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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娄底模式”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成果巡礼之二
——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2002年6月
正式挂牌运行以来， 已在高职教育的
道路上摸爬滚打了十余载。 在此期
间， 学院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
升的新生“阵痛”， 完成了由普通高
职评估优秀到省级示范， 再到国家骨
干校的“三级跳”。 近年来， 学院以
创建国家骨干为契机， 确立“
立足娄
底、 辐射区域、 引领高职” 的骨干校
建设定位， 形成了“
政校企行多元联
动、 产学研用多维驱动” 的现代高职
教育“
娄底模式”。

实施内涵发展
不断充实“娄底模式”新内涵

②

现代高职教育娄底模式，是指服
务娄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指向，地
方特色鲜明、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
密合作、工学有机结合、德技全面发
展的“政校企行多元联动、产学研用
多维驱动”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的新型办学模式。

重点建设专业改革成果辐射同类
院校

①

③

“娄底模式” 的探索发展过程

2006年6月，学院人才培养工作
水平评估特色创新项目“构建政府、
企业、学校三方联动的办学新机制”
引起了国家教育部门评估专家的高度
关注，专家组高度肯定了娄底职院建
院四年多来发挥娄底区域优势，通过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院自主，积
极探索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以素
质为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人才培养
模式，“娄底模式”进入了早期初步
探索发展阶段。2008年3月，学院煤
矿开采技术专业主动对接娄底支柱产
业——
—煤炭产业，在娄底市政府部门
全力支持下，主导构建了“政府主
导、行业支持、企业参与、学院承
办”的专业建设模式，时任国家煤矿
安全监察部门领导将该专业“政府主
导的免费订单培养”模式称为“娄底
模式”，“娄底模式”进入了中期重
点探索发展阶段。
2010年11月，国家教育部门、财
政部门批准学院成为第三批国家骨干
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这为“娄底
模式”的确立带来了新的机遇。学院
以煤矿开采技术专业为基础，联合华
南娄职煤矿安全服务有限公司等5家
民营企业，构建公办民助的能源产业
学院模式；以机电一体化专业为龙
头，发挥在农机研发领域的技术和人
才优势，构建农机技术创新的产学研
联盟模式；以新农村建设综合实验基
地中阳村为基础，构建综合服务的院
村合作模式。“娄底模式”进入了全
面深化探索发展阶段。2011年11月在
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娄底职院
作为湖南省高职院校的仅有的代表，
以 《对接地方产业办专业，提升区域
核心竞争力》 为主题介绍了学校的办
学经验；2013年12月在高等职业学校
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经验交流
会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3
年年会上，娄底职院创建公办民助能
源产业学院、服务娄底煤炭产业发展
案例在大会上展出，被选为优秀案
例，2014年被写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质量年度报告。
“娄底模式” 的主要内涵特征
创新 “政校企行多元， 产学研用
多维驱动” 办学体制机制。

由娄底市
政府部门牵头，以学院为主体组建娄
底职业教育集团。职教集团实行理事
会治理，由组成职教集团的职业教育
院校、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华菱涟钢
集团等区域内企业委派代表组成。职
教集团按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参与、
学院主体的方式良性运行。由市政府
部门、教育部门、发改委部门、经信
委部门、农业部门、煤炭部门、财政
部门、畜牧水产部门、科技部门、人
社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国家税务部
门、工商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主要负
责人、学院和华菱涟钢等市属以上规
模企业及已与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的企
业负责人组成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指
导委员会、校企合作教育培训委员
会、校企合作招生就业委员会、校企
合作员工师生发展委员会、校企合作
协同创新委员会，制定并推进实施娄
底市校企合作投入制度、校企合作基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团有限公司等9家校企合作单位，为机电
一体化、应用电子技术等十几个专业提
供了实训实习场所，其中南大北农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
司、西子奥迪斯电梯有限公司还与我院
饲料与动物营养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
业、机电一体化专业和数控技术专业开
展了订单培养；投入80余万元强化师资
培训，组织教师下企业实践93人次，选
派教师参加各种培训学习160多人次，提
高了教师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创新能力，
加强了师德、师能、师风建设；全面推
进职业培训和科技服务，加强西部对口
支援。全面开展了农民创业培训、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学生创业培训、部
分校企合作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库区移
民种植养殖技术培训、财政系统职工继
续教育等职业技术培训，社会服务能力
与示范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
生产技术革新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
设提供了人才培训支撑。
以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为平台，开展
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研究
工作，公开发表骨干校建设研究论文10
余篇，接受兄弟院校考察学习百余人次，
建设成果推广到同类院校30多个专业点，
同时辐射到中职同类专业建设与改革，
重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课程体系
改革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实习条
件建设、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运行机制
建设的改革成果通过各类会议和网站上
传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建设改革成果引起了各家媒体宣传
报道

④
① 以娄底职院为龙头的娄底职业教育集团宣告成立
② 湖南湘圆娄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新型农机下线
③ 娄底职院资煤集团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金管理制度、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制
度、校企合作激励奖励制度等。职教
集团下设校企合作办公室，挂靠学院
校企合作办公室，由3-5名专职人员
组成，负责具体统筹协调、规范指导
校内外校企合作事务工作，制定并实
施校企合作管理办法、建设校企合作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校企合作多方评
价体系等。市属规模以上企业设立校
企合作办学管理机构，由人力资源部
门、科研部门、技术部门共同委派代
表组成，指定一名副总以上高管负责
本企业与娄底职院校企合作事项，制
定并实施实习生管理制度、驻厂专业
教师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等。
在职教集团内充分整合共享校企
人力资源、技术管理等资源，实现互
利共赢，依托学院重点特色品牌专
业，以系部为主体成立现代能源产业
联合学院、现代农机技术产学研合作
联盟、现代新农村建设合作联盟、现
代建筑技术校企合作联盟和现代电子
技术产学研合作联盟等，各联合学院
和合作联盟进一步发挥学院学科专
业、技术创新优势和企业先进生产技
术条件优势，成立由学院专职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行业专家和科研院所
专家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科技创新
团队、名师工作室、教授工作室、大
师工作室、骨干工作室、师生工作室
等，成立联合科学研究和联合技术开
发专门机构。
创新 “应用导向、 工学交替、 螺
旋训练、 能力递进” 的高素质应用型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通过健
全课程建设标准体系，完善课程建
设保障激励制度，系统设计融“教、
学、做”为一体的课程内容，强化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重点深化订单
培养、工学交替等多样化的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第一，突出区域性，
培养安全员与技术员，煤矿开采技
术专业实施“工学三循环、能力三
提升、免费订单”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第二，突出技术性，培养技术
员与技术师，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实施“阶段培养、循环递进、学岗
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第三，
突出职业性，培养兽医员与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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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专业探索“三年三循环，实
践不断线”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第
四，突出实践性，培养施工员与质检
员，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探索“校企深
度融合、工学有机结合”的“621”人
才培养模式；第五，突出应用性，培
养工艺师与设计师，应用电子技术专
业探索“工学交替，校企共育”人才
培养模式。将部分专业课教学直接放
在校外基地进行，在“教中做，做中
学”，学生根据生产环节轮流顶岗实践，
边学习、边生产、边提高，教师根据生
产和实践需要，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标准，重新开发专业课程，编写校本教
材，近年来，培育国家精品课程6门，
省级精品课程11门，院级精品课程54
门，培育国家精品教材6部，省级精品
教材11部，专业规划教材54部，建设
精品专业教学资源库5个。
实施特色发展
不断彰显“娄底模式” 新特色

娄底职院强调高职教育对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以课程与专业建
设为龙头，以示范建设为抓手，将课堂
开到车间，将服务送到田野，着力打造
新时代高职院校的崭新名片，走出了一
条比较适合学院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
专业建设特色

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学院全面深化
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凝练创新，初
步形成了“对接产业办专业、政府主导
建专业、校企合作强专业”的全面服务
娄底产业发展的专业建设之路。成功实
现了专业设置与地方区域战略性支柱产
业的有机对接，人才培养标准、规格与
企业用人标准、规格有机对接，技术研
发与地方产业发展有机对接，职业培训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学院建
有6个国家重点建设专业，1个省级示范
性特色专业，3个省级精品专业，6个省
级重点建设专业，4个省级教学改革试
点专业，2个省级IT改革试点专业，1个
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实训基地，3个省
级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年培训各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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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期间，学校
建设改革成果被不断推广，中国教育报、
⑤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职高专网、湖南教
⑥
育网、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等主流媒
体和刊物对项目建设进展成果进行了宣
④ 学生在三一重工娄底分公司实习
传报道，各种报道100余件。2013年在国
⑤ 党委书记李文莲 （左） 主持学院文化大讲堂活动
家示范（骨干）建设成果展示与经流交流会
⑥ 院长雷立成 （左 1 ） 陪同湖南省教育部门领导 （左 2 ） 考察学院
上，展出的 《“校政企行多元联动 产学
研用多维驱动”创建公办民助能源产业
学院服务娄底煤炭产业发展》 办学体制
机制创新典型案例荣获国家骨干校建设
术人员万余人，并与娄底市经济开发区 累计培训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33900余 优秀成果案例。
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三一、阿 人次，为娄底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
里巴巴等数十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培养协 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议，为学院融入地方产业链提供了崭新
打造校企科技创新联合体，提升协 实施卓越发展
的平台，同时也为学生的生产性实训与 同创新、团队创新能力，进一步解放激 不断打造“娄底模式” 新品牌
顶岗实习提供了广阔舞台与空间。
发教师科技创新活力。2013年成立了电
子技术研究所、软件工程研究所等9
个
校企合作特色
学院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研究所和7个院级科技创新团队。近5年
对接能源产业，煤矿开采技术专业 来共发表学术论文1500多篇 （其中 的办学方针，强化“政校企行多元联动”
走出了一条“对接产业办专业、政府主 CSSCI收录40多篇，CSCD收录50多篇， 的紧密型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深化
导建专业、校矿合作强专业、行业指导 中文核心100多篇，EI、CPCI-S、ISTP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知行
兴专业”的全面服务娄底煤炭产业发展 收录30多篇），出版专著30部，发明专 统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学生
的特色专业建设之路。创建了董事会体 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4项，软件著作 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充分发挥骨
制下的“公办民助能源产业学院”，成 权23项，省级课题100多项，市级课题 干高等职院校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创建
为全国同类专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40多项，获立项资助经费300多万元， 国家骨干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契机，努
创新的“娄底模式”，在2013年国家示 产学合作及横向课题产生的经济效益达 力打造“娄底模式”新品牌。实施卓越
发展举措与成效主要包括：创新产教融
范 （骨干） 高等职业院校改革与发展典 1500多万元。
合专业调整机制，优化调整骨干支撑的
型案例展会上，成功展出并评为优秀典
区域内特色专业群结构；创新校企合作办
型案例。该专业为地方区域煤炭产业发
学体制机制，健全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办
展提供了有力的专业人才支撑和技术积 实施创新发展
累创新，加快推进了学院高素质应用型 不断积累“娄底模式” 新经验 学二级学院体系；创新多元联动办学投入
机制，健全地方政府支持职业教育的政策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施“六
法规体系；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
融合、六提升、六强化”专业建设改
革，持续提升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取
娄底职院骨干高职院校项目按照系 构建创新创业导向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得了优良的人才培养效益、经济效益和 统规划、重点推进、持续发展的思路， 模式；创新开放共享精品课程建设，构建
社会效益。
坚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 集群平台融通的专业群一体化课程体系；
对接农机产业，主动构建了“企业 业、合作发展”的方针，创新办学体制 创新能力递进实践教学体系，健全虚实相
主体、院所参与、协同研发、股份合 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丰富了 长的实验实习实训条件基地体系；创新教
学质量监控保障机制，健全校企双主体育
作”的农机技术创新产学研用联盟模 “娄底模式”的新经验。
人全程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创新高端教师
式。通过股份合作、协同研发、成果转
化、产品开发、技术推广，为地方区域 发展骨干建设带动校内其他专业改革 队伍培养机制，打造高水平德技双馨的双
师型卓越教师队伍；创新科技社会服务体
农业机械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项目建设， 制机制，构建创新创业领引的现代科技社
保障和专业人才支撑，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了专业人才培 特别是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机电一体化 会服务体系；创新现代文化育人体制机
养质量。2012年，学院与湘圆农装合资 技术、煤矿开采技术、畜牧兽医专业建 制，构建立德树人导向的文化育人工程实
组建湖南湘圆娄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设，非中央财政支持的建筑工程技术、 施体系；创新依法治校现代大学制度，推
生产1.0型、0.6型水稻联合收割机，为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建设，带动了专业群 进学院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娄底市农机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 建设和校内其他专业的建设与改革，彰 创新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健全高等职
人才保障。
显了“重点建设专业特色鲜明、特色专 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体系；创新合
对接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构建院 业建设特色呈现、其他专业建设特色初 作交流管理体制机制，推进学院国际高等
村一体的服务模式。按照“政府主导、 显”的专业建设与改革格局。煤矿开采 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发展。
娄底职院将在省教育部门和市政府
农民主体、学院服务、项目驱动、示范 技术专业被进一步立项为省级特色示范
带动”的原则，以畜牧兽医专业为基 专业，畜牧兽医立项为省级实训基地； 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础，探索构建综合服务的院村合作平 实施了71门精品课程、71部精品教材和 支持下，以更加高昂的姿态、更加宽广
台，共同打造职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 5个精品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确立了 的情怀和更加豪迈的气概，开拓创新，
的典范。依托湖南省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50余项科技创新项目和50余项教育教学 勇往直前，立足地方创特色，促进优势
基地、娄底市煤矿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 改革项目；全面推进校企深度合作，加 专业上水平、上层次，续写全国一流的
才培训基地等18个培训基地，学院积极 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开展多种形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华彩绽放的壮美篇章！
（郭广军 雷立成 刘跃华 王宗凡）
把培训班办到企业、办到农村，近3年 式订单培养。2014年新增了深圳创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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