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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性质：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建于1974年，是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以培养高级工、技师、高级技

师为主要任务，集职前教育、职后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职业需求预测、就业服务为一

体的公办综合性职业院校。

地理位置：
   学院位于朝阳区化工路51号，北京欢乐谷东2公里，距地铁7号线双合站800米，学院门口

有348、457、561、637等多条公交线路，交通十分便利。

办学规模：
   学校现占地10.8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万余平方米，固定资产6亿多元，专业设备资产

5亿多元，在校生3500人，就业率保持99%以上，学院现有教职工358人，专任教师244人，专

业教师175人，其中一体化教师123人，硕、博士学历以上教师53人，高级技师38名。

主要资质：
   学院是北京市首批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实训基地、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技工

院校师资研修中心（全国三个），全国第一、二、五、六届数控技能大决赛场地，世界技能

大赛数控车、数控铣、水处理技术、机电一体化四个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办学业绩：
   学院是国家技能人才培育先进单位，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全国技工院

校一体化课程改革牵头校和试点校，第42、43、44、45届世界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单位，2019

年作为唯一一所技工院校入围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项目。学院作为连续支持和服

务四届世赛的国家集训基地，四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获得5金、2银、1铜和1个优胜奖，培养了

20个全国冠军、一等奖。

学院简介 中招计划（初中起点）

报名条件：1、应届初中毕业生，北京户籍、随迁子女。 
          2、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愿意从事技能学习。
取得证书：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技师毕业证书、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毕业证书。大专（或本科）详见18页。
毕业去向：1、订单企业或其他企业推荐实习就业（第五年）、技师连读（学制共六年，第三年择优录取）。
          2、升学至日本、德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合作大学留学深造。

专业

代码
招生专业 学制

招生计划

（人）
特殊说明

1 数控加工（技师班） 6年 30

24专业学费1800元/学年；
03、10、22、25专业学费2800元/学
年；
其他专业学费2200元/学年。
01-05专业为六年制技师直通班。
06-08专业为六年制预备技师直通班
09专业为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五年制订单
班
10专业为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
心、北京北控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北京理化
测试技术公司、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
年制订单班
11专业为中轻食品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五
年制订单班
12专业为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航
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北京航为高
科连接技术有限公司、萨姆森（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云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正天恒业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五年制订单
班。
13-16专业为北京奥吉通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中润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国服信奥众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成
禄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鸿都
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五年制订单
班。
18-21专业为航天深拓（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七一八友晟电子有限公司五年制订单
班。
22专业为和众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五年制订单班。
23专业为北京众诚天合科技有限公司五
年制订单班。
24专业为环境在线（北京）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五年制订单班。
25专业为北京易渲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
五年制订单班。
考生入学后可申请走读。

2 汽车维修（技师班） 6年 60

3 环境保护与检测（技师班） 6年 30

4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技师班） 6年 20

5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技师班） 6年 20

6 汽车钣金与涂装（预备技师班） 6年 30

7 食品加工与检验（预备技师班） 6年 30

8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预备技师班） 6年 20

9 生物制药（药物制剂、药品检测方向） 5年 40

10
环境保护与检测（环境检测、环境评价、水处理技术、分析仪

器应用与维修方向）
5年 75

11 食品加工与检验（食品安全监督检测、食品生产及检测方向） 5年 45

12
数控加工（航空航天精密零件制造、精密仪器制造与检测、产

品检测与质量控制、3D打印技术方向）
5年 160

13 汽车维修（汽车检测维修、汽车改装方向） 5年 90

14 汽车营销（汽车商务、营销、服务顾问方向） 5年 40

15 汽车钣金与涂装 5年 40

16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5年 40

17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 5年 40

18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方向） 5年 30

19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电气运行、物业管理方向） 5年 30

2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智能制造方向） 5年 30

21 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 5年 30

22 多媒体制作（游戏、动漫、影视制作、网络传媒方向） 5年 80

23 计算机程序设计（软件测试、移动互联方向） 5年 40

24 旅游服务与管理（旅游设计、线路开发与操作、导游方向） 5年 80

25 文物修复与保护（文物信息留存与修复设计方向） 5年 30

合计 1160人

铸就工匠之魂，培育追求技艺之美的大国工匠

把学院建设成国际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示范区

厚德强技  笃学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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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政策
免学费、助学金

1、城乡低保家庭（含生活困难补助家庭）学生、城乡低收入家庭学生、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及其子女、孤儿（含

福利机构供养和社会散居）、残疾人子女、残疾学生、农村学生、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

2、一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学年2500元，资助城乡低保家庭（含生活困难补助家庭）学生、领取生活困难补助金的重残

人子女、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及其子女、孤儿。

   二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学年1800元，资助城乡低收入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

3、除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外，困难家庭可向学院申请减免全部或部分学杂费用。

奖学金

1、中职国家奖学金6000元/学年。2、北京市政府奖学金2000元/学年。3、企业奖学金最高3000元/学年。    

4、学院奖学金最高1000元/学年。5、学院及以上技能比赛奖学金最高20万元/次。

高级工、技师班招生计划（高中毕业生）

序号 招生专业
高级工班

招生计划

技师班招

生计划
取得证书

01 数控加工（产品设计（软件）、航空精密零件制造） 40 30

高级工班：高级工技

能等级证书、高级工

毕业证书、大专毕业

证书；

技师班：技师技能等

级证书、技师毕业证

书、大专（或本科）

毕业证书

02
数控加工（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3D打印技术应用方向、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

方向）
30 20

03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航空、航天及相关领域产品设计、逆向工程、计算机辅助分

析、智能检测、数字化制造方向）
50

04 汽车维修（检测维修方向） 50 20

05 汽车营销 20 20

06 汽车钣金与涂装 20 20

07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30 20

08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30 10

09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电气运行、物业管理方向） 30 10

10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德国AHK班、世赛班） 30 10

11 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智能制造方向） 30 20

12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30

13 环境保护与检测（理化检测方向、分析仪器应用与维修方向、环境评价方向） 30

14 食品加工与检验 30 20

15 药物制剂（生物制药方向、药、、物制剂方向、药品、、检测方向） 30

合计 480

报名条件：1、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愿意从事技能学习，年龄16周岁以上。

          2、应、往届高中及同等或以上学历，须提供相应证明。

录取方式：到校面试报名，择优录取。

学制说明：1、高级工学制：高中起点学制3年。 2、技师学制：高中起点学制4年，中职起点学制3年。 

领导关怀

北京市副市长卢彦到学院调研 人社部汤涛副部长视察学院数控车、数控铣中国集训基地

优质就业
学院采用订单班培养模式，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大型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学生就业率99%以上，就业质量好，

2021年新生班优质企业订单率100%，同时学院承诺“凡我院毕业生享受终身就业推荐服务”。

学院院长包英华作为93个中国集训基地唯一代表受邀参加国务院李克强总理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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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夕忠   北京市职教名师
电气自动化专业

教师风采

李椿方   国家级教师荣誉
获黄炎培杰出教师奖

何跃   国家级教师荣誉
获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奖

郝永刚  全国优秀教师
数控加工专业

刘海云  北京市德育学科带头人

大赛掠影

殷成浩、谢虎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银牌

王帅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第四名
第42、43届数控车项目国家队第一名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金牌
数控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培养选手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金牌
数控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培养选手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金牌
水处理技术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培养选手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金牌
数控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培养选手

陈卫东      汽修专业教师   全国汽修专业教师大赛一等奖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金牌
数控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培养选手

我院教师担任世界技能大赛翻译工作

在全国技工院校首届和第

二届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上，学院

选派的教师代表北京参赛，连续

两届共获得一等奖一名、二等奖

三名、三等奖三名的优异成绩，

展示了学院教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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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

学生联欢会

参加大型活动

技能文化节

乒乓球、羽毛球比赛 校园音乐节

青年党校开班典礼

校园环境

气势宏伟的教学楼

宽敞明亮的食堂

功能齐全的阶梯教室

环境优美的室内健身馆

干净整齐的宿舍

春意盎然的校园

温馨实用的室内电影院

标准规范的操场



- 8 - - 9 -

专业特色
专业定位高：专业设置符合首都高精尖产业及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定位，为北京市航空

航天、机床制造、汽车制造、精密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培养高技能人才。
培养层次高：人均实训资源丰富，“三真三能”人才培养模式下培养技师，7年来共培

养300余名技师，经国家统考通过率100%。
培养质量高：培养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4名、亚军1名、季军1名、优胜奖1名，全国大

赛冠军11名、全国技术能手7名，北京市大赛冠、亚军20余名。
师资力量高：教师队伍理论强，博士、硕士占60%以上，技能水平高，技师、高级技师

比例达95%。两次入选北京市专业创新团队，为学生成长保驾护航。
就业质量高：航空航天、机床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签订订单班，毕业生就业于

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兵器集团、德国DMG机床集团、瑞典山特维克可乐满、
SIEMENS（西门子）集团、北京机床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实训指导中心等国内、
外知名单位，100%实现优质就业。

培养目标
致力于将学生培养为技艺精湛、有高质量标准卓见的“数控”工匠。
设计者：对于有价值的产品，能够使用计算机完成零件图至装配图的设计。
工艺者：能够对设计的机械产品，编制出一整套指导生产的工艺文件。
智能制造者：能够使用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将毛坯加工成零件，经装配后成社会
            需要的机械产品。制造者是智能制造的中坚力量。
制造守护者：是智能制造的护航者，具备保证智能制造生产线各个运行单元正常运行
            的各项技能。
交流沟通者：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如文字、图纸、模型、演讲等手段表达自己的设计
            思想。
合作者：能够和他人合作共同完成机械产品创新方案，团队协作共同解决难题。
变革者：对文化、社会及环境现状等问题敏感，用更佳的设计方案来创造美好生活。

取得证书

   中、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高级、技师毕业证书；大专或本科毕业证书

     优秀学生可取得企业相关认证证书

数控应用技术系成立于2003年，服务面向首都高端装备制造业，是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中职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北京市特
色高水平智能制造专业群骨干专业、全国技工院校骨干师资示范培训基
地、北京市级智能
制造工程师学院。
现有在校生800余
人，下设专业有数
控车、数控铣（加
工中心）、数控维
修、精密检测等专
业 方 向 。 实 训 面

积10000平米，拥有数控加工、CAD/CAM、精密测量与逆向制造、数
控维修等5个实训基地。学生实训设备300余台套，总价值2.5亿元。 

优质就业

央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机床

研究所、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北京天地玛珂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兵器集团

外企：德国DMG机床集团、德国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瑞典 SANDVIK COROMANT山特维克可乐满集团、以色

列 CIMATRON思美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日本SMC(中国)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楼氏电子(北京)限公司、英国雷尼绍(中国)

有限公司、美国肯纳刀具(中国)有限公司、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北京精雕集团、泰西(北京)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圣蓝拓数控维修有限公司

            优秀毕业生年薪>10万

宁亚萍  优秀毕业生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第十届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第一名，

现就职于中国航天科技五院529厂

尹冬冬  优秀毕业生全国技术能手现就
职于中国航天科工三院159厂

肖滨滨  优秀毕业生全国技术能手现就
职于中国航天科工三院239厂

吴金强  优秀毕业生现任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教练 徐昊杰    优秀毕业生北京市技术能手世塞助理教练

数控应用技术系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
初中起点 高中起点

高级工 技师 高级工 技师

1
数控加工（航空精密零件制造、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3D
打印技术应用、产品设计（软件））

160 40 30

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航空、航天及相关领域产品设计、逆
向工程、计算机辅助分析、智能检测、数字化制造方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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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特色
    培养模式新：汽车专业重点培养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沟 

通展示、团队合作、自我管理、信息获取、职业态度、英语运用、安全与环保 

等非专业能力，从教学理念、教学大纲、课程设计、课程开发与实施等与德国 

培养模式接轨，全面提升学生能力素质。 

    校企合作强：汽车专业坚持“企业的需求就是学校的办学目标”的理念， 

在“功能恢复、维修咨询”的专业特征下，与一汽奥迪、沃尔沃、宝马、奔 

驰、北京现代、巴斯夫等企业开展“共招订单、共建课程、共培教师、共建队 

伍、共评质量”，完成了一体化课程体系开发和“四梯级”师资队伍构建，完 

成了校企合作培训中心软件和硬件建设，形成了完整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就业前景好：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为奥迪、宝马、奔驰、沃尔沃、路虎等高 

端品牌4S店培养员工250余人，为北京现代各4S店输送学生430余人，实现学生 

订单率100%，优质就业率100%。汽车保有量急速增长，人们对私家车品质的追 

求不断提升，二手车市场更加成熟，造成汽车后市场服务行业人才大量短缺， 

汽车服务相关专业必将为同学们提供更优质的就业机会，更广阔的职业发展。

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面向中高端品牌企业的汽车服务意识、汽车销售能力和汽车维

修技术，综合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企业的

管理者和技术骨干。让学生具备能够适应未来汽车节能低排、智能化发展的知

识、技术和能力。

取得证书
中、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中、高级、技师毕业证书

大专或本科毕业证书

汽车应用技术系建于2004年，是国家示范校和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重点建设专业，北京市特色骨干专业群，学制式技师培养专业，主要面

向北京市各中高端汽车特约维修 4S店培养汽车维修高技能人才。目前有

汽车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营销、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应用等专业，拥有设备资产1亿余元，其中整车60余辆、发动

机台架100余台、新能

源汽车试验台20余台、

各类检测设备百余套。

我系目前在校生700余

人，专业教师27人，其中硕士、博士9人，高级技师10人，其中8人来自

企业车间主任、技术总监、技术专家，有长期的企业工作经验。近年

来，专业软硬实力全面提升，专业吸引力增强，对社会及同类院校的影

响力扩大，汽车系正朝着国内一流品牌专业迈进。

汽  车

汽车应用技术系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
初中起点 高中起点

高级工 技师 高级工 技师

1 汽车维修（奥迪技师方向） 30

2 汽车维修（沃尔沃技师方向） 30

3 汽车钣金与涂装（奥迪预备技师方向） 30

4 汽车维修（汽车机电维修改装方向） 90 50 20

5 汽车营销（营销，服务顾问方向） 40 20 20

6 汽车钣金与涂装 40 20 20

7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40 30 20

8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 40

奥迪职业学校

北京现代培训中心

2009届毕业生高永
北京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2届毕业生孙旭
北京奥之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沃尔沃培训中心

2016届毕业生蔡立超 
北京盈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校企合作
在学院“高端引领、内涵发展”办学方针指导下，汽车专

业分别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建立了奥迪职业学校、沃尔沃北京

市工业技师学院培训中心、北京现代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培训中

心、巴斯夫汽车涂装工程师学院、芬兰磨卡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培训中心，为学生优质就业奠定了基础。

优质就业
汽车服务行业快速发展，岗位需求急剧增加，专业人才短缺，

汽车专业毕业生就业层次和薪酬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就业企业

涵盖奥迪、沃尔沃、奔驰、宝马等北京50余家高端品牌4S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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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高度契合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定位，深入贯

彻北京市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精尖产业的有关政策，基

于智能制造等朝阳技术，形成了包含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三大专业于

一体的北京市第一批

特色高水平（智能制

造）专业群，同时开

设工业互联网与大数

据应用、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专业。专业全面覆盖智能工厂产品生

命周期各环节及高端物业管理相关技术。未来，智能系将一如既

往以企业需求为目标，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擎，拉动专业发展，

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职业素养的优秀技能及管理复合型人才。 

智  能
智 能 产 业 技 术 系

INTELLIGENCE

专业特色

智能产业技术系三大专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气自动

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电气运行、物业管理）、机电设备安装

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方向）均为技能管理复合型专业，分别与世

界技能大赛机器人、工业控制、机电一体化项目对接，其中机电

一体化项目为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工业控制项目为北京市集训基

地。学生遵循世赛标准培养，具备高超的技术技能水平。增设工

业互联网与大数据专业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专业，面向北京航空

航天、现代智能制造业及智慧城市服务业的相关脑力工作，均属

北京市紧缺型、朝阳型产业，并配备雄厚的师资及专业的实训设

备，多年来毕业生供不应求。

取得证书

中级工/高级工+大专/技师+本科

大赛获奖
1、殷成浩、谢虎荣获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银牌及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潘朝阳、罗自立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银牌及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3、罗寅光、殷成浩、谢虎3人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能雏鹰奖”。
4、李志获首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一等奖,铁鑫等师生获第二届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

赛二等奖2个、三等奖1个。
5、韩方旭等师生获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二等奖2个、三等奖2个,罗寅光等师生获第二届全国智

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二等奖3个、三等奖1个

智能工厂学生实训基地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银牌潘朝阳、罗自立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
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银牌

优质就业

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中航工业303所)、航天深拓（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振兴计量研究所、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航天万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中航工业625所)、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润双鹤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北京七一八友晟电子有

限公司、北京七一八友益电子有限公司、北京七星华创微电子有限

公司、北京航天星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电通纬创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达尔文国际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

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技师班学生就业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装备制造岗

铁鑫就业于奇步（高新技术企业）机器人编程调试岗

智能产业技术系校园双选会

技师班学生就业于航天科技军工高端装备制造岗

李佳俊就业于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行政岗

何文博、王健祥就业于北京奔驰维修岗

周政、刘乔就业于航天科工三十三研究所

智能产业技术系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
初中起点 高中起点

高级工 技师 高级工 技师

1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30 20 30 20

2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电气运行、物业管理方向） 30 20 30 20

3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德国AHK班、世赛班） 30 20 30 20

4 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应用（智能制造方向） 30 30

5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30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智能工厂实训体系专利证书

郭天浩就职于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技术岗

王旭春、王煜获得第四届（2020）京东方杯
智能制造技能大赛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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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技术系依据首都“四个中心”的定位，依托与相关企

业多年的校企合作，对接产业岗位，构建特色专业，发展成为集文化创

意与信息技术两大专业板块的专业系。现设有多媒体制作、程序设计、

旅游服务与管理、文物修复与保护等四个专业及方向，旨在创新培养适

应首都经济发展的高技能复合型应用人才。

师资力量配置强，现有专业教师20人，其中硕士学历8人，高级工以

上职业资格占80%。 

硬件设施与课程匹配度较高，目前共有程序设计实训室1个，测试专

业实训室1个、各类软件实训室7个、录播室1个，美术教室、摄影教室各

1个，同时在2019年建设了

文物修复专业实训基地，包括专业陶瓷修复室、专业金属器修复室、专业纸

制文物修复室、“匠心艺塾”工作室、“京彩京韵”工作室、“墨韵学斋”

工作室、“金工学社”工作室、霍海峻文物保护大师工作室、“陶艺学堂”

工作室、非遗博物馆、榫卯工作室等，实训室面积1000余平米，能同时满足

400人实训。

校企合作融合度高，与多家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具有一定社会

培训经验，具备建设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院校，打造品牌专业的能力。

专业特色
文创系目前开设有多媒体制作、计算机程序设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文物修

复与保护四个专业。

专业课程设置兼具职业技能标准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学生通过中级工（三

年制）、高级工（两年制）的学习，一方面是取得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高级程序员、软件工程师、网络安全工程师、多媒体制作员、旅游计

调师、文物鉴赏师、文物修复师等），另一方面是取得大专毕业证书。

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扎实的专业技能，使学生系统掌握计算机软

件开发、多媒体制作、旅游、文物修复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具备创新能力，培

养学生在工作中取得高薪收入，同时取得高的学历。爱学习、有条件的学生取得

北京开放大学数字媒体专业、信息管理、旅游服务专业大专学历证书。学生全部

实行订单培养，订单企业是IT行业领域及文化创意、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和领军

企业，高级阶段课程由订单企业和我校共同授课，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

取得证书
中、高级工毕业证书

大专学历证书

文  创
文化创意产业技术系

CULTURAL&CREATIVE INDUSTYIES

优质就业
北京易心堂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微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和众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元

心科技、宽捷网、传智博客、北京今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唯图文化交流发展公司、北京亿和文化数

字技术有限公司、国安新桥影视传媒投资廊坊分公司、环境在线（北京）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众信国际旅

行社、唐潮国际旅行社、北京完美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众诚天合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天瑞合科技有

限公司、奇安信安全技术（北京）集团有限公司等。

文化创意产业技术系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

初中起点

中级工 高级工

1 多媒体制作（游戏、动漫、影视制作、网络传媒方向） 80

2 计算机程序设计（软件测试、移动互联方向） 40

3 旅游服务与管理（旅游设计与操作方向） 80

4 文物修复与保护 30

多媒体G1503刘迪  就职于 
北京星吉星和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程序G1601侯琪、杨凯慧、唐浩  就职于
北京元心科技有限公司

程序G1601梁旭冬、金德锋  就职于
北京宽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多媒体G1601何子敬  就职于
和众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多媒体G1701刘玉琴等同学  就职于
北京今朝装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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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与生物制药系始建于2002年，服务面向北京市分析检验、环境保

护与检测、食品加工与检验、生物医药、药物检验、分析仪器制造等行业

和企业，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中职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环保检测产业类专业群、全国技工院校骨干

师资示范培训基地。现有在校生1149人，下设环境保护与检测、食品加工

与检验、生物制药三个专业方向。实训场地27间，拥有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等国际一流实训设备1000余套，设备总资产达到0.9亿。环保系拥有一流

师资队伍，其中

国家级杰出教师1

名、北京市专业带头人3名、首席技师1名、技师及以上21名。专业系

已形成完善的“学会引领、中心支撑、产学一体”的订单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开发、“四梯级”师资队伍构建、“校

企深度融合”等，全面提升专业内涵建设水平与办学实力，现已建设

成为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国家牵头集训基地，基地培养

的选手在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夺得该赛项世界首枚金牌。

优质就业
毕业生就业于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国检集团、北京排水集团、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原北京海关技术中心）、华润医药集团、亦

庄生物医药园、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等知名企事业单位。

环保与生物制药系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
初中起点 高中起点

高级工 技师 高级工 技师

1
环境保护与检测（环境检测、水处理工
艺、环境评价、分析仪器应用与维修方

向）
75 30 30 20

2
食品加工与检验（食品安全监督检测、食

品生产及检测方向）
45 30 30 20

3 生物制药（生物制药、药品检测方向） 40 30

学生在生物医药企业实习与就业

张子康、邢峻玮
获第45届世赛水处理技术项目化工行业全国选拔赛一等奖

专业特色
精准的专业定位：专业设置符合北京市高精尖经济结构定位，服务民生与城市

保障，为北京市环保、食品、生物医药三个行业培养高技能人才。

先进的培养水平：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中国牵头集训基地、国家

技能人才培养标准环境保护与检测专业主编单位、工业废水处理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编写单位、国家一体化课程改革环境保护与检测专业和食品加工与检验专业的牵头与

参与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重点建设专业、教育部环境保护与检测类专业国

培基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与检测专业全国师资研修中心、北京市特色

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实现了中级、高级、技师贯通培养。现已培养出世界技能大赛冠

军1名、全国、行业及北京市各级各类大赛冠军、亚军等获奖选手10余名。

良好的就业前景：100%推荐就业，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检集团、中国

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排水集团、北京海关技

术中心、华润医药集团、亦庄生物医药园、北京二商集团有限公司和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等知名企事业单位输送高技能人才，实现优质就业。

培养目标
面向北京市环保、食品和生物制药三个领域的检测机构、生产企业、相关科

研院所及高校的化学检验、食品检验和药物检测等岗位群，培养技艺娴熟的中

级、高级、技师技能人才。

取得证书
中级工/高级工+大专/技师+本科

毕业生在北京排水集团就业

学生在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实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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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高学历

为适应现代社会对“双高型人才”的需要，学院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合作开办了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以满足学生继续

深造的愿望。毕业时经考试合格，可以同步取得专科、本科学历证书和高级工、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学生的自我成

长，学历提升、扩大就业机遇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国际化办学
学院积极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进国际化办学。学院已与加拿大、德国、英国、新西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教

育机构在师资培训、专业共建、贯通培养、留学游学等方面深入合作，搭建学生出国留学平台，促进学生多元成长；与德国工商

大会共同建立“北京市AHK中德职业教育合作中心”，帮助学生获得AHK职业资格证书，提升职业竞争力。

        留学直通车

学院积极搭建留学平台，与德国多特蒙德应用技术大学、新西兰国立怀卡托理工学院、英国博尔顿大学、日本爱知工

科大学等多所国际院校开展专、本科层次合作项目。学院学生可享受优先录取、学费减免、政府或企业奖学金等政策。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项目签约仪式 日本爱知工科大学集团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国际资格证书 国家承认学历证书

部分合作院校

学校入学典礼 

学院近两年已输送11名学生出国深造。其中，环保系姚冕钧同学被名古屋工学院多媒体专业录取，环保系林岳琨同学

被福冈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康复治疗专业录取，文创系韩子晟同学被加拿大尼亚加拉学院计算机专业录取。

技能为立身之本  学历为提升之道

大学录取通知书

类型 国家开放大学（开放专科） 北京化工大学（成考本科）

模式 高级工+专科 技师+本科

合作专业系 数控、汽车、智能、环保、文创 数控、汽车、智能、环保

开设专业
数控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

应用化工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应用化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学制 3年 5年

学费
103.5元*78学分=8073元（不含教材费）

103.5元*79学分=8176.5元（化工专业，不含教材费）
2720元/年*5年=13600元（不含教材费）

入学条件 凭高中学历（中专、中技、职高）毕业证入学 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每年10月中旬）

入学时间 秋季入学（每年9月） 春季入学（每年2月）

学习过程 每周六或日上课（网课+面授） 每周六上课（网课为主）

考试

过程性考核：100%形考、大作业

网上考试：国家统一考试

纸质考试：国家统一考试

统考课程：化工大学出题阅卷

校考课程：我校自行出题阅卷

外地生政策 《北京市居住卡》 《北京市居住证》

联系人 曲海波 孙瑶

联系电话 67371912 6559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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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指南
一、提前报名

所有初、高中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均可到校面试提前报名，须携带户口本复印件（首页、本人页）、体检表、一寸彩

色照片（底色不限）2张，服装费368元，到校面试报名。

二、中招报名

提前招生：

学生参加升学考试即中考后，携带《中考准考证》、《中考成绩单》、《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到我校办

理，或联系地区招生负责教师在地区办理。

统一招生：
1、报考我院意向明确的学生，把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作为唯一填报志愿，并按自己兴趣爱好为序填报专业。

2、想先报考高中，再报考我院的学生，在填报高中志愿后，把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作为高中后唯一填报志愿，并按自

己兴趣爱好为序填报专业。

补录招生：

未被其它学校录取的考生，可以到我院面试办理补录手续。

注：参加中考被我院录取的学生可以办理农转非，未参加中考的不能办理农转非，其他无区别。

 

 

2012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表 

姓    名：                      就读学校：                                      

报 名 号：                      身份证号：                     班级：            

户    别：                      性    别：                     届别：         

户 口 地：                      政治面貌：                     民族：          

考生类别：                      外省市可报考类别：                             

加分照顾对象：                                                                

加试合格  

  

第一志愿 
学校代码：500010          学校名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志愿 
学校代码：500010          学校名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三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四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六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七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八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以下内容不再填报其他志愿  
 

 

姓    名：                      就读学校：                                      

报 名 号：                      身份证号：                     班级：            

户    别：                      性    别：                     届别：         

户 口 地：                      政治面貌：                     民族：          

考生类别：                      外省市可报考类别：                             

加分照顾对象：                                                                

加试合格  

  

第一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一中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二中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三志愿 
学校代码：500010          学校名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四志愿 
学校代码：500010          学校名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五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七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八志愿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第一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第二专业：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住宿情况：     
 

以下内容不再填报其他志愿  

考生问答
1、你校何时对外开放参观？

答：对外开放时间安排如下：

    到校参观：3月1日至9月1日，08：00—17：00（周末、节假日不休）

    电话咨询：4月1日至7月10日，8：00—20：00，7月10日之后8：00——17：00

2、我想提前报名，如何办理手续？

答：可携带一寸彩色照片2张（底色不限），户口本或复印件（首页在上，本人页在

    下），服装费368元，来我院招就处面试，填表、交费报名。

3、提前报名有什么好处？

答：（1）可选择喜欢的专业；

（2）面试一旦通过，可确保录取。

4、报名录取后想换专业怎么办？

答：在新生报到日的当天可申请专业调换。

5、学习期间有关费用？

答：学  费：农户免学费。环境保护与检测专业、多媒体专业、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学

    费为2800元/年，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费为1800元/年，其他专业2200元/年。

    大专学费：按国家和合作高校的规定执行，详见第18页。

    住 宿 费：900元/生.年（需住宿的学生）。

6、学院管理、学习、生活条件如何？

答：学院实行封闭式管理，南、北校区共设有3个食堂，3个超市和浴室。

 学院为学生免费提供被褥、床垫、床单、被罩、枕巾、蚊帐等物品。

 学生需自带衣物及日常用品等，学生公寓每个房间均安装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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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驾车来校：
1、东四环四方桥驶入G1（京哈）高速，1公里左右向右（化工路方向）行驶，顺行2公
      里左右，右侧即到。
2、东五环化工桥12号出口（化工路出口）驶出向东四环、垡头方向行驶2公里，路左侧
      红楼。
3、通过百度、高德等导航至学院（输入全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南校区）。

                   乘地铁来校：
      乘地铁7号线，在双合站下车，东南口（C口）出，步行至学校

                   公交枢纽换乘方式
北京西站：乘地铁7号线，在双合站下车，东南口（C口）出，步行至学校
北  京  站：乘地铁2号线在崇文门站换乘地铁5号线，到磁器口站换乘地铁7号线，在
                   双合站下车，步行至学校
德胜门站：乘地铁2号线在雍和宫站换乘地铁5号线，到磁器口站换乘地铁7号线，在
                   双合站下车，步行至学校
东直门站：乘地铁2号线在崇文门站换乘地铁5号线，到磁器口站换乘地铁7号线，在
                   双合站下车，步行至学校
广安门站：乘地铁7号线，在双合站下车，东南口（C口）出，步行至学校

招生热线：010- 67387544        67376855        67209320
联 系 人：吴老师   鲁老师   李老师   贾老师   叶老师   田老师   郭老师
学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1号
传       真：010-67374060
网       址：www.bit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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