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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盛世云上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

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是家综合型广告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活动策划执行，公司

年会、大中小型展览会策划，展厅、展馆设计呈现，制作广告标识、标牌、景区

导视、垃圾分类箱、公交站厅、不锈钢雕塑、雪雕、冰雕，绿地树木亮化、城市

楼梯亮化、灯箱与牌匾改造，LED 大屏、监控安防、音频会议、无线覆盖，喷绘、

条幅、雕刻、晒图、装订，基础广告服务。公司独家运营加格达奇区公交车广告、

路灯广告。

图 1-1 盛世云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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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公司设计与制作工作室

公司工作室面积 1200 平方米，有一体烤漆房、调漆设备、超速焊接机、氩

弧焊机、二保焊机、切割机、切角机、定角机、折弯机、2D 线材成型机、不锈

钢拉丝机、打磨机、惠普 4000 高速彩机、全自动无线胶机、佳能 7260 理光彩色

工程机、京茨高速黑白机、全方位工程制图设备、奥威 3.5 米大喷机、1.8 米写

真机、1.8 米弱溶剂机、覆膜机、雕刻机、2.0 米旗帜机、刻字机、热转印机、

装标机等相关设施设备 30 余种，主要设备为行业领先产品，还有供大中小型展

览会使用的 66 间标准展位及全套灯光配件。

图 1-3 公司的覆膜机、惠普 4000 高速彩机

图 1-4 公司的 1.8 米写真机、1.8 米弱溶剂机、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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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重依靠诚信、质量、人才和先进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正着重进

行两项工作：一是抓住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机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科技实

现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与升级；二是持续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探索与大兴安岭

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成立产业学院，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为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提供人才技术支持。

二、公司资源投入情况

1.为学院学生设置了实习岗位

校企合作之初，公司专门为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

业学生设置了客户经理助理、客户执行、策划职员、美术助理、产品设计、产品

制作等实习岗位，每月为每个岗位实习学生支付 2000-3000 元薪酬，并为实习学

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免费提供住宿。

图 2-1 公司为实习实训学生提供的可轮岗岗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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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公司挂牌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实习实训基地仪式

图 2-3 公司实习环境

图 2-4 学生实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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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排公司技术人员担任学院兼课教师、实习实训指导教师

公司无条件安排学历高、有经验的设计、制作人员到学院兼职授课，开展交

流讲座，承担指导学生实习实训工作。2019-2022 年，公司连续四年选派 1名优

秀设计技术人员到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开展助教合作活动，并为每一

名岗位实习学生配备企业实习指导教师、师傅。

表 2-1 公司在职业学院兼课教师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讲授课程类别

1 吴尚云 女 本科 软件课程

3.为学院教师实践和科研提供岗位和设施设备支持

近几年，承接了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师的广告运营、设计与制

作实践工作，为艺术设计学院教师开展的相关科技研究、课题研究、技能比赛，

无偿提供设施设备和部分原材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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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艺术设计学院教师在公司开展实践、科研

图 2-6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与盛世云上公司签定的校企合作协议书

三、公司参与学院人才培养情况

1.参与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盛世云上总经理作为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多次参与

广告艺术设计专业建设与发展调查研究、交流研讨，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针对优化广告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度探讨与合作，在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开发、教学改革等专业建设

上，提出建议，公司多次专门组织公司技术人员、生产工人与艺术设计学院的专

业技术人员，研究广告艺术设计企业实际工作任务、相关岗位技能要求，参与确

定了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相关职业工作过程、相关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相应的知识

与技能培养目标与标准，重构了广告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促进了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教、学、做”一体化的广告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形成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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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公司与艺术设计学院共同交流专业建设

图 3-2 公司与艺术设计学院共同调研专业建设

2.参与了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教学

公司积极参与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教学，与艺术设计学院共

同构建了以就业为导向、以产教融合为途径，校企共育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安排公司技术人员担任学院兼职教师，参与了以项目教学为重点的教学改革，形

成了用 PBL 教学方法保证项目教学质量的成果。PBL 教学方法实施中，首先，明

确课程的教学目标、培养岗位及对应的品德、知识、能力培养方法；然后，基于

工作场景和真实任务，做真实的项目准备、筛选、讲解、实施；最后，评价项目

产出，反馈评价，知识点强化。目前，PBL 教学方法，已应用在广告艺术设计专

业的多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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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校企共育“模块化”课程体系

图 3-4 项目式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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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公司技术人员为学院学生上课

3.承担学院部分学生的岗位实习和部分课程实训

2019-2021 学年，公司承担了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17 级、18 级

广告艺术设计专业 4名学生的岗位实习。承担了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设计、POP 设

计、PHOTOSHOP、视频制作等课程实训。

表 3-1 2019-2021 年学院学生在盛世云上公司岗位实习名单

序号 年级与班级 姓名

1 18 级广告艺术设计 曹鹤

2 18 级广告艺术设计 张健禄

3 18 级广告艺术设计 宋嘉怡

4 17 级广告艺术设计 徐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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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学生岗位实习留影

图 3-7 学生在盛世云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实习协议书

四、公司参与学院人才培养的成效

公司积极参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

形成了稳定、高效的长效合作组织机构，促进了艺术设计学院教育教学任务完成

和教学质量提高，同时，艺术设计学院为公司发展提供了高水平技术人才和较高

质量落地人才支持，实现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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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了广告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培养质量提高

公司积极投入人、财、物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艺术设计学院广告

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施实践，与学院共同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有

针对性地培养品德素质高、实践技能强、理论知识扎实、符合市场需要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广告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毕业就能上岗，得到社会认可，就业率达 100%。

用人单位普遍认为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比较好，具备较强的

实践操作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适应能力，能够很好地满足岗位要求。广告艺

术设计专业毕业生对学院教育教学满意率为 100%，在公司进行岗位实习的学生

对公司的满意率为 100%。

图 4-1 学生设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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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学生设计的作品

图 4-3 学生设计的第八届黑龙江互联网+参赛作品

2.学院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有 12 教师。这些教师学

历、专业水平高，有丰富的艺术设计与制作经验。在公司开展新产品研发、设计

工作难度大、工作任务量大等情况下，这些教师不求报酬地参加到公司的广告设

计、包装设计、新技术科研等工作中，为公司的发展供了高水平技术支持。此外，

岗位实习学生也为公司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人力与技术支持。增强了公司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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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能力与资源。

图 4-4 学院教师具有提供高水平技术支持能力

3.形成了保证长效、高质合作的工作专班

为保证校企能够及时、顺畅沟通，快速、高质量开展互利互惠的工作任务，

推动教学工作、教改项目和科研项目，形成互惠互利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促进

广告艺术设计专业建设和盛世云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盛世云上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共同成立了校企合作工作专班，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和盛世云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直接

担任专班负责人、第一联系人，校企合作工作专班工作机构分别设在盛世云上文

化发展有限设计部门、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教研室。校企合作工作专班持

续发挥作用，从组织上保证了长效、高质合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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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盛世云上公司与艺术设计学院校企合作工作专班组织结构

五、问题与展望

1.存在的问题

一是近两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拓展难度增大，学院多次实行封

闭管理，使得产教融合没能按照计划向深度拓展，存在产教融合深度还不够问题。

二是公司派出到学院兼职授课教师虽然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较强

的工作能力，但未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公司的实习指导教师缺少系统的教

育学知识。三是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专业教师到公司参加实践的体

制机制尚不够完善。

2.未来展望

今后，公司将与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合作成立广告艺术设计产业

学院，共享资源，联合招生、办学，实施现代学徒制，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支持

公司员工参加学院组织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教育学》和《教育心

理学》课程学习，鼓励公司专业技术人员考取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提高授课和

指导实习实训的质量。使校企合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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