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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一体”办学模式运行体系

政校行企协同 学产服用一体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办学模式的实践

为了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有关精神 ,进
一步创新办学机制体制， 不断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校企
合作,深化产教融合， 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几年来， 东莞职业
技术学院依托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优势， 坚持“服务学生成长，
支撑东莞制造” 的理念， 围绕
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 产教融
合， 形成了“政校行企协同，
学产服用一体” 办学模式。 该
模式调动了学校、 企业、 行业、
政府的积极性， 把教学、 生产、
服务、 应用融为一体， 致力于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
良好职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适
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
能人才。

深化改革谋发展
创新模式谱新篇

“政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一体”

办学模式以构建办学模式—创新机制体

制－搭建育人平台－形成育人途径－深化
专业改革为路径，从顶层设计到专业建

设，逐步分解，分层实践，形成了内部

循环、外部开放的运行体系。该体系围

绕“政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一体”办

学模式，构建了共同领导的科学管理机

制、共享师资的人才互补机制、共建专

业的教学工作机制、“学产服用一体”

的人才培养机制、多边开放的资源共享

机制、文化交融的长效发展机制；搭建

了“产教合作教学基地、产教合作生产

性基地、技术研发与服务中心、人才培

养与就业创业基地”四类育人平台；形

成了“以学为主线，学产服用一体”、

“以产为主线，学产服用一体”、“以服

为主线，学产服用一体”、“以用为主

线，学产服用一体”四种育人途径；政

校行企共同参与专业建设，学产服用贯

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了“专业共

建、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训、

基地共享、人才共育”的育人体系。

学院围绕办学模式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与实践，确定《政校行企协同创新平

台建设》项目为省示范校办学机制体制

创新项目，投入建设经费800万元；围
绕“政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一体”办

学模式的构建，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
其中《高职“政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

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高职教

育政校行企协同创新机制》、 《高职教

育政校行企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探析》

等文章的发表，构筑了“政校行企协

同，学产服用一体”办学模式的理论体

系。与此同时，选择了服装设计、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等专

业进行改革实践，并逐步向全院所有专

业推广，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成效

明显，促进了学院的内涵发展，提高了

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了学院的社会服务

能力。

真抓实干显实效
内涵发展铸品牌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政校行企

协同，学产服用一体”办学模式为指

导，充分依托职教联盟（集团），学院

于2013年按照“对接区域、立德树人、
校企协同、持续发展、构建体系”的原

则，统一制定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2015年，按照“理实结合、做学合一”
的原则，再一次组织修改人才培养方

案，系统化设计了理论课程与实践教学

体系，增强了课堂教学和课程考核的职

业教育特色，同时推进混合所有制和现

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

深化政校行企协同。成立了“学院

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指导委员会”以及

“专业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指导委员会”，

政校行企共同参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

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搭建、教学资源建

设、教学方法改革等。对接东莞产业

（群）成立了1个职业教育集团、4个职
教联盟；依托职教联盟（集团）成立了

4个技术研发与服务中心，1个公共服务
平台。建立了多个产教合作教学基地及

产教合作生产性基地；2013年学院建立
校外实训基地260个，2014年增加到288
个；共开设了定向培养班12个。

促进教学内涵发展。学院坚持“政

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一体”，深化教

学改革，促进内涵发展。建成中央财政

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建

设专业2个；打造了省级重点建设专业5
个，省级特色专业1个，省级实训基地2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5门；立项
了省级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2
项，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项目4项。
建设了院级精品开放课程23门、网络课
程101门、教学成果培育项目27项；出
版了校本教材及教义80多本，培养了教
学名师2人。

专业技能上水平
就业质量有提升

专业技能上水平。“政校行企协

同,学产服用一体”办学模式的推广和
应用，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实

训、实践、竞赛、就业、创新创业平

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技能

水平，培养质量逐年攀升。2010-2012
学年，学生参加技能竞赛，共获得省部

级以上奖项54项；2012-2013学年，共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58项；2013-2014
学年，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108项。

就业质量有提升。根据第三方发布

的《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社会需求与培养

质量跟踪报告》，学院2013届、2014届

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分别为93.9%及
94.6%，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3及
3.1个百分点。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
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013和2014届毕
业生的专业相关度均为62%，分别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18%及11%。毕业生的基
本工作能力及核心知识的满足程度持续

攀升，2014届毕业生的基本工作能力总
体满足度为85%，比全国高职院校平均
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知识总体满足度
为83%，高出全国高职平均水平2个百
分点。学院毕业生的校友推荐度和校友

满意度逐年提升，2013届校友推荐度为
7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2014届校友推荐度为77%，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16个百分点。

服务地方能力强
社会声誉美名扬

服务地方能力强。东莞职业技术

学院先后与东莞理工学校、东莞市轻

工业学校、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等各

镇区职业学校开展了三二分段及五年

制中高职连贯培养，培养高级技能人

才。在东莞市10个镇区设立了职业培
训基地，分别与东莞市政联学校、东

莞市南城名门培训中心、莞城华泰教

育培训中心、东莞市现代教育研究所

等开展合作共建，为各镇区提供技术

培训。学院实施了专业强镇战略，开

展了技术研发与服务，依托“政校行

企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了服装设计技

术研发与服务中心、印刷技术研发与

服务中心、电子信息技术研发与服务

中心、机电一体化技术研发与服务中

心、社会发展咨询与服务中心、政府

绩效评价中心以及机器人公共服务平

台，为政府、行业、企业等开展技术

研发、咨询、服务、教育等工作，年

服务经费到帐额达200多万元。
示范辐射作用大。东莞职业技术学

院作为广东省“第三批省示范性高职院

校”立项建设单位，以省示范校建设为

契机，积极推广学院先进的办学模式，

产生了明显的示范作用。通过设立教学

基地、开展远程教育、互派教师、科研合

作等方式与兄弟院校开展互帮互助，分

别与新疆第三师图木舒克职业技术学

校、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茂名职业

技术学院、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等兄弟院

校共谋发展。促进了兄弟院校在专业建

设、师资建设、信息化建设、科研水平、

人才培养水平等方面有了明显提升。

获得社会评价高。自学院推广“政

校行企协同，学产服用一体”办学模式

以来，已有30多所院校前来学习、考察、
交流。2013年11月21日，教育部门领导
考察学院松庆自动化、拓荒牛等产教合

作生产性基地，大学生超市、顺丰速递

等创业就业基地，对学院的校企一体、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表示高度认同，

认为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做法值

得借鉴。2014年7月8日，“职业院校和
企业学习贯彻落实全国职教会精神座谈

会”在深圳召开，会议由教育部门职成

系统负责人主持，教育部门领导及部分

高校、企业代表出席，学院贺定修院长

及校企合作伙伴代表在会上汇报了学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的经验，获

得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在培养符合地方

发展需求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科技服

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对口支援经济欠

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挥地方高职“领

航员”作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接下

来，学院将全面贯彻全国职教会议精神，

充分依托东莞的产业优势，进一步调动

政府、行业、企业等各方的育人积极性，

整合各方资源，政校行企协同育人，将

教学、生产、服务、应用结合起来，融

为一体，加强专业建设，培养高质量的

服务于企业生产一线的高级技术技能人

才，努力把学院建设成具有东莞特色的

全国一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肖霞 李玮炜 贺定修）

提升办学实力， 创造优质
学习条件

近年来，该院不断加大投入，建

成数控、模具、机电、物流、电子等

实验室和实训场所共52个，拥有生产
实习设备5000多台套，可同时容纳
2000名学生实验、实训。建立了61家
校外实习基地和信息化平台、OA办
公系统、教学资源库，新建了11间省
内领先的模拟仿真实训室，并在每个

教室添置多媒体等教学设备。

学院以实施“三名（名师、名专

业、名学生）工程”为契机，在岗位

竞聘、职称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加

大向教学一线倾斜的力度。近年组织

180余名教师外出培训进修以及到企
业顶岗实践，并且从大型企业聘请艾

爱国、董日中等52位技能大师和能工
巧匠来校任教。目前，该院具有研究

生学历、学位的52人，高、中级职称
教师占全院教师80%，“双师型”教
师占专业课教师比例96%。

狠抓办学特色， 打造人才
培养新模式

学院现有教职员近400人，在籍
学生4300余人，占地面积512亩。该
院紧紧围绕长株潭先进制造业特别是

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开设技师、

高技、中技层次的模具、数控、机

电、汽修、物流、会计等20多个专

业，形成了动态的专业设置机制。

学院注重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突

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教

学、岗位教学等教学方法，大力开展

“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改革；引

入“7S”企业管理理念，加强学生职
业素养培养；大力推进“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以赛促改”，2105年该院
教师斩获全省技能大赛第一名大奖，

全校形成了学技能、赛技能的浓厚氛

围；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和“校

中厂”模式，形成“做中学、做中

教、做中考”等多种教学方式。

该院积极与湘潭市各工业园区和

重点企业合作，先后开展“湘潭市千

名技能人才培训”、“万名企业职工

技能提升培训”、“水库移民培训”、

“小微企业培训服务”以及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等培训，社会服务功能凸显。

以市场为导向， 开创就业新
局面

学院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顶岗实习”，建立了校企联合、行

业指导的校企合作机制，成立了校企合

作委员会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先后

与湘钢集团、吉利汽车、蓝思科技、三

一集团等51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开设“湘钢班”、“中联班”、“三一

班”等多个订单委培班，按照企业生产

要求组织教学，初步形成“校企互动、

产教一体”“基础能力+职业技能+综

合能力阶梯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毕

业生全部就业，专业对口率91.1%，就
业稳定率 98.0%，合作单位满意率
100%，就业单位满意率100%，毕业生
满意率99.75%。

中国工匠，再次引发世人的关注。

在伟人故里湘潭，湘潭技师学院为社

会各行各业培养输送数以万计的高技

能人才，成为伟人故里名副其实的技

师摇篮。“未来，湘潭技师学院将继

续秉持‘厚德强技，知行合一’的理

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模

式，努力为湘潭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多合格的高技能人才，向全国一流的

技师学院迈进。”湘潭技师学院院长邓

德艾说。

（刘颂新）

打造伟人故里“大国工匠” 摇篮
———湘潭技师学院发展纪实

湘潭技师学院创办于2009年3月，是以技
师、高中级技工教育为主，集职业技能培训与
鉴定为一体、 以高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公
立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先后获得“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国
家机电项目人才培训基地”、“全国绿化模范单
位”、“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殊荣。
学院以国家中职示范学校建设为契机，

贯彻“厚德强技、知行合一”的理念，进一步推
进的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要求，深化模具制造技术专业“专业基础+
专业技能+岗位能力分层递进”、数控技术应
用专业“工学交替培养、能力梯次提高”、机电
技术应用专业“职业能力梯次递进”、物流服
务与管理专业“双主体双结合”的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技工教育办学特色。

小班化教育的内涵
城东中学针对学校外来务工子弟多，

教师人际关系复杂的现状，提出“和谐、精

致、活力、共赢”的校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学校小班化教育的抽象化指标与内涵。其

中，“和谐”主要是给每个孩子适性教育，就

好比手套与手指的关系。手指有长短粗细，

手套也应该有对应的长短粗细，这样戴着

才和谐、舒适。衍生到学校层面，就是要大

家学会包容、互相悦纳，师生关系、同事关

系、干群关系均要如此。“精致”原本之意出

于学校面积较小，螺丝壳里做道场。既然无

法改变面积，学校就将校园建设得有文化

又别致，放到课堂教学中，对应的学生量小

了，可以关注到每一个学生。“活力”是指师

生的创造力、创新能力，也就是能动性的

发挥。学校发掘每个学生、每个教师的潜

能，激发学生内在的潜力、学习的主动

性。“共赢”是学校办学的目标，定位于发

展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学校。学校通过

小班化实验，使学生幸福、家长满意、社

会认可、学校成功。

小班化课堂教学范式的构建

城东中学十余年小班化历程，在小

班化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拓展开来，探索

导学案与小班化实验的紧密结合，达到

了师生共赢的目的，让学校真正做到“发

展学生，成长教师，提升学校”，使学校走

出困境、走向成功。2009年，在“长三角第

五届小班化教育研讨会”上，该校提出的

“关注不留盲点、关爱不留断点”的观点，受

到与会同行的好评。2011年5月，时任校长
在香港参加“大中华地区小班化教育研讨

活动”，所做的“运用小班教学策略，发挥小

班化教育优势”报告，得到专家的认可。此

外，学校还经常在区内开展案例分析型教

学研究、小班化课堂教学研究活动，“一课

三反思”、“有效教学十八问”以及“差异备

课、互助教学、个性辅导、分层作业、多元评

价等五步教学模式”等小班化教学成果被

业内认同。2013学年伊始，学校提出“坚持
实验、传承小班，提升实效促质量”的思路，

力促学校再上台阶、走向优质。

他们通过控制班级的学生数量来创设

良好的小班化教学环境，从而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勇于创

新，为把以前教师为主体的“一言堂”课堂

转变为活力课堂，学校提出“四步一测”的

课堂教学模式，即把课堂教学细化为“四

步”和“一测”。“四步”就是预习、交流、展

示、点评；“一测”指的是课堂检测。在”四步

一测”的整个流程中，学校始终落实学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作用以及教师在教学中的主

导作用。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从第一步预习

开始的预学，第二步交流中的对学，第三步

展示中的展学，第四步点评中的助学，以及

检测过程中的验学，他们都应该是有方向

的，有目的的，而不是随意的。教师在这个

过程中，要始终关注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

习方法。教师在第一步预习开始就要设计

好导学案，让每个学生清楚本节课的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法；在交流环节中，教师要在

教室内巡视，促进每个小组形成名副其实

的合作。在巡视过程中，如看到有小组没

有在认真交流或者无法交流时，教师就要

及时指导、帮助他们展开交流；在展示环

节中教师要及时介入，对展示内容、时间

给予适当掌控；点评环节中，教师要在学

生发言评价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调整、

点拨；检测环节是整个过程的终点，教师

要把握重点，发挥对学生学习结果的监控

作用。

杭州市临平城东中学在小班化教育实

践的道路上，不断耕耘，整葺出属于自己的

教育花园，开出鲜艳的花朵，正为他人送上

芬芳。

（闫 瑞 贾艳霞 海 峰）

和谐与精致的共赢
———杭州市临平城东中学小班化教育实践

杭州市临平城东中学创
建于1975年， 处临平副城东
部的东湖街道， 南临临东公
路连接线， 北接320国道，
西靠新丝路直通余杭经济开
发区。 随着余杭经济的发
展， 学校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 城东中学坚持改革、 创
新， 从2003年9月正式推行
小班化教育实验， 逐渐明晰
“关注每一个学生、 幸福每
一个学生” 的办学理念， 成
为全区初中仅有的杭州市小
班化教育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