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鹿地处冀南平原，是千

年古郡、康养福地，历史上巨

鹿之战、黄巾起义都发生在这

里，也是大唐名相魏徵的故里。 



巨鹿县职教学

校是河北省20所新

型职业农民培养试

点学校之一，我校

在全县各乡镇设立

了24个教学点，培

养了1445名新型职

业农民学员。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教学点 人数 教学点 人数 教学点 人数 教学点 人数 教学点 人数 

张王疃乡 58 堤村乡 96 樊家村 77 北韩寨 58 高马庄 68 

堤村乡 92 小吕寨镇 80 后辛庄 45 薄庄 79 西乔庄 49 

胡林寨 50 农机公司 28 何寨 40 北贾庄 59 寻虎 62 

闫桥 52 洪水口 53 孔寨 55 

堤村乡 46 南哈口 88 闫疃 41 

东辛庄 66 巨鹿县城 43 

堤村乡 59 

合计 200 204 262 462 318 



结合全省“双创双服”等活动，每年对贫困

户劳动力、回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开展专项

农业技术培训，每年培训人数不少于2000人次。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26 3120 1950 2130 286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34 36 41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52 210 240 



我曾在乡镇工作，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农村需要什么。

新型职业农民工作必须要和农村的需求紧密结合，职业教育

必须和当地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只有这样，才能服务当地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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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现实意义 

意义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提供人才
支撑  

 

提升农业科学
知识 

知识技能转化

运用服务，快

速增收致富。 



二. 创建“一一一三”培训模式 



二 .精心组织、积极谋划，创建“一一一三”培训模式 

设立一个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专班 

建立了一整套的

管理制度 

组建了一支优

秀的讲师团 

三个一 



一整套的管理制度 

 



郭四民——高级农艺师 

苑雪民——高级园艺师 

徐瑞钦——高级农艺师 

信士桥——高级植保师 

杨立波——食用菌种植大户 

杨二良——养猪大户 

阮武贤——山东葡萄种植专家 

 

解凤岭——金银花种植专家 

杨印行——高级教师、农学 

张慧君——高级教师、农学 

王会华——中级教师、果林 

张彩焕——中级教师、农学 

商根双——高级教师、牧医 

许炫炫——教师、牧医 

赵瑞国——中级教师、果林 

优秀的讲师团 



二 .精心组织、积极谋划，创建“一一一三”培训模式 

授课时间灵活 因地制宜授课 

集中授课与个

别辅导相结合 

一个三 



学员上课掠影 



三. 为巨鹿县特色产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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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巨鹿县特色产业助力，开展全方位技术服务 

  

巨鹿县是“中国金银花之乡”，大力发展

金银花，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我校从承担新

型职业农民培养任务后，就把金银花种植作为

重点内容，聘请金银花专家解凤岭、高级园艺

师苑雪民、高级农艺师郭四民等专家与我校专

业课教师组成讲师团，并编订了《金银花》乡

土教材，制定了详实的培训计划。 



金银花培训计划 

三. 为巨鹿县特色产业助力，开展全方位技术服务 

序号 内容 理论课 实践课 授课人 

1 金银花基础知识 2 1 杨印行 

2 金银花品种及育种 4 2 解凤岭 

3 金银花育苗 3 2 解凤岭 

4 金银花修剪 2 6 苑雪民 

5 金银花水肥管理 4 4 杨印行 

6 金银花病害防治 8 4 王会华 

7 金银花虫害防治 2 2 郭四民 

8 金银花加工 2 2 郭四民 



产业
助力 

1 

2 

3 

技术扶贫 

金银花种植培训 

技术推广  金银花研究所 

产、研、销产业链 

三. 为巨鹿县特色产业助力，开展全方位技术服务 



金
银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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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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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抓住国家利好政策，开发编写金银花培训包，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之基。 

         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围绕实施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结构性改革对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新要求，以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为宗旨，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为导向，以全面提升务农农民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和

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深入推进面向农村的职业教

育改革，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稳定和壮大现代农业

生产经营者队伍，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确保农业后继有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撑

。 



四. 抓住国家利好政策，开发编写金银花培训包，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之基。 

解析上级文件 

多角度查阅资料 

实地调查研究 

寻访种植专家 

组建金银花培训包
的开发编写研究组 

20% 

标 准 包  

指 南 包  资 源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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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抓住国家利好政策，开发编写金银花培训包，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之基。 



五. 参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服务乡村经济振兴。 



五. 参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服务乡村经济振兴。 



2018年我校与巨鹿县金炳诚

农业发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把

何寨村种植克瑞森葡萄的23户组

成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班，全方位

技术扶持。 

1. 种植克瑞森葡萄 
 



1. 种植克瑞森葡萄 
 

 现在这23户都成了种植克瑞森葡

萄的技术员，亩收入都高于2万元。今

年（第三年结果）何焕灵、董立涛种

植户收入均超过20万元。有效带动了

周边村民种植葡萄的积极性，使克瑞

森葡萄的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2. 成立了食用菌研究会 

我校早在2010年专业课教师就成立

了食用菌研究会，并在学校建立了四个

种植大棚，开展食用菌的生产研究。在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一直把食用菌种

植作为主讲课程，积极扶持种植户，协

助建立合作社。比如辛庄的杨立波、闫

桥的马国斌等学员已经成为蘑菇种植大

户。 



六.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助力精准扶贫 



六.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助力精准扶贫 

1. 侧重贫困农民 

2018年4月

把全县21村226

名贫困农民列入

新型职业农民培

养计划。 

摸清原因，制定方案 

全程指导，成功种植 

因人而异，项目多样 

涌现典型，脱贫致富 

2019年、2020

年与巨鹿县人社局联

合对全县2000余名

贫困劳动力进行了金

银花专项技术培训。 



七. 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拓展专业提升。 



七. 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拓展专业提升。 

培养涉农中专生 
可参加对口升学，为高职扩招输送优质生源 

直接就业，服务当地“三农”发展 

 

特色涉农专业 
现在涉农专业学生达到240人 

中草药种植、现代农艺专业 



涉农专业学生参加技能大赛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

富之源，能充分调动农民从事

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确

保党的“三农”政策的实施效

果。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参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员，自

觉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

富有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我

县“三农”发展的生力军，成为留

得住、用得上的技能型、实用型人

才。 

成为“三农”发展生力军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同时由于学校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工

作上的骄人成绩，为专业课教师提供了展

风采、强技能、树形象的大平台，加强了

学校与三农、政府、社会的联系，提升了

学校的社会知名度，为职业教育大发展带

来了广阔的空间，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益

和社会效益。 

提升学校社会知名度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