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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简介

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序州建筑公司”）诞生于

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期，深耕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十余年，发展不忘党

恩，壮大不忘人民，勇担“为人类创建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生

活环境”使命，2019 年携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四川建

院”）创办“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学院”（简称“建维技术

产业学院”）、“后建筑时代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研究所”（简

称“建维技术研究所”），致力于以防水渗漏治理、结构加固补强、

墙、地面空鼓治理、防御性维护（事前维护）、建筑低碳运营改造等

为主的房屋建筑运营维护与修缮（建筑医院）的新材料、新技术、新

工艺的研发与运用，取得了成都市大源核心商务区地下空间（含综合

管廊、环形车道）面广点多渗漏治理、怡馨家园小区地下车库大面积

渗漏治理和新川公寓瓷砖大比率空鼓治理等的技术突破，成功案例涵

盖隧道、大型体育场馆、写字楼、宾馆、高压配电室等各类建筑，赢

得了成渝等地业主的广泛认可。

序州建筑公司在房屋建筑修缮、装饰装修方面强大的研发实力、

骄人的建设业绩不仅赢得了业主的赞许，也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专

业研究机构的肯定。公司全程参与了《四川省成品住宅装修工程技术

标准》DBJ 51/015 修订工作。

序州建筑公司“建筑医院”的专业作业队伍，一部分来自于业经

多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作过程培养、沉淀的自有工程师、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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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核心骨干，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从高职大学生中选培选育的有理想、

有文化、有抱负、有战力的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源源不断地向公司

母体和央企、大中型国企输送出一批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一

专多能的建筑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图 1 序州建筑医院运营结构

二、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

（一）共建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学院

1.共建背景

当前，已经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在对建筑业产生重大影

响，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正逐步在建筑产业开花结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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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国正进入深度城镇化新阶段，城市更新、地下管廊建设强力推

进，对建筑业来说，堪称进入了后建筑时代。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日益凸显，房屋病害治

理需求与时俱增，房屋修缮市场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大量年久失修

的旧城和老旧小区亟需改造、提升品质、完善功能。习主席在合肥主

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旧城区改造不能一

律大拆大建，要注意保护好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避免‘千城一面、

万楼一貌’。我省住建厅随即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的实施意见》。政府在倡导，市场需求广，良好机遇就在眼前。

因此，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学院应运而生。四川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是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全国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入选国

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四川建设职教集团是四川示

范骨干职教集团，搭建了政行企校合作平台。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四川建筑职业技术院和四川建设职教集团三方携手在建筑运

维技术人才培养、建筑运维应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合作，

成立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学院，资源共享、共建共赢，为建

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发展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资源投入

建筑全生命周期建筑运维技术产业学院自 2019 年成立以来，四

川序州建筑工程公司投入资金 30万、价值 200 万的设备，一支精良

的企业骨干技术人员，学院投入 500 平方米的场地，10余名由博士、

教授组成的骨干教师团队，遵守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搭建产业学院



4

技术创新平台、组建校企混编团队，共同开展技术创新、员工培训、

人才培养、成果转换与应用。

图 2 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学院场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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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学院建设内容

1.共建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

基于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产业学院，四川建院、四川序州建

筑公司联合巴中职业中学共建新时代产业工人培育基地。以产业学院

为载体，联合开展运维技术产业工人培育，采用新型学徒制式、订单

式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中-高职贯通定制式培养企业所需的“建筑医

生”，校校企携手助力建筑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中。

2.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研究所

搭建科研﹑教学﹑推广“双核十维”平台。校企共建“后建筑时

代建筑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研发中心”，“市级建材环保资源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流动型新材料、新工艺技术中心”，“创新技术推

广和服务中心”，“综合性实训实习培训基地”等，以多个中心和实

训实习基地为基础，建立强有力的科研﹑教学﹑推广三元平台。强化

校企联合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项目孵化等工作，共

同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共享研究成果，产出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提升

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大力推动科教融合，将研究成果及时引入教学

过程，促进科研与人才培养积极互动，发挥产学研合作示范影响，提

升服务产业能力。

组建产业学院复合型多元团队。建设“管理+技术开发+教学实施

+推广策划+学生团队+辅助专业”为一体的复合型多元团队，以建设

促进校企合作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和综合能力提升，促进学生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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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复合型成长。“建维技术研究所”将致力于建筑运维理论研

究及其相关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全方位为公司的高质量运

行和发展提供知识与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该研究所高级职称：22

人；博士：12人；高级工程师：7 人。

表 1“建维技术产业学院”研发团队（校内部分）组成人员如下表

序号 姓名 研究方向 职称、学历

1 颜子博 非金属材料 副教授、博士、高级工程师

2 张义琢 建筑结构 高级工程师

3 陈 旭 环境材料 教授、高级工程师

4 邓 苗 矿物材料 副教授、博士

5 王陵茜 建筑材料 副教授、工程师

6 刘雪薇 化学分析 讲师、博士

7 邱星武 金属材料 副教授、博士

8 邓朝飞 混凝土工程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9 胡 敏 建筑材料 副教授、工程师

10 杨敖霜 高分子材料 讲师、博士、工程师

11 李浩然 环境工程 讲师、高级工程师

12 赵 彤 建筑维护 博士

13 周文娟 施工技术 一级建造师、一级消防工程师

14 宋京泰 施工技术 工程师

15 王川昌 工艺、工法 工程师

共建新型数字化教学资源。面向在校生和企业员工，校企合作共

建具有建筑运维技术特色的教学资源库，目前已与四川序州建筑工程

公司联合建设了《建筑材料项目化教程》等系列数字化电子教学资源，

联合开发了新型式、活页式的教材 6本，满足学校教学资源的育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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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功能。

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成果和教学成果转化。以产业学院核心技术中

心为研发平台，就创新技术，培训方案，推广技术为三大目标进行成

果研究，以产业学院技术推广平台为转化平台，形成产业学院成果转

化机制。目前 2021 年已确立《废弃油脂装配式建筑构件用环保脱模

剂的技术研究》等各级项目 10个，专利转换 20项，申报专利 3 项。

表 2 2021年产业学院联合实施项目列表

时间 项目名称 级别 资金规模 完成度

2021年4月 华润置地润西山 企业项目 2.76 亿 98%

2021年5月 环保节水技术在国内部分高校应用前景

及成效分析

企业项目 100 万 40%

2021年3月 “美好生活共同缔造”乡镇工作人员培训

教材编写

省级项目 8 万 30%

2021年1月 庆安小区防水治理 企业项目 20 万 100%

2021年4月 “无人机+”背景下德阳建筑行业产业升

级研究

市厅级项目 2 万 20%

2021年3月 百康年养老中心屋面防水治理 企业项目 25 万 100%

2021年3月 怡馨家园地下高配室 65 万 100%

2021年6月 陵江小学屋面防水治理 企业项目 20 万 80%

2021年6月 新怡华庭地下配电室防水治理 企业项目 24 万 90%

2021年7月
交子大道形象提升工程（E3 地块 1-7 号

楼）
企业项目 17 万 100%

产业学院共同开展社会服务。为地区做在教育、技能培训、社区

服务、保健服务、乡村建设服务等公益型项目作出贡献。采用全域医

疗数字营销服务、全渠道运营、数字权益商品供应进行精准服务，已

建筑工地为核心服务区域，技术工人及家人为服务对象。2020 年 4

月，四川建院与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合作实施的企业新型

学徒制方案获得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遵循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院校参与的路径，在企业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

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模式，充分发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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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作用，通过企校合作、工学交替方式，组织企业技能岗位新招用

和转岗等人员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培训，促进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壮大

发展产业工人队伍。2020 年 5 月以来，学院两次送教上门、线上培

训以及陆续进行了 120 个课时的实操培训会后，全体学员进行了电工

理论和实操考试，圆满完成了新学徒制校企共育培训任务。

图 3 产业学院共同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员工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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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产业学院送教到企业现场的情况

三、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主要做法

1.共研项目共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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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维技术产业学院”已经形成了“双核十维”的完整

体系。双核是“建维技术研究所”和位于四川省巴中市主城

区的“巴州区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十维”即：

德阳市建材环保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德阳市多元金属

重点实验室；构件智能智造技术拓展中心；建筑材料数字化

资源阅读平台；创新技术推广和服务中心；新时代材料全生

命周期管理运营工作室；The Friends 学生创新创业团队；

四川省绿色建材研究团队建筑行业职业健康咨询和宣传平

台；建筑维护后期美学研究工作室。

2.共建“双师型”高水平教师团队

校校企联合成立教学团队及社会服务团队，并校校企共

同制定各级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体系、共同开发理

论与技能教材、共同组织理论与岗位培训教学、共同制定学

生评价与考核标准。进行中高职贯通在师资贯通上的新尝试。

3.共同探索校企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共同成立融合型专业建设委员会，共同打造“双师型”教师

团队。根据不同阶段职业能力、岗位技能需求和专业知识体系编制各

级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各级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双方共建教材体系，

开发新型校企双元教材和活页式教材，以项目案例为载体进行教学模

式改革。达到中高职教法、教材融通，以产业学院为教育培养平台，

探索中高职贯通新机制，做好人才培养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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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成效

1.服务区域产业人才需求

与四川序州建筑工程公司，面向建筑领域全生命周期运维技术，

共建产业学院，校企联合实施学徒制式、订单式人才培养，开展技术

创新与产业工人培训，服务西南区域建筑业领域全生命周期建筑材料

技术和建筑维护技术人才的培养，服务企业岗位紧缺人才的需求，服

务企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

2.深化院校“三教”改革

校企合作打造混编双师型教学团队，联合开发教学资源和共同实

施教育教学过程，实现了教学内容更新和中高职教材、教法融通，且

和企业技术发展同步。因材施教，从自学辅导、范例教学、传递接受、

现象分析、合作学习、发现式教学等模式的尝试，探索和开发最适合

的教学模式，在最适合的新教学模式中开发最佳的教学方法。

3.彰显院校育训并举功能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基础，深化校企双方老师和技术

人员的项目合作，提高教师项目经验，加强企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

提高。以企业项目为基础，建设现场型实训场地，做好学生实训培训。

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在校建设中高职贯通的课程体系，达到专

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延续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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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由于产业学院的和合作机制尚未形成校企混和所有制办学模式，

在共建共享资源、成果转化等方面还存有体制机制瓶颈，无法形成真

实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还需加强，合作的运行机

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二）合作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

校企协同育人需要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但是针对当前合作

培养的生源类型多样，包含高职在校生订单培养、中高职贯通培养、

企业学徒制培养等，仅仅实施定向班等模式并未能全部满足企业需求，

且无法真正实现个性化、定制式培养，因此需要创新合作培养的方式

和途径，实现满足为企业定制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合作平台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校企联合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

合作平台，但是当前在建设过程中还停留在企业投入资金、设备等，

院校投入场地等，平台建设的内涵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实力、研究

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还要进一步强化，才能建立起校企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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