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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学校设有 10 个教学单位，即艺术设计学院、

财经旅游学院、电商物流学院、数据信息学院、机电汽车学

院、城市建设学院、医药护理学院、文化教育学院和继续教

育学院（社区教育学院）、国际学院。开设有文化艺术、财

经商贸、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土木建筑、旅游管理、新闻

传播、食品药品等 13 大类 55 个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13000 多人。2019 年新生录取人数 5252 人，到校人数 4735

人，毕业生就业率 96%。学校获批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

试点单位，是全国首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职业院校数字

校园建设实验校，湖北省省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设有湖北

省高职院校唯一的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技

能型人才培养研究中心。承办了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3D 数

字游戏艺术、商品展示技术项目湖北省选拔赛及 3D 数字游

戏艺术项目武汉市选拔赛，并获批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武

汉市集训基地。

【学校荣誉】学校是湖北省高职高党建研究会会长单位，

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单位”和“教育新闻宣传先进单位”。继被认定为武汉市

市级创业培训基地和市级创业学院后，又被湖北省人社厅认

定为湖北省省级创业学院。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将武汉市实

习（训）见习基地联盟秘书处的办公及人才公共服务场地设

在长江职业学院光谷校区。学校入围广州日报“2019 高职高

专院校职场竞争力全国 100 强”，在全国 1400 多所高职院

校中排名第 85 位。

【治校理念】学校本着“江通天下、职领未来”的办学



思想和“传承拓新、质量为本、特色发展、开放融合”的治

校理念，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校风、“厚德尚能”的教风、

“笃学善行”的学风。人才培养注重“知识、能力、素质”

的协调发展，素质教育强化“诚信、勤劳、沟通、奉献”八

字要求，倡导“根雕式教育艺术”，相信“人人有才”，致

力“人人成才”，因时因势发掘潜能，引导学生成人成才并

走向成功。学校将思想创新、能力拓展、文化活动、社会实

践等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营造健康、高雅、向上的“艺术长职、人文长职、创新长职”

校园文化，着力打造办学定位准确，特色亮点纷呈，社会服

务能力强，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契合度高，人民

满意、社会认可、全国知名的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党建工作】一是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准确跟进和把握主题教育总

要求，以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主题教育研讨会、主题教

育读书班为重要抓手，通过开展基层党务干部培训、邀请省

委宣讲团成员魏龙教授、省直机关工委党校原校长汪连天教

授、空军老干部宣讲团团长毛兰成等同志为教职工作专题辅

导报告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职工理想信念进一步树牢。

二是城市建设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

支部”，22 名教职工党员被评为省教育厅直属系统“优秀共

产党员”，3 个基层党支部被授予省教育厅直属系统“红旗

党支部”；36 名优秀共产党员、25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10

个红旗党支部分别受到学校党委表彰。同时，学校还积极选



派 2名优秀教师赴新疆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对口帮扶。

【教育教学】一是学校在优质校建设期内，先后取得 32

项国家级标志性成果和 95 项省部级标志性成果和四大创新

点，成功获批省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二是成功获批药品生

产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骨干专业、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生产

性实训基地、市场营销专业“双师型”教师师资培养培训基

地和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协同创新中心等 5个国家级标志性

建设成果。三是获批动漫设计、电子商务、游戏设计三个省

级品牌专业和药品生产技术省级特色专业；获批武汉市企业

新型学徒制试点。新能源汽车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会计

专业成功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成

功通过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验收评审。四是立项 30 门数字

化课程，验收数字化课程 38 门；开设“线上+线下”公选课

83 门。在线精品开放课程《模拟电子线路设计与制作》完成

平台上线和应用推广。互联网金融、人力资源管理等 4 个专

业获批立项 2019 年职业教育专业教学国家资源库；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人类文明的源与流》面向全国师生开放上线，

全国共 17 所高校 2900 多名学生选修。

【人才培养】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药传统技能、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艺术专业技能

（声乐表演）和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等 5 个赛项，共

获得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参加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建筑装饰技术应用”等 16 个赛项，获得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13 项、三等奖 17 项，获奖率 100%，技能竞赛成绩跃

居全省高职院校第 7 位，“两赛”参赛率和获奖率均创历史

新高。学校获首届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



项、铜奖 1 项，获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湖北赛区金奖 1 项、银奖 1 项，获全国铜奖 1 项。在武

汉市世赛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选拔赛中，学生囊括前三名。

获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专业组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

赛获湖北省一等奖、三等奖各一项，105 名学生通过专升本

考试升入武汉纺织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高校继续深造。

【师资队伍】引进各类专业人才 29 人，新增高级职称

26 人，中级职称 31 人。先后选派 47 位教师参加 2019 年湖

北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培训项目。城市建设学

院李梦玲教授入选 2019 年度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湖北省直机关工委立项建设的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

长职动漫专业王振刚副教授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挂牌；

医药护理学院护理专业教师团队首次参加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举办的全省医学职业教育教师临床护理技能竞赛，一

举获得了全部一等奖奖项；城市建设学院史晓燕老师入选国

家艺术基金榫卯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文化教育学院蒋文娟老

师入选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人才

项目。多名教师担任国家级、省级和行业各类技能比赛裁判

长或裁判。学校高层次人才储备更加充实，结构更加优化，

师资队伍整体职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科研成果】全年立项课题 52 项，其中省级 23 项，结

题 42 项，其中省级 21 项。推荐报送著作论文奖 1 项、青年

成果奖 1 项。学校承担的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

《湖北省高职教育办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顺利通过结题评



审。教师发表论文 327 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38 部，获批专

利 12 项。教师论文发表数量位列中国知网基于 CNKI 的全国

高职院校排行榜第 54 位，在湖北入围前 100 强的 8 所院校

中名列第 4 位。

【国际交流与合作】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及在华合作企业

考察组、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国立大学代表团等相继来校访

问。在 2019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一带一路”青年人才培

养论坛上，学校当选为第一届“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国际联盟”

副理事长单位。应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邀请组团赴

俄罗斯喀山观摩 3D 数字游戏艺术赛项，再次单独组团选派

16 名教师赴新加坡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参与式学习与行

动教学法对高职院校学生技术潜能的开发”项目培训，并与

德国 IST管理应用技术大学、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国立大学、

菲律宾比科尔大学、台北商业大学等多所国外境外学校、企

业签订学术交流合作意向书。

【校园文化建设】一是承办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武汉

市 3D 数字游戏艺术赛项以及湖北高职高专院校党建研究会

2019 年会员大会等重大社会活动。学校被全票再次当选为湖

北高职高专院校党建研究会第二届会长单位。党委书记李永

健应邀参加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一带一路”青年人才培养

论坛，并作题为《高职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使命与

担当》的主旨发言，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信息化课堂教

学改革案例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案例成功入选《职业教育信

息化发展案例报告（2019）》、湖北动漫职教集团典型案例

入选《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典型案例汇编》，为职业院



校信息技术引领和支撑职业教育现代化提供了“长职”经验。

二是举办“晨曦微讲坛”、“十佳百优”等各类讲座、讲堂

50 期，学生参与人数 6000 余人次，公共选修课超过 200 门。

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开展“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

兵”遴选寻访活动中，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方佳斌被评为“湖

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207 名学生圆满完成军运会开幕式

演出，并多次得到省教育厅和军运会执委会的高度肯定。艺

术设计学院教师韩淑萍和大学生雷锋连教官蔡平的感动事

迹均入围教育部全国教师好故事，成为全国唯一两项事迹入

围单位。

【制度建设】学校紧紧围绕“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

办学理念，修订和制订出台了《长江职业学院师德师风建设

实施办法》、《长江职业学院辅导员及班主任管理办法》、

《长江职业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长江职业

学院人员招聘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共完成涉及党群

工作、行政管理、人事管理、纪检监察、教学管理、学生工

作、财务管理、后勤与资产管理等八大类规章制度的“废、

改、立”157 项；长江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长江职业学院

师德建设工作委员会、长江职业学院教学委员会等机构相继

成立；通过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研究重大事项 426 项。

【精准扶贫】学校组织近千名学生赴十堰市郧西县上津

镇开展写生采风教学。新引进扶贫车间 2 个，高标准完成石

庙村 25 万元污水处理扶贫项目与郧西职校 11万元“学生准

军事化管理和职业素质培养”帮扶项目论证和资金拨付。为



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募集书籍、文具、衣物等一千余件。驻村

扶贫工作队“真扶贫、扶真贫”先进事迹入选科技部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专题片，先后被“学习强国”、十堰电视台

等多家媒体广泛报道，并被选送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举办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等单位选派第

一书记示范培训班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