

【企业常青】的秘诀,不在于建立丰富管理制度,而在于建立【简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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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和福利措施

教育培训理论：

【感动公司】、【感动员工】拓展式管理模式＋引导式教育是楊鎔憶博士开

发的员工教育方法之一；多年的实践证明，该教育模式能明显改善企业员工的敬

业精神和忠诚度；明显提高企业各部门间的执行力和协调能力；有效缓解企业管

理难的问题。

教育培训方法：

员工尽快从【技能型】人才向人文【素质型】人才转变是唯一的出路.正确

引导才能有效提高员工对公司的【敬业精神】和【忠诚度】；企业才能找回应有

的【创新力】和【突破力】；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企业各部门的【协调能力】

和【执行力】。虽说企业都重视企业内训,但多收效甚微,其根原因就在于少〖礼〗

重〖仪〗的培训模式出不了【理】。

教育培训体系：

1、企业员工成长体系。

2、企业内训体系。

3、企业文化体系。

4、企业管理体系。

教育培训与实践：

1、自我简单有效的学习方法。

2、自我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

3、自我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法。

4、自我有效的人际交往与方法。

5、自我有效的自信与口才训练方法。

6、自我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

7、自我简单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

8、自我有效的理财方法。

9、自我有效的创业方法。

10、自我有效的团队建设与规划。

11、自我有效的财富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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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我有效的销售提升方法。

13、自我有效的运营管理提升方法。

企业【管理难】的原因：

1、员工普遍自律性不强，本位主义重。

2、员工缺乏简单有效的自我学习方法，容易衍生思想、语言、行为苍白等不

良习惯，容易出现叛逆、易怒、多动、躁动、强迫、厌学、自闭、攀比...等不

良的生理性和心理性的亚健康行为。

3、员工缺少友爱和亲情感，缺乏常态的感恩心。

4、员工与员工竞争，不是比友善度、真诚度，而是与之比较纯金式的多与少。

培训教育模式之一及成功案例过程分析：

1、福利型：

讲解式教育＋拓展式训练＋ （福利型旅游 ）

2、非福利型：

讲解式教育＋拓展式训练＋（非福利型旅游）

设计宗旨:

1、一曲能够触动你【心灵】的旅行！去野外感受团队真诚, 用【团队的灵魂】

来洗礼自己心灵上粉尘！敞开心扉、深情交流，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

2、 释放内心的压力，【感恩】团队, 珍惜工作, 完善自我【有效】的学习计

划。

3、 用团队的力量来拓展野外的【自己】，真切感受到团队力量的【可贵】性

及帮助别人【必要性】。

服务宗旨：

关注教育、关注员工、、感恩团队、感恩企业、服务社会。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2017 年 4 月

2017 年醴陵市陶瓷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

培训学员名册（部分）

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1 李蔚霞 董事长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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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2 李志群 总经理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3 李启贞 总经理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4 郭凯熊 副总 18274200568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5 刘绪红 办公室主任 13007333399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6 刘艳群 财务部长 13975375308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7 易昌裕 党支书 13874108938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8 李勇军 生产部长 13974172082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9 张虎生 生产厂长 13874197907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0 邓许平 生产厂长 13974165148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1 张敏 副部长 13487753047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2 丁雄虎 生产线长 13574294055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3 陈旭 生产线长 18773362368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4 胡婷 销售部长 15074143666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5 易小仙 人资主管 15073366248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6 孙德军 生产线长
阳东磁电股份有限

公司

17 李雪 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18 阙晓玲 艺术馆总经理 新世纪

19 徐志红 行政部部长 新世纪

20 李晓典 一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21 李晓媛 营销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22 蔡军 设计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23 易大根 花纸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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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24 刘兵 厂长 新世纪

25 张欢玲 企划主管 新世纪

26 程勇 企划主管 新世纪

27 李锋 研发顾问 新世纪

28 方兵 财务部长 新世纪

29 邱佳才 二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30 李丹 经理 新世纪

31 谢志来 样品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32 李志兴 智善公司总经理 新世纪

33 顾志勇 车队总经理 新世纪

34 姚春林 人事行政部主管 18670413678 新世纪

35 周志坚 主任 18627410475 陶润

36 邹海艳 主任 13055135883 陶润

37 陈建伟 主任 13762348422 陶润

38 凌建中 主任 13975373123 陶润

39 尹建军 主任 13786354286 陶润

40 谭建林 主任 15096396317 陶润

41 余彐员 科长 13907418625 陶润

42 肖建 主任 13337236218 陶润

43 江德海 主任 13107034778 陶润

44 何志文 主任 15574157108 陶润

45 徐建辉 班长 18374087328 陶润

46 黄志勇 科长 13517418753 陶润

47 马亚汝 主管 18007339308 陶润

48 潘可力 副总 13055121479 银和瓷业

49 欧阳剑 部长 15364225045 银和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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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50 李运贵 副总 18007415401 银和瓷业

51 陈 萍 副总 15364225177 银和瓷业

52 胡业清 部长 15364225297 银和瓷业

53 苏艳纯 15364225322 银和瓷业

54 冯生果 部长 15364225083 银和瓷业

55 李明 部长 15364225002 银和瓷业

56 周志文 生产组长 14789410544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57 廖平 生产组长 13975346392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58 易安琦 销售代表 15107333391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59 张学武 生产组长 15570734659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0 苏升红 生产组长 13762279085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1 丁万千 生产组长 18611350776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2 兰小平 生产主管 13974178336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3 江林 副总 13974135585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4 张译方 总经理助理 13618437958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5 程世明 生产主管 15173378585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6 黄锡如 副总 13974192891 醴陵振美艺术陶瓷

67 周运林 副总经理 13107011198 高峰陶瓷

68 黎建平 生产厂长 13762276460 高峰陶瓷

69 荣任刚 生产厂长 1807334718 高峰陶瓷

70 谢建军 车间主管 13873351718 高峰陶瓷

71 林美华 车间主管 18073347990 高峰陶瓷

72 李旭 人事 18673370980 高峰陶瓷

73 邬利霞 人事 13574208558 高峰陶瓷

74 汪华明 车间主管 15773311958 高峰陶瓷

75 瞿桂香 车间主管 18684565439 高峰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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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76 彭华 车间主管 13574269356 高峰陶瓷

77 刘利娜 人事 18173391766 高峰陶瓷

78 杨芳叶 总经办主任 13762250092 泰鑫瓷业

79 张红燕 招聘专员 18273398639 泰鑫瓷业

80 王志敏 经理 13787808508 泰鑫瓷业

81 黄湘礼 车间副主任 15869726642 泰鑫瓷业

82 许红来 整修班长 15675328481 泰鑫瓷业

83 王介英 釉坯班长 13607421236 泰鑫瓷业

84 汤其纯 整修班长 15886370019 泰鑫瓷业

85 黄 斌 班长 15073388578 泰鑫瓷业

86 黎思琪 厂长助理 15273319191 泰鑫瓷业

87 朱钦辉 检验班长 18273308418 泰鑫瓷业

88 李 欢 生产助理 13407332693 益嘉瓷业

89 邹建凡 车间主任 18573337802 益嘉瓷业

90 彭金华 车间主任 18573337812 益嘉瓷业

91 黄翠林 商务部主管 18007334121 益嘉瓷业

92 凌 莉 试制组长 18007334116 益嘉瓷业

93 何琼英 质管员 18007334172 益嘉瓷业

94 颜清林 行政管理员 15570700643 益嘉瓷业

95 冯端芳 财务主管 18573334800 益嘉瓷业

96 易 琳 品质主管 18573337801 益嘉瓷业

97 郭桂华 车间质管员 13707418419 益嘉瓷业

98 邓海根 人事行政主管 13786384820 益嘉瓷业

99 黄绍明 人力资源主任 15886396520 德兴瓷业

100 殷勇 分厂厂长 13574217349 德兴瓷业

101 骆建乐 分厂厂长 18974163922 德兴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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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102 左利军 分厂厂长 18073314781 德兴瓷业

103 李建新 质技部长 18974163909 德兴瓷业

104 张喜冰 生产副总经理 18974105298 金煌瓷艺

105 杨海霞 人资部主任 15574103104 金煌瓷艺

106 邓恋峰 财务主管 18907415986 金煌瓷艺

107 张红霞 彩绘部主任 18975398369 金煌瓷艺

108 文 武 窑炉部主任 18173373612 金煌瓷艺

109 汤中强 开发部主任 18973326899 金煌瓷艺

110 杨海霞 人资部 15574103104 金煌瓷艺

111 黄冬洋 生产部经理 15096343963 丰德利

112 易昌生 生产部经理 13100337558 丰德利

113 聂剑良 核算部经理 15074118599 丰德利

114 易春燕 办公室主任 13975352045 丰德利

115 刘国云 车间主任 13574231300 丰德利

116 冯开连 车间主任 13874199091 丰德利

117 贺艳琴 厂长 13407477308 醴陵市希灵陶瓷

118 林琳 会计 13762325286 醴陵市希灵陶瓷

119 李贝 人力资源 13874119979 醴陵市希灵陶瓷

120 汤宇琴 仓储 15073339417 醴陵市希灵陶瓷

121 黄璞 总经理 13874170212 瓷艺堂

122 肖光磊 销售部经理 13907415080 瓷艺堂

123 廖玲 生产部经理 13973370626 瓷艺堂

124 王丽 财务部部长 13974180240 瓷艺堂

125 肖杨 13974156787 港鹏实业

126 汪勇 13974170555 港鹏实业

127 陈晓华 15973304708 港鹏实业



44

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128 彭佳 港鹏实业

129 贺文彪 物流部长 13342539088 华联亿嘉

130 赵建雄 采购部长 13378034999 华联亿嘉

131 贺优军 生产厂长 18374075130 华联亿嘉

132 张瑞 店铺店长 18673313233 华联亿嘉

133 陈宇琪 店铺店长 18507338812 华联亿嘉

134 黄莉 人力资源部 15074145280 华联亿嘉

135 黄甫余 车间主任 华鑫

136 肖祥军 车间主任 华鑫

137 陈显科 车间主任 华鑫

138 李成 车间主任 华鑫

139 邓元桂 厂长 华鑫

140 朱世友 厂长 华鑫

141 朱兴亮 车间主任 华鑫

142 彭艳 车间主任 华鑫

143 黄昌泉 车间主任 华鑫

144 周波 设计人员 华鑫

145 谢秋良 采购部长 华鑫

146 徐琴 助理 华鑫

147 朱兴祥 车间班长 华鑫

148 彭丽君 车间班长 华鑫

149 陈云建 车间班长 华鑫

150 彭连云 培训专干 13975329130 华鑫

151 孙姣 储运主管 湖南百花

152 蒋叶华 仓库主管 湖南百花

153 邓小红 车间主任 湖南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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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单位

154 李明墩 生产部长 湖南百花

155 黎建 销售部长 湖南百花

156 朱铁刚 财务部长 湖南百花

157 孙琼 成本会计 湖南百花

158 谢细清 质检主管 湖南百花

159 罗慧娟 会计师 18975303455 湖南百花

160 谭帮怡 厂长 玉果电瓷

161 汤建军 车间主任 玉果电瓷

162 罗俊能 车间主任 玉果电瓷

163 骆其粮 技术员 玉果电瓷

164 唐迎春 瓷检部长 玉果电瓷

165 黄白娥 瓷检主管 玉果电瓷

166 柳艳 销售 玉果电瓷

167 陶志英 主管 玉果电瓷

168 张奎璋 供应部长 玉果电瓷

169 徐建成 主任 玉果电瓷

170 魏学农 技术部长 玉果电瓷

171 文海波 工会主席 玉果电瓷

172 黄华燕 文员 玉果电瓷

173 郭江 副总 玉果电瓷

174 郭江 副总 13974186529 玉果电瓷

175 李 闯 生产厂长 13077023316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76 叶爱姣 办公室主任 13007336228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77 谢美玲 生产科长 13975356533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78 廖 虎 开发主任 15096302493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79 丁开华 车间主任 13077097279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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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杨志平 质保科长 18974145972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1 黎拥华 车间主任 13272136728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2 杨高平 财务会计 13107013039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3 黄雪飞 质管员 13135034913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4 姚 丽 质管员 13077074986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5 瞿青秀 车间班长 13007455944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6 叶瑞文 制泥班长 13974194144 华旺瓷业有限公司

187 郭纪才 办公室主任 15200400852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88 柳其权 总工程师 13974168945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89 柳亚 统计员 18473327418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0 周伟婷 保管员 15573338580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1 杨立新 制泥主管 13017116917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2 张纪辉 总经理助理 18073340256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3 黄丽军 釉坯主管 13347232358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4 陈喻 市场部副经理 18073342079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5 周智 胶装主管 15974394938
湖南太阳电力电瓷

电器

196 阳健 销售经理 13874126820 醴泉窑

197 周海波 副总 15869726899 醴泉窑

198 黄建国 办公室主任 13077036188 华能电瓷

199 周莉芝 人力资源办主任 13607422293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

公司

200 兰国飞 办公室主任 18890240885
湖南仙凤瓷业有限

公司

201 孙拥军 财务部长 18229168522 醴陵新亚陶瓷

202 黎泽恒 总经理 155 7580 0008 御品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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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醴陵市陶瓷企业管理人员技能培训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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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瓷产品评比活动

2019 年“五彩水墨 匠心迎春”书画陶瓷作品展

省美协副主席杨国平，市人大副主任、工会主席廖宏力，市人大副主任、文

联主席唐青柏，著名陶瓷艺术家李日铭出席作品展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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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6）陶瓷行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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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市产业工匠“双十佳”评选活动

承办“十佳产业工匠”“十佳技能比武新秀”评选活动，联系省陶瓷协会、

省电瓷商会、市花炮总商会等 9 个协会行业专家 63 人，服务行业人才，弘扬工

匠精神，网络点击创 400 万人次新高。

2019 年承办醴陵市“十佳产业工匠”、“十佳产业新秀”活动。在全市营造

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专业专注、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由醴陵市总工会举办，我校承办的评选活动，

自 2019 年 3 月下旬正式启动“十佳产业工匠”的评选，到 9月 12 日晚“十佳技

能比武新秀”的颁奖活动，历时近半年的“双十佳”评选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报

名参评及符合条件的人数达到近 200 人，关注浏览达 400 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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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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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产业新秀”中的日用与艺术陶瓷组技能比武地点在我校陶瓷彩绘实训

室进行，40 名参赛选手，每位选手不小于 10 平米的实训场地，主要考核选手的

勾线、分水技能，同时考核选手的规范操作、安全文明生产以及对工艺流程的掌

握。“双十佳”评选活动影响广泛，成为全市广大职工争学技术、刻苦钻研的“风

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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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企承办创新创业大赛

2019 年 7 月，我校成功承办醴陵市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吸引 106 家企业、

项目参赛，数百名行业才俊一起追梦，获得社会广泛好评。12 月，湖南省职业

院校技能竞赛中职职业英语赛项在我校全面开赛，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 45 所中职

学校的 51 个团队 102 名优秀选手参加，实现学校承办省赛的历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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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醴陵）瓷博会

2017 年瓷博会：9 月 28 日—10 月 8 日，历时 11 天，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

业博览会在醴陵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盛装举行。此次博览会，我们陶瓷烟花职业

技术学校承担了志愿者服务、陶瓷作品展览和陶瓷互动体验三项活动，为瓷博会

拉开了一条亮丽风景线，取得圆满成功。

2019 年瓷博会：我校有三个展销服务平台，一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制作工艺

展演区（包含大师作品展示、大师创作展演、师生彩绘展演、师生雕刻展演、传

统拉坯工艺展演、泥塑展演及游客体验等活动，并邀请网红主播对展演进行直

播），位于会展中心 1号馆正门前左侧；二是师生陶瓷作品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2 号馆占地 108 平方米的 2G09 展位；三是醴陵“双十佳”板报宣传及陶瓷体验

区，位于陶瓷生活体验馆一楼。我们想通过多样性、趣味性、互动性、开放性、

信息化等途径，全方位展示醴陵釉下五彩瓷制作工艺，形成特色与亮点；彰显我

校陶瓷工艺专业特色及服务地方经济支柱产业人才需求的办学水平；打造陶瓷文

化体验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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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方联动，跨界融合建专业育人才

(1)人才共育

①陶瓷工艺专业群校企共建共享资源规划

②校企陶瓷大师空间建设方案

③校企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空间截图

④校企陶瓷设计与工艺教学视频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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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陶瓷工艺专业群校企共建共享资源规划

为深入做好学校陶瓷工艺专业群建设，大力提高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构建

陶瓷工艺特色专业群，引领平面设计的发展，并深入开展专业群资源共建共享建

设，通过三年努力，建设好一批优质专业资源，从而实现专业资源共建、教学资

源共享、信息资源互补的目标。

一、建设目标

在三年建设期内，构建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形成集资源建设、资源管理、资

源建设激励、资源应用与推广的系统化机制；开发《陶瓷彩绘技术》等 3门网络

课程，完成各 4门各专业核心课程校本教材、教学 PPT、电子教案、教学视频等

教学资源建设；做好公开课教学视频和专业技能教学视频的共建共享，开发 30

个微课程、30 集公开课教学视频和 30 集专业专业技能教学视频；共建教学标准

库，完成群内各职业资格标准、考核评价标准和课程标准建设；共建教研科研信

息库，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政策法规库、职业教育课题与学术论文库等建设；共建

陶瓷职教集团网站，完善校企信息平台。

二、建设内容

（一）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设

1.建设目标

完成资源建设、资源管理、资源建设激励、资源应用与推广的系统化机制建

设，对资源共建共享计划、组织、实施、评价等环节实行项目化管理。

2.建设内容

（1）申报立项机制。制订并实施资源建设计划方案，通过申报立项机制，

调动教师参与资源共建共享的积极性，以项目为依托，分层分批做好资源开发。

（2）规范标准机制。即制订资源共建共享统一标准，分类制订网络课程开

发、教学资源（电子教案、教学视频、教学 PPT 等）、空间建设、职业资格标准、



59

考核评价标准等开发标准，实现共建共享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兼容性。

（3）管理服务机制。建立教师培训、跟踪服务机制等，保证教师在进行教

学资源共建共享过程中遇到问题能及时解决。

（4）激励表彰机制。量化资源建设任务，将教学资源建设工作与考核、奖

励、评优评先、职称晋级挂钩，制订资源建设成果奖励办法。

（5）资源共享考核机制。建立资源共享考核评价机制，促进资源的使用效

率。

（二）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建共享

1、建设目标

完成群内各专业教学资源及公共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开发《陶瓷彩绘技术等

3门网络课程，完成各 3门各专业核心课程校本教材、教学 PPT、电子教案、教

学视频等教学资源建设；做好公开课教学视频和专业技能教学视频的共建共享，

开发 30 个微课程、20 集公开课教学视频和 40 集专业专业技能教学视频；共建

教学标准库，完成群内各职业资格标准、考核评价标准和课程标准建设，做好教

师空间资源建设，建设好陶瓷工艺大师空间。

（1）网络课程资源建设。把《陶瓷工艺基础》、《釉下彩陶瓷文化》2 门

专业群“平台”课程和《釉下五彩陶瓷彩绘技术》等 3门“模块”课程建设成网

络课程，配套建设电子校本教材、教学视频等，形成网络课程包。

（2）做好公开课教学视频和专业技能教学视频的共建共享。一是以项目教

学和工学结合为导向，通过设计、讲授和录制，开发 30 个微课程、30 集公开课

教学视频和 30 集专业专业技能教学视频。

（3）课程标准建设。一是课程标准建设，通过企业调研，了解本专业毕业

生就业岗位，确定本课程典型工作任务，明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项目和教学任

务，完成课程教学标准、考核评价标准的开发。二是行业标准，收集整理“行业

标准”规定，为专业设置论证、人才培养方向定位、职业岗位分析、课程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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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开发提供参考。

（4）电子教案和教学 PPT 建设。完成《陶瓷工艺基础》、《釉下彩陶瓷文

化》等 23 门课程电子教案和教学 PPT 建设。

（三）教研科研信息库建设

1、建设目标

共建教研科研信息库，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政策法规库、职业教育课题与学术

论文库等建设；共建陶瓷职教集团网站，完善校企信息平台。

2、建设内容

（1）职教政策法规库建设。即整理、收集教育行政部门、行业部门等相关

职业教育建设、发展与创新方面的相关政策文件，全面分类构建职教政策法规库。

（2）职业教育课题与学术论文库等建设。收集整理与本专业群各专业相关

的专业建设、专业教学、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课题论文，并鼓励专业教师提交经验

论文。

（3）陶瓷职教集团网站共建。进一步完善和更新陶瓷职教集团网站内容，

实现校企信息共建共享；完善网站资源模块建设，形成学校与企业、专业与专业

的高效资源共享。

三、建设进度

序号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完成时间

1

1.专业教

学资源库

共建共享

网络课程资源建设 2018 年 12 月

视频资源共建共享 2019 年 12 月

课程标准建设 2017 年 12 月

电子教案和教学 PPT 建设 2019 年 12 月

2

2.教研科

研信息库

建设

职教政策法规库建设 2015 年 10 月

陶瓷职教集团网站共建 2019 年 12 月

四、保障措施

1、人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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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是国家示范校建设单位，对参加“陶瓷工艺专业群资源共建共享规划”

项目高度重视，聘请了多名高职院校专家、企业技术人员，组建了一支精通专

业、教育教学理念先进、工作态度积极的专业教师队伍参与课题研究，为资源

共建共享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2、机制保障

全面制订资源共建共享制度，对专业群交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实行项目管理。

建立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根据建设的目标任务，层层建立责任制，将创建工

作与专业教师的聘任、评先、绩效工资发放挂钩，对履行职责不到位的责任人

实行责任追究。

3、经费保障

（1）经费来源。本项目计划投入 45 万元，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争取

项目资金 40 万元，学校自筹 5万元，合作企业投入 1万元。

（2）经费管理。学校制定了项目建设经费实行专户、专帐、专款使用，做

到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层层落实，跟踪过程，监测绩效。对项目建设所需投入

硬件的采购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阳光采购，确保资金使用能够到位，节约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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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大师空间建设方案

为有效开展校企共建，陶瓷大师交流与学习，拓宽校企共建的陶瓷大师的交

流平台，促进专业人才培养能力，现制定陶瓷工艺大师空间建设方案。

一、指导思想

根据学校关于数字化资源建设总体方案要求，以建立陶瓷工艺大师空间教学

资源、互动交流平台为载体，以培养陶瓷工艺大师、打造一支大师引领的专业求

和学团队为动力，以提高师生技能水平和资源共享为目的，全面开展陶瓷工艺大

师空间资源建设。

二、成立建设小组

分管领导：陈 健

组 长：丁佳富

组 员：宋华青（湖南工业醴陵陶瓷学校）、肖飞跃、瞿 蓓

工作职责：

1．负责空间建设工作的组织、培训、指导、推动、总结及表彰工作。

2．编制空间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细则，定期召开建设工作推进会，督促按时

按质完成工作任务，并进行跟踪指导与监控，确保空间建设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3．负责机构平台建设，管理空间帐号，提供技术支持与培训，并保持网络

畅通。技术支持；开展空间建设技术培训工作，针对空间建设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开展专题讲座；负责空间建设版面设计，为陶瓷大师个人空间建设提供美工服务；

二、建设内容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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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瓷工艺大师空间建设任务。（如下表）

建设对象 建设内容 任务描述 备注

丁佳富

宋华青

肖飞跃

大师成长 大师培养及成长记录，包括个人档

案、所参加的培训记录、项目研发情

况等

课程资源 大师从事教学工作开发的核心课程

课程标准、电子教案、教学 PPT、教

学案例、试题库、教学视频、教学论

文等

技术资源 大师从事专业技术研发、作品创作、

产品设计等资源

大师作品 大师参赛获奖情况、获奖作品、创作

作品等

师徒引领 大师引论带动教师、学生的师徒交流

过程图片及成果

技术传承 大师参加的社会活动及陶瓷企业人

员培训情况

2．成立陶瓷工艺大师空间建设实施小组。分管理陶瓷工艺重点建设专业副

校长为组长，由专业带头人任组长。制定陶瓷在师空间建设方案和年度建设计划，

从个人发展、资源建设、互动交流等方面开展建设工作。及时召开空间建设交流

会，确保各项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

3．建立大师空间建设小组，建立陶瓷工艺大师空间激励机制，开展大师空

间建设评价。

三、建设步骤

1．2015 下—2016 上：制定建设方案和计划，召开建设会议，搭建空间平台，

做好空间界面设计；收集大师资料，开展建设培训；

2．2016 下—2017 上，全面开展建设工作，做好大师空间大师成长、课程资

料、技术资源等建设工作；并开展大师空间运行，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并

进一步完善大师工间建设。

附件：陶瓷工艺大师空间建设评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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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空间截图

丁佳富大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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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华青大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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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飞跃大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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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釉下五彩工艺视频截图 1

釉下五彩工艺视频截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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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资共建

1.大师工作室建设

2.名师工作室建设

3.聘请国家陶瓷艺术大师为专业带头人，开展收徒活动

4.20 余次行业专家讲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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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易龙华为陶瓷工艺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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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引领 产教融合

——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刘劲松收徒授艺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服务于地方陶瓷产业，与企业紧密对接，对人

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究和改革，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

我校积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开设了现代学徒制企业大师领航试点的

人才培养模式。4 月 17 日，我校陶瓷工艺专业邀请刘劲松大师来校进行收徒的

复试环节考核。通过初选有十位同学进入复试，本次复试的同学进行白描技能考

核。刘大师对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技能通过坐姿、握笔的姿势和勾线效果等进行了

细致的观察和认真的考核，选出 7位学生分批进行面试。在面试过程中，刘大师

强调了几点：第一，态度。对专业的执着，肯下苦功夫，认真钻研。第二，涉及

与专业相关的其他领域。搞设计不单是把关注点放在陶瓷上，而是应该去关注、

学习与陶瓷相关领域的知识，拓宽知识面，开拓视野。第三，父母的支持。第四，

自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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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师进校收徒拜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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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进校园

为了更好的普及陶瓷文化及相关知识，我校邀请了清华大学导师庄志深、醴

陵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易龙华、刘劲松，陶润实业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彭武、醴陵

市书画院黄龙等老师来校讲学，吸引了我校师生和各级社会人士。

时 间 专 家 内 容 形 式 受众对象

2017.9.19
陶瓷艺术大师

易龙华

画面构图与色

彩处理

讲课与现场作

画
学生

2017.12.8
清华大学导师

庄志深
山水画

讲座与现场作

画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7.12.29

陶润实业有限

公司设计总监

彭武

我们一起玩设

计
讲座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8.3.26

校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陶瓷

工艺美术师丁

佳富

陶瓷设计、创

意无限
讲座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8.5.7

湖北省美术院

副院长，一级

美术师钟孺乾

换一种眼光看

绘画——钟孺

乾教授谈印象

论与水墨画基

础

讲座与现场作

画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8.6.21

易龙华、刘劲

松、黄龙、叶

湘鸿

企业专家参与

师生作品评价
现场评价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9.10.21
醴陵市书画院

院长黄龙

论工艺美术的

原创性与思想

讲座与现场写

生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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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019.11.7

湖南师范大学

工程与设计学

院艺术设计系

党支部书记、

工艺美术专业

主任王贞

数字化创新语

境中的传统工

艺设计

讲座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9.11.7

国家级、省级

陶瓷艺术大师

熊晖、易龙华

等

绘画创作 现场创作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2019.12.11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院

长、教授、硕

士生导师杨国

平

写生人物画创

作

讲座与现场写

生

校师生及社会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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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导师庄志深 1

企业大师易龙华、刘劲松、黄龙、叶湘鸿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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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陶瓷艺术大师进校园

国家级、省级陶瓷艺术大师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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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共建

1.陶瓷工艺专业课程教学标准实施方案

2.部分课程教学实施方案



78

陶瓷工艺专业课程教学标准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根据陶瓷工艺专业“分段轮岗，工学交替”

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实际工作岗位出发，提炼典型工作任务，将典型工作任务中

的真实产品转化成具体的教学项目，构建了“产品导向，项目递进”的教学模式。

按照人才培养目标，由校校、校企共同参与，企业用人要求和岗位职业资格标准

设置课程，构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教学项目”，现制订专业课程教

学标准实施方案。

一、内容及要求

《中国陶瓷史》（专业基础课）

1.方向要求：彩绘与成型标准一致

2.教学时量：每周 1 课时，2 期（一年一期，一年二期），每期 18 学时，

共 36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系统讲解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工艺特点、分布区域等，

并特别介绍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发展历史及工及特点。

4.教学方法要求：主要采取理论讲授法和展示教学法。

5.课程负责人：丁佳富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装饰工

7.作业要求：每次课 1次课堂作业，理论作业为主，教师可以采取抽查形式

进行检查。课外作业以预习、复习为主。

8.考试考核要求：理论考试，百分制，题型为选择题（单选和多选）和判断

题，一年二期末进行学科结业考试工。

《陶瓷书法》（专业基础课）

1.方向要求：彩绘与成型为同一个标准，但二年二期的项目设计上应略有不

同（具体见教学内容要求），因此，在设置不同项时，应注明（见课程标标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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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2.教学时量：每周 2 课时，开 2 期（二年一期，二年二期），每期 18 周，

共 72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系统讲解、训练楷书、隶书、行书的笔画、结构和章法，

识别常用篆书字体，并进行创作指导与训练。教学内容学期分配：二年一期楷书、

隶书、行书的笔画、结构讲解与训练，二年二期楷书、隶书、行书章法训练及常

用篆书字体识别与训练。二年二期纸质训练与坯是训练结合，彩绘方向设计 3-5

个坯上书写项目，成型方向设计 3-5 个雕刻项目。

4.教学方法要求：讲练结合，以练为主，项目教学。

5.课程负责人：洪昌任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画面创作（书法运用）、陶瓷书法雕刻。

7.作业要求：每次课 1次课堂作业，1次课外作业，实操作业为主。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白描》（专业基础课）

1.方向要求：彩绘方向。

2.教学时量：每周 4 课时，开 2 期（一年一期，一年二期），每期 18 周，

共 144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系统讲解、训练釉下五彩瓷中常见花卉、禽鸟、昆虫的形

态结构及表现技法技巧，以花卉为主。并讲解训练墨线颜色调制方法。教学内容

学期分配：一年一期以花卉为主，一年二期以花卉、禽鸟（丝毛）、昆虫结合。

纸上白描与坯上勾线相结合，一年一期以纸质白描为主、坯上勾线为辅，一年二

期以坯上勾线为主，合理安排难易递进。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建议 4-8 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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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任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

评相结合。

5.课程负责人：朱虹

6.对接岗位（考核）：坯上勾线工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每次课 1次课外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二年二期结业考试，实践部分为坯上勾线。

《陶瓷工笔画》（专业基础课）

1.方向要求：彩绘方向。

2.教学时量：每周 4课时，开 1期（二年一期），18 周，共 72 学时（含考

试）

3.教学内容要求：主要讲解与训练工笔花卉淡彩表现技法和禽鸟丝毛表现技

法，突出训练色彩搭配运用和层次表现。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建议 4-8 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

目任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

评相结合。

5.课程负责人：朱虹

6.对接岗位（考核）：坯上汾水工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项目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国画技法》（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彩绘方向。

2.教学时量：每周 4课时，共 1期（二年二期），共 72 学时（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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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内容要求：主要讲解与训练常见花卉、禽鸟、昆虫的写意表现技法。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建议 4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目

任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

相结合。纸质训练与坯上训练项目各占一半。

5.课程负责人：肖飞跃、企业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画面创作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安排 1次课外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装饰技法》（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彩绘与成型为同一个标准，同为一本校本教材，

但内容应有所侧重和兼顾。具体见内容要求及课程标准板。

2.教学时量：彩绘方向开 4 个学期（每周 4课时，每期 18 周，第一、二、

三、四学期，共 216 课时），成型方向只开 2个学期（每期 18 周，每周 3课时,

第一、二学期，共 108 课时）。

3.教学内容要求：第一、二期为陶瓷图案部分，穿插部分陶瓷装饰基本技法，

第三四期为陶瓷装饰画部分，主要讲解训练陶瓷装饰技法。成型方向只要上陶瓷

图案部分内容。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3-6 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目任

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相

结合。

5.课程负责人：瞿蓓、企业

6.对接岗位（考核）：勾线、汾水工、陶瓷画面创作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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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素描技法》（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彩绘与成型方向同为 1 个标准。但内容应有所侧重和兼顾。

具体见内容要求及课程标准板。

2.教学时量：每周 3课时，每期 18 周，开 4期（第一、二、三、四学期），

共 216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第一期，讲解训练三维物体基本透视、结构及表现技法；

第二期，讲解训练三维物体的明暗关系；第三、四期，对两个不同方向，设计坯

上素描花面设计项目和坯上雕刻项目；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3-6 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目任

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相

结合。

5.课程负责人：宋华青、企业

6.对接岗位（考核）：坯勾线汾水、坯上花面设计、陶瓷雕刻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彩绘技术》（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彩绘方向。

2.教学时量：每周 8 课时，每期 18 周，开 2 期（第三、四学期），共 288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第三期讲解训练釉下五彩常见花卉的勾线、汾水技巧、色

彩认训与运用；第四期，坯上综合勾线汾水创作，以大件作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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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8-12 课时为 1 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目

任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

相结合。

5.课程负责人：徐月红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彩绘、陶瓷装饰工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工艺基础》（专业基础课）

1.方向要求：成型方向。

2.教学时量：每周 4 课时，每期 18 周，开 2 期（第一、二学期），共 144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认识陶瓷泥料、釉调、色料及陶瓷烧制原理，初步掌握陶

瓷拉坯、泥塑等陶艺技能技巧，熟悉醴陵釉下五彩瓷生产工艺。

4.教学方法要求：讲授法、展示法、项目教学法，每个项目必须有项目任务、

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相结合。

5.课程负责人：朱晔婷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成型、陶瓷装饰工

7.作业要求：每 3—6课时完成 1个实训项目，并安排 1次课余作业。

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成型技术》（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成型方向。

2.教学时量：每期 18 周，每周 8 课时，开 2期（二年一期、二年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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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88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认识了解釉下五彩瓷、日用瓷陶瓷成型原料、讲解训练陶

瓷成型技术、釉料技术。请对接企业岗位要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4-8 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必须具备项目任

务、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相

结合。

5.课程负责人：蔡超、企业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成型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百分制，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烧成技术》（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成型方向。

2.教学时量：每周 2课时，1期（二年二期），共 36 学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认识了解陶器及色釉烧制技术；认识了解釉上贴花、釉上

彩、釉中彩、釉下彩烧制技术。掌握陶器、釉下五彩烧制原理。

4.教学方法要求：理论讲授、展示教学、现场教学、企业调研。

5.课程负责人：蔡超、企业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烧成

7.作业要求：每次课 1次作业，理论作业为主，适当布置现场学习心得、见

习报告等形式的作业。

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理论

考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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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造型设计》（专业核心课）

1.方向要求：成型方向。

2.教学时量：每期 18 周，每周 3课时，1期（二年一期），共 54 学时（含

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认识了解陶瓷造型设计图纸设计方法，掌握陶瓷造型设计

要素、原理及要求，掌握陶瓷餐具、茶具、文具、花瓶等常见瓷器的设计技术要

求。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4课时为 1个项目，每次项目要有项目任务、

项目理论指导、项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相结合。

5.课程负责人：朱晔婷、企业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造型设计

7.作业要求：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陶瓷雕刻》（专业基础课）

1.方向要求：成型方向。

2.教学时量：每期 18 周，每周 4 课时，开 2期（二年一期、二年二期），

共 144 课时（含考试）

3.教学内容要求：学习陶瓷雕刻技能技巧，掌握陶瓷浮雕、透雕的花面设计

与雕刻方法。

4.教学方法要求：项目教学法，每个项日要有项目任务、项目理论指导、项

目过程资料、项目评价等环节，实行自评、互评、师评相结合。

5.课程负责人：杨洁

6.对接岗位（考核）：陶瓷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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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每 8-10 节课为 1个项目，每次课完成 1个课堂项目作业。

8.考试考核要求：建议平时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课程结业考核结合，百分制，

理论与实践各为 30%、70%。

二、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主要采用项目教学法。穿插运用讲授、演示、企业调查等方法，将

技能技巧和职业素养贯穿到各个教学环节。

三、课程考核要求

（一）总体要求(如期末考试成绩+平时过程考核成绩,理论+实操,对接技能

抽考和技能竞赛要求）；

（二）具体要求（“考核标准”是指该内容要达到的要求，按序号列出，可

以分段要求，如 90 分以上的要求，80—90 分的要求，60—80 分的要求）。如：

序

号

考核内容

（项目）
分值比例 考核标准

1

陶瓷产品

的烧成

理 论 占

30%

实 操 占

70%

理论：

18～25 分：能

按时交作业，

字迹工整，能

够答对 60%的

题目；

25～30 分：熟

练掌握书本理

论知识。

45—55分的要求：

（1）按时交作业，作业完成性好。

（2）基本上能掌握烧成相关技巧和

操作规范。

55—65分的要求：

（1）烧成作品效果完好，达到预期

质量。

65分以上的要求：

（1）熟练运用各种烧成手段，并懂

得维护设备。

2

陶瓷产品

的烧成

理 论 占

30%

实 操 占

70%

理论：

18～25 分：能

按时交作业，

字迹工整，能

够答对 60%的

题目；

25～30 分：熟

练掌握书本理

论知识。

45—55分的要求：

（1）按时交作业，作业完成性好。

（2）基本上能掌握烧成相关技巧和

操作规范。

55—65分的要求：

（1）烧成作品效果完好，达到预期

质量。

65分以上的要求：

（1）熟练运用各种烧成手段，并懂

得维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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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说明

理论课程成绩考核由学生学习过程考核、作品考核、理论考核三部分组成。

具体考核成绩评定办法如下：

（1）期末质量检测：30%（理论考核）

（2）作品考核：40%

（3）平时过程考核成绩：30%（学习态度与综合素质考核占 20%，各项目的

作品考核占 70%，平时提问成绩占 10%。

由于每门专业课程的特点不同，所以考核标准会根据项目的特点，进行制定。

四、教研教改安排与措施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要点、教学工作计划和教研工作计划，围绕学徒制试点要

求开展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等各项教研工作，积极组织本组教师有效开

展教学教研活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教研工作：

1.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 1次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校企共同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

2.完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设。聘请 6位现场专家和 1位高职院校专家，

健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机制建设，开展 1次专业建设研讨会，指导解决专业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

3.完善模块化课程体系。完善以陶瓷生产过程为导向、对接职业岗位、融合

职业标准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编制陶瓷生产流程图表、典型工作务手册和岗位能

力分析表；制定项目化课程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岗位能力要求和典型工作任务，

开发课程内容，编制项目教学任务。

4.编制专业课程教学标准。成立由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现场专家共同组

成的课程标准编制小组，启动《陶瓷造型设计》等 7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的编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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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发优质核心课程教学内容。以具体工作过程和典型工作任务为线索，组

织《陶瓷彩绘技术》、《陶瓷成型技术》《陶瓷烧成技术》课程的开发工作。

6.抓好大师工作室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工作室的功能，构建一个服务于专

业教学、师徒带动、创作研究于一体的工作室环境，促进专业发展，做好大师讲

堂建设工作。

7.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进一步探索行动导向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应

用，通过教研组例会、组内公开课，撰写论文、课题研究等方式开展项目式教学

法、演示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教学方法研究，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成熟的教学

模式，完善小组合作学习、项目教学等教学模式。

8.教学竞赛活动。积极开展高效课堂教学竞赛，35 岁以下老师每人上一堂

公开课（第六周），主要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推选 1名优秀教师参加全校决赛

（十三周）。要求教师积极听评课，每期听课课不少于 15 节，有详细教学过程

和教学评价记载，每月检查一次。

9．论文征评。教师及时总结教学经验，学习教育教学理念，每位教师每学

期撰写一篇高质量论文。

10. 落实常规管理，保证教研工作实效性。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积极

高效组织开展好各项教研活动，及时收集整理上交各项教研资料，如本组教研计

划、听评课相关资料、校本教材开发相关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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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材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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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训基地共建

1.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地——惜瓷艺术馆

2.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地——红玉红瓷研究中心

3.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醴陵振美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4.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醴陵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

5.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湖南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

6.与彭武陶瓷艺术大师工作室共建校外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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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地——惜瓷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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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地——红玉红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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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醴陵振美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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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醴陵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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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校外实训基地——湖南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



116



117



118

与彭武陶瓷艺术与设计工作室共建校外实践基地

与黄龙工作室共建校外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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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1）开展学徒制人才培养

现代学徒制试点立项通知：

2017 年全国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申报材料公布

4 月 6 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 2017 年度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

知》，启动第二批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的申报工作。在按照“自愿

申报、省级推荐、部级评议”的程序基础上，各地积极开展试点单位的遴选

工作。

近日，《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专题“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管理平台”公示了已提交的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申

报材料。据统计，此次共有 406 家院校、企业及行业协会提交了材料，名单

如下：（湖南部分名单）

全国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申报公示
（排名不分先后）

现代学徒制试点验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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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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