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 年 9 月 4 日，在当时的内蒙古自治
区首府、革命老区乌兰浩特市，学院的前身

“内蒙古商业学校”诞生了。它是新中国成
立后自治区最早创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校长
由被布赫同志尊称为“老师和领导”“为内蒙
古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
很大的贡献”的时任内蒙古自治区贸易部部
长的刘景平同志兼任，红色基因与生俱来。
自此，庠序北疆传薪火,学子商界传佳音。
70 年，学院历经了艰苦创业、改革奋进、追
求卓越的办学历程。

艰苦创业时期（1952 年—1979 年），勇
担时代的重任。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共和国
百业待兴。应国之需，学院前身——内蒙古
商业学校、内蒙古手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内蒙
古工业美术设计学校前身）、内蒙古粮食干部
学校（内蒙古粮食学校前身）先后创办。三校
初建条件艰苦，但他们事不避艰，行不畏难，
师生崇尚劳动、重视实践，自制教具自编教

材，累计培养培训学生、干部近 15000 人
次。这段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办学历程成
为师生家国相依、共度时艰的美好记忆，成为
学院踔力奋进的精神基石和信念根基。

改革奋进时期（1979 年—2003 年），讲
好春天的故事。20 世纪 70 年代末，内蒙古
商业学校、内蒙古工业美术设计学校和内蒙
古粮食学校先后相继复校，三所学校凭借全
新的发展机遇，积极推进基本条件建设和教
育教学改革。内蒙古商业学校 1993 年获批
为自治区重点中专学校和国内贸易部重点
中专学校；内蒙古工业美术设计学校 1999
年被评为自治区重点中专学校；内蒙古粮食
学校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规范内部管理。
三所学校不辱使命，奋力改革，成为为自治
区中等专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追求卓越时期（2003 年至今），积聚前
行的力量。21 世纪初，中等职业教育面临
生源减少和如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困境，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健全职业教
育体系的重要路径选择。2001 年，内蒙古
商业学校和内蒙古粮食学校合并组成新的
内蒙古商业学校。2003 年 5 月，内蒙古商
业学校和内蒙古工业美术设计学校合并组
建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自此步入高等教育
行列，驶入发展快车道。2018 年获批自治
区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9 年获批
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教育部首批
100 所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2021 年获批
自治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自治区“三全
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自治区首批数字
校园标杆学校、自治区首批职业教育示范性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学校，2022 年获批
互联网+教育示范建设单位。学院先后荣
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文明校园、依法治校
示范校、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等
荣誉 50 余项，实质迈开提质培优、增值赋
能、追求卓越的高质量发展步伐。

70 年，学院扎根北疆，服务内蒙古，伴
随着自治区商业、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从中职教育到高职教育，走出了一条具有浓
厚商科特色的职业教育之路，始终引领着自
治区商科职业教育的发展。

凝练办学特色，扩大社会影响。70 年，
学院以培养培训中等商业人才和商业干部
为主要任务，专业设置以会计、营销等商科
类专业为主，商科教育特色明显。2003 年，
学院调整专业大类，优化专业结构，围绕产
业链、职业岗位群构建专业群。至今学院大
数据与会计等六大专业群的 43 个专业与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服务业发展规划》
确定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匹配
度达 100%，形成了立足自治区服务业的办
学定位，专业服务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推进改革创新，提高培养质量。70 年，
学院不断推进育人体系、办学形式、课程体
系、教学方法等改革，并积极开展职业培训。
2010 年以来，实施多种校企合作办学形式，
逐步形成了“岗位工作流程式、项目驱动式、
课证融通式”等几种典型课程体系。2002年
在全区首家引入“ISO9000 质量管理认证体
系”开展教学质量评价，并获自治区教学成果
一等奖。2020年，学院开始高等职业院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体系全面建设

工作。学院实施“五法教学及现场、案例、仿
真、讨论、项目、在线、混合、教学做一体”等多
种教学方法，实行多元考核评价方式。建成
以智能财税中心、3D 旅游综合实训基地、内
蒙古饮食文化长廊、乳品生产实训基地、食品
检测中心、服装生产实训基地等为代表的区
内领先的实训基地。

实施素质教育，学生全面发展。在中职
教育时期，学院从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逐步
转向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三所中职学校先
后将德育课列入教学计划，使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课内、课外两条途径进行。2003 年以
来，学院各专业人培方案人文素质教育类课
程规定最低学分要求，公共必修课程、创新
创业教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素质课程学分
达专业总学分的 50%，《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劳动教育》分别入选全国高校创
新创业金课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在线开放
课。学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高职高专英语口
语技能大赛”中多次获奖，并代表自治区参
加全国比赛。学生普通话培训测试合格率
年均达到 99%，师生在普通话推广比赛中多
次获奖。2021 年，学院获批自治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精品建设项目 1 个、思想政治课
教学创新团队 1 个、思政名师工作室 2 个、
思想政治课示范课堂 3 个。此外，学院还开

设各类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和实践活动，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打造“双师”团队，提高服务水平。70
年，学院始终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十四
五”时期，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
质的第一标准，把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作为教
师队伍建设的第一目标，重点引进高层次人
才，培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提高“双师型”
教师比例和教师实践能力，强化产业导师、
大师名师的带动作用，成立教师发展中心，
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53 人，其中：研究生（含硕士、博士学位）及
以上教师 268 人，占 59.2%；高级职称教师
176 人，占 38.9%；“双师”素质教师 214 人，
占 47.2%。现有自治区及以上教学团队 10
个，自治区级教学名师 9 人，自治区级教坛
新秀 10 人，西部计划国内访问学者 8 人。
建院以来，学院累计获得自治区级教学成果
奖 9 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8 项，公开发表论
文 3013 篇（核心 215 篇、EI10 篇），主参编
公开出版著作（教材）439 部，获得外观设计
或实用新型专利 61 项，立项各级各类课题
584 项，横向技术服务项目 9 项。教师 180
余人次获得自治区级技能竞赛奖励，兼任自
治区级以上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考评等
委员 50 余人次。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今天的学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向国内一流商科
高等职业院校的远景目标踔厉奋进。

实施“党建引领工程”，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70年，学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突出办学特色，
德技并修。学院获得自治区五一劳动奖、自治区文
明校园、自治区依法治校示范校、教育部“首批全国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等，“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获得者教师巴特尔、“自治区劳动模范”获得者教
师徐恒山、“全国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获得
者教师郭丽丽、“内蒙古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益之
星”获得者毕业生张雪梅、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毕业生孙昌利等是师生中的杰出代表。

新的征程上，学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实施“领航、强基、创新”三大党建工程，“五
育并举”，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建设“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实施“提质培优”和“双高计划”，全面促进学院
高质量发展。70年，学院改革发展的脚步永不停息，
进入新时代，聚力自治区服务业发展，于2020年9月
启动实施“国家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任务主要包
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等9个方面28项总任务37项子任务。2021年8月
启动实施自治区“双高计划”，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加
强党的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11个方面
360多个任务目标点。迄今立项全国“高校网络教育
名师培育支持计划”、自治区三全育人示范校建设单
位等省部级项目18项。

新的征程上，学院将积极推进“国家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自治区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和“十四五”
规划的 12个方面 43项重点任务，争取进入自治区
高水平职业院校行列，冲击国家高水平学校和专业
群建设单位，建设国内一流商科高职院校，增强服
务能力，为自治区服务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实施“‘岗课赛证’综合育人”，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70 年，学院实行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
教学原则。1998年，学院开始实行“双证书”制度，
并启动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获得“自治区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示范所”等荣
誉。2011 年，学院启动实施“岗课赛证”融通的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改 革 ，获 自 治 区 教 学 成 果 一 等 奖 。
2019年，学校获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现
有 1+X 证书制度试点证书 11 个，物联网专业“全
国金牌培训专家”1 名。学院以赛促学，曾荣获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三
等奖13项，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银奖1项，铜奖2项。

新的征程上，学院将有效推进“岗课赛证”综合
育人，实现“以岗定课”专业占比达 90%以上；培养

“1+X”证书国家级金牌讲师，建设专业（群）职业技
能等级数字培训资源包；面向退役军人、农民工、下
岗工人、新型职业农民和牧民等开展技能等级证书
培训；将国家职业技能竞赛相关标准，纳入专业课
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

实施“集团化办学”，全面提升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水平。70年，学院实行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等
多种形式办学。2010 年，组建了自治区首家职教
集团——“内蒙古商贸职教集团”，现有成员单位
187 家。获批自治区首批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建设学校；自治区高技能大师工作室
(烹饪);呼和浩特高技能大师工作室(茶艺)；自治区
科普示范基地(服装服饰)；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小企
业促进中心首批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实践
基地建设单位；教育部第一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
目 6 项；入选教育部 2021 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
型案例 1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示范性
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 8 个；2019 年获批教育部首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新的征程上，学院将打造实体化运行的全国
示范性职教集团，建设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构建产教融合创新发展平台，校企共建“特色产业
学院、大师工作室”，建立健全“产学研用创”运营机
制，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实质推进协同育人。

实施“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全面提升育人合
力。70年，学院凝练了“勤学、求精、诚信、创新”的
校训精神，树立了“志存高远、诚信善行”的校风、

“传道解惑、精益求精”的教风和“知行合一、德技双
馨”的学风，荣获自治区文明学校、自治区文明标兵
单位等，形成“商贸大讲堂”“都丽娜”校园文化艺术
节、校园饮食文化节、乌兰牧骑进校园等品牌文化
活动。特别是 2019年以来，学院将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企业文化、专业
文化、校园环境文化等一体推进，开启了学院文化
建设的新纪元。

新的征程上，学院坚持“商贸精神引领、商贸气
息浸润”的校园文化建设思路，系统构建“三融四进
五个一”文化育人培养体系，用好校园文化资源，打
造区域先进文化传播中心，弘扬传承劳动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构建“互联网+文化”育人新模式。

70年再出发，爝火不息，勇毅前行。征帆催起
远征客，险滩更待弄潮儿。学院党委书记肖彦辉强
调：“我们要切实扛起责任，一件一件盯着抓，一项一
项接着干，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达目的不罢休。要拿
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劲头，真正动起
来、干起来、忙起来、跑起来。”学院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埋头苦干、笃行致远、争创一流，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砥砺奋进 书写家国相依的创业史

扎根北疆 勇当职业教育的排头兵

笃行致远 争创一流商科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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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秩 春 秋 滋 兰 树
蕙，九万学子奋马扬鞭。

2022 年 9 月 16 日,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将
迎来建校 70 周年校庆。
70 年，学院紧紧跟随国
家和自治区的步伐，从
红城走向青城，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艰
苦创业，一路开拓奋进，
面向未来，一路风雨兼
程，争创一流，桃李花开
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奏
响了自治区商科职业教
育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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