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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地铁司机是怎样“炼”成的

过专科线能报名
面试体检过关斩将

“山东造”地铁司机
月薪7700开成都地铁

相关链接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潮
涌来，轨道交通人才的缺口
也越来越大。业内人士介
绍，按照目前全国各地城市
轨道交通基本每公里配置
60-80人的标准，一条30公里
长的线路就要配置 1 8 0 0 -
2400人，加上轨道交通开通
运营后间接进入轨道交通
行业从事保洁、保安、维修、
物业等的人员，数量将会更
加庞大。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轨道交通院院长宋全有
估算，在未来四年，将会有
接近20万轨交就业岗位释
出，其中仅地铁司机一项，
目前人才缺口就在数千人
左右。青岛地铁运营分公司
也曾透露，到2020年，青岛将
有6条地铁线开通运营，通
车里程达268公里，届时的人
才需求量将达万人。 综合

未来四年轨交领域
或将释放20万岗位

济铁车辆驾驶专业的侯建
鑫是一名 2 0 1 7 届地铁“订单
生”，也是目前济南地铁的七名
女司机之一。去年 8 月份，他们
作为首批地铁“订单生”正式入
职。“地铁‘订单生’就是轨道交
通集团与相关学校签订培养协
议，委托学校按照企业要求，像
下订单一样培养出的地铁人
才。”济南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
公司工作人员蒋鑫说，“订单生”
的招生对象是参加夏季高考的
山东生源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
得在专科录取分数线以上。录取
流程每年都差不多，由轨交集团
提前制定招生计划，对名额、性
别比例、身体条件等做出划定，
考生填报志愿后，公司统一组织
面试、体检，确定录取名单。

去年入职和今年即将入职
的两届“订单生”均来自济南铁
路高级技工学校和山东职业学
院，两所学校的录取方式略有不
同。“济南铁路高级技工学校是
自主招生，不通过高考志愿征
集，不影响高考的志愿填报，面
试和体检通过的学生才能入学，
入学就意味着进入了‘订单班’；
山东职业学院采取高考志愿填
报的方式，新生入校后，轨交集
团到学校选拔，通过选拔的学生
才能进入‘订单班’，‘订单生’最
后都能拿到专科文凭。”蒋鑫说。

“入学面试题目为 3 选 1，
我选的问题是‘如果你的朋友取
得成功，你会不会为他高兴，为
什么’，准备了 1 分钟，简单打了
草稿就回答了。”侯建鑫说，面试
通过之后就进行了体检，对身高
和视力有一定要求，男生1米7以
上，女生1米6以上，矫正视力5 . 0。

“不过这些要求在报名的时候就
有提醒。”

“入学面试主要考查基本素
质和沟通能力，问题比较简单，
更偏向生活化，属于过关性题
目。”蒋鑫说，接下来，济南轨交
集团还要和山东交通学院、济南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武汉铁路
技师学院合作，委培“订单生”。

“其中山东交通学院是本科文
凭，济南工程和山职类似，武铁
则和济铁类似。”

临近毕业，“订单生”们迎来
了轨道交通公司的验收考试。

“验收考试包括专业笔试、实操、
面试、心理测试，最后入职前还
有体检。面试和入学面试不太一
样，考的是专业问题，也不能打
草稿。”侯建鑫说。

验收结束，8 月份，“订单
生”入职。随后等待他们的是为
期近一年的入职培训。军训结束
后，来自济铁和山职的 2017 届全
部 290 名新员工统一来到位于章
丘的山东技师学院，继续学习车
辆技术理论，同时选拔部分新员
工送外培训。

据了解，10月下旬，共有121
名新员工送往苏州、南京等地铁

公司进行跟岗培训，其中45名地
铁司机，50名客运部学员，12名
车辆部学员和14名自动化部学
员。“到了苏州、南京，先进行了
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相当于

‘入乡随俗’了，之后才是真正到
线路上跟着师傅实操训练。”侯
建鑫说，因为地铁女司机太少见
了，所以培训时经常收到别人惊
讶的目光，这让她感到格外骄傲。

为什么选择去苏州和南京
实习呢？蒋鑫解释，以后也可能
去其他城市的地铁公司实习，但
是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方面，该
公司的列车、设备及管理制度与
济南地铁相类似；另一方面，这
个公司拥有先进的培训模式，能

为新员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
例如苏州地铁公司，允许新员工
上正线培训，这就是很好的机
会。”蒋鑫说。

没有被送外培训的新员工
们也没闲着，他们留在济南，参
与R1线的工程建设及设备调
试。最近，从苏州回来的侯建鑫
和部分新员工还去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了为期十天的车辆知识学习，直
到5月7日，和其他新员工一起回
到济南地铁R1线范村车辆基
地，熟悉济南地铁的业务知识。

“列车这个月就能到济南了，我
们考出上岗证就能真正上车驾
驶了。”侯建鑫有点小激动。

先验收后入职，优秀学员到外地上车实操培训

原则上有 10% 淘汰率，但首批已全部入职

“订单生”一毕业就直接入
职成为了地铁员工，不过“地铁
人”并不全部来自于订单委培。

“ R1 线全线大约需要 1300 名
职工，其中 1000 名是一线生产
岗。已经入职的 2017 届‘订单
生’和将于今年 8 月份入职的
2018 届‘订单生’共有 600 人左
右，另外还会通过社会招聘为
R1 线注入新鲜血液。”蒋鑫介
绍，地铁事业刚刚起步，员工分
配比例等工作正在慢慢摸索。
未来会将地铁员工中“订单生”

的比例控制在 70%-80% ，剩下
的来自社会招聘和订单生晋升。

地铁“订单生”们是一支非
常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只有
21 岁，清一色的 95 后。而且一不
小心，就成了济南轨道交通一线
工作者的元老级员工。不少人
认为，“订单生”们从入学的那
一刻就拿到了“铁饭碗”，蒋鑫
回应，这并不准确。“其实轨交
公司与学校的培养协议中明
确，通过验收考试，有 1 0% 以
内的‘订单生’将被淘汰不予录

取。但是现在济南地铁正处于
人才紧缺的状态，因此最初一
届是全部入职，将来会逐渐实行
末位淘汰制度。”

新员工们的薪资水平怎样
呢？蒋鑫介绍，新员工们领到毕
业证，办了入职手续后就有工资
领了，只是在真正上岗前，各个
部门的工资相同，真正到岗以后
才会根据工作不同做出区分。

“地铁新员工的未来薪资水平应
该会比济南的平均工资水平略
高一些。”

山东职业学院2012届毕
业生朱峰毕业后来到成都
铁路局工作，他向记者展示
的某个月份工资条中，实际
到手的收入高达7737元。

开地铁到底难不难呢？
“地铁驾驶室中，主要信息
都会显示在仪表盘上 ,驾驶
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这
些仪表盘的数据 ,看看相关
的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山
东职业学院轨道交通系教
研室主任李广才表示，他们
和很多城市合作培养订单
生，地铁驾驶员主要任务就
是瞭望信号、控制速度、监
视列车运行工作情况。列车
启动、提速和刹车主要通过
按键和操作手柄来完成，并
非人们印象中的汽车脚刹
操作方式。 据《生活日报》

“双师”培养地铁人
力求无缝对接

对于城市轨交人才建
设，去年初国家发改委等三
部委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提
出推动学校和企业成为人
才培养“双主体”等要求。

南京地铁运营公司总
经济师刘乐毅在采访中表
示，校企合作育人已发展出
3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订单
式，“订单生”最后一个学期
到企业实习，毕业后可直接
上岗。二是现代学徒制，企
业和学校“双师”培养，学生
半工半读，每周到企业找师
傅学习。今年1月，首批152
名现代学徒制学生到岗实
习，上手很快。三是培养非
轨道交通专业学生。去年，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
1 1 9名非轨道交通专业学
生，作为南京地铁的储备人
才，开始辅修轨道交通专业
课程。刘乐毅表示，这3种模
式培养出的人才，占公司运
营人员的90%，仅2017年就
达到785人。据《新华日报》

□记者 郝小庆

5月7日，400余人组成的
运营团队进驻济南地铁R1
线范村车辆基地，着手R1线
首列车接车、设备系统安装
调试、员工培训及其他运营
筹备工作；5月中旬，第一辆
列车将到达车辆基地……
济南人的地铁梦已经近在
眼前，为了这一刻，济南首
批地铁订单生们已经准备
了四年。从校园走到地铁一
线岗位，“订单生”经历了各
种各样的学习和培训。一名
合 格 的 地 铁 员 工 是 怎 么

“炼”成的？啥样的人才能开
地铁？

“准司机”在校需考出4个证，操纵鼠标模拟开地铁

将来投身济南地铁事业一
线的员工们都要学什么？济南铁
路高级技工学校轨道系副主任
孟祥虎介绍，济南地铁“订单生”
在学校有6个专业，分别是运营
管理、车辆驾驶、车辆检修、机电
技术、工程车驾驶和铁道信号。

“‘订单生’在学校的课程安
排由第一学年的以文化课为主，
逐渐过渡到第三学年的以专业
实训为主。”孟祥虎说，课程包括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法律基础、
大学英语、地铁专业英语、机械
基础等。“驾驶专业要学习车辆
总体、车辆制动技术、行车组织
等专业课，运营管理专业要学习
客运服务心理、服务礼仪与形体
训练、票务组织、应急处理等。”

各个专业的“订单生”都有
专门的实训教室和设备，模拟地
铁场景。未来的地铁司机们一开
始通过操纵鼠标模拟驾驶电客
车，用电脑显示屏模拟列车运行
情景，在此过程中学习相关规章
与作业标准。熟练掌握后，才可
以操作与真实地铁基本相同的
操纵台。

每个专业的“订单生”还要
考取至少两个职业资格证书。一
名未来的地铁司机在学校要考
钳工证、电工证、计算机等级证
等；运营管理专业的学生则要有
建筑物消防员证、紧急救护证
等；车辆检修和铁道信号专业的
学生要考高/低压电工证等。“此
外，所有可能接触旅客的专业还

都要考取普通话等级证书。”
“另外还会对学生进行心理

素质及应急处理能力的训练。”
孟祥虎说，地铁工作人员要应对
车辆运行途中的突发状况，要经
常与乘客沟通，因此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沟通表达能力非常重要。

济济南南地地铁铁““订订单单生生””学学习习地地铁铁驾驾驶驶。。（（济济南南铁铁路路高高级级技技工工学学校校供供图图））

““订订单单生生””在在运运营营管管理理仿仿真真中中心心实实训训。。

记记者者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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