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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教育局直属职业学校专业接地气

专业设置对接产业发展 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经济

萧山四职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全国职教学会会员学校，浙江省一级中

等职业学校，浙江省化工专业副理事长学

校，浙江省机械专业理事学校，浙江省机

械、建筑示范专业和实训基地。

学校在护理、建筑、机械数控、化工与

检测、国际贸易五大专业的基础上，根据我

区中职专业调整需要，新增大健康产业专

业。机械、建筑专业均为浙江省示范专业

和实训基地；化工、外贸、建筑与高职院校

联手，设有3+2班。机械分为机械加工技

术、数控加工技术、工程材料检测技术3个

专业方向；建筑分为建筑工程施工、工程造

价、工程绘图与设计3个专业方向。

建筑专业：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专
业实训基地1800平方米，建有14个实训
室，设备总值近千万元。在技能比赛中每
年均有项目能获得浙江省中职技能比赛一
等奖。测量放线中级工通过率接近
100%。学生可以参加施工员、制图员、造
价员等资格证书的考试。

护理专业：以培养服务于基层卫生事
业发展的应用型护理人才为主要目的。培
养学生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必需的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护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具
有规范的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操作技能，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独立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沟通合作能力，能胜任临
床护理、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社区护理等
岗位。

药剂专业：配有药物分析实训室、药理
实训室、制剂分析实训室、药品调剂实训
室、药用化学基础实训室、微生物实训室、
解剖实训室、医学基础实训室等专业化实
训室8个。毕业生可参加全国卫生技术类
药学士资格考试，能在医药卫生机构和行
业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应用和药学服务等
工作，同时可参加西药药剂员、医药商品
购销员、医药商品储运员、药物制剂工等
由人社局或其他职业技能鉴定站组织的
特有工种考试。毕业生可从事医院、药房、
制药厂、医药代表、药品物流等企事业单位
的工作。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支撑。对应萧山经济从“制造”向“智造”
跨越，我区中职教育本着“市场定位专业、岗位决
定课程、内容服务学生”的专业建设理念，主动适
应萧山产业发展和企业用人需求，服务地方社会
经济。

在新一轮专业结构调整中，我区4所教育局
直属职业学校，强化与企业的无缝对接，重点打
造智能制造、信息、金融、新能源汽车、健康、旅
游、文化创意等七大新兴产业的专业设置，增加
了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两大专业的招生数量，
形成了以示范专业引领专业群不断扩张的专业
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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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一职：
维持原有五大类专业不变，增设4个专业方向

萧山一职是我区第一所国家级重

点职业学校，浙江省26所重点职业学

校创新联盟成员单位之一，浙江省首

批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浙江省文

明单位。

学校拥有数控、机电、汽修、财经、学

前教育五大类专业。新一轮专业结构调

整中，学校在维持原有五大类专业不变

的前提下，增设了4个新的专业方向：增

材制造3D打印、工业产品设计、新能源

汽车、工业机器人。

此外，学校与杭州地铁合作开设了

地铁方向，采用2+2联合培养的模式，在

数控、机电、汽修三大专业中选拔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站务）、车辆技术

运用与检修专业（地铁列车驾驶）、铁道

电气化专业（供电维护）培训生，培训合

格并经杭州地铁招聘考核后，进入杭州

地铁工作。目前，15级地铁班13名学生

已入职，16级地铁班27名学生正在湖南

铁科深造。

数控类专业：是省骨干专业、省示范
专业、省市品牌建设专业，兼有中央财政
支持实训基地、省级示范实训基地。拥
有省内一流车铣组合实训车间、增材制
造3D打印实训中心等技能实训室20余
个。2019年，此专业继续与杭州职业技
术学院开展中高职一体联合招生。

数控类专业包含高端智能加工、产
品设计、增材制造3D打印等方向。毕业
生可从事机械制造类企业编程、设计、技
术技能操作及管理等工作，或自主创业
开办机械类相关公司等。其中，产品设
计方向主要培养能初步运用计算机辅助

设 计（CAD）、计 算 机 辅 助 工 艺 设 计
（CAPP）、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
辅助工程分析（CAE）等模块，具有计算机
操作能力、计算机绘图能力、三维造型能
力、力学分析能力、工艺设计能力、虚拟
制造能力、产品数据管理能力的学生；增
材制造3D打印方向主要培养熟悉现代
制造技术、掌握工程材料成形工艺理论
和专门知识，掌握3D打印的知识与技
能、具备三维设计、3D打印技术等方面
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从事3D产品设
计、三维扫描仪逆向造型、3D打印设备
操作、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的学生。

机电类专业：是省市品牌建设专业，
兼有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拥有工业
机器人、PLC控制、机电一体化、电气安
装与维修等实训室10余个，2018年起
成为省市职业能力大赛承办点。2019
年，此专业继续与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中高职一体联合招生。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可从事企业电气
运行与控制人员、维修电工或创业开办
机电类公司等。其中，工业机器人方向
主要面向现代制造类企业机器人运行维
护等岗位，培养具有与本专业领域相应
的知识技能，掌握工业机器人运行维护
的技能，能从事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的
安装、调试、编程、维修、运行与管理等工
作的学生。

汽修类专业：是区内唯一的交通类
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中心、建有区高技
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拥有20多辆整车
的实训基地，以及发动机拆装室、车辆检
测排故室、四轮定位、维修保养、汽车营销
实训室、新能源车实训中心等实训场室。

汽修类专业面向汽车运用与维修，
包含新能源汽车、汽车整车配件与营销
等方向。毕业生能胜任汽车维修工、汽
车电工等岗位或自主创办修理厂。其
中，新能源方向主要面向新能源汽车维
修、营销等岗位，培养相应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培养符合新
能源汽车发展方向的初、中级专业技术
技能型人才。

财经类专业：是省财经专业大组理
事单位、省示范专业、省骨干专业，拥有
市级实训基地，2018年会计专业立项为
市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拥有模拟银行、
企业认知沙盘实训中心、综合会计模拟
实训室、电算化室、点钞室、小键盘室、收
银室等专业实训场室10余个，设施设备
居杭州地区一流。进校后，学生可根据
意愿选择会计、金融事务等方向。

学前教育专业：是萧山幼儿园师资
的“摇篮”。目前，萧山一半以上在职幼
儿园园长出自此专业，毕业生遍布萧山
幼教、早教领域，既有一线教师，也有幼
儿园创办者。

萧山二职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

浙江省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杭州

市旅游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

学校开设有园林、商贸、餐旅三大专

业群。按照特色专业优先发展、骨干专

业优化发展、新兴专业适度发展的梯度

原则，学校加强对专业建设的总体谋划，

在三大专业群下共设置了9个子专业，

以打造钱塘江南岸现代农业、现代服务

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园林技术专业：是省示范专业、省骨
干专业，有省示范实训基地。根据萧山
本地园林、萧山花木经济的实际需求，培
养具有生态园林、智慧园艺的现代化综
合职业能力，适应于现代园林的中高级
管理、应用人才。毕业生可从事园林景
观设计、园林工程施工、园林监督管理、
居民区环境设计、小区植物栽培养护、建
筑景观配套设计、大型企事业单位自身
绿化管理、园林工程监理、计算机绘图、
植物栽培养护等工作。

工艺美术专业：培养满足美术相关
行业实际工作要求，从事地方广告、装
潢、室内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艺术、工艺

美术等工作的复合型中等专业人才。毕
业生可从事广告设计与制作、装潢设计、
室内设计、建筑设计、工艺美术设计、手
工设计制作、网络美术等工作。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为学校重点
建设的特色骨干专业。培养能在各级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
旅游管理工作，以及一线旅游服务与管
理的人才。毕业生可从事旅行社经营与
管理，导游、景区管理以及会务服务，中
高级酒店高端餐饮服务等工作。

航空服务专业：是学校重点建设的
特色骨干专业。培养掌握民航服务，具
有高端服务意识的专业航空服务人才。
毕业生可从事民航客舱服务、机场地勤、
各大酒店、涉外企事业单位的会务接待、
公关礼仪等工作。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为市
示范专业、市品牌专业。毕业生可从事
各高星级酒店、涉外企事业单位的会务
接待、客房、餐饮等服务与管理类工作。

烹饪与营养膳食专业：是浙江省大
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杭州市技能名师工
作室建设单位。主要培养面向旅游、餐
饮等服务业，从事中餐烹饪打荷、冷菜、

切配、炉台、煲灶、蒸灶和中西餐面点制
作的人才。

电子商务专业：为省优势特色专业
建设项目、市品牌专业建设项目。培养
掌握网络贸易、网站维护等技术的初、中
级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从事商品拍
摄、美工、网店开设、运营、信息维护与管
理、营销等工作。

国际商务专业：是学校骨干专业之
一。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从事国际
商品贸易，适应各行业企业有关国际商
务发展需要，能胜任外贸业务员、跟单
员、单证员、报关员、报检员等相关职业
岗位群的应用型初、中级人才。

萧山三职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全

国职教管理创新学校、中央财政支持实训

基地、浙江省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浙

江省一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浙江省中职

学生创业教育基地。

学校主动对接萧山区“两带两廊”产业

布局，积极调整资源要素与配置，按照错位

发展和特色彰显原则，设有服装、信息技

术、电子、物流服务与管理四大专业群。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是省级示范专
业、省级服装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省服装
理事学校。配置了整套先进的服装设计制
作设备，建成了国内领先的服装产学研创
基地。毕业生大多担任设计、制版、跟单等
技术工作，许多毕业生成长为专业服装设
计师、制版师。

信息技术专业：是中央财政支持实训
基地，市级示范专业，区电影电视家协会创
作、教学基地，与企业合作开办软件开发
服务中心、广告公司等实体，让学生直接
参与，提高实践能力。该专业设有平面设
计、网络技术、数字媒体、动漫与游戏制作
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企业企划宣传员、
摄影摄像、平面广告设计、动画制作、网站设
计与开发、数字视频编辑、动漫与游戏制作
等工作。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是中央财政支持

实训基地、市级示范专业，拥有完备的实
训场室。毕业生可从事数字化视听设备
应用与维修、安防与监控技术、汽车电子
技术、电子产品制造技术、光电产品应用
与维护、电子测量技术、电子产品营销等
工作。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经济增长对物
流行业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子商务的普及
更加显示出物流市场的潜力和发展的前
景。作为新兴专业，学校同时开设财经类
课程，主要培养物流与财经复合型人才，毕
业生可在经济管理部门、工商企业，以及与
物流相关的铁路、航空、港口、仓储等单位；
从事物流企业管理、单证员、物流服务咨询
与策划、供应链管理以及物流系统规划与
设计等工作。

萧山二职：
定位园林、商贸、餐旅，共开设9个子专业

萧山四职:
在五大专业的基础上，
新增大健康产业专业

萧山三职：
对接“两带两廊”产业布局，
设置突出信息文创的四大专业群

萧山一职增材制造3D打印专业

萧山四职护理专业授帽仪式

萧山三职信息技术专业

萧山二职电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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