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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第六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

全国首批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基地                   

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集训基地                   

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摇篮
IS09000 质量认证单位

凡农村户口及县级以下城镇户口家庭学生可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

学院网站 : http://www.xyjsxy . com. cn

咨询电话 : 0710-3622593  0710-3542190  0710-3513238

微信公众号           VR 全景校园 电子招生简章



襄阳技师学院是一所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全日

制综合职业学院。

学院交通便利，地处诸葛亮躬耕地，历史文化名

城——襄阳，位于鹿门山下东津新区，紧临襄阳高铁站—

襄阳东站，学院规划占地 1008 亩，教学、实训、实验设

备资产近 2 亿元，可容纳全日制在校生 10000 人，已建

设成为以学制教育、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竞赛集训、

公共实训、就业服务 “六位一体”综合性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全日制综合职业学院。

学院设有六个教学系部，20 余个专业，其中国家

级重点专业 3 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 8 个，襄阳市技能

人才紧缺专业 4 个。开设中级工、高级工和预备技师三

个办学层次，设置高端就业班、3+2 中高职贯通班、技

能高考升学班、天津职业师范大学单独招生升学班四个

培养方向，为学生提供多种就业和升学的渠道。

学院始终坚持高端引领，面向全国招生，着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技能人才，努力建成高质量、综

合性的国家示范技师学院和国家级重点技师学院。

学院概况 COLLEGE PROFILE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原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
记李乐成来我院视察指导工作

襄阳市人社局、教育局及部分企业代表参加我院第九届技能节暨社
会开放日活动



学院位于襄阳市重点建设的东津新区，紧邻东津高铁站，校园环境优美，校内运动场、篮球场、

乒乓球场、图书馆、超市、食堂、宿舍、自助银行等生活、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1 号教学楼全景  校园航拍全景

学生食堂一楼学生宿舍楼  篮球场

运动场

四人间学生宿舍

CAMPUS 
E N V I R O N M E N T

校 园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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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建设总投入 6.69 亿

元，投入教学、实训、实验设

备购置资金近 2 亿元，建有各

专业实习实训教室 113 间，实

习实训开出 100%。历年来，

我院师生在国家、省、市各项

技能大赛中，多次荣登榜首。

信息工程系计算机网络实训教室

机电工程系机电一体化实训教室汽车工程系汽车喷涂实训车间

机械工程系数控操作实训车间

商贸服务系中式烹饪车间 公共基础课部电子钢琴实训教室

SCHOOL RUNNING 

STRENGTH
办学
实力



学院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每年的“校园技能节”为学生搭建展示技能的平台，并推荐优

秀学生参加国家、省、市级比赛，学院被人社部指定为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预赛、决赛训练基地和承办单位。

信息工程系学生杨旭参加 2018 年湖北省电
商物流职业技能大赛获得省赛第三名

航空高铁专业学生在学校大型活动上展演 机电工程系学生机器人操作展示

学生军事化训练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手工制作展示

跆拳道社团汇报演出

商贸服务系专业学生西点制作展示

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校园安全为前提，全面实施

准军事化管理，全面开展“12398”养成教育系统工程 , 开展丰

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成立了篮球、足球、书法、舞蹈、跆拳道、

动漫等 20 多个学生社团，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技能人才。

学生
管理

STUDENT 
MANAGEMENT

机械工程系学生胡纪越参加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湖北省选拔赛决赛

机电工程系学生郭博文、韩俊伟参加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 汽车工程系代表队参加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选拔赛

办学
成果

SCHOOL RUNNING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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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及专业

2021 年招生计划及专业设置

1. 体检费 80 元； 
2. 预收书本费 500 元（多退少补）； 
3. 住宿费四人间 1200 元 / 学年，八人间 800 元 /

学年； 
4. 农村户口、县级城市户口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

免收培训费。
5.家庭困难学生可享受国家助学金2000元/年（2年）。

1. 襄阳市辖区应届初中毕业生通过“湖北省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招生平台，填报

志愿，网上录取。

2. 应往届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生及襄阳市

辖区外应届初中毕业生凭毕业证、身份证到学校招

生就业工作处（学院创新楼一楼 5111）现场报名。

学院地址：襄阳市东津新区南内环路东延长线        

联系电话：0710—3622593    0710—3542190    0710—3513238

乘车路线：市内乘坐 K12、K13、K15、G02、G03 公交车到襄阳技师学院公交站

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报名方式

ENROLLMENT PLAN AND MAJOR

系部 专业名称 学制 人数 学历起点 培养层次 培养方向

商贸服务系
（500 人）

烹饪（中式烹调） 3 1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烹饪（中式烹调） 4 50 初中 高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烹饪（中西式面点） 3 1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烹饪（中西式面点） 4 50 初中 高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航空服务 3 1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信息工程系
（600 人）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3 1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3+2 100 初中 中技 + 大专 中、高职连读

平面设计 3 1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电子商务 3 1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电子商务 3+2 100 初中 中技 + 大专 中、高职连读

基础课部
（200 人）

幼儿保育（幼儿教育） 3 2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汽车工程系
（500 人）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汽车维修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汽车维修 4 50 初中 高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汽车钣金与涂装 3 1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汽车营销 3 10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汽车维修 3+2 100 初中 中技 + 大专 中、高职连读

汽车维修 2 50 高中、中职 高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机械工程系
（400 人）

数控加工 3 1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数控加工 4 100 初中 高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数控加工（天职师大单招）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单招升学

模具制造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数控加工 2 50 高中、中职 高级工 高端就业

数控加工 4 50 高中、中职 预备技师 高端就业

机电工程系
（600 人）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4 200 初中 高等技能人才 高端就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电气自动化（天职师大单招）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单招升学

机电一体化专业 3+2 100 初中 中技 + 大专 中、高职连读

电子技术应用 3 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3 150 初中 中等技能人才 技能高考升学



时  间 系  部 学生姓名 大赛名称 获奖名次

2020.9 信息工程系 占思捷 2020 年中通云仓杯智慧物流大赛 最佳团队银奖

2020.9 信息工程系 孙梓彬 2020 年中通云仓杯智慧物流大赛 最佳团队银奖

2020.9 信息工程系 杨 鹏 2020 年中通云仓杯智慧物流大赛 最佳团队银奖

2020.9 信息工程系 雷宇翔 2020 年中通云仓杯智慧物流大赛 最佳团队银奖

2020.8 机械工程系 张亚琦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

湖北省选拔赛
第 5 名

2020.8 机械工程系 何 栓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团队挑战赛项目

湖北省选拔赛
第 3 名

2020.9 机械工程系 胡纪越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湖北省拔赛决赛 第 1 名

2020.8 汽车工程系 马顺鑫
2020 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选拔赛
二等奖

2020.8 汽车工程系 王 阳
2020 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选拔赛
三等奖

2020.7 汽车工程系 刘帅星
2020 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省选拔赛
三等奖

2020.7 机电工程系 郭博文 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机电一体化 一等奖

2020.7 机电工程系 高成龙 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机电一体化 一等奖

2020.7 机电工程系 韩俊伟 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机电一体化 二等奖

2020.7 机电工程系 张世鳌 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机电一体化 二等奖

2020.7 机电工程系 雷俊爽 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机电一体化 三等奖

2020.7 机电工程系 柳海涛 第 46 届世赛湖北选拔赛机电一体化 三等奖

2020 年学生技能竞赛省级以上获奖情况

2020 年天津职业技术师大学本科层次录取名单
姓  名 高考总分 中考分 录取专业及层次

马瑞欣 549 430 机械工艺技术 ( 本科 )

孙佳龙 510 390 机械工艺技术 ( 本科 )

张梦晗 432 385 焊接技术与工程 ( 本科 )

周秀丽 421 315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 本科 )

蔡永恩 482 402 焊接技术与工程 ( 本科 )

许晋皓 517 398 机电技术教育 ( 本科 )

廖逸飞 504 367 机电技术教育 ( 本科 )

杨冰 476 303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 本科 )

张雪阳 467 402 焊接技术与工程 ( 本科 )

郭自豪 551 500 机械工艺技术 ( 本科 )

雷宇杰 569 480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 本科 )

熊乐怡 556 372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 本科 )

关显豪 520 395 自动化（电气技术教育方向）( 本科 )

廖生龙 564 209 自动化（电气技术教育方向）( 本科 )

韦嘉隆 455 274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 本科 )

张富豪 463 200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 本科 )

贺家陆 467 330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 本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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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遴选本地优质企业，全面开展

政、校、企合作，与众多国内知名企业、“世界五百强”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历年毕业生供不应求，学生首次就业率 100%，就

业稳定率 95% 以上，连续多年被评为“湖北省就业先进单位”。

学院连续十多年开设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单

招班，每年本科升学率达 80% 以上；

学院与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

学院联合开设“3+2”五年一贯制大专班，学生在

校 3 年后可直接升入高职；

其他专业学生第三学年可报名参加学院组织的

技能高考，升入高职院校。

升学
方式

就业
保障

EMPLOYMENT 

SECURITY

WAY OF ENTERING 

SCHOOL

部分合作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