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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三二八工厂
参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报告

1.企业概况

1.1 企业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三二八工厂（又名“长治凌燕机械厂”）隶属于海军装备部，

是海军唯一的航空军械装备和四站装备保障企业，是总后勤部授予的“军事后勤装备定

点生产企业”。工厂始建于 1972 年，占地面积 18.68 万平方米。主要面向航空机载装备、

航空地面装备、特种车辆和后勤装备的修理、研发、制造工作。工厂取得了国家和军队

质量体系，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工厂遵循“人才为本、科技先行”的战略思

想，制定了“完善生产一代，研制储备一代，构思规划一代”的产品战略规划。

1.2 参与职教情况

我厂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模式，在专

业共建、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招生就业、师资互聘、技术服务、社会培训、党团共建

等方面开展了各项工作。

（1）2022 年 4 月 28 日，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邸峰，党委委员、副院长

宋志平一行赴我厂开展校企交流座谈，参加校企协同思政教育基地揭牌、2021-2022 学年

“凌燕奖学金”颁发暨企业定制班开班仪式，并进行企业服务调研。

（2）2022 年 5 月到 10 月，凌燕产业学院完成第二届定向培养班学生的选拔和组班。

经过面试、笔试、钳工技能培训与考核，共选拔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设备技术等 2

个专业 5名学生进入定向培养班。

（3）2022 年 5 月，参与机械工程系“企业文化进校园”活动。我厂厂长王长江和

技术研发主任朱治国分别受邀参与并作报告。

（4）2022 年 5 月，校企合作共同申报了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项目一项及全国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一项。

（5）2022 年 6 月 14 日，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李红玲一行赴我厂交流座谈。

（6）2022 年 9 月 21 日，在长治凌燕机械厂建厂 50 周年活动之前，深化产教融通、

增进校企友谊，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李红玲、副主任王沁军带领机械工程系篮球队 12

名队员来我厂，与企业员工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为厂庆活动提前预热。

（7）2022 年 9 月 30 日，值此长治凌燕机械厂建厂 50 周年活动之际，山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组织情景剧为我厂厂庆活动献礼，并送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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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

2.1 共同组建凌燕产业学院第二届定向培养班

学员的选拔。凌燕产业学院完成第二届定向培养班学生的选拔和组班。经过面试、

笔试、钳工技能培训与考核，共选拔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设备技术等 2个专业 5名

学生进入定向培养班。

凌燕产业学院第二届定向培养班学生选拔

学员入厂。选拔的学员于 7月 1 日入厂，同时开展企业文化学习和相关分岗前的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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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环节 军训环节

业余文化-篮球比赛 业余文化-篮球比赛

开展入厂教育，学习企业文化。凌燕机械厂对定向培养班的学生开展了岗前培训和

入厂教育。通过岗前培训，让大家熟悉厂区的每一个车间的功能和生产任务；入厂教育，

是要让大家遵守军事保障企业的军事保密规定，以及企业发展离不开的人力资源制度和

党群制度。

凌燕机械厂保密办的金主任给大家讲解了军事保障企业的军事保密规定。

金主任讲解保密条令

凌燕机械厂人力资源部张助理给大家讲解凌燕机械厂人力资源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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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助理讲解人力资源制度

凌燕机械厂党群处的宋助理给大家讲解凌燕机械厂党群政策的相关规定和党史教育。

党史教育活动

2.2 开展了企业扩招班的授课和制订下一年度授课计划

21 级企业凌燕 2101 班 2022-2023-1 学期授课小结。企业班的学员由于他们的双重身

份，既是学生又是企业职工。为了能够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运行，同时保证学员们的教

学计划正常进行，机械工程系和企业人力资源部综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教学

计划，保证企业班学员上班学习两不误。

结合教师和企业师傅们的实际情况，一般在周六日进行线上授课；充分利用学校的

线上教学资源——学习通等，结合教师的直播课程，完成教授课程内容。

企业师傅们也克服了工作忙，任务重等诸多困难，认真学，认真记，配合教师完成

教学计划，取得了良好效果。

机械工程系和企业人力资源部共同协商制定了 21 级企业凌燕 2101 班 2022-2023 学

年第 1学期教学计划，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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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班线上授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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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资源投入

长治凌燕机械厂整合企业资源，校企合作，共同申报“山西省产教融合试点企业”

和“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各一项。

3.1 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山西省产教融合试点企业”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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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申报书

3.2 与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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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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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参与教育教学

4.1 校企协同思政教育基地揭牌及“凌燕奖学金”颁发暨企业定制班开班仪

式

4 月 28 日下午，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邸峰，党委委员、副院长

宋志平一行赴我厂开展校企交流座谈，参加校企协同思政教育基地揭牌、

2021-2022 学年“凌燕奖学金”颁发暨企业定制班开班仪式，并进行企业服务

调研。我厂厂长王长江、党委书记苗建广、总工程师侯俊杰及校企双方相关负

责人一同出席。

校企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后苗建广和宋志平共同为校企协同思政教育基地揭牌。揭牌仪式后，

宋志平宣读了 2021-2022 学年“凌燕奖学金”颁发决定，侯俊杰、苗建广、王

长江现场分别为获奖学生颁奖，“凌燕奖学金”获奖者代表杜亚鹏在会上发言。

颁奖仪式后，现场举行凌燕产业学院定制班开班仪式，企业凌燕 2101 班正式开

班。

凌燕奖学金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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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文化进校园活动

5 月 6 日下午，机械工程系举办了“凌燕创新驱动 赋能人才发展”校企合

作专题讲座。讲座特邀我厂厂长王长江主讲，讲座采用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开展。

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李红玲主持。机械工程系主任赵亮、副主任王沁军、分

团委书记申明斌、组织员、辅导员、班主任及各班班长、团支书、副班长等学

生代表参加。

王长江厂长线上讲座

5 月 25 日下午，机械工程系举办了 2022 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工匠讲堂”

专题讲座，讲座特邀我厂的全国劳模、技术研发与培训中心主任朱治国主讲，

讲座采用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开展。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李红玲主持。机械工

程系主任赵亮、副主任王沁军、办公室主任郭润坤、分团委书记申明斌和全体

组织员、辅导员、班主任及各班班长、团支书、副班长等学生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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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治国主任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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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企深度合作，助推企业发展

5.1 校企篮球友谊赛为厂庆预热

在长治凌燕机械厂建厂 50 周年活动之前，深化产教融通、增进校企友谊，机械工程

系党总支书记李红玲、副主任王沁军带领机械工程系篮球队 12 名队员来我厂，与企业员

工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为厂庆活动提前预热。

校企篮球友谊赛

5.2 情景剧为厂庆献礼，展现省机风貌

长治凌燕机械厂自 1972 年，在祖国国防的建设需要和人民的召唤下，从无到有，在

祖国的国防建设大潮中应运而生，在峥嵘岁月里大展身手，在市场浪潮中奋勇争先。50

年风雨兼程，50 年奋斗求索，50 年艰苦创业。值此五十周年厂庆之际，山西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组织学生排演了《再夺十分钟》的情景剧为厂庆献礼，情景剧节目以山西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优秀毕业生胡兴盛同学参加全国数控大赛前的一段故事为背景，集中展现了

一代代机电人精益求精、不畏困难的工匠精神。同时也展现了省机师生的优良作风，为

校企合作添砖加瓦，加深校企双方的友谊，同时，也使我厂接受了一场工匠精神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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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剧表演现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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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题与展望

6.1 问题

一是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理论水品比中职学生要强，但是动手能力要比中职学生弱，

原因是高职阶段生产实训课时短。

二是学生在跟岗实习阶段安全意识薄弱。学生在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一旦发生事故，

企业要承担医疗费或抚恤金等费用。

6.2 展望

目前校企合作都还处于初级阶段较低的层次，希望在后续的发展中，在产业学院的

推动下，校企合作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提升，合作过程中能

够实现真正的相得益彰，校企双赢。



15

附件1

21 级企业凌燕 2101 班 2022-2023 学年第 1学期教学计划

序号 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形式 课程承担部门 上课时间安排 上课地点安排 直播课时统计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6 网络直播 基础部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16

2 机械零件三维造型设计 48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24

3 机械零件检测技术 48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24

4
普通机床零件工艺编制与实

施
72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32

5 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52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24

6 钳工实训 20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8

7 热工实训 20 网络直播 材料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8

8 电路搭接实训 20 网络直播 电气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8

9 零件拆装测绘实训 20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8

10 机械加工基础实训 40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20

11 零件工艺编制综合实训 40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12

12 机械装调实训 20 网络直播 机械系 第 4周-第 20 周 网络 8

45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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