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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教职成〔2019〕3 号 

 

 

 

关于公布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 

及第一批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和 

实训基地（工程师学院、技术技能大师工作

室）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力社保局、区政府教育督导

室，各职业院校，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相

关要求，市教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

政府教育督导室等五部门组织开展了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

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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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第一批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实训基地（工程师学院、

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以下简称“特高”项目）的遴选工作。 

经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项目评审委员会评议、公

示、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领导小组审定，确定北京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等 12 所职业院校为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

建设单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都市园艺专业群等 48个专业（群）

为第一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建设单位，北京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工程师学院等 40 个实训基地为第

一批北京市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工程师学院、技术技能大师工作

室）建设单位。现将遴选结果予以公布。 

“特高”项目是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的重要任务，

各学校要履行建设主体责任，按照“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建

设标准，进一步完善建设方案，明确时间表和任务书，确保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认真执行各项建设任务。 

项目建设周期三年，市教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特高”项

目建设年度绩效评估和检查验收，“特高”项目建设评估考核不

合格的将中止建设并取消建设资格。 

 

附件：1.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名单 

    2.第一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建设名单 

 

    3.第一批北京市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工程师学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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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名单 

 

 

 

 

市教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人力社保局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9 年 1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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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1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2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3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4 北京市商业学校 

5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8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9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0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11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12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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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建设名单 

序号 专业（群）名称 学校名称 

1 都市园艺专业群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 北京市外事学校 

3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技术专业群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 智能制造专业群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5 “互联网+”财经专业群 北京市商业学校 

6 城市运行智能设备应用技术专业群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 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8 轨道交通技术专业群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9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烹饪服务专业群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11 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群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2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13 科技金融专业群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4 智慧会计专业群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5 健康养老专业群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16 护理专业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17 航空服务专业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18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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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学前教育专业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20 学前教育专业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21 餐饮服务专业群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 

22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服务专业群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23 艺术教育专业群 北京市商业学校 

24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2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6 城市运行与保障专业群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27 智能建筑电气专业群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28 网络与通信专业群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9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 首钢技师学院 

30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群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31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32 动物医学专业群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3 环保检测产业类专业群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34 工艺美术专业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 

35 食品加工与检验专业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 

36 餐饮艺术与管理专业群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专业 北京水利水电学校 

38 汽车服务与管理专业群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39 新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群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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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学前教育专业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41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 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42 安全保卫专业群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43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专业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44 智能制造运用专业群 北京市密云区职业学校 

45 康护医养专业群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46 城市运行管理专业群 北京市城市管理高级技术学校 

47 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8 平面媒体印制技术专业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职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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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一批北京市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工程师学院、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院校名称 合作单位名称 

1 华为信息与网络工程师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钟连盛景泰蓝工作室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3 北京奔驰汽车制造工程师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4 首都航天智能制造工程师学院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5 京东智能设备工程师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京东大学 

6 菜百商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7 首农西郊农场园艺工程师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市西郊农场有限公司 

8 西门子智能制造工程师学院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9 北京工艺美术师学院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肖永亮数字视效工作室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凤凰数字媒体产业教育集团 

11 王连友智能制造工作室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卫星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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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海宽古书画装裱与修复工作室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故宫博物院 

13 卫建平智能装配工作室 首钢技师学院 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 

14 施耐德电气工程师学院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15 神州泰岳信息安全工程师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6 联想工程师学院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联想 (北京 )有限公司 

17 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 北京市商业学校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8 爱慕时装技术学院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19 大董餐饮文化学院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 大董（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 边精一古建营造工作室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市房修二古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崔奇铭玉雕工作室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  北京崔奇铭玉雕设计咨询工作室 

22 新道云财务会计师学院 北京市商业学校 （用友）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格林彩虹矫形工程师学院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格林彩虹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 

24 张洪超汽车装配工作室 北京汽车技师学院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 海尔智能技术应用学院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26 京东产教融合学院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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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曲思义电影调色工作室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北京派来特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28 李兵汽车试制工作室 
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

级技工学校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 

29 杨银喜传统酱菜技艺工作室 北京商贸学校 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怀柔酿造厂 

30 中铁天佑工程师学院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31 新大陆物联网工程师学院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2 燕东微电子工程师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33 北汽新能源汽车工程师学院 北京汽车技师学院 北京汽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4 北京饭店外事服务学院 北京市外事学校 （北京市）北京饭店 

35 完美世界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师学院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完美世界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6 金色摇篮幼教学院 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 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7 北京国创成形技术工程师学院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刘俊数字化设备管理技术工作室 北京市仪器仪表高级技工学校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 王仪智能终端维修工作室 北京市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北京京宏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40 中国数字文创工程师学院 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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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公开发布）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