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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运营管理专业 1+X 证书制度实施路径探析
——以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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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在高职院校启动1+X证书制度精神要求,重庆公共
运输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证融通”的课程体系,完善实训教
学实施设备,搭建阶梯式的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持续推行1+X证书制度。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1+X证书制度；课证融通
中图分类号：TD524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for Urban Rai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pecialty
--Taking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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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spiritual requirements of launching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ut forwar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optimizes the talent training plan for urban rail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specialty, constructs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courses and certificates",
improve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equipment, builds a stepped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and
creates a "double-qualified" teacher team, continues to implement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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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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