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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建筑业的高速发展，针对制约建筑业向现代建筑工业化

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建造方式、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广东

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深度校企融合共同创办

了“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永和建筑学院”，成立了“广东省 BIM 技术应

用协同创新中心”、“茂名市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中心”、“茂名市

BIM 技术工程中心”科研培训机构，联合培养建筑行业高技术技能人

才，实现了校企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人才共育的创新育人模式，开

创了“产学研用”结合成功的典型案例。

一、企业概况

（一）企业规模及行业背景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3 月，注册资金 6 亿

元，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壹级资质，以及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环保工程、机电工程施工、地基基础工程、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石

油化工工程、古建筑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承包等多项资质，已发展为

集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供应链、建筑劳务输出一体化多元化发

展的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

集团管理机构健全，并实行区域化经营管理，随着集团业务的不

断拓展，项目遍及广东、广西、海南、江西、湖北、河南、贵州等省

份，并在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等海外板块成立子公司承接项目。

集团现拥有职工约 2600 人，各类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1700 人，其

中工程系列研究生、博士、教授等 20余人，高级职称人员 62人，中



级职称人员 276 人，注册一、二级建造师约 280 人。

一直以来，集团始终秉承“以人为本、诚信经营、持续发展、共

筑和谐”的经营理念和“永不停步、追求卓越、和谐创新、成就辉煌”

的企业精神，在短短几年中，集团得到迅速发展，充满生机，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取得了良好的信

誉。集团承接工程竣工一次交验合格率达 100%，获省、市级优良样

板工程 80多项；获省、市安全文明施工示范工地 60多项；荣获“中

国建设工程鲁班奖”1 项、国家“AAA 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1 项、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5项；连续十年获评“守法纳税大户”、

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以及“中国水利协会

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连续十一年获评“广东省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此外，集团接连获得 2015 年、2016 年“中国建筑业成

长性 200 强企业”、“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2016 年、2017 年度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等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获评“广东省百强民营

企业"。

为满足集团公司健康有序地发展，在项目管理、专业人才、技术

创新等方面能得到全面提高，使教育科研成果与实践更好地有机结

合，集团与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暨南大学、五邑大学、广

州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依

托高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校企在项目管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

技术创新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已逐步形成优势互补、产研结合、

成果共享、共同发展的模式。此外，集团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创

办了“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永和建筑学院”，成立了“装配式建筑工程

技术中心”及“BIM 技术中心”科研培训机构，联合培养行业专业人

才，扩大企业人才储备，精心打造专业人才队伍和团结奋进的狼性管



理团队，为企业高效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同时不断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确保集团的良性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秉承“正，可立

身”、“达，可济世”的人文观念服务社会，我们愿与广大业主、建

筑界同仁、精英通力合作，竭诚为业主和用户提供优质的建筑产品和

满意的服务，携手共创建筑事业更辉煌的明天！

图 1：企业荣誉

（二）校企合作形式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长期战

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校企在项目管理、人才培



养、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已逐步形成优势

互补、产研结合、成果共享、共同发展的模式：

1、课程资源共建

在与院校合作过程中不断倡导产教融合，对接专业教学标准，紧

跟企业相关岗位能力需要，系统开发课程及教学资源，构建校企业共

建专业教学资源库。

2、实训条件共建

围绕智能建造装配式建筑，校企共建装配式建筑和 BIM 实训基

地，把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案例转化为学校教学实践项

目，拓展在校学生实训项目的真实性。

3、师资队伍共建

一方面派遣企业工程师进校园为院校学生授课，另外一方面结束

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

4、奖助学金支持

每年面向院校发放奖学金、助学金，资助鼓励优秀学生。

5、科教融合发展

联合院校进行教科研课题开发申报，把院校的教科研引入企业开

展转化，把企业生产难题以课题方式让院校科研协助解决，科教融合

深度发展。

6、校企精准订单班

精准对接企业岗位，尤其是新技术新工艺单位，校企联合开展订

单班，学生入学既入职，减少学生从校园到企业的适应时间，迅速适

应岗位工作。



二、参与办学

（一）参与办学形式

围绕战略性“双十”产业集群中的“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群”之

一先进材料产业集群，推动现代建筑材料在茂名形成特色优势产业集

群。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国发〔2014〕

19 号）精神，开展混合所有制办学机 制体制改革，茂名职业技术学

院与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达成合作办学协议，共

同创办“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永和建筑学院”，联合培养土木工程行

业智能建造技术技能人才。

图 2：永和建筑学院

（二）取得成效

近年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企深度

融合共建技术技能平台 4个：



1、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产教融合

型企业，具体批文见《关于广东省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入库培育的

通知》（序号 817）。

图 3：产教融合企业

2、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管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

3、产教融合共建中心-茂名市装配式建筑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图 4：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研讨会

4、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建装配式实训室合同（包含装

配式建筑实训基地设备）。

图 5：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



5、共育人才，成立订单班

共同制定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先后派出 14 名专业业务骨

干人员送教到校。报读永和订单班的人数续年增加，每年报读人数超

过 100 人，通过企业的筛选，目前累计为企业订单式培养了 280 人（其

中 2017 级 75 人，2018 级 58 人，2019 级 41 人，2020 级 59 人，2021

级 47 人）。通过订单班的形式共育人才的专业包括：建筑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工程造价、道路桥梁工程

技术。

图 6：永和订单班宣讲

6、企业捐赠助力院校奖助学发展

从 2017 年合作到现在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茂名职业技

术学院的捐赠累计达到 29.841 万元：1）2017 年-2019 年奖学金方

案（共 2.55 万元）；2）2020 年奖学金方案（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捐资 0.99 万元）3）关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家庭困难学生资助

（共 3 万元）；4）永和捐赠协议-茂职院捐资助学协议书（共 4.266



万元）；5）永和学院产业园室外工程捐资证明及项目清单（永和捐

资 9.035 万元）6）南校区图书馆墨子像（永和捐款 10万元）。

图 7：永和奖学金发放

7、产教融合成果产出丰富

从 2017 年到现在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茂名职业技术学

院产教融合产出一系列教科研成果，包括：

1）共同出版教材 1本，在 2022 年 2月，由冯川萍主编，卢利（广

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副主编教材《建筑构造》，由广东

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号：ISBN978-7-5548-4694-0。

2）由冯川萍、李晓、李柏村（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等共同研发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装配式隔热墙体，2022 年 3 月，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号：ZL 2021 2 2077820.9。

3）共同成功申报省级项目，2022 年 7 月 22 日，由冯川萍主持，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彪、李柏村参加的 2021 年省高职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省高

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

（粤教职函〔2021〕41 号）GDJG2021373 “服务建筑产业技术转型

升级，校、政、企合力精准育人的创新模式探讨与实践”获立项。

4）共建立省级课程。2022 年 6月，由曾浩老师主持，广东永和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彪副总裁参加省级精品课程《BIM 建模》建设，

获广东省教育厅立项。

5）市级项目：2020 年 4 月，合作成功申报茂名市装配式建筑技

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22 年持续建设，并于 2022 年 4 月在《居舍》

杂志，发表相关论文《预制装配式建筑外墙防水密封施工与管理探

究》。

6）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3 个，为教学、产业工人培训、教科研持

续发挥相关作用：永和学院多功能实训室；装配式施工实训室；装配

式展示实训基地。

7）共组成“茂名市建筑业产学研联盟”。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建筑公司，组成茂名市建筑业产学研

联盟。

三、参与教学

（一）专业建设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度参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

程系的专业建设当中，校企共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共同推进土木

工程系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其实茂职业土木系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群



2021 年 10 月 13 日由广东省教育厅公示立项为第二批省高职院校高

水平专业群。

（二）学生培养

企业相关负责人多次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系相关专业

教师、管理人员深度交流，共同制定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岗位典型

任务、岗位责任与能力要求，制定相应标准，企业先后派出 14 名专

业业务骨干人员送教到校。报读永和订单班的人数续年增加，每年报

读人数超过 100 人，通过企业的筛选，目前累计为企业订单式培养了

280 人（其中 2017 级 75 人，2018 级 58 人，2019 级 41 人，2020 级

59 人，2021 级 47 人）。通过订单班的形式共育人才的专业包括：建

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工程造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四、助推校企共同发展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支持校企“双导师”师资库建设，

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完善双师聘用机制，积极鼓励校企导师互相

交流互相学习共育人才，企业先后派出 14名专业业务骨干人员送教

到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先后派遣 12 名教师到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实践锻炼。



图 8：校企合作周年回顾和展望工作交流会

五、服务地方

（一）参编国家标准

为推动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2020 年 12 月 4日中国建筑业协会与部执

业资格注册中心联合开展《建筑产业工人培养体系研究》课题研究，

同时开展《建筑工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规范》等系列团体标准的

编制工作，征集参编单位及编写人员。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参编《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人职业技能标准》，

并且主编其中的灌浆工部分，该标准送审稿于 2022 年 9月 22 日在北

京通过专家验收，预计 2023 年上半年正式对外发布。



（二）参加国家建筑产业工人培训

2021 年 4 月 8 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了首批建筑工人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单，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茂

名职业技术学院申报获批为首批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广东省仅 2家）。

2021年 12月中国建筑业协会在厦门举行建筑工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考评员、督导员培训班，校企共派遣了 8 位通知参加该培训班，获得

考评员、督导员证书，后面将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的开展步骤，发挥

评价中心的作用，开展广东省建筑工人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认定工作。

（三）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及滨海产业技能人才培训

根据《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及滨海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实施

方案》，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派遣工程师积极参与“建设管理

培训”项目培训内容，共培养掌握建筑施工与管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接下来会继续派遣工程师参与“装配式技术产

业工人培训”项目培训内容，共培养具有现代装配建造水平的专业化

技能人才。

六、保障体系

2017年 10月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签

订协议，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永和建筑学院”。完善相关的管理制

度、校企共育人才培养制度、校企共建实训室建设制度等，构建充分

的保障体系。



图 9：校企合作协议

七、问题与展望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建设细则需进一步优化

国家和地方尽管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政

策只停留在一些宏观层面，没有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

操作性不强。如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涉及到教育、财政、税务

等相关职能部门，但具体的优惠额度、谁来执行、如何执行没有明确；



企业如何申报税收优惠、向谁申报等没有明确，从而导致具体操作无

法执行，企业不能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从而挫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建立相关的监督评估机构共同促进校企融合

国家需要建立相关的监督评估机构，来监督与促进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政策要明确职能主体部门，并具体化、明细化，从而使政策能

具体落实到位，使校企合作能够规范有序持久的进行。

（三）继续强化实训基地建设

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及产业链的延伸，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将不断拓展新的实训基地，为学院师生和企业在职职工提供学

习和培训场地、设备，通过双方建设，减少了校企双方的投入，节约

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