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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高等职业教育概念变迁 ▼
 

“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职业大学 
（80年代初） 

 职业技术学院 
（1999年） 

   高职高专 
教育 

（三教统筹） 
  （2000年） 

××职业 
技术学院 
（2002年） 

高等职业教育 
（2004年） 

教高【2000】2号：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 

教高【2004】1号：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 

教高【2006】16号：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2011】12号：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 



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外延 ▼
 

      “高等职业教育”被习惯性定格专科层次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

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结构需求。 

      “决定” 创新性地将现有高等职业学校确定为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规

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外延，构建了完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 

 



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外延 ▼
 

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实施专科层次职业教育 

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①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417字） 

② 李克强总理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  

③ 国务院召开新世纪第三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④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⑤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1.顶层设计初具雏形，如何落细落小落实。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① 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每年五月第二周） 

② 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若干意见 

③ 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④ 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 

⑤ 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⑥ 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 

⑦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1.顶层设计初具雏形，如何落细落小落实。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到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数增加到1215所，比1999年增长了1.6倍；

在校生数达964.8万人,比1999年增长了8.2倍；招生数达313.4万人，比1999年增长了6

倍，超过本科招生规模。 

 201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基本稳定，年招生数在320万、在校生数在980万、校

均规模在6000人左右窄幅震荡。 

（高职年招生数据：2009年313.4万，占49%；2010年310.4万，占47%；2011年324.9万，占47.7%；2012年

314.8万，占45.7%；2013年318.4万，占45.5%； 2014年337.8万，占46.9% ） 

（出生人口数据：1990年2803万人；1999年1394万人；2003年1343万人；2009年 1566万人；2010年

1379万人；2014年的1687万人，2015年1655万人；2020年？？？万人） 

2.规模扩张接近极限，如何强化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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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010年分年出生人口数据 

（单位：人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出生年份 人口数 出生年份 人口数 出生年份 人口数 出生年份 人口数 出生年份 人口数 出生年份 人口数 

1981 19568009 1986 22658768 1991 21543466 1996 15893800 2001 14248825 2006 15220041 

1982 22322147 1987 25695955 1992 20755274 1997 15225032 2002 13666956 2007 15250805 

1983 19480836 1988 24474192 1993 20775369 1998 15399559 2003 13429161 2008 15617375 

1984 19709177 1989 26556649 1994 18790521 1999 13935714 2004 14804470 2009 15657955 

1985 19933683 1990 28026954 1995 18024484 2000 14454357 2005 14732137 2010 13786434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2013年），明确了基于高考的“文化知识+职业技能”招生、单独考试招生

、综合评价招生、对口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等六

种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途径。 

（2013年，144万，占43%；2014年，151万，占45%；2015年，170万，占50%。）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17年高等

职业院校通过分类考试录取学生成为主渠道（??——70 ～ 75%）。 

3.考试招生改革深化，如何应对生源多样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项目引导、央财支持——要素驱动——政府扶着学校走 

地方统筹、院校自主——创新驱动——政府指路学校走 

简政放权  管放结合 优化服务 

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 

     （专业设置大而全、专业特色优势不明显、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

、差异化人才培养方案难推行，老专业僵而不死，新专业开招即死） 

4.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如何强化科学管理。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质量不高：（内蒙古艺术职业学院来信） 

特色不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应用转型：路径相同  学位优势 生存挤压 

              （教师虹吸、资源虹吸、生源虹吸） 

生源枯竭：省外投档  省内竞争 有偿招生 买卖生源 

麦克思报告：2012年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就业率达到89.65%，仅低于985高校1个百分点；理工、农业类高职毕业

生对口率64%，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市场转型较为成功的和专业培养定位和岗位面向明确。但报告还指出，高职

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低专业性、技能性的中小企业；学校学业成绩与个人就业竞争力还没有呈现强正相关，起薪

还不高。 

5.校际竞争日益激烈，如何突出质量特色。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线学习（时时可学  处处可学  人人可学）——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面临挑战 

课堂学习（设计缺失  过程失调  效果失控）——上、听课例、考试门槛题 

实践学习（工学脱节  专岗无关  指导缺位）——顶岗实习调研报告 

55.3%——实习单位不是学校安排 

40%——学生实习无教师指导； 

28.2%——顶岗实习与专业不对口 

13%——学生实习无补贴（薪酬）； 

（10所工科类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专题调研——结论：情况基本属实） 

6.信息技术冲击传统教学，如何顺势而为。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工学交替、“订单式”培养、校中厂厂中校、政校企三方联动、现代学

徒制等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政府（主导） 学校（主体）  行业企业（参与） 

凭人情  靠关系 借魅力 

层次浅    稳定差  效果弱 

7.多元主体参与办学，如何深化多方合作。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财税改革：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管理体制：省级统筹重要职责，专项资金引导 

以上抵下  明升暗降 

生均拨款制度——省属公办、地市举办、行业企业举办、民办 

（绩效奖补如何实现？） 

8.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如何强化省级统筹。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5部分32条）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8） 

——增强院校活力（8） 

——加强技术技能积累（8） 

——完善质量保障机制（6）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2）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优势高职院校建设——办学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

技术创新国际合作交流领先：打破格局  平等竞争（湖南案例） 

骨干专业（群）建设——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作、社会认可度高 

（院校特色  集群发展——江苏） 

   家长（学生）    企业（用人）    教师（员工） 

十三五：发改委、教育部、人社部三部委—产教融合工程项目（关注负面清单） 

100+100+100+100+1000 

100亿+100亿+100亿+50亿+200亿 

 

 

1.打造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国家、省、学校三级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体系 

“所有专业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2018年——国家100个左右，省级200个和数百个校级 

2025年——国家200个左右，省级400个和近千个校级 

 “院校先建  省级支持 国家奖补” 

2.做大优质教学资源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专科高职——应用本科——专业学位 

一是推进高等学校分类管理，系统构建专科、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体系； 

二是持续缩减本科高校举办就业率（不含升学）低的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规

模，鼓励各有所专、错位发展，保留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空间； 

三是开展设立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可行性研究。 

新概念：接续培养——系统设计（标准、专业、方案、内容） 

3.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结构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一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改革 

二是鼓励民间资金与公办优质教育资源嫁接合作 

三是鼓励企业和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合作举办二级学院 

四是鼓励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建设股份合作制工作室 

五是鼓励行业企业办和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建立教师年金制度 

一是支持营利性民办高等职业院校探索建立股权激励机制； 

二是支持成立混合所有制高等职业院校联盟。 

试点社会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方式参与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

高等职业院校改革。 

4.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五鼓励两支持一试点）（保值、激活、放大）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1.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 

2. 修订《目录》和《办法》； 

3.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改进制度； 

4. 完善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庄严承诺、能力展示、欢迎监督 

                                      (可读、易懂、能比较) 

5.高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制度。 

5.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一是深化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

、人事管理、绩效评价、收入分配等关键领域的改革。 

二是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和董事会，

发挥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作用（下沉到专业（群）层面）。 

三是注重发挥学术委员会在专业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

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 

自主管理  民主监督   社会参与 

6.提升院校治理能力（从管理到治理）（做法—制度—文化—行动）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分级管理  地方为主  政府统筹  社会参与 

一是强化经费保障—生均拨款制度： 

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双师结构（标准）（100%—校本标准？） 

三是加强组织保障—督导检查 

《现代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25号）2016.1.1 

    现阶段支持重点：支持各地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引导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分配方式：分配因素包括各省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专任教师数、人均可用财力、生均拨款水平

、基本办学条件相关指标、办学质量、改革创新、工作努力程度等。 

7.提高资源保障水平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一是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增强

中国影响； 

二是通过广泛参与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话，发出职

业教育的“中国声音”； 

三是积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标准、专业

课程、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 

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 

           赞比亚举办职业教育（7所高职）——教育部鼓励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泰国大城府大城学院 “鲁班工坊”——首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 

8.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再提升）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一是科学规划，要求地方做好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布局调整与优化； 

二是立足当地，办好地方需要的特色优势专业； 

三是对口支援，建立基于提高发展能力的东中西部院校合作机制， 

                         支持联合办学、创建职教集团， 

                         支援困难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提升办学基础能力 

                         和人才培养水平； 

四是推进地市级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21个）。 

9.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行动计划》规划的战略行动 

高等职业院校 

——区域内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 

——应用技术研发主阵地 

——服务“中国制造2025”技术技能人才生长地 

10.增强技术服务能力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政府推动——市场主导——院校主体 

《行动计划》由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自愿提出、自主安排 

 高职创新发展各地在行动：浙江 江苏 湖南 山西 陕西 

 高职创新发展行指委在行动：交通行指委  船舶行指委 

 高职创新发展院校在行动：10-20典型案例 

1.发展动力：由政府主导型向院校自主型转变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稳定规模：校均6000人 

——整合资源： 

——夯实基础： 

——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 

2.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主体多元、对象多样） 

——面向社会构建开放的办学体系， 

——面向行业企业建立开放合作的机制 

——面向多样化生源实行开放性教学 

——面向终身学习需求建立开放性的学分积累、认定与转换机制 

3.办学状态：从相对封闭向全面开放转变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外部评价（监督与问责） 

——内部诊改（三全理念 重点突破） 

——关注教学（课堂教学 实践教学） 

——注重过程（入口 过程 出口） 

——螺旋提升 

4.评价内容：从注重硬件指标向内涵指标为主转变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支持高等职业院校聘用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

才担任专兼职教师， 

——推进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鼓励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提升双师素质，优化专兼职教师结构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双师结构教师队伍建设） 

5.教师队伍：从高学历高职称向双师结构转变 



三、以《行动计划》为指引实现发展跨越 

一头独大——学历教育教学 

三足鼎立——学历教育教学+职工培训+技术研发服务 

五位一体——学历教育+职工培训+技术服务+社区教育+老年教育 

6.社会服务：从由教学培训为主向教学培训与应用研发并重转变 



做企业就是要对得起客户，要恪守住不变的诚信。 

办学校就是要对得起学生，承诺必须要兑现。 

 

企业供给侧改革，就是提升产品的品质。 

学校供给侧改革，就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坚持常识，坚韧，精进，持戒，苦行僧式的修行。 

行动从今天开始，改变从今天开始，跨越从今天开始！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更高起点的发展新阶段，随着《行

动计划》的深入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将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激发发展活

动，提高发展质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