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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具有很多

自己的特点。一是起步晚、底子薄，一般只

有十几年的办学历史，自我积淀不多。二是

师资队伍呈现“哑铃型”，主要由青年教师

和退休教师组成，队伍结构不优，总体力量

不强；三是招生录取大多排在公办本科院

校之后，录取分数不高，学苗的文化基础不

强。四是不花国家财政经费，承担了大众化

教育的很大一部分。就学生毕业时的水平

和入学时的基础来比较，培养增量明显。把

一批批原本难以进入大学校门的孩子们培

养成专业人才，民办高校为提高民族素质做

出了贡献。五是民办高校大多都能做到精细

管理、精打细算，投入产出比一般都比较高。六

是办学体制机制体现优势，包括多种形式的法

人治理结构，灵活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快捷高

效的经费投入机制, 定位清晰的学校发展机制。
七是普遍比较注重办学特色，注重错位发展，

具有生机和活力。民办高校的发展，对优化我

国高等教育结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办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以长春光华学院为例

国家三部委近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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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办本科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
前全国普通本科院校1202所， 其中民办本科高校420所 （含独立
学院283所）， 占全国本科院校的三分之一以上。 民办高校已经由
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部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多年的校市、校企合作，学校“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双师型教师人数

占相关专业教师的比例由几年前的不到30%
逐年增长到目前的53%，有效地改善了师资
队伍整体结构。例如，学校聘请了广西柳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章二平（广西“八桂

学者”、特聘教授、教授级高工）、副总工程师

初长祥（教授级高工）在内的一批企业高级技

术人才作为学校的兼职教授，机械专业教师

队伍中“双师型”教师比例已达到57.5%，其
教学团队成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机械工程

学院成为广西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获集体

二等功。教师队伍中涌现出1位全国模范教
师、1位八桂名师、3位广西高校教学名师。学
校自治区创新团队———“车辆零部件先进设

计与制造创新研究团队”为东风柳汽、上汽通

用五菱、桂林客车、上海思致汽车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解决科技攻关难题。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就业与

职业发展情况良好。通过对教学、实习内容和

模式进行改革，加强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学校工程应用型学科的毕业生

就业率始终在92%以上。以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专业为例，经跟踪调查，用人单

位对该专业毕业生政治思想素质、理论基础

和专业知识、综合评价等3个方面内容的评价
“优”指标的百分比之和均超过80%，且10项
内容“优”、“良”指标的百分比之和均超过了

90%。中软国际、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上
汽通用五菱汽车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团等

企业这样评价：“该校应用型本科学生专业基

础好，工程应用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学校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2015届4名毕
业生组成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将读书期间积

累的学术成果进行产学研转化，申报发明专

利2项，在光触媒、室内空气净化领域拥有多
项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组建的环保科技型

企业自主研发系列纳米材料可视光高水分散

性纳米二氧化钛粉体材料、可视光响应型二

氧化钛溶胶、高稳定性透明纳米氧化锌醇溶

液等核心产品畅销国内市场，预计2016年产
值达1900万元。

学校着重打造专业学科竞赛平台，参加

各类学科竞赛活动效果显著。从2002年开始，
学校每两年举办一届大学生科技节。科技节

共设39个大赛项目，78个小赛项目和活动，参
与学生超过5.3万多人次。学校开展大学生科
研立项研究工作。截至目前，有151个项目获
大学生科研立项。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全国

和自治区级109项学科专业竞赛活动，共有
2406名学生在省部级以上的各类竞赛取得优
异成绩。

例如，学校汽车与交通学院组织师生参

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Honda中国
节能竞技大赛、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

能赛车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等比赛屡获佳绩。2015
年大学生车队取得了CUKA中国大学生卡丁
车校际联赛南区赛的冠军，第十届全国大学

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二

等奖，首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全

国季军等优异成绩。

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取得丰富的

经验。2009年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
1项，2012年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
项、二等奖1项。学校机械工程、土木、自动化等专
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11年机械、土木、
汽车、计算机等7个专业获广西高校特色专业及
课程一体化项目立项。2012～2013年，机械、汽车
专业获教育部门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和教育部门专业职教师资培养标准、培养方

案、核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开发项目。

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实践经验引起社

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2010年学校应用型本科
教学得到了广西教育部门、财政部门组织专家

的高度评价，认为“学校应用型本科专业办学理

念先进，办学定位准确，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

量高，效果显著”。2011年、2013年国家教育部门
高校设置委员会专家组进校考察，认为学校“校

市相融、校企合作”的办学特色鲜明，“校市相

融，校企合作”正是地方高校办学之路，工程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正是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发展方向。 (何月华 卜玉辉)

校市相融 校企合作
———广西科技大学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纪实

近年来， 广西科技大学秉承“校市相融， 校企合作”
的办学特色， 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
路， 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 强化以工程实践、 工程设计与工程创新能力
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推出了一系列为应用
型人才量身定制的培养方案和措施， 在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5年，广西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 ———广西工

学院迁柳办学。2012年4月，广西工学院与柳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筹建广西科技大学。2013年4月，
广西科技大学正式成立。2014年底学校第一次党代
会确立了“建设国内先进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的发展目标。30年来，学校接薪续脉，通过加强顶
层设计，完善制度，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对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1994年4月，学校与柳州市政府部门和柳州钢铁
集团公司、柳州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41家大中型
企事业单位成立了“董事会”。学校与董事单位签订

学科联合共建协议，与企业联合开展学科专业建设和

科学研究，构建起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成果产业化为一体的产学研平台。2009年，学校
与柳州市政府部门成立“共同推进大学建设工作委员

会”，共同谋划将广西工学院和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合并组建广西科技大学的重大事宜，为学校建设和

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机构和制度保障。

充分依托“校董会”、“共建委”两大机构，学

校与柳州市、当地企业在科研平台联合共建和科技联

合攻关、“双师型”教师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就业实训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合作。学校与柳

州市合作建立了“桂中产业与城市协同发展研究中心”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柳州市中小

企业公共技术促进中心”等30多个科研教育基地，与柳
工、东风柳汽、上汽通用五菱等企业联合建设了“重型

车辆零部件先进设计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广西汽车零部件研发与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等18个校
外专业实验平台以及人才培养基地，与多家知名企业

共建344个校外专业教学实习实训基地。

学校把“行业的骨干，创新的纽带”作为

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利用丰富优质

的办学资源，以工程类学科建设为引领，围绕

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目标，实施“3+1”人
才培养模式和“5R”能力训练模式，把学校的
智力优势、学术优势、多学科综合优势、课程

开发优势、人才培养优势与企业的技术优势、

资金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实践场地优势、就

业渠道优势相结合，打造了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产业链。

2006年开始，学校实施校企联合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改革试点，通过校企合作，让行业

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

准培养工程应用人才。学校设置机械工程及自

动化（数控技术及应用）、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交通运输（汽车电子技术与检测诊断

方向）等3个应用本科专业、4个专业方向。
围绕应用本科建设，学校推出一系列教

育教学改革措施。一是引入CDIO国际工程教
育理念，制定“教”、“学”、“用”相统一的“3+
1”的人才培养模式（3年理论学习+累计1年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构建基础实践教学层、

专业实践教学层和综合实践教学层3个层次
的实践教学体系；二是推行“5R”实训机制，
构建“真实的企业环境”、“真实的实训项目”、

“真实的项目经理”、“真实的工作压力”和“真

实的工作机会”，让学生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

体验真实的企业氛围；三是推行“双导师”制，

由校企双方共同指导学生实训与毕业设计，

构建新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突出“能力为

重”的评价标准；四是打造“双师型”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通过派出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聘

请行业专家和技术能手作为兼职教师参与专

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学活动、教学

评价等工作，校企联合申报科研立项等方式，

促进专业教师从单一教学型人才向教学、科

研、实践的综合型人才转化；五是以学科专业

为平台，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活动，加强

与政企合作，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成立

“大学生科创中心”和“创客联盟”，邀请创业

团队、创业导师走进校园，把创新创业教育和

实践贯穿于整个教学育人过程。

不仅如此，学校依托本校“全国重点建设职

教师资培训基地”和“职业技能鉴定所”成立职业

教育学院，负责职师本科学生的培养、中职学校

在职教师的学历提高和继续教育培训等工作。

2014年，学校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展高端
应用型本科人才联合培养试点工作，采取“两方

联动、方案整体设计、资源共同配置、分段实施、

合作育人”的方式开设“职业教育师资班”，培养

职教“双师型”人才，学生实行“多证制”。2014年，
学校与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联合开展软件工

程专业本科生培养，与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合

作举办机械工程本科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和国际

合作办学实现新发展。

顶层设计 创新办学机制

多措并举 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形成特色 取得累累硕果

长春光华学院原为2000年成立的长春
大学光华学院，2013年转设为独立设置的
民办普通本科院校，目前设有12个教学院
部，39个本科专业，分属工、管、经、文、理、
艺六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1.15万人。

办学特点与转型基础
学校确立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面

对这个目标和学苗状况，提出并实施了“适

合的教育”，一是“做中学”比“坐着学”更适

合；二是任务驱动比知识灌输更适合；三是

个性引导比共性要求更适合。按照这些原

则设计了与应用型目标相适应的人才培养

模式。

学校坚定地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培养道路，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开展了深

度的校企合作。在不同的专业实施了“3+
1”、“2.5+1.5”等多种校企合作教育模式，
在企业结合实际课题和工程环境组织教

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计算机专业、物联

网专业的全体毕业班学生通过与中软公司

实施的“2.5+1.5”深度合作，学生专业能力
和培养质量明显提高，今年这两个专业毕

业生的就业率和对口率都已达到全部，并

且全部实现了高工薪。商学院各专业实施

企业全过程模拟综合实训和岗位化阶梯式

综合实训，综合效果毕业时相当于有1年的
工作经验。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实行项目带

动的教学模式，作业变作品、作品变商品，

赛课结合、以赛促学，取得了明显效果。

大力度推进了课堂教学改革。小班课

实行任务驱动式教学，组建学习小组，给每

个小组布置任务，学生带着任务课外研讨、

查阅资料、自主准备，课上自主展示，每个

小组都要上台汇报，有效培养了学生的自

主学习、问题整理、团队学习和表达能力，

调动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

实施了能力工程，围绕专业核心能力、

计算机与网络应用能力、应用写作能力、外

语应用能力、表达交流能力和合作共事能

力，制定并实施了《六项基本能力培养方

案》。
转型的任务与路径
（1）学科专业转型：面向行业与区域需

求构建和调整专业设置及专业方向。一是

调整和改造传统专业，设置应用型专业方

向，使所培养的人才适应行业企业岗位群

要求。二是加强专业群建设，按行业需求组

建跨学科专业群。

（2）培养方案转型：面向行业需要和岗
位群需求设置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体系。一

是按此需求以及应用型培养目标的定位，

重构课程体系。二是强化能力培养，明确专

业核心能力，构建“能力矩阵”。三是明确合

作教育的培养内容。四是强化实验、实习、

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增加行业实践。五是

加强课外创新实践学分要求，把第二课堂

的有关专业实践活动纳入培养方案。

（3）培养道路转型：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每个专业群都实行合作教育，根据专业

特点开展实质性校企、校地合作。每个专业

群都组建有校外行业或用人单位专家参加

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外人员占50%。

（4）教学模式转型：强化教学改革。一
是积极推行基于实际应用的案例教学、项

目教学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二是强化课

堂教学改革，教师用心设计问题情境，组织

讨论课，使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通过布置

问题式作业，引导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开展

课后讨论，实现任务驱动式学习；教学过程

以问题为主线，以综合为导向，以分析、质

疑、多路径求解、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等方法

指导学生开展主动性学习。

（5）教师队伍转型：建设“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通过多种渠道使“双师双能型”

教师达到50%以上。一是到企业或行业集
中锻炼半年以上，或分散锻炼一年以上；二

是青年教师到校后先到实验室集中实践半

年，熟悉本专业的实验内容和设备使用；三

是利用校内外实习基地指导实践教学；四

是指导学生课外学科竞赛，积累和提高自

己的实践经验；五是深入工程实际中承担

科研课题，积累工程经验，提高工程能力；

六是考取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有关专业资

格证书；七是引进行业企业具有教师素质

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

（6）实践教学条件转型：加强实验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按照真实生产、服务的技术

和流程来建构知识体系、技术技能体系和

实验实习实训环境。建设校内工程实践中

心，用好合作单位的实训条件，建立校企一

体、产学研一体的实验实训中心。
转型进展情况
2014年9月，学校启动了向应用型转型

发展工程。成立了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完成

了顶层设计，强化了目标责任，保证了人力、

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加强了方案实施过程中

的监控，确保各项目标的实现。

组织了转型发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完成

了学校与各学院转型方案制定，于2014年底
编辑了《长春光华学院向应用型转型文献汇

编》。完成了行业、企业调研，增加了一批合

作企业，成立了“长春光华学院政校企联

盟”，大力加强了校企、校地等多种形式的

密切合作，每个专业群都建立了教学指导

委员会，其中校外同行专家占50%左右。
制定并实施了《双师型教师培养、认定与

管理办法》，首批认定了120名双师双能型
教师。

开始了新的培养方案的制定，突出了能

力导向，按行业企业专业群需求确定专业核

心能力，按专业核心能力进行课程体系重

构，构建以能力模块划分的单元化课程体系

与能力矩阵，实现培养方案的重大变革。

目前学校的“六项转型任务”同步推进，

以学期为单位部署和检查落实，计划用三年

的时间分阶段完成转型工作。我们清醒地认

识到：转型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最好抓

手，是对内强化教学改革、对外加强合作教

育的大好机会，是提高学生就业竞争能力、

教师实际工作能力和学校服务社会能力的

有效渠道。我们要按照国家三部委《指导意

见》要求和本校制定的转型方案，实实在在

地做下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长春光华学院校长 张德江）

民办高校一出生就都明确定

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所以在培

养目标上没有转型的问题。但是

由于没有自己的办学经验，办学

者又大多是老大学按照学术型模

式培养出来的，所以多年来模仿

老本科的办学道路，往往采用的

是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其培

养过程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明显

不够，培养效果对培养目标的达

成度明显不够。所以在培养过程

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转型。国家提

出一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民办本科高校理应首当其中。

民办高校至少在以下六个方

面需要转型。一是专业及专业方

向设置的转型，转变还是按照学

科体系及传统专业目录来设置专

业，专业方向及教学内容和行业

发展、企业需求相脱节的状况；二

是培养方案的转型，转变培养方

案中还是过多地追求学科知识的系

统性、规范性，课程体系还是按照学

科体系设置的多年不变的课程等状

况；三是培养道路的转型，转变还是

封闭式办学，以教室、书本和教师为

中心的“三中心”教学模式，以及与行

业脱节、与企业隔离的封闭式知识传

授等状况；四是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的转型，转变还是传统教学的灌输

式、应试型，单向知识传授，学生处于

死记硬背、为考而学的被动状态等状

况；五是教师队伍建设的转型，转变

教师队伍建设还是单纯追求高学历、

高学位而轻视实践经历和能力，具有

实践经历和能力的双师双能型人才

过少的状况；六是实践教学条件和组

织方式的转型，转变还是单纯面向验

证式、分散式实验的传统实验室装备

与实验组织方式，设计型、综合性实

验过少，真正的实训动手做得过少的

状况。

民办高校的特点

长春光华学院的转型之路

民办高校为什么要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