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高职本科拟招生专业信息表
（新增设）

学校名称（盖章）：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学 校 主 管 部 门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专 业 名 称 ： 智能建造工程

专 业 代 码 ： 240302

修 业 年 限 ： 四年

拟 招 生 数 ： 200 人

专 业 负 责 人 ： 李伟业

联 系 电 话 ： 13607712044

申 请 时 间 ： 2022 年 12 月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填表说明

1.本表用于各学校填报新增拟招生的高职本科教育专业

信息。

2.根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的要求如实填报。

3.表中所填内容要言简意赅，如有需要可另附报告，一

个专业对应的报告单独一册，双面打印，单独装订。

4.学校承诺本表所填师资、办学条件等基本情况真实、

准确，如有虚假，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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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生专业基本情况：

拟招生专业名称
智能建造

工程
专业代码 240302

办学性质 民办 学位授予学科门类 工学

2023 年拟招生数（人） 200 学制 四年

总学时 3308 实践教学学时 1808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的比例
54.66%

实验实训项目（任务）

能够开出率（%）
100%

“双师型”教师

占比（%）
64.29% 兼职教师数（人） 18

兼职教师计划承担的专

业课授课学时占专业课

总学时比例（%）

25.37%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等认定的高水

平教师教学（科研）创

新团队

否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

量（人）
1

省级及以上教学领域有

关奖励数量（项）
56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万元）
1.26

是否有省级及以上技术

研发推广平台
是

所依托主要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 专业代码 240301

专业开设时间 2019
是否为省级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
否

本专业全日制

在校生数（人）
942

本专业专任教师

数（人）
51

专任教师与全日制

在校生人数之比
1:18.47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

比例（%）
40.47%

具有研究生学位

专任教师比例（%）
61.9%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

任教师比例（%）
16.67%

2022 年度面向行业企业

和社会开展职业

培训人次

1940
2022 年度招生计划

完成率（%）
100%

2022 年度新生

报到率（%）
89.04%

2022 年度应届生

就业率（%）
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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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招

生专

业设

置可

行性

一、行业/企业调研分析

2022 年 9 月中宣部新闻发布会上住建部副部长姜万荣介绍

高质量发展举措和成效有关情况，至 2021 年，建筑业总产值达

29.3 万亿元，占 GDP 的 7%；装配式建筑、建筑产业互联网等一

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初步形成；全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

积达 7.4 亿平方米，占新建建筑比例 24.5%。

根据《广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广西综

合交通“十四五”时期投资规模超 1.5 万亿元，比“十三五”

时期投资额 6000 亿元增长约 150%。飞龙大桥致力打造广西桥

梁“绿色智能建造”新样本;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南宁国际空港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应用“5G+BIM”智能建造技术，打造零

延迟远程“指挥所”。

至 2022 年 11 月，存续在业建筑智能化经营相关企业超 100

万家。智能建造符合社会工业化发展趋势，前景广阔。

二、人才供给情况分析

自 2018 年同济大学率先设立“智能建造”新工科本科专业

开始，至 2022 年 11 月，全国已有 61 所高校开设“智能建造”

普通本科专业。2021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2021 年）》，新增“智能建造工程”高职本科专业，至 2022

年11月，全国仅山西科技职业大学等3所高职院校设立该专业，

广西仅有桂林理工大学设“智能建造”普通本科专业，毕业生

无法满足我区十四五至更长期相关行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目前广西高职院校“智能建造工程”本科专业仍属空白，

是我校申报“智能建造工程”难得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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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学基础和专业特色

（一）办学基础

学校开设职业本科层次建筑工程专业，教学队伍经验丰富，

且有支撑智能建造工程专业办学条件。学校拥有 BIM 实训中心、

建筑工种实训室等实训室 12 间，可容纳 600 人开展实习实训教

学，共 3000 平方米。

（二）专业特色

职业本科智能建造工程专业培养能够从事大型复杂建筑构

件深化设计、建筑智能化施工、智能化施工项目管理工作高层

次技术技能人才。毕业生五年后能胜任工程项目智能设计、智

能施工、智能化运维和管理等工作，成为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终身学习能力、较强实践创新能力的智能建造工程师。

四、保障措施及相关制度

建立健全专业建设领导机构，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专业发展规划小组，指定责任人，落实责任。建立以办学主管

部门、用人单位、学生等为主体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以

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核

心指标。

教师

队伍

情况

要点

所依托专业中，专任教师 42 人，兼课教师 18 人，具体情

况如下：

1.专业教师与该专业全日制在校生人数之比为 1：18.47，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为 40.47%，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

例为 61.9%，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为 16.67%。

2.本专业的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为 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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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占一定比例并有实质性专业教学

任务，其所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任务授课课时为专业课总课时的

25.37%。

智能建造工程专业带头人李伟业，主要研究方向工程项目

管理、岩溶水文等，发表 SSCI、中文核心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完成两项省级、校级科研项目，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

二等奖。曾在国有、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兼职和提供咨询服务

二十多年，服务项目包括南宁、成都、天津等城市的大型城市

综合体、TOD 城市轨道站点规划、城市购物中心、乡村旅游复

合项目产业规划等。

专业

人才

培养

方案

要点

一、专业定位

职业本科智能建造工程专业培养适应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

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工程项目的

智能设计、智能施工、智能化运维和管理工作等岗位工作的高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毕业生能胜任工程项目的智能设计、智能

施工、智能化运维和管理等工作，成为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终

身学习能力、较强实践创新能力的智能建造工程师。

二、职业面向

智能建造工程专业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中的职业，以及对应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

确定职业面向，按照岗位职业发展的路径为土木建筑工程技术

人员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建造施工、监督管

理的人员，参与工程管理服务业、住宅房屋建筑业,从事智能建

造施工员、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项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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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管理技术员等工作。

三、课程体系

面向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项目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

业和建筑智能化施工等岗位群，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

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建筑结构、建筑构造、建筑力学、建

筑信息模型、智能测量、自动控制、工程岩土等知识，具备建

筑构件深化设计、智能化测量放线、建筑机器人选型与管理、

智能化检测与评定、解决大型复杂智能化施工技术问题和建筑

工程项目施工策划与组织管理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信息素养。

实行“1+X”证书制度，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

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够通过课程的学习和企业

的实践，考取智能建造工程专业领域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岗课赛证”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贯彻“做学合一”

的教学理念，基于职业岗位能力、专业课程体系、职业资格证

书、学科竞赛的要求，整体设计岗位能力－课程体系与内容－

专业技能竞赛能力－职业资格考证能力要求的人才培养过程，

并通过在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媒体、教学设施上的“校企共

建”，培养能胜任一般土木工程项目的协同化设计，智能化施

工，智慧化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办学

条件

概要

一、具备开办专业所需的实习实训场所

目前依托专业已建成 3000 平方米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大

型校内综合实训基地，总设备值 1000 多万。内设装修材料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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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BIM 实训中心、装配式建筑实训室、材料力学实验室、建

筑工程材料实验室、建筑工程实验室、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实

验基地、三维建模成像分析实验室、测量仪器存放室、建筑工

种实训室等。

二、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建立稳定校企合作关系

学校积极依托建筑工程行业企业，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现建设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10 个。

我院同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建设建筑

工种实训室；与广西天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共建产教融合实训

室；与校企合作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在人才培养、师资互

培、课程共建、实训室基地共建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学生通过到企业生产服务一线综合实践岗位实习，使学生

走向社会，培养职业岗位能力，接触本专业工作，拓宽知识面，

培养、锻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独立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培养、锻炼学生交流、沟通

能力和团队精神。为全面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

生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我院与校外实训基地建立管理合作机

制，为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我们为企业的员工开展各类培训，每学期也会聘请 2-3

名合作企业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到我们校内实训基地开展教学，

每年企业也接受我院教师 5 名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真正的实

现教学与工作“零距离”。

三、专业建设经费稳定增长，专业发展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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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重视专业建设，经费逐年投入，目前已对依托专业投

入 1186 万元，专业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达 1.26 万元，计

划五年内增加投入专业建设经费 300 万元，用于教学实验实训

条件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等，为专业建设保驾护航，提供强有力

的资金保障。

技术

研发

与社

会服

务基

础概

要

一、产学研服务建设情况

1.建筑工程学院与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广西天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建筑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整

合校企资源，建成高师工作室，开展建筑工程技术攻关、科研

成果转化、创新创业项目孵化等工作。

2.建筑工程学院与百库教育等教育培训企业开展校企合

作，将相关专业群资源融合到校企合作上，形成“工程技术+

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拓展产学研服务到其他建筑产业人才

培养领域。

二、社会服务情况

学校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以研促学。近五年，

本专业教师在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软件著作权 9 项，开展社会服务 21

项。在 2020 年申报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扩招背景

下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并立项。教师队伍参加各项

学科竞赛取得优异成绩，获省级以上教学奖励共计56 项。

三、职业培训

（一）校企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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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不断提高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

力，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中晟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学校面向行业企

业和社会开展教师及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校企合作办

学实际情况，通过校企共引共享形式，实现工程师与教师对接，

专家与教授对接，提升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所依托的建筑工程专业主要对广西桂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培训内容为模板工程施工指导等方面的内容，共计 100 人次；

对广西丰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工程项目管理、工程计量计

价等方面的内容培训，共计 300 人次；对广西天骄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开展工程项目管理、混凝土浇筑技术等方面内容培训，

共计 200 人次；对广西永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混凝土浇筑

技术、钢筋绑扎技术等方面内容培训，共计 200 人次。2022 年

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开展职业培训人次达到 1940 人，培训人次

培训效果达到预期。

（二）学生职业培训

学校在校级层面积极组织协调相关部门配合建筑工程学院

完成相关教学资源建设与完善，目前我校已经成功申报为BIM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单位，为进一步推进 1+X 证书制度与教

学的融合，将职业等级证书和教学课程进行课证融通。将BIM

技术在土建类课程进行融入，如装配式建筑、建筑安装工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等课程融入 BIM 课程开发相关内容，并已制

定专业课程融入的内容，同时淘汰一些陈旧课程。目前已经开

展 BIM 技术培训约 1000 人。除了 BIM 技术培训外，还开展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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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式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等职业培训，提高了学生职业能力。

专家

组评

议意

见

专家组长签字：

省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复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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