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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轨道交通类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面向国内外铁路、城市轨道行业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院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毗邻北宁公园，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学院前身为始建于1951年的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和始建于1953年的天津铁路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其中天津铁

路工程学校是首批国家级重点中专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天津铁路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是国家级重点成人

中专学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记载为“中国职工教育的代表”。

建校近70年来，学院始终伴随中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秉承“团结、勤奋、严谨、文明”的校风和“崇德尚能”

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了10余万优秀毕业生，遍布全国轨道交通行业各个岗位。涌现出了以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梦恕、中国高铁司机“第一人”李东晓、十九大代表石玉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开设高速铁道工程技术、铁道机械化维修技术、铁道交通

运营管理、铁道信号自动控制、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机车、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等

30个专业，形成了覆盖轨道交通“车、机、工、电、辆”所有岗位的专业群。全日制在校生人数8000余人，来自全

国28个省(市、自治区)。

学院先后与北京、上海、兰州等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与天津轨道集团、石家庄地铁、合肥地铁、中铁六

局集团、中铁十八局集团等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大力开展订单培养。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2%以上，对口就业率在80%以上。

学院自1953年开始国际化办学，先后为越南、朝鲜、泰国、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伊拉克、

摩洛哥等10多个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专业人员培训和技术援助。近年来，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

拓展与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助力中国铁路“走出去”，累计培养600余名铁路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

国际化办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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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单位

中国职教学会职业指导委员会会员单位

中国职教学会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全国铁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会员单位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轨道交通产教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一带一路”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理事单位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国家级示范专业点

坦赞铁路高级技术人员培训基地

中国铁路总公司高速铁路技术培训基地

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机车司机培训考试基地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职工培训基地

中铁六局集团公司职工培训基地

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 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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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实施“科研引领，人才强校”战略，以科研促教学、以科研促发展，全力打造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

伍。现有专任教师284人，硕士学位以上182人，占64.1%，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106人，占专任教师的37.3%，双

师素质教师161人，占专任教师的56.7%；拥有行业教学名师4人，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1人；先后有近80

名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赴境外学习交流。

学院在职业教育研究、科研服务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每年承担天津市研究课题20多项，学院研究课题30

多项；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等11个企业合作开发13个工种56个等级的职业培训包，与天津

圣纳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可移动充电桩项目等多项技术服务；年均发表论文80余篇；2018年两项成果获天津

市职业教育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

师资力量

人才培养

教师参加第三期天津市职业教育英语全封闭培训

学院在在第十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捷安杯”
轨道领域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学院志愿者团队在天津西站服务 十九大代表优秀校友石玉喜专题报告会 学院在第二届京津冀高校大学生“华测杯”测
绘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学院在第五届“大唐杯”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技
术创新大赛(高职组)国赛中荣获佳绩

2018年北京站志愿服务

教师参加“一带一路”教育论坛

内燃机车司机等9个职业培训包项目完成市级
验收

国家铁路工务工程类专业教学标准内部审定会学院与北交大海滨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学院提升办学能力专家论证会

学院坚持立德树人，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狠抓学风与教风，大力

表彰在专业学习、技能竞赛、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学子。

学院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依托校企合作理事会平台，建立校企联合育人长效机制，完善“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专业教学改革，构建以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对接职业标准更新课程内

容，引入实际工作案例，推出“工学交替”、“校企共上一堂课”等多种教学模式。

学院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构建培养与需求、教学与生产、教师与师傅、毕业与就业等一体化、“双主体”

育人模式，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和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多次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

学院每年举办多种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才能的舞台，丰富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现已形

成涉及文体、理论、科技等8类70多个学生社团。通过多种活动形成崇尚先进、争先创优的良好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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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大力改善校内实训条件，积极融入生产要素，升级实训设施，建成服务轨道交通专业布局的全功能校内

实习实训基地。学院建有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高速动车检修中心、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实训中心、动车组一级检修

模拟仿真实训室等78个校内实训室(中心)，建有动车组检修技术等3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等

2个专业技能协同中心，实习实训设备总值达9335余万元。

学院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中铁六局集团公司、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建立了103个

校外实习基地。学生通过在校内外实训基地的扎实技能训练，近年来在各项职业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

学院具有长期依托轨道交通类企业的办学历史，在专业和课程建设、订单培养、毕业生就业、职工培训鉴定、技

术开发与服务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合作共赢。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院先后与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各大中城市轨道公司、铁路建设单位等165家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实现了学院与铁路站段、院系与车间、教学团队与班组、教师与专业技术人员校企合作四级对接。

通过“引企入校”，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选派技术技能人员指导实践教学、组织实习实训，接收应届毕业生

顶岗实习比例达93.9%，顶岗实习转就业率达82.5%。

学院全面实施订单培养，与企业共同确定培养方案和课程内容，校企协同育人，学生在完成学业并通过考核后，

直接进入企业工作。四年来，为全国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各大中城市地铁公司等企业订单培养学生近8000多人。

实习实训 校企合作

学院领导访问天津轨道交通集团 学院教师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

团优秀课比赛中获佳绩

院长参加天津站优秀实习生表彰并赠送锦旗 学院与太原地铁签订订单培养合作协议 合作企业进行专题讲座

铁道运输综合实训室 铿锵玫瑰社天津西站志愿服务 机车模拟驾驶实训室 学生在天津动车客车段实习

高速动车综合实训 CTC调度集中实训室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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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中国铁路青藏铁路集团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

合肥地铁

无锡地铁

石家庄地铁

深圳地铁

郑州地铁

杭港地铁

徐州地铁

青岛地铁

铁路工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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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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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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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61

68

71

167

125

42

800

182

33

108

94

114

24

31

127

137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年度

 单位名称

2016-2018年
部分企业录取学院毕业生情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迅猛发展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全面推进，学院的就业率和

对口就业率都保持较高水平，创新创业工作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学院具有稳定的就业市场，与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各铁路工程局集团公司、各大中城市地铁公司等企业建立了长效

合作机制，每年有全国铁路、地铁等行业的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到校招聘。近3年，学院毕业生签约铁路、地铁、铁路工

程企业的人数为629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73.5%。2019年学院与天津轨道集团、天津泰达地铁、天津滨海地铁、宁波地

铁、杭州地铁、杭港地铁、洛阳地铁、无锡地铁、合肥地铁等多家地铁公司达成了新生订单培养意向。学生入学后进行订

单选拔与组班，真正实现学生“入学即就业”。

学院创新创业工作突出铁道特色，改造、提升了睿道众创空间，新建了特色创业体验营地，聘请38名大学生创业导

师，打造优秀创新创业项目，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提升品质。2018年有3个项目获天津市特等奖和一等

奖、3个项目获天津市二等奖、9个项目获天津市三等奖，其中“践学VR教育”项目获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赛铜奖，

“轨觅线上演练平台”项目获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85%

11%
2%2%

80%

7%

8%
5%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政府机构或企事业单位

中外合资/外资/独资

2018届毕业生就业

单位类型

1000人以上

301-1000人

51-300人

50人及以下

2018届毕业生就业

单位规模

就业创业

小资料
根据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的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18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用人单位类型是国有

企业，占就业人数的85%，就业于10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占80%，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达76%，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80%，对母校的满意度为89%，月均收入为5041元。

无锡地铁公司招聘面试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招聘 2018届毕业生天津机务段实习 石家庄地铁订单班表彰颁奖典礼

参加天津市第三届创新创业成果展

2018年创新创业系列讲座

泰达轨道集团订单培养面试 中铁六局集团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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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并举的办学思路，不断完善服务

社会职能。学院建有铁路特有工种、通用工种技能鉴定站（所），主动服

务行业企业需要，大力开展铁路行业特有工种和地方通用工种的培训和

技能鉴定工作。每年完成7000人次以上技能鉴定工作及8000人次以上

培训工作。

学院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展职业培训包建设，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中铁电气化运营维护管理公

司等11个企业合作开发了19个工种的职业培训包，为行业及天津市职业

培训鉴定工作做出了贡献。

学院是西南交通大学天津教学中心，为在职职工进行学历教育，连

续14年获得优秀学习中心称号，在校生1900余人。

社会服务

学院坚持“建国际品牌、树国内名牌”的发展思路，不断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主动承接国外高级技术人员培

训，实施专业标准和人才的输出。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助力中

国铁路“走出去”。

自2001年以来，学院已为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国家培养了550多名铁路及地铁技术人

才，其中为吉布提培养的94名铁路技术人员已成为“亚吉铁路”的技术骨干、为埃塞俄比亚培养的254名铁路技

术人员正服务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轻轨。招收全日制泰国留学生28人，4人已经顺利毕业。

学院全力推进海外“鲁班工坊”建设。2018年，在泰国建成了我国海外首个高速铁道技术技能培养中心——

“鲁班工坊铁院中心”、在吉布提启动了非洲第一家“鲁班工坊”建设项目，实施师资互派、学生互访，积极为所在

国家培养铁路技术人才。

国际交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社区服务分队铁路总公司普速线路技师研修培训

泰国“鲁班工坊铁院中心”揭牌仪式

学院与泰国皇家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员工培训开学典礼

吉布提铁路公司员工培训开学典礼

中铁六局第二届员工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十三届
青年技能竞赛信号工技能大赛

教师担任北京铁路局技术比武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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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铁道动力系

动车组检修技术  (天津市优质骨干专业、天津市国际化专业)

培养具有CRH型及CR型动车组运用检修、高级检修和途中应急故障处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动

车组总体及机械装置维护与检修、动车组运用与管理、动车组牵引控制系统维护与检修、动车组制动系统维护与检

修、动车组辅助系统维护与检修等课程。

铁道机车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铁道机车驾驶、检修及技术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机车构造与检修、机车运用与规

章、机车制动机调试与维护、机车电传动、电力机车检修、机车乘务作业等课程。

铁道车辆

培养具有铁道车辆运用与管理、维护、检修、制造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铁道车辆技术、车辆运用

与管理、客车空调装置、车辆电气装置、车辆制动技术、车辆故障检修、车辆检测技术等课程。

铁道供电技术

培养具有电气化铁道供电系统的接触网及供变电设备运营、施工、检修、保养、管理、调度等能力的技术技能

人才。主要学习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系统与运行、牵引变电所运行、接触网结构与检修、高电压测试技术、变电综

合自动化技术、继电保护装置与运行、电力内外线工程等课程。

电气自动化技术

培养具有工业电气控制设备及系统安装、设计、调试、维护及技术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单片

机原理与应用、电气制图、可编程控制器技术与应用、电气设备调试与维修技术、组态控制技术、工业企业供电、

电机与拖动、传感器技术、高电压设备测试等课程。

铁道电信系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天津市示范专业、天津市骨干专业)

培养具有铁路信号设备生产维护、安装、调试、管理及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改造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

要学习铁路信号电源设备维护、铁路信号基础设备维护、铁路区间自动控制系统维护、铁路车站自动控制系统维

护、列车运行自动控制系统维护、铁路调度指挥系统维护、铁路信号设备施工等专业课程。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培养具有铁路通信设备的运用、安装、调试、维修养护、工程施工与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计

算机网络及应用、通信线路施工与维护、程控交换设备运行与维护、铁路专用通信、铁路移动通信系统GSM-R、

传输设备运行与维护、铁路调度通信系统、综合布线工程施工与管理、车载通信设备安装与维护等课程。

通信技术 

培养具有通信系统工程施工、管理、应用与维护工作以及通信设备与产品的生产、安装、调试、维修、检测等

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光缆线路施工与维护、交换设

备运行与维护、计算机网络及应用、光纤通信技术及应用、移动通信网络优化、通信工程项目管理等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

培养具有计算机网络建设、维护、网络安全管理、数据安全与灾难恢复、信息安全系统开发维护、故障处理等

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计算机网络应用、图像处理、网络操作系统、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库、网络互

联与配置、网站规划与建设、服务器配置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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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天津市示范专业、天津市优质骨干专业)

培养具有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运用、检修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管

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构造和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调试与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控制、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检修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与故障处理等课程。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天津市 “优质专业群对接优质产业群” 重点建设专业、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运用保养、检修试验、故障处理、调度、施工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

习铁道概论、城轨供电系统、变电所运行维护、城轨继电保护、接触网结构与检修、变电所综合自动化、高电压试

验等课程。主要就业岗位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供电部、铁路局供电段。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维护和管理、轨道运营监测和设备维修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

工程测量、土木工程材料、地下铁道施工技术、地铁施工监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轨道工程、轨道检测技术、城市

轨道交通施工组织设计与概预算、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维护、钢轨探伤等课程。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设备的运用、维护、检修、管理、施工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设备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联锁设备维护、区间闭塞设备维护、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维护、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操作、城市轨道交通专用通信设备维护、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微机监测、轨道交

通信号设备施工等课程。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客运服务（售票）、列车运行组织、指挥管理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组织、设备运用、票务管理、客运服务、运营调度指挥、安全实务、班组管理、车站行车工作、应急救护与消防;

铁路行车组织、铁路客运组织等课程。

铁道建筑系

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
培养具有铁路桥梁和隧道、高速铁路桥梁和隧道、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运营维护及管理等能力的技术

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工程测量技术、土木工程材料试验、土力学与地基工程、铁路桥涵工程技术、铁路隧道工程技
术、铁路桥隧维修技术、高速铁路桥隧工程技术、铁路施工组织设计与概预算等课程。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培养具有铁路、公路桥梁工程施工、运营维护及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工程测量技术、土木

工程材料试验、土力学与地基工程、道路工程技术、桥涵工程技术、隧道工程技术、铁路桥隧维修技术、高速铁路
桥隧、施工组织设计与概预算等课程。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培养具有铁路、公路、地铁等地下与隧道工程的施工、监理、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及技术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

能人才。主要学习工程制图与CAD、工程测量、土木工程材料试验、地下工程与隧道结构、隧道工程施工、地铁与
轻轨施工技术、桥隧维修养护、施工组织设计与概预算等课程。

建筑工程技术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铁路及市政建筑工程施工管理、质量检测、日常维护、房屋修缮、计量计价、招投报价等能力的技术

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建筑工程测量、建筑构造与识图、BIM、建筑基础工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计量与计
价、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建筑施工组织、铁路运输建筑设备、铁路房屋修缮等课程。

工程造价
培养具有建筑工程识图、建筑工程测量、定额编制、工程计量与计价、招投标文件编制与合同管理、广联达软

件操作及工程造价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建筑制图与识图、建筑工程测量、建筑构造与识图、建
筑结构与平法识图、建筑设备工程、建筑施工工艺、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预算电算化
等课程。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培养具有电梯、空调制冷和消防等市政及铁路建筑设备的运行、检测、技术管理和故障处理能力的技术技能

人才。主要学习机械与电气识图、铁路站场给排水与消防技术、空调用制冷技术、通风与空调技术、电梯构造与故
障分析、电梯拖动与电气控制技术、电梯监测与质量管理、消防技术与装备、消防电气技术应用、电梯电气故障分
析、制冷设备故障处理、消防联动系统运行管理、环控系统运行管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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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工程系

铁道工程技术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铁路工程施工、维护及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工程测量技术、土力学与路基工程、

铁路选线设计、铁路轨道构造与施工技术、铁路线路检测技术、铁路桥隧施工与养护技术、铁路线路维修技术、钢
轨探伤技术、铁路施工组织设计与概预算等课程。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国家级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高速铁路施工和运营维护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土木工程材料试验、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技术、高速铁路路基与维护、高速铁路轨道构造与施工、高速铁路线路检测与维护、高速铁路桥隧施工与维护等
课程。

铁道机械化维修技术  (天津市骨干专业)
培养具有高速铁路机械化维修作业及组织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工程测量技术、高速铁路轨

道构造与施工、高速铁路线路检测、抄平起拨道捣固车作业技术、全断面枕底清筛机作业技术、钢轨打磨车作业
技术等课程。

工程测量技术
培养具有高速铁路施工测量及运营监测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工程测量技术、控制测量与平差技

术、测绘工程CAD、数字测图技术、卫星定位测量技术、高速铁路轨道构造与施工、高速铁路精密测量技术、高速
铁路监测技术、测绘管理与法律法规等课程。

1.学院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
学院是天津市一所轨道交通类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

2.学院毕业生是否可以落户天津？
根据《天津市高职院校外省市生源毕业生在津落户工作实施办法》规定，毕业2年内与天津市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聘用

)合同的毕业生，准予在津落户。

3.学院学生是否可以升本？
学院学生可在毕业前参加天津市高职升本考试升入天津市本科院校就读；也可就读设立于我院的西南交通大学远程与继

续教育学院天津学习中心。

4.什么是就业的“学院推荐，双向选择”？
学院推荐是指学院审核毕业生就业资格并发放《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双向选择是指学院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自愿报

名参加企业面试，企业择优挑选录用。

5.学院的收费情况是什么样的？订单班是否另收费用？
学费标准是5000--5500元/学年；住宿费标准为600-700元/学年，学院各订单班无另收费用。

6.什么是订单班？怎么进入到订单班？
订单班是校企合作育人的一种模式。根据企业岗位要求，学院与企业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毕

业通过考核后直接进入到订单企业工作。订单班是在新生入学后，根据企业要求，学院组织学生报名，学生通过企业面试后进入

到订单班学习。

7.学院的助学政策是否完善？是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优秀学子，学院建立和完善了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

困难补助、绿色通道等多措并举的学生资助体系，不让一位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学院学生可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8.为什么大多数专业都对视力有要求？为什么部分专业标注“适合男生报考”
学院的大多数专业的毕业生在应聘时，对口用人单位均要求“无色盲色弱”。有色盲色弱的毕业生将无法在对口用人单位

就业；部分专业标注“适合男生报考”是指对口用人单位在招聘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时绝大多数只招男生，女生报考要慎重。

热点问题

铁道运输系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天津市示范专业)
培养具有铁路客运、货运及列车形成、运行、组织、指挥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铁路旅客运输组

织、铁路客运服务与礼仪、普通条件货运组织、特殊条件货运组织、车站调车作业、接发列车作业、车站作业计划
与统计、列车调度指挥、行车安全管理实务等课程。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培养具有高速铁路车站与动车客运组织、服务、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高速铁路旅客运输组

织、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与礼仪、高速铁路客运乘务实务、高速铁路客运乘务应急处理、高速铁路乘务英语、高速铁
路动车餐饮服务等课程。

铁路物流管理
培养具有铁路货物运输组织和铁路物流管理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铁路普通条件货运组织、铁路

特殊条件货运组织、铁路物流管理实务、铁路仓储与配送管理实务、铁路物流信息化技术应用、铁路物流安全管
理与应急处理、铁路物流市场营销等课程。

物流管理
培养具有在铁路行业、物流行业从事货物运输、仓储、配送、货运代理代等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学习铁

路普通条件货运组织、铁路特殊条件货运组织、仓储管理实务、物流运输实务、配送管理实务、物流市场营销、国
际货运代理实务、供应链管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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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鹏

2014届毕业生，就职于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侯马电务段，现任侯
北车间团支部书记。多次获电务
段、太原局集团“优秀团干部”、先
进生产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2017年其所在团支
部荣获全国铁路“先进团支部”称
号。

高迪

2010 届毕业生，就职于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天津西站。她
结合重点旅客出行特点归纳总结
出“高迪爱心帮扶作业法”，被
车站广泛宣传和推广。获 2015 
年 北 京铁 路局 客运 服 务明星、
2016 年火车头奖章等称号。

毛奇

2016届毕业生，就职于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郑州机务段。获
2017 年郑州局集团“双创杯”青
工技能竞赛获第二名，中国铁路
总公司“振兴杯”机车副司机组
青工竞赛获第一名，被全国铁道
团委授予2017年“全路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

黄殿祥

2015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为
学院团委委员，现为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成都电务综合维修段团
委书记。获 2015 年成都铁路局

“成铁新星”、2017 年成都铁路
局“成铁好青年”、2017 年全国
铁 路“新 长 征 突 击 手”、2018
年成都局集团“优秀团干 部”、
2018 年成都局集团关工委工作

“先进个人”等称号。

温浩

2013届毕业生，现就职于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唐山机务
段。获北京局集团技术能手、“尼
红 式 ”青 年 、青 年 岗 位 能 手，
2014年、2015年机务段先进生
产工作者，2016年北京局集团技
术比武第一名等称号。

穆树桐

2016届毕业生，就职于天津
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主
持公司党风廉政辩论赛、集团技
能比武等比赛，参加了公司党史
宣讲团、第十三届全运会闭幕式
演出等活动，获公司2017年“中
国梦 劳动美”比赛一等奖、集团
2017年技能比武二等奖，市总工
会2018年荣誉奖等奖项。

陈志强

2012届毕业生，就职于天津
冶金钢线钢缆集团有限公司天绳
分公司。获2014 年天津市市级青
年岗位能手，2015年度冶金集团
劳动竞赛先进个人，2017年度天
津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孙志

2015 届毕业生，就职于合肥
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获合肥
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016 年

“先进个人”、2017 年“优秀党员”、
2017 年百日练兵技能竞赛“一等
奖”，2018 年合肥市职业技能竞
赛“第一名”，2018 年“新誉杯”
首届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优秀奖，2018 年合肥市

“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杨勇华

2011届毕业生，现就职于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2015年入
选路局“明日之星”优才库，获
2015年路局“青年岗位技术能
手”，2017年路局“技术能手”，
2018年集团公司优秀团支部书
记、优秀党员，2018年全路春运立
功竞赛先进个人等称号。

曹若飞

2016届毕业生，现就职于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芜湖车务
段。获2016年黄山市优秀先进个
人、全国铁路优秀青年志愿者，
2017年车务段先进个人、十佳通讯
员，2018年车务段先进工作者、上
海局集团春运先进个人等称号。

李泽山

2014届毕业生，就职于中国铁
路兰州局集团兰州车辆段。获
2016年局级技术比赛检车员全能
第一名，2016年甘肃省技术标兵
称号，2017年兰州铁路局三星职
工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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