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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学年年概述

2018-2019学年，是百年职校公益办学的第14个学年。学校从社会公益出发，向教育

品牌而行，坚持探索、创新为贫困年轻人提供优质教育的路径，以实现就业带动脱贫，以

全人教育助力发展。同时，通过模式输出和影响力拓展，使百年职校的经验得以惠及更多

地区和更大人群。 

2018-2019学年初，百年职校在校学生1,310人，其中，2018级562名，2017级555

名，2016级（实习生）118名，安哥拉学校学生75名。学年末，2018级487名学生升入二

年级，2017级535名学生进入教学合作企业实习，2016级118名学生准予毕业，安哥拉学

校毕业学生60名，所有毕业生均顺利就业。 

本学年，各地百年职校人生技能课程比上学年合计增设教学科目124个，为学生提供了

10个门类的职业技能主修课程；各校合计开设教学科目855个，共完成49,802课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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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不忘教育扶贫初⼼心，坚持公益办学属性

百年职校始终坚持公益属性，竭尽全力为贫困家庭、特别是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

提供免费优质职业教育。本学年，在校学生覆盖了全国25个省份、132个国家级贫困县，包

括19个少数民族，其中，46人是孤儿。 

本学年年，经理理事会批准，百年年职校⾛走进国家级贫困县贵州黔东南雷雷⼭山县，复制建校，

⾸首届招⽣生72名，其中苗族学⽣生69⼈人。 

配合当地扶贫经济发展民族旅游业的规划，雷山百年职校开设了“民族音乐与舞蹈”

和“酒店服务”两大门类的职业技能主修课程，学生毕业后能够参与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并

确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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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年，百年年职校继续⾯面向国家级贫困县和各地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等贫困地区

和困难群体招收学⽣生。2019年春夏，各校工作团队深入县乡开展招生工作。为确保录取的

学生符合百年职校标准，工作团队根据当地环境进行面试和家访。同时，总校组织力量在

贵州雷山、甘肃渭源、江西石城、陕西咸阳北四县等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专项招生。 

截至2019年9月，共有报名学生1011人，经过录取审核和入学教育，450名新生完成

学籍注册。生源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其中36%为少数民族（包括20个不同民族），家

庭有特殊情况（父母重病或残疾、单亲、孤儿等）的学生比例达29%，22名新生是孤儿。 

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2019年招收了64名安哥拉贫困年轻人，分别进入机械维修、工程

施工、电工、酒店服务四个方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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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创新育⼈人模式，坚定教育培养⽬目标

建校十四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环境变化，百年职校一方面坚持面向贫困

年轻人，坚持“身体健康、明白是非、经济独立”普通人的培养目标，一方面持续改革教

育教学方法，以期实现为学生提供最好职业教育的承诺。 

⼀一、全员德育——从打造“最⼲干净的学校”出发 

学校全职团队坚持辅导员⼯工作制度，教学管理理与⽣生活管理理同步开展。本学年年，再次强

调“打造最⼲干净的学校“，从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出发开展务实的教育⼯工作。 

2018年11月10日，在郑州百年职校召开了自2005年建校以来第一次学生宿舍管理专

题工作会。百年职校毕业生马玲介绍了郑州学校学生宿舍环境整理和保持的经验。会议达

成共识，从创建最美宿舍环境开始打造“最干净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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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是百年职校建设职业教育品牌的首要评价标准，是学校育人工作的根基，是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落实全员德育的重要阵地。全体教师和每位工作人员都要高度重视和

亲身参与，引领学生把百年校园变成全体师生由衷热爱、共同呵护、温馨舒适的“家”。 

学校特邀日本SOCIO株式会社清洁专家稻叶

见荣晴到校进行日本标准清洁培训。参加培训的不

仅有各校教师代表，还包括学生骨干，他们承担着

把高标准、高效率的清洁技能带回本校，特别是传

递给下一届新同学的责任。 

⼆二、全⼈人教育——持续完善课程体系

本学年，各地百年职校合计开设人生技能课程科目539个，占总科目数的63%；全学年

完成人生技能课程课时30,547，占总课时数的61%。 

本学年年，学校特别加⼤大了了体育相关课程投⼊入。同时开展多个体育项目，着力发掘体育

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培育健全人格方面的价值，探索适合职业教育的体育教学内容和方

法，各校合计完成3,673课时。 

2019年5月25日，“百年职校首届校际运动会”在成都百年职校举办，各校共179名

同学参加了运动会，比赛设7大项，包括短跑、长跑、接力、篮球、街舞等，都是从各校平

日开展的、丰富多彩的体育课程中精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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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技能核心课程六大模块基础上，各校结合本地优势资源进行拓展和创新，例

如：郑州学校打造艺术教育特色，增设合唱、戏曲、芭蕾、街舞、健美操等科目；大连学

校新开日语课，为学生出国实习开辟路径。 

三、全环境教学——从校园环境和活动⼊入⼿手

本学年，“校园环境本身就是教学”的理念进一步落实到各地学校。 

各校在保持⼲干净整洁的基础上，与艺术课程结合，使学校的审美教育找到落脚点，使

学⽣生成为感知美和创造美的主体。郑州学校通过旧物改造与组合，营造美观、温馨、实用

的空间；三亚学校的学生书画社为校园装饰贡献了大量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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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校继续在艺美基金会支持下开展“艺境课程”，以影像艺术为主题，邀请青年

艺术家马海蛟、胡伟和元亨利贞影像团队直接参与教学，培养学生对美的感知力，而学生

的摄影作品成为校园环境的新亮点。 

创新改造也并未影响对传统的坚持，各校2017级学生离校实习前，纷纷开展校园粉

刷、设施维修等工作，为新学年、新同学留下新环境。 

物理空间外，本学年年各类校内外活动的开展，同样为学⽣生营造了了成⻓长环境，并且往往

是加速的。毕业暨开学典礼、成人仪式、读书会……同学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参与获得成

长。特别是“2019百年爱心慈善晚会”的举办，不仅成为各校学生体验、交流、展示的平

台，更重要的是，同学们参与了从演出筹备到现场服务的活动全流程，这些都是百年职校

教育的有机组成。 

四、个⼈人学习计划——让学⽣生学会选择

本学年年，百年年职校开始在各地学校全⾯面试⾏行行个⼈人学习计划，并以学期为周期制订、实

施。先后有8所学校参与其中，开展有益探索，两学期共产生个人学习计划1,05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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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制订层面，基于“百年树系统”完善了流程，在入学教育环节，首先对学生进

行基础能力、学习类型测试，并开展先前学习经历评估，使个人学习计划的制订能够结合

学生的学习基础、特点和愿望，从而提升针对性。辅导员根据评估结果为提供建议，学生

自主进行课程选择。 

在计划实施层面，通过分层、免修、自修、跨主修选课、校外学习、在线学习、项目

学习、企业见习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学习资源，提升学习效率、发挥

学生优势也挖掘其潜质。 

个⼈人学习计划的实施同时带动了了学校课堂教学和考核评估⽅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教师

根据学生的学习方式类型特征，减少讲授、重在启发，增强课堂的参与度；另一方面，更

多采用形成性评估，很多科目的考核告别传统试卷，提供多种形式面对不同特点的学生。 

银川学校在个人学习计划实施过程中，摸索出“课程试听-计划制订-计划实施-考核评

估”四个节点的教学管理侧重点，针对不同学生在不同时段出现的”空档期“，提供二次

学习资源支持，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从而与选课计划合并成为“自主学习套餐”。 

个人学习计划的实施，给学校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带来很大挑战，还将在新学年的工

作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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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自治——成⻓长从承担责任开始

本学年年，以“所有学⽣生全覆盖”为原则，让同学们承担更更多校园⼯工作。包括：环境清

洁、图书管理、总务助理、宿舍管理、校园接待、教学助理、行政助理、档案管理、实操

室管理、校园设备维护等各个方面，保证人人皆有岗位，并且都是学校的具体工作，都需

要承担实际责任。 

学生社区的建立，是北京学校本学年在学生自治形式上的新探索。社区由学生自主发

起，各社区均有明确的创建理念、组织结构和工作计划，并在校园中获得专属管辖和活动

空间。各社区以月为周期在校园轮流任职，社区所有成员在此期间共同承担校园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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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工作，岗位到人，包括各类校园活动、社会服务的策划组织。社区间交接工作时，

亦由学生代培学生。 

此外，学生自治也体现在社会服务中。本学年，各校共1,035名学生参与了社会义工服

务，共计25,842.5小时，人均达25小时，义工项目均为学生自主实施，涉及敬老院服务、

孤儿院服务、社区清洁、海洋环保、植树等。其中，丽江学校学生以小老师身份，走进丽

江孤儿学校和丽江民族中专，教授清洁技能和宿舍内务整理方法，既锻炼了自己，也为他

人带去了温暖。 

六、持续引进优质资源，推动教育平台建设

以时代发展趋势和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本学年年，百年年职校通过社会⽀支持，继续引进

开发了了⼀一系列列新课程。 

在谷歌支持下，学校引进开展了App Inventor和电子商务方向的教师培训和课程教

学，并在学年末以数字技能创客挑战赛的形式进行了教学成果交流展示。同时，谷歌志愿

者团队还带来了关于TensorFlow机器学习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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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支持的智能照明课程在北京学校开课，施耐德资深工程师邢德忠来校介绍

了智能照明系统的网络结构、硬件集成、设计安装及运行维护等内容，并带领学生开展实

训。武汉和郑州百年职校电工课程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同步学习、接受培训。 

此外，北京学校新增网络运维工程师和烹饪课程，其中，前者在荣新科技支持下，通

过人机交互系统推动自主学习；后者定位时尚餐饮，融合中西餐菜系，邀请Brian私厨工作

坊创始人秦永笑等资深厨师开展教学。同时，成都学校在澳新银行支持下，开设网页制作

课，为同学们打开一扇新领域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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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北京学校体育课的实施则更体现了对城市优质资源的利用，同时开设的足

球、游泳、健身三个运动项目，分别得到国家奥体中心、国奥越野足球俱乐部，国家游泳

中心、水立方游泳俱乐部和壹季体能训练营等机构支持，提供了专业的运动场地和高水平

的教练员。 

不止于国内，百年职校的教学平台也延展到了莱茵河畔。ISA在德国，是一家品牌养老

服务企业，也是百年职校的教学合作单位。2018年9月起，彭俊、郭徐兰、王元平、袁乾坤

4位百年职校学生去到ISA养老院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在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实

践、提升，也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思索、成长。实习结束后，养老院芭芭拉院长在给学校

的信中称赞同学们“出色地代表了中国”。 

本学年，共有414位兼任教师和70个来自企业或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教学团队直接参

与到各地百年职校的教学，其中，不乏一些专家级名师义务授课。知名教育学者钱志龙博

士开课“如何爱上写作与演讲”，启发独立思考，鼓励大胆表达；教育作家三川玲和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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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团队，结合传记阅读将人物写作带进课堂；绿色国学创始人王乐慷，在传统文化教育

中融入了现代性和世界性。 

整合优质资源，坚持开展教师培训⼀一直是

百年年职校在开放办学不不断提升教学品质的重要

举措。本学年，各校47位教师参加了谷歌提供

的APP Invertor和电子商务项目课程培训，为

数字技能教学打好基础。2位教师先后两次参加

了施耐德电气“碧波计划”认证教师培训，使

学校具备了独立开展智能照明课程教学的能

力。在探月学院支持下，各校6位教师参加了

“教育生态变革”主题的暑期教师训练营，内

容涉及PBL项目实施、核心素养评价方法等，为

百年职校推动教学改革提供了直接帮助。 

七、坚持严格质量量控制，打造⾼高效管理理品牌

本学年年，持续开展四个维度的教学质量量评价。其中，教师自我评价、学生满意度评价

和第三方听课评价在每学期末进行，实习单位评价在学生实习中期进行。 

按照评价体系要求，各地学校本学年全部完成了相关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共682人次参

与教师自我评价，教师对自己的教学的满意率为86%；1261人次参与了学生满意度评价，

评分均值为4.6(5分为满)；第三方听课评价中，”课堂参与度高“一项较过往提升明显，达

到84%；北京、成都、三亚、大连4所有实习生的学校开展了企业教学评价，企业对学校人

生技能课程相关科目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积极工作态度上的成效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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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对学校各项工作手册进行了全面修订，包括：教学、学生、行政、资助、志

愿者、总务、财务、人力资源、VI标识系统等，从而将最新的工作理念和要求落实。结合工

作手册的修订，组织了学生宿舍管理、总务、行政、资助、志愿者、传播等方面工作的专

项培训。  

本学年，以各校校园清洁卫生、宿舍管理、采购库库存整改情况为重点进行督导。督

导组先后对6所学校进行现场督导，要求3所学校进行自查督导，共有31位老师参与督导或

自查，发出督导报告9份。 

本学年，继续实行KSF绩效管理，其中，管理系统的应用情况是重点考核项，确定系 

统中教学、学生、行政、资助等各项工作的考核点，每月检查、评分、汇总并计入KSF指标，

通过评价制度落实。 

强化内部管理的同时，学校的运行质量也得到了行业认可。在5年前获得5A级社会组

织认证基础上，北北京学校本学年年申请复评，延续获得5A级认证。  

本学年，各地百年职校学生得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正式表彰及在校外各类竞赛中获奖

100人次。其中，三亚学校谢梦凡、陈谢利、黄亚恋三位同学荣获“海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优

秀学生奖学金”，郑州学校郑士达、武娟、杜珂三位同学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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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模式总结发展，提升品牌社会影响

⼀一、百年年职校的扶贫和育⼈人模式传播

本学年，百年职校的教育扶贫案例——“借助发展公益职业教育摆脱贫困的代际传

递”获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2019年5月15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以“技术创新如何

促进减贫并实现零饥饿”为主题，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罗马会展中心举行。百年职校创

始人、理事长姚莉受邀分享“公益职业教育的扶贫探索——百年职校的故事”。 

学校案例同时进入“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台”，该平台由世界银行发

起，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发展门户网联合运营。百年职校经验将

借此实现国际间共享交流，各国可以通过案例分享，推动本国的扶贫事业发展。 

同时，在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等机构安排

下，来自阿富汗、乌干达、哥伦比亚等亚非拉国家负责扶贫事务的政府官员，先后到校考

察，希望从百年模式中寻求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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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起，百年职校接受中国国

际扶贫中心委托，开展“职业教育精准

扶贫行动”，其中重要一项是面向深度

贫困地区（贵州雷山、甘肃渭源、江西

石城）开展职校教师的培训交流。在第

一期成功经验基础上，2018年10月10日

至15日，培训项目第二期分别在北京和

郑州学校通过参加学生活动和参与学校日常工作的形式展开。2019年4月2日，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张广平副主任在项目年度总结会上，对培训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百年职校的教育模式成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与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学会联合举办的“全

国职业院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解读与学习研讨培训班”的教学案

例，姚莉理事长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

院校领导分享百年职校15年来关于职业

教育创新的探索。会后，陕西、广东、

河北、贵州等地多所职业院校组织考察

团队专程到百年参观交流。 

⼆二、启动“百年年爱⼼心专项基⾦金金”

2019年3月5日，由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和百年职校理事会共同发起，并经民政部备案

批准设立的“百年爱心专项基金”在北京启动，旨在支持基于百年职校平台开展的各类公

益项目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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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石大华理事长在启动仪式上提出希望，通过专业的基金管理运

营，真正让受助者受益、让捐赠人放心、让社会满意，为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和促进社

会和谐作出应有贡献。 

截至2019年8月，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百年爱心专项基金”已经为学校公益办学募

集善款共计536万元。 

三、适应发展需求，调整合作模式

2018上半年，成都百年职校与四川省志翔职业技

术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在该校大力支持下，于暑期迁入

新址，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通过合作模式

创新，保证学校具有相对独立的办学空间并完整实施百

年职校的教学育人及管理要求。 

2018年12月，大连百年职校更改为大连市百年公益助学中心，作为慈善组织在大连市

民政局完成注册，由大连市群团组织综合服务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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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开发教学管理理系统，“百年年树”获著作权

2019年7月3日，百年职校自主开发的“百年树教学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国家版权局的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审核，以原始取得方式获得了包括发表、署名、修改、复制、发行、信

息网络传播、翻译等在内的著作权人享有的全部权利。 

“百年树系统”的研发是自2013年以来，百年职校为实践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推进职

业教育现代化而持续开展的重要工作。系统以打造“教育区块链”为思路，实现了学生成长路

径与教学育人等各类信息的全方位关联，使其成为百年职校教育创新的前沿阵地。 

截至本学年，系统先后进行了七次升级开发，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目前，共有六个

信息管理应用模块和一个数据分析模块。此外，结合学校实际需求，开发了学生入学报

名、志愿者岗位申请、教学质量评价等多个外接应用程序，可在PC端和移动端提供给非系

统用户使用，并实现了相关数据与系统内部的关联。 

五、凝聚⽀支持⼒力力量量，传播公益品牌

来自社会各界广大志愿者的服务支持一直是百年职校办学的重要力量，而为学校提供

的志愿服务工作也呈现出创新、专业的特点。本学年，百年职校的注册志愿者（含团队）

人数达到1376，其中，新增注册志愿者244名，累计为学校服务达13,08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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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志愿服务成为显著特色，其中既有来自澳新银行、摩根大通等企业团队的支持；

也有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大学等来自

高校的同学参与；更年轻的北京十一学校”青未了艺术创作社“组织拍卖学生艺术作品为

百年职校捐款，并成立翻译工作组协助学校更新英文网站信息。 

2019年4月，在学校资深志愿者、著名媒体人曹启泰号召下，孔龙震、耿晓刚、王

鹤、Ai、何珊珊、梁南、陈志泽等7位艺术家走进“2019年百年爱心慈善晚会”，参与排练，

与同学们互动交流。艺术家们将百年学生的热情真挚和他们的所感所想以及所有的感动祝

福都呈现在了19幅画作里，并赠送给各地学校。 

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公益办学的需求和特点，通过开展来出访活动可以增进行业交流、

拓展资源渠道、提升品牌影响。 

本学年，各地百年职校共安排来出访387次，其中，接待来访201次。 

学校传播工作进行了调整，百年职校

官网作为学校信息披露的平台，实现了在

PC端和移动端的同步更新。根据总校结构

设置，保留“百年职校”微信公众号，作

为学校统一的传播窗口。官微全学年发布

推文83篇，各渠道累积阅读量近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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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信安哥拉百年年职校

本学年，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培养毕业生60名，招收新生64名，分别进入机械维修、

工程施工、电工、酒店服务四个方向学习。 

经过5年办学，安哥拉学校已经成为当地职业教育的品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安

哥拉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均到校采访，学校介绍精彩亮相2018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主宣传片。 

本学年，学校一方面继续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课程和丰富的学生活动，包括2018年12月

15日，受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邀请，参加“中安建交35周年文艺演出”活动；另一方面，

在安哥拉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依然保障了毕业生实现就业。 

2019年7月19日，安哥拉学校举办年度毕业典礼，凯兰巴市新任

市长穆尔塔拉（Murtala）带领市政府管理团队参会，与全校师生

及毕业生家属等3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珍贵的时刻。穆尔塔拉市长

对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的建立、运营表示衷心感谢和高度赞赏，

他鼓励毕业生参加工作之后，努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并提出

市政府将为学校运营、学生就业等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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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社会捐赠及预算执⾏行行情况

⼀一、捐赠收⼊入

本学年，资助百年职校的个人或企业机构数合计达1,639，其中569为新资助者。学校

收到慈善捐款总额12,328,463.47元，不计价捐赠各项物品12,684件。其中，2019年4月，

“百年爱心慈善晚会”售票与现场捐赠，合计6,175,866.76元。 

本学年，各校实习生、毕业生持续向母校捐款，共计315,666.20元。（截至2019年8

月底，百年校友累计为学校捐款2,187,040.49元。） 

所有捐赠信息均在百年职校网站 www.bnvs.cn 进行公示，各界可随时登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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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执⾏行行情况

本学年，各地百年职校严格执行理事会批准的学年预算，合理支出，各校运行和教学

相关费用总支出2,182万元，节余学年预算249万元，详情见审计报告。 

三、审计⼯工作

2019年6月、7月，对银川、大连学校的资产、库存、财务核算、捐赠情况进行内部审

计，出具内审报告两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 

2019年初，各地学校分别聘请当地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18年度的现场财务审计，按照

国内会计准则出具中文审计报告9份。审计结果全部出具合法、公允及无错报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结论。 

2019年8月，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各地学校进行了2018-2019学年的现场审计，按照

国际审计准则出具英文审计报告9份，全部出具合法、公允及无错报的审计意见。 

以上审计报告全文均在百年职校网站 www.bnvs.cn 进行公示，各界可随时登陆查询。

百年年职校2018-2019学年年⼯工作报告 �23

http://www.bnvs.cn

	2018-2019学年概述
	不忘教育扶贫初心，坚持公益办学属性
	持续创新育人模式，坚定教育培养目标
	一、全员德育——从打造“最干净的学校”出发
	二、全人教育——持续完善课程体系
	三、全环境教学——从校园环境和活动入手
	四、个人学习计划——让学生学会选择
	五、学生自治——成长从承担责任开始
	六、持续引进优质资源，推动教育平台建设
	七、坚持严格质量控制，打造高效管理品牌
	关注模式总结发展，提升品牌社会影响
	一、百年职校的扶贫和育人模式传播
	二、启动“百年爱心专项基金”
	三、适应发展需求，调整合作模式
	四、持续开发教学管理系统，“百年树”获著作权
	五、凝聚支持力量，传播公益品牌
	六、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
	接受社会捐赠及预算执行情况
	一、捐赠收入
	二、预算执行情况
	三、审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