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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概况 

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晖公司）是 2017

年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北黄冈投产的一家新能源汽车的整车

生产企业。总投资超过 200亿元人民币的星晖公司生产基地是湖北省重

点发展项目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省内一家具备完整的整车研发能力、设

计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以及智能化生产制造能力的新能源汽车制造

企业。对黄冈来说，首次拥有先进的汽车整车制造能力，给革命老区的

产业升级带来巨大机遇。 

二、参与教学 

（一） 搭建平台，绘制“黄冈工匠”蓝图 

依托产业办专业，发展专业哺企业。2018 年 1月 12 日，在校、院

领导及 100 多名汽车专业学生的见证下，星晖公司在黄冈产业园开工奠

基。在企业开办前期，学校就瞄准机会，主动作为，与星晖公司开启了

“校企一体育人，人才对接企业”的合作之旅，并将其作为学院的重点

校企合作项目常抓在手。 

 

图 1 师生参与星晖公司产业园项目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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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协同发力，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2018年 6 月 20日，星晖公司与学校举行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达

成了校企融合、校企共育人才的协议。学校以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为主

体全面对接星晖公司，建立双方简洁有效的沟通机制和联系制度。校企

双方动态调研，不断完善和细化合作。同时，把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作

为学校九大重点建设专业之一，让新能源汽车产业在黄冈加速发展，在

智能制造、智能网联和大数据应用等背景下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专业群建

设，尽快实现黄冈人民的汽车梦想协同发力。 

 

图 2 原党委书记张新佳（左三）一行赴星晖公司洽谈校企合作事宜 

（三） 深度磋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星晖公司参与学校汽车类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与学院联合制定、

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了“联合+订单”班的相关政策措

施，健全了制度体系，按照“企业主导”的原则，通过“实地调研、专

题研讨、企业座谈、专家指导、问卷调查”等方式，全面深入采集企业

及学徒的培训需求，构建打造了校企共育第一教学课堂，以赛促学第二

活动课堂，创新创业第三创新课堂的三课堂协同育人总体实施框架，共

同建立考核评价体系，校企深度融合的模式已经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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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三课堂”协同育人总体实施框架 

 

（四） 校企共育，实施联合订单培养 

2018年 3 月，学院聘请了星晖公司总指挥许先中为学院新能源汽

车技术校外专业带头人，建立了项目教师定期参加企业举办的技能培训

和交流机制。按照企业合作办学协议,星晖汽车选派 14 名技术能手，确

保订单班的教师技能精湛、理论扎实,满足冠名班级的教学师资保障。 

 

图 4 召开校企合作理事会，为订单班学院颁发星晖奖助学金 

 

2019年 6 月，联合+订单”培养班组建了 2018 级新能源汽车专业

班级中组建了 6个订单班共计 183人，采用“线上+线下”分阶段联合

开展教学，逐步实施小班一体化教学，实现从教师—师傅、教室—生产

车间的灵活转换，缓解了工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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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 年首批星晖汽车订单班开班 

 

图 6 企业技术骨干到校进行专业讲座 

（五） 捐赠助学，共享校企实训基地 

2019年 10 月 20 日，星晖公司集团人力资源副总监宋洁代表公司

与学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双方合作推向新高度。同时，为更好的对

接企业新技术及设备，在学校校庆活动中，星晖公司向学校捐赠了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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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整车一辆、白车身一台、整车高压电池一套。随后，对订单班表现

优秀的 9名学员发放奖学金，共计 24000 元。捐赠助学，为学院发展提

供了资金支持，基地共享，学院培养的人才更好的适应企业、行业和社

会的需要。 

 

图 7 星晖公司集团人力资源副总监宋洁（左）与校长姜安心（右）签订校企合作战略协议 

 

图 8  2020 年 4 月份疫情刚刚缓解星晖汽车首批毕业生就业入职签约仪式 

 

（六） 三方协同，共建产教融合学院 

2021年 7 月 29日，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

干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6 部门《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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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促进黄冈

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支持黄冈市新能源智能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黄冈职院、星晖公司三方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共建、共管、共享”原则，共建“威马汽

车产业学院”和“黄冈市新能源智能汽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教融

合上梯度，校企合作开新局。 

 

图 9 政校企三方进行产业学院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签约授牌现场 

三、助推企业发展 

（一） 引进培养优质员工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努力为企业提供人才引进、

职工培训、继续教育等服务。 

1.人才引进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影响下，汽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决胜

的关键。星晖公司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近年来，推

动公司汽车人才引进，通过产教融合直接引进技术技能型人才 300 余名，

借助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在湖北地区的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引进人才

200 余名，为公司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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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工培训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教育场所，师资队伍雄厚，理论基础扎实，

也有着一定的专业技能，通晓行业标准。星晖公司把企业自身的员工放

到黄冈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再培训，借助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优势，帮

助企业培训员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大大降低了公司员工培训成

本。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的员工在新的理论与技能上也要不断

的学习与提高，公司参与产教融合，把这些需要再培训的员工委托给黄

冈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培养，大大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通过企业员工

的再培训，公司本身不单单是获得了更加优秀的员工，而是这些员工通

过再培训对公司的忠诚度也会进一步提高，而且与其他员工的社会关系

仍能创造价值，而这种价值是超越于他们当前工作的价值之上的。 

 

图 10 星晖公司员工到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参加技能培训 

 

3.继续教育 

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自动驾驶、车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

智能智造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公司对员工的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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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员工们的自我提升、能为重构和终身学习己经成为

了岗位的基本需求。因此，星晖公司在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了继续教

育的主阵地，借助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在教育教学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员

工继续教育学历，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图 11 黄冈职院教师给企业员工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二） 提升企业研发能力 

星晖公司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创新技术联盟，共建绿色实训，适应

行业需求。为满足汽车技术创新、技术开发的需求，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依托教育指导委员会与行业指导委员会搭建科研平台，与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开展行业应用性技术研究。在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的支持下，紧紧抓住“中国制造 2025”的契机，搭建绿色低

能耗实验实训中心，搭载最新汽车技术，按“集成、直观、实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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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建设汽车新技术展厅。其功能包括汽车新工艺、汽车新技术、汽

车新材料、汽车新产品展示。 

（三） 提高企业生产效益 

星晖公司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使得公司降低了

人力资源管理成本。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学生不仅仅

是专业对口，而且在企业抗击疫情加班生产中不断的展现出优秀的职业

素养，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注意生产安全和质量，降低了废品率，提高了

生产效益。 

四、成果与成效 

校企合作期间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专业群的专业先后被评为湖北

省重点建设专业、国家骨干院校重点建设专业、湖北省职业教育品牌专

业，教育部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专业。专业群现拥有 1个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建成 2门国家精品共享课程；主持了 3 项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课程建设任务；获得了 4 项全国（行业）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其中全

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2 项）；连续 5年作为职业院校国

家级或省级师资培训基地，培训了全国 100 余所院校 300 多名骨干教师；

共建了 6个高端汽车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学生连续 7年在全国（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荣获全国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省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项）；先后有 8 名教师担任全国（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专家、评委；编写了 9本高质量立体化教材（2 本教材被

评为国家规划教材）；学生就业率连续 10年达到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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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学生参加省、国家级别比赛 

 

图 13 教师参加全国教学能力比赛获一等奖 

 

专业群团队现有教师 56人，其中校内专职教师 30人，行业企业专

家 3 人，楚天技能名师 4 人，兼职教师 19人；具备教授职称 4 人，副

教授 8 人，高级工程师 6 人，讲师 9人；中青年骨干占比 83%。其中，

聘请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梅为专业导师，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

汽车有限公司总指挥许先中为技术导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林杰

为德育导师，组成导师智库，引领建设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面

向社会开展技术服务 200 余次、技术培训 16000 余人次，开展职业技能

鉴定及企业培训 5186 人次，为退役军人提供了 69 人次培训服务，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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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校提供了师资培训 107人次，为黄冈市消防支队员工开展消防车驾

驶员车辆维护培训 119 人次，开展黄冈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586 人次，

维修保养车辆 7200余辆次。 

 

图 14 星晖公司许先中（右）接受聘书 

五、保障体系建设 

（一） 成立校企合作领导小组 

建立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相关人员的职责和分工，

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以及工作岗位职责，提高校企双方的管理效能，

推进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学院各项任务的顺利开展。 

(1) 成立 校企合作 领导小组 

组  长：许先中（星晖公司总经理） 

黄国祥 （黄冈职院 交通学院总支书记） 

副组长：廉  琴 （星晖公司人力资源高级经理） 

聂  进（黄冈职院交通学院 副院长） 

(2) 成立教育教学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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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教育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由行业企业专家、

专业负责人、专业教师组成，负责审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实践教学计

划，开展实践教学指导、评价等工作。 

主  任：张  斌 （黄冈职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负责人） 

副主任：李玲玲（星晖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成  员：镡波林、牟青春、向  琨（星晖公司） 

        何  琨、孙  豪、姜科楠（黄冈职院） 

（二） 签订校级战略合作协议 

为落实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有关精神，充分发挥

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创新中的作用，促进教育与产业、

企业与院校深度合作，加速校企深度融合发展，同时也为了服务于地方

经济，为黄冈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由交通学院牵线，星晖公司与黄

冈职院签订了校级战略性合作协议书。 

 

图 15 校企合作协议书 



13 

六、问题与展望 

（一） 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星晖公司整车制造产能不断释放，企业用人需求将不断的多元

化，也反映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汽车智能网联维修、整车销售和售后维

修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学校现有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车技术与营销等专业，不能满足新能源智

能汽车产业快速升级的人才需要。 

（二） 工作展望 

一是建立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共建共享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由

校企双方人员共同构成，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促进黄冈

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支持黄冈市新能源智能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以产业学院为平台，深化校企合作内涵建设，重新构建了汽车

专业群校企理事会，加强黄冈区域汽车职业教育与汽车产业之间相互交

流、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