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高等职业教育援疆工作启动 

9 月 6 日，在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的组织下，经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领导亲自指导，由交通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具体安排，来自全国 17 所交通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领导和教师们近 70 人齐聚新疆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探讨、落实交通运输高等职

业教育对口支援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流合作工

作。会议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楼会议室召开，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于敏处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殷绍龙副厅长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同 

 
时，特别邀请了自治区教育厅周拥军处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孙戎处长以及交通运输厅政治部、科教

处、综合规划处、财务计划处、宣教中心等相关部门

领导，中国交通报、新疆等新闻媒体进行现场报道。

殷绍龙副厅长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现

状，他要求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着力提高教职员工

综合素质，通过交通运输高职教育援疆工作为新疆交

通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办学理念、教学方法和先进的人

才培养模式；同时也希望派往内地院校的教师们努力

工作、虚心求教，不负众望，把先进的理念、思路、

方法带回来，促进交通职业教育更快发展。交通运输

部科技司于敏处长表示，交通运输高等职业教育援疆

工作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交通运输部援疆计

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举全国交通高职院校之力对口支

援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将对新疆交通运输方面的

人才培养以及促进新疆交通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 

 
通过一天的会议，第一批（2011 年 9 月－12

月）交流合作院校——广西、四川、湖南、辽宁、河

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 5 所交通高职高专院校与新疆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书，内地院校

向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派出丁永灿副教授等 8 名援

疆教师来校工作，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派出纪丽君

等 9 名教师前往广西、四川、湖南、辽宁、河南、南

京、广东交通高职高专院校等 7 所院校外出交流、学

习；落实了第二批（2012 年 3 月－7 月）和第三批

（2012 年 9 月－12 月）交通运输高等职业教育援疆

的初步意向安排，四川、湖南、河南、南京、湖北、

福建、安徽、浙江、上海、天津、广东、山东、陕西、

北京等 17 所内地交通高职高专院校与新疆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签订了合作交流意向书，并研讨了进一步推

进开展对口交流合作的具体工作，取得了对口交流合

作的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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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高等职业教育援疆工作是交通运输部落

实交通运输援疆工作推进会精神的又一实质性行动。

从今年 4 月起，受交通运输部委托，根据新疆交通职

业教育发展需求，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始

组织实施交通运输高等职业教育援疆工作，广泛听取

了交通运输行业国家示范院校、交通运输部示范院校

以及省级示范院校的交流合作意向，并积极组织内地

交通运输高等职业院校与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互派教师工作。经过大范围协调沟通后，计划从今年

秋季开学起，在三个学期内，共从内地 17 所学校抽调

29 位教师分三批赴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支教，同时

从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派出 36 位教师赴内地各高

职院校交流工作。 

 
交通运输高等职业教育援疆工作以专业建设为龙

头，以内涵建设为核心，涉及的专业方向共 20 个，包

括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交通安全与智能

控制、工程机械控制技术、机动车保险实务、高等级

公路养护与管理、汽车整形技术、轨道交通、铁道工

程技术、物流管理、汽车电子技术等。内地和新疆参

与援疆项目的教师将积极致力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开

发、实训教学等方面的交流和学习。 

 
第二、三批的对口交流工作将在总结第一批工作

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初步确定意向 2012 年 3 月至 12
月期间接受兄弟院校对口交流教师 23 人，派出交流学

习教师 33 人。 

 

明确目标任务  承担社会责任 
开创交通运输高职教育援疆工作新局面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教培处处长  于  敏 

（2011 年 9 月 6 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尊敬的殷绍龙副厅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在第 27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特别是首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圆满成功举办这样一个喜

庆的日子里，来到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

“新疆交职院”），参加我们交通行业的教育援疆工作

会议。第一期支援新疆交职院的工作，我们是从五所

交通高职院校中选派了 8 名老师对口教育支援新疆交

职院，同时新疆交职院也选派了 9 名老师到内地的交

职院进行交流学习，这种双向的交流是将“输血”和

“造血”功能同时启动，这必将对新疆交职院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交通运输教育援疆工作的历史背景和重要

意义 

这次对口援疆工作是交通运输行业援疆工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我们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做好这项工作。2011 年 5 月 17 日中央召开了新疆

工作座谈会，对加快推进新形势下的新疆工作做出了

全面的部署。明确指出要集全党之智、举全国之力，

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2012 年 1 月 12 日，交通运输

部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交通运输援疆工作推进会。李盛

霖部长指出，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角度，充分认识进

一步加快新疆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做好新形势下新疆交通运输工作。新疆是我国西北地

区的战略屏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和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新疆工

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用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

加快新疆交通运输的发展，对于深入实施稳疆兴疆、

富民固边战略，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

主义新疆，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新疆交通运输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

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形成国家对外开放新格

局的必然要求；更是完善新疆交通运输网络，提升全

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水平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要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进一步深化认识加快新疆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把加快新疆交通运输发展作为全行业的重要

任务，举全行业之力支持帮助新疆交通运输，破解难

题，释放潜力，增添动力，为加快实现新疆交通运输

跨越式发展献计献策献力。在抓好新疆交通运输“加

快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大任务的同时，

要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对新疆交通运输跨越式发展的

支持力度。 

中央明确了新一轮援疆工作，是资金、人才、技

术、管理的综合援疆，是经济援疆、干部援疆、人才

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的全面援疆，是全方位的

对口援疆。交通运输部也提出了加强规划引领、加大

建设力度、增加资金支持、创新管理模式、提升服务

水平、强化科技支撑、重视人才培养等七项措施，特

别是在第七项措施中明确提出，将积极组织和动员全

行业教育培训的力量，帮助新疆培养和培训交通专门

人才，改善新疆交通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支持新疆

的人才培养工作，积极推动干部双向挂职制度，组织

内地援疆省份及行业优秀技术管理干部赴疆工作，并

根据需要选派新疆的技术管理人员到内地挂职工作。 

对新疆的教育对口援疆工作也写进了这次的会议

纪要，我本人非常荣幸全程参加了这项工作，也参加

了对口援疆的座谈会，回顾部长的讲话，我依然感受

到援疆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今年的 4 月份，

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年会上，我们组织

动员了全国交通的国家示范院校、我们行业的示范院

校来一起策划研究对口支援新疆交职院的援疆工作，

今天这项工作就正式启动了。新疆的交通发展关键是

人才，基础在教育，我想如果没有新疆交通职业教育

的发展，也就没有我们全国交通职业教育的发展，所

以我们要举全国交通职业院校之力，来做好对新疆交

职院的对口支援工作。 

二、扎扎实实推进交通运输教育对口援疆工作 

对口支援新疆交职院的工作，共分三期三个阶段

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今年的 9-12 月，准备派 8名老师

到新疆工作，同时新疆交职院也选派 9 名老师到内地

的交职院进行交流、工作；第二个阶段是 2012 年的

3-7 月，计划派 12 名老师到新疆，新疆交职院派 15
名老师到内地；第三个阶段是 2012 年的 9-12 月，

计划派 9 名老师到新疆，新疆交职院派 12 名老师到

内地。总计派到新疆交职院交流工作的老师达到 29
名，新疆交职院拟派出的老师是 36 名，共有 65 名老

师将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这次新疆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具有以下特点：是

集中全国交通高职院校的力量来支援新疆交职院的建

设、改革、发展，是变“单兵作战”为组合推进，组

团支援，具有全方位、大范围、可持续的特点。全方

位体现在支援的内容上，包括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开

发、实验室建设、校企合作机制建设、实训教学、骨

干教师培养、教学管理等。大范围体现在参与的学校

多，涉及的人员多，按照三个阶段计划共有支援学校

17 所，涉及的教师 65 名，这些学校包括了国家示范

性高职院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交通运输部示范院

校以及省级示范院校等，随着援疆工作的深入推进，

会有更多的学校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可持续性体现

在推进这项工作的时间上，计划虽然只列出了一年半

时间，但随着对口合作交流的深入、范围的扩大，对

今后的合作交流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也会影响着更

多的学校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推进整个交通运输职

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对新疆交职院的

支援工作，能够促进新疆交职院的内涵建设，创新校

企合作的机制建设，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推进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

力，使新疆交职院成为国内一流高职院校，促进新疆

交职院可持续发展。 

这次援疆的任务十分艰巨，我想对所有援疆的

老师提几点要求： 

一是要为新疆交职院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出谋

划策。新疆交职院是交通运输部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也是新疆自治区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援疆

教师要投入到新疆交职院办学体制机制创新中去，与

新疆交职院共同探索建立学校董事会等一些教学改革

的内容，促进其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推进校企深度

合作，增强学校办学活力。 

二是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疆交职院的专业建设

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去。援疆教师都是来自各职业

院校的专业带头人或骨干教师，具有丰富的专业建设

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经验，希望大家能根据新疆交

职院的特点和新疆地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帮

助新疆交职院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其深化订单

培养、工学交替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

新疆交职院按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引进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开发专业课程；推行任务驱动、

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

养与评价的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是要帮助师资队伍整体实力的提升。虽然每一

位援疆教师在新疆交职院只有 4－5 个月的工作时间，

但我们希望各位老师能利用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帮

助新疆的老师做好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提升专业教师

双师素质，做好与企业联合培养专业教师的计划，融

入到专业教学团队中去，促进专业教学团队文化的形

成，做好行业兼职专业带头人的聘任、兼职教师的聘

任和培养等工作，不断提高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

的比例。指导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促

进教师水平和实力的提升。 



三是希望所有院校和老师要注重总结援疆工作的

经验，为探索建立援疆工作长效机制作出贡献，同时

也希望院校和老师加强宣传工作，把援疆工作中的优

秀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来扶持这项工作。 

四是要加强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希望各位老师能

帮助新疆交职院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开发新的培训项

目，开展高技能和高新技术培训。面向行业企业开展

各类技术服务，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增强服务

区域发展战略的能力。 后在教师节和中秋节双节即将来临之际，我衷

心祝愿各位领导和老师节日快乐，祝愿在到新疆和内

地交流工作的老师一切顺利，祝愿交通运输教育援疆

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五是要为形成援疆工作的长效机制作出贡献。每

位老师参加援疆的时间是短暂的，“援之以鱼，更要授

之以渔”，“输血”的目的是为了“造血”。在较短的

援疆时间内，要把援疆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留下，要

把科学的制度留下，要把优良的工作作风留下，同时

也要把无私奉献的精神留下，让援疆在新疆交职院生

根、发芽、开发、结果。  

第一批援疆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学校 备注 
1 丁永灿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12 月 
2 陈  飚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12 月 
3 陆  勇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12 月 
4 陈明韬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12 月 
5 彭晓艳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12 月 
6 郑宝堂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9-12 月 
7 程建忠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10 月 
8 李  扬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1-12 月 

三、感谢各方对交通运输教育援疆工作的支持 

首先要感谢 17 所交通高职院校，每所院校的工作

任务都非常繁重，每所院校的专业教师也非常紧缺，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我们交通职业院校的凝聚力，

看到了大家团结和奉献的精神，感谢在座的各位校领

导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使这项工作能够真正得以落实。 
第一批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派出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派往学校 
1 纪丽君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宁  磊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 吾尔尼沙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 王东智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卡迪尔娅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 张  萍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7 吾普尔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 叶剑锋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9 夏亮亮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要感谢来到新疆开展对口支援工作的所有老

师，大家要克服重重困难，背井离乡在新疆工作一段

时期，使我非常感动，今天的主角是我们所有的老师，

我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 

第三要感谢省厅和新疆交职院的配合，特别是殷

绍龙副厅长今天专程参加会议并给我们作了重要讲

话，也使我们更多的了解了新疆交通的发展和新疆交

职院的发展。同时新疆交职院也对我们这项工作给予

了高度重视，对所有来援疆的老师的生活、工作做了

精心的安排。 

交通教指委推荐的 3 名教师荣获 
第六届“吴福—振华交通教育优秀教师奖” 

第四要感谢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从今

年 4 月的教指委工作会议研究以后，教指委的秘书处

在谭文莹副主任的领导下，在屠群峰秘书长等工作人

员的努力下，做了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工作，确保了这

么多院校和老师来共同参与这项工作。 

按照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关于开展吴福—振华交

通教育奖励专项资金第六次奖励工作的通知》（科技教

培函〔2011〕229 号）要求，经各有关院校推荐，部

组织评审，部政府网站公示，吴福—振华交通教育奖

励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审定，有 37 人获第六届“吴福

—振华交通教育优秀教师奖”，38 人获第六届“吴福

—振华交通教育优秀学生奖”。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推荐的 3 名教师荣获第六届“吴福—振华交通

教育优秀教师奖”，他们分别是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秘书长屠群峰（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

运用与维修专业指导委员会秘书秦兴顺（四川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和航海类专业指导委员会秘书胡一民（上

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四、对做好交通运输教育援疆工作的几点希望 

一是希望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援疆工作，特别要

关心和支持参与援疆工作的老师，各院校要及时和派

出的老师沟通联系，关心支持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部

科技司和教指委也会适当对派到新疆工作的老师给予

一定的补贴。 

二是希望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老师，珍惜这样一

次机会，加强学习，努力工作。特别是到新疆工作的

老师，由于长期在内地，对新疆的形势可能了解不是

很深，因此要加强学习，对国家的相关政策、会议精

神、新疆的自然环境和民族风俗要了解。希望所有援

疆老师在援疆期间，包括到内地工作的新疆老师要注

意保重身体，同时要出色完成交流、学习的工作任务。 

交通运输部希望获奖人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加快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通信地址：杭州勾庄路 16 号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内              邮编：3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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