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方式

一、在湖南省阳光招生平台填报志愿。

二、直接来校到学校招生科报名；

三、在我校招生联系老师处报名；

四、新生报到时须提供户口本首页与学生本人页复印件以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便核对注册信息和办理国家助学金。

学校代码：030202

校 址：湘潭市伍家花园（市内乘坐105路车直达学校）

邮 编：411134

电 话：0731-55880126         监督电话：0731-55512987

网 址：www.xtswkjxx.com.cn

联系人：



学 校 简 介

SCHOOL PROFILE

湘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傅军同志（右四）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湘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胡卫兵
同志（右一）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学校荣誉（部分）

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国,省赛获奖名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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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校秉承“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培养目标，不断为学生们创建施展才华

、切磋技艺、共同提高的平台，多年来在国家、省级专业技能竞赛中收获不凡，学生技能

水平不断攀升，展示了我校丰硕的教学成果。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是经湘潭市人民政府和湖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

中等专业学校，创办于1956年，是湘潭市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先

后被授予“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湖南

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湘潭市首届十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湘潭市就

业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教授级高级讲师许启德等大批省

市级骨干教师；专业特色鲜明，畜牧兽医为省级示范特色专业，园林技术专业为省级示

范专业，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为市级示范特色专业；实习

实训条件完善，建有含省级现代农艺校企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在内的各类专业教学

实训室和基地，实训仪器设备总值3627.3万元、工位数1520个。学校始终秉承“从严

、立远、创新、奋进”的奋斗精神，坚持学历教育与技能培养并举，职业道德与职业能

力并重的培养模式，对学生成长负责，为学生发展奠基。

参赛选手 赛项名称 指导教师          获奖名次

2020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企业沙盘项
目我校周文敏、左慰老师指导参赛学生荣获二
等奖

2020年业财税融合云上技能竞赛我校吴素芬
老师指导参赛学生荣获三等奖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手工制茶赛项，
我校邓晓军老师指导参赛学生荣获二等奖

2020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动物外科手
术赛项我校汤亦斌、王波老师指导参赛学生
荣获一等奖



TERCHERS

师 资 力 量

          

技特派员7人，学校有教授级高级讲师许启德老师、湖南省“黄炎培杰出教师奖”“湘潭

教育名师”舒青根老师、湖南省农业职教名师刘春奇老师等领军人才。汤亦斌、肖才秀、

孙涛、吴素芬、邱波等多名教师在省、市教学比赛中荣获一等奖，梁春凤、徐雅婷、周文

敏、杨琼、左慰等教师在全国教学比赛中荣获一、二等奖。

教授级高级讲师许启德老师 “黄炎培杰出教师奖”获得者  

“湘潭教育名师”舒青根老师

人 才 培 养
PRESONNEL TRAINING

校企合作
SCHOOL ENTERPRISE COMPERATION

我校与湖南华银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睿腾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贺乐开，毕业于我校2004级畜牧兽医17班
，大北农集团云南区工作，任滇南事业部总
经理

尹兴旺，毕业于我校2017级畜牧兽医31班，现
就职在长沙贝贝康宠物连锁医院主治医师职位

刘松柏毕业于我校2016级会计66班.现就读于湖
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会计专业

陈伟其，毕业于我校2002级机电专业2002
班，现任湘能楚天电力集团董事长、长沙市
政协第11届委员 

湖南省农业职教名师刘春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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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培养的4万多名校友是社会的人才资源，也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他们中不乏一心

为民的政界骄子、驰骋商场的企业精英、成绩卓著的优秀学者、更有无数校友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他们是构建祖国大厦的基石，也是学校永葆生机的不竭动

合作企业

力。

合作企业 合作企业
省市级专业带头人和市级骨干教师30余人，湘潭市专业技术骨干人才3人，省市科



专业介绍

PROFESSIONAL INTROOUCTION

畜牧兽医专业  省级示范特色专业

①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畜禽生产与加工、饲料生产与营

销、兽药生产经营与管理、畜禽防疫与检验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各类养殖、饲料、兽药（含生物制剂）、添

加剂等生产及经营企业。从事畜禽生产与加工、检验检

疫及疾病防治、饲料和兽药生产与营销等工作等，也可

自行创业。

②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宠物饲养、宠物疾病预防和诊疗

、宠物护理、宠物美容的基本理论和技能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

就业岗位：宠物驯养场、警犬基地、宠物医院及诊所、

宠物美容院及宠物用品、饲料、兽药（含生物制剂）

等生产或销售企业等，也可自行创业。

园林技术专业  省级示范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园林绿化工程、苗木花卉生产经营，

城市绿化管理、植物造景、森林旅游、园林生态修复、

果蔬茶生产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从事城市绿化管理、花卉苗木生产经营、园

林景观设计、绿化工程预算、园林工程规划与施工、园

林工具器材经营、花艺经营、园林企业、物业管理、休

闲观光农业等工作，也可自行创业。

城市轨道运营管理专业  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能熟练使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设施，

掌握客运组织、票务管理、站务管理、礼仪化妆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适应轨道运输企业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运营、客服、票务、

站务、管理、安保等工作。

电子商务专业  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能从事网络营销与推广、网店开设、网

店装修、图片拍摄与美化（网络产品展示）、电商物流、

客户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可在电子商务相关行业从事网店客服、电商

运营、运营推广、网站美工、网页设计、网站开发、搜

索引擎优化、社交电商等工作，也可自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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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市级示范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能从事机电设备操作、安装、调

试、操作、维护维修、营销等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

就业岗位：机电设备或自动化流水线的安装、调

试、维护、维修、监测，电气安装布线，机电设

备营销等技术岗位。

计算机应用专业  市级示范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新媒体传播原理、传播技术，

具备新媒体创意思维能力和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满足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工作需要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

就业岗位：新媒体网站、影视机构、门户网站、

企业网站、电子商务、广告公司等领域从事网站

建设与经营、网络编辑、网站策划、视频制作、

电子商务、新媒体广告等工作。

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  重点建设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汽车零部件生产、汽车组装、

装饰、美容、维修、保养、维修业务接待与营销

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在汽车生产企业从事零部件生产、整

车组装和生产管理工作，在4S店从事维修、汽车

美容与护理、营销等工作。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  市级示范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需要，掌握农业机械使用、维修和农业机械

化经营管理、农机销售等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面向各类农机维修企业从事农机发动机维修、底盘维修、农机电气维修和外形

整修等各类农业机械维修工作，以及从事农机零配件管理、农机维修业务接待、农机及配

件销售等工作。

  
会计专业 市级示范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必要的科学文

化知识、计算机应用能力，从事会计核算和会计相

关事务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就业岗位：适用中、小型企业收银、出纳、统计、

会计核算等工作。

专业介绍

PEOFESSIONAL INTROO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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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园 环 境
CAMPUS ENVIRONMENT

学生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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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栋教学楼 实训大楼 综合楼 学生公寓

中心风雨亭

园林景观实训基地

培训中心 蔷薇园

温控大棚

杜鹃园 园林实训基地

三栋教学楼



校园武术队

校园国旗队

元旦文艺晚会

插花表演歌咏比赛

校园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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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体 活 动
CULTURAI ACTIVITIES

校园歌手大赛

元旦文艺汇演 校园运动会 校园田径队

文 体 活 动
CULTURAL ACTIVITIES



文 体 活 动学历层次 招生对象 学制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招生代码

招 生 计 划
ENROLLMENT PLAN

招 生 问 答
ENROLLMENT CONSULTATION

1、政策优势：选择我校就读中职任一专业学费全免，且按国家政策

享受助学金。

2、师资优势：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大批高级讲师、双师型教师等，

其中电脑文秘、电算会计、园林工程、畜牧兽医、机电

一体化专业拥有8位省级专业带头人，人数在湘潭中等

职业学校中排名第一。

3、人文优势：学校有64年的办学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管理严格，注

重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综合能

力的提高，校园文化生活活跃，氛围良好。

4、升学优势：学生可通过参加全国对口高考和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形

式升入高等学府就读全日制专科、本科，还可以参加全

国成人高考就读函授大专、本科。学校多层次办学，自

主招生，使每一位学生可不受地域、年龄等其他条件的

限制自主选读我校任一专业，并可进一步深造。

5、就业优势：我校专业特色鲜明，且与几十家企业联合办学，定向培

养学生技能，强化实操能力。学校是国家定点的职业资

格鉴定站，实行“双证”制度，即毕业证和从业资格证，

为竞争上岗打下坚实的基础。

6、资助体系完备：

①、国家助学金补助按照国家政策发放；另家庭贫困学生还可以享受学

       校特困补助。

②、对于品学兼优学生，学校实行奖学金制度。

③、学校有众多的实习基地，能为学生提供许多勤工俭学岗位。

中职

对口高

考班

应往届高中

初中毕业生

应往届高中

初中毕业生

三年

三年

园林技术

畜牧兽医

机电技术应用

汽车制造与检修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会计

机电技术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会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0201

0202

0203

0204

0205

0206

0207

0208

0203

0207

0208

0209

80人

160人

160人

100人

50人

100人

100人

50人

50人

50人

50人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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