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
学校概况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创建于 1992 年 9月。是一所由西山区政府主办，

西山区教育体育局主管的省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近

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加大对学校

的资金投入，强化学校两支队伍建设，不断改善办学

条件，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学校发展突飞猛进。学校

是首届省级“双优”建设学校，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

“示范学校”、省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昆明

市平安校园”；云南省现代学徒制、“1+X”证书、综

合高中试点学校；学校海口实训基地被评为昆明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馆、昆明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学校占地 47亩，建筑面积 2.6 万平方米。在校生人数 1534 人，宿舍可容纳

住校生 1200 人，目前拥有住校生 566 人，共 42 个教学班，最大班额 49 人，教

学仪器总值 550.61 万元，图书 44126 册，绿化面积 9000 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

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目前，学校有旅游酒店学部、学前教育学部、计算机学部

和汽修综合四个学部，共开设 15 个专业。各种教学设施配备完善，有各种专业

实训室 25个。有天然草坪足球场、200 米塑胶跑道、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设

施。学校洗澡室、洗衣房、直饮水、热水器和吹风机一应俱全。学校实行规范化

管理,专业教学严谨有序，宿舍管理严而有度。学校连续多次被评为“西山区平

安校园”、“昆明市平安校园”。学校是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云南师

范大学教学实习基地；学校海口基地被评为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馆、

昆明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昆明市台联昆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流基地。2021

年成功承办昆明市中职技能大赛旅游类赛项。主持结题国家级课题 2项，市、区

级课题多项。

学校师资雄厚，结构合理，现有专任教师 91人，生师比为 16.85:1，本科以

上学历的教师达 100%，硕士学历的教师达 23.8%,在读博士 1人。“双师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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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54.95%，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爱岗敬业、

求真务实、教学经验丰富、专业技能突出的教师队伍。

办学经费有保障。52名在职在编教职工和 39名聘

任制教师工资由区政府全额拨付。除了正常经费拨付

外，近 5 年来投入资金 1365 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提升实训基地办学水平，绿化美化校园。另外，西山

区政府非常重视职业教育，选址新建的新校区将投资

10.4 亿元，已列入区十四五规划重点工程。由市级财

政支持 340 万元的海口智慧民宿酒店将在年底建成。

办学特色

1.明确的办学方向。目前学校以“崇德正行，精工尚技”为办学理念，本着

“服务社会为宗旨，高职基础教育为主导，就业引导为方向”的办学思路。坚持

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合

作，为第三产业培养初级、中级技术应用型人才。

2.多渠道的办学方式。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三校生高考，历年来学生高考

升学率达 90%以上。积极与高职院校举办“3+2”五年制大专联合办学，《高星级

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与云南旅游职业学院联合办学、《学前教育》专业与云南

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学，学制采取前三年在我校就读，后两年到联办的高职

院校就读，学制五年，取得高等职业教育（五年制大专）学历。

3.综合高中试点学校。录取应届初中毕业生，录取分数线低于普通高中，学

籍可灵活转入职业高中，既可以参加普通高考又可以参加“三校生”高考。学校

安排最优秀的教师进行教学。学生就业率达 97%以上。学生升学有望、就业有路、

创业有技。

4.“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1”是学历证书，学历证书全面反映我

校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X”是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生毕业后均可取得相

关专业多个等级证书。

5.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与企业签订现代学徒制协议，学生向企业工人拜师。

提倡 3 天在学校 2天在企业的联合办学方式，招生即

招工，入学即进厂，我校与多家企业进行校企合作，

2021 年 9 月，与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合作，

将新能源汽车引入教学中，校企协同打造产教融合平

台，加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2021 年 9 月，与上

海华峰餐饮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定向培养协议

书》，定向培养“金牌礼仪班”；2021 年 12 月，与华

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形成了学校

完成学生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习；2021 年 9 月工

业机器人专业与昆明闻泰通讯有限公司签订了“现代

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



6.严格的学校管理。学校管理严格，德育

特色明显。通过“特色德育”模式，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学校严禁带手机进校，住校生

封闭式管理，走读生半封闭式管理。抓严抓实

“文明礼仪、仪容仪表、卫生习惯、纪律意识

和安全意识”五项常规教育。确保良好的校风

学风。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形成学生从低入口

实现了就业率高、社会反馈良好的较好的出口

通道。

7.高就业率。学生按教学大纲要求修完所有课程，考试及格，实习成绩合格，

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毕业证书，由学校负责推荐在省内外主城区就业，就业率

98%。入校可签订就业意向书，包分配。

学校标志性成果
年份 成果名称 授予部门

2022年 首届省级“双优”优质专业中职学校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云南省社区教育实验区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云南省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现代学徒制试点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1+X”制度试点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教育部统编教材试教试用试点 教育部司

2021年 餐饮与酒店管理专业联盟 市教育体育局

2021年 昆明市中职学校技能大赛旅游赛项承办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2020年 综合高中班试点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普职融合班试点 云南省教育厅、昆明市教育体育局、西山区教育体育局

2017年 省级毒品预防教育师示范学校 云南省教育厅

2012年 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 云南省教育厅

教师近三年省、市级教学竞赛获奖情况

教 师 国家级课题项目 级别 获奖时间

胡 虹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职学校咖啡课程拉花技艺实训手册的开发研究》 国家级 二等奖 2019年 3月

代舒丹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职前心理准备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国家级 一等奖 2019年 3月

教 师 竞赛项目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潘永军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设计及说课赛项一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月

宁莉梅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设计及说课赛项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代舒丹 昆明市中职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昆明市教科院 2020年 10月

戚 贤 昆明市中职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昆明市教科院 2020年 10月

李燕丽 昆明市中职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昆明市教科院 2020年 10月

兰 楠 昆明市中职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昆明市教科院 2020年 10月

吕 雪 昆明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获市级“教师说课”二等奖 昆明市教科院 2020年 11月



师生近三年省级技能竞赛获奖情况
教 师 竞赛项目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陆丽春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技艺实作指导教师一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7月

郭 媛 云南省铸劳民族说课大赛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中职组）一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7月

戚 贤 云南省第七届德育“创新杯”教学设计和说课大赛二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11月

易 丹 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旅游中餐宴会摆台现场点评技能大赛获二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魏靖晖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指导教师二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月

杨学宇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设计及说课赛项二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徐孝国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作品展示指导教师二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李 丽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演讲赛项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7月

魏靖晖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徐大新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华茶艺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魏靖晖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月

李孟姝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茶艺”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7月

魏靖晖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7月

徐孝国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作品展示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赵 娜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演讲赛项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陆丽春 2020年度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展览类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2月

兰 楠 2021年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9月

易 丹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餐宴会摆台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徐孝国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作品展示指导教师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7月

代舒丹 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职业素质竞赛 省级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2月

专 业 学生姓名 竞赛项目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幼儿保育 张莹涓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技艺实作一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幼儿保育 贾丽娟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作品展示二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翁晶晶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二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杨双会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二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段智贤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餐宴会摆台三等级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梁诗婷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餐宴会摆台三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代敏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三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张文洁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华茶艺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宋豪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华茶艺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董潇骏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华茶艺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付 琴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三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戚郑真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客房中式铺床三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熊涵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华茶艺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陈彦晟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旅游类中华茶艺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幼儿保育 陈佳蓉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作品展示三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幼儿保育 张玮升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演讲赛项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19年 4月

幼儿保育 桂珊珊 2020 年度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展览类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2月

幼儿保育 余宣妮 2021 年度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展览类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0年 12月

幼儿保育 周旭娴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演讲赛项三等奖 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幼儿保育 申黎 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民族技艺类技艺作品三等奖云南省教育厅 2021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