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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下职教发展“硬骨头”

2018 年，广东职业院校在校生
169.3 万人，办学规模居全国前列。
而 2018 年广东技术技能人才占从
业人员的比重为 17%，低于全国
21.3%的平均水平；高技能人才占
技术技能人才的比重为 28.9%，低
于德国的50%、日本的40%。

“职业教育必须通过改革，把扩
大培养规模、提高培养质量放在重
中之重，让‘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
利’。”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
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景李虎指出，高
等职业教育学位不足、中等职业学
校“小、散、弱”、产教合而不深、吸引
力较弱等，仍是当前广东职业教育
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五年，广东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2018年，广东一二三产业比重
调整为 4.0∶41.8∶54.2，先进制造业
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分别达 56.4%和 31.5%。
而广东职教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
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仍
不能完全相互适应。

这些问题引起了广东省委、省政
府及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这时，恰
逢国家职教改革政策春风吹来。党
的十九大报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等指出，以促进就业和适
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广东领风气之先，把问题作为
改革的“指挥棒”，出台《广东省职业
教育条例》，以及一系列放眼长远、
精准点穴的政策措施，按下职业教
育改革“快进键”。

打“组合拳”扩大职教资源

广东清远市省级职业技术教育
示范基地建设现场热火朝天。今年
9 月，该基地 5 所高职院校将迎来
首批学生。到 2021 年，该基地高
职在校生将达5.6万人。

这只是广东着力做好优质职教
资源“加法”的缩影。近年来，广东
加强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做大做
强高等职业教育，优化中等职业教

育结构布局，为职业院
校学生搭建“才学青云梯”。
广东茂名市是全国最大的水果

生产基地，但当地高等农林业人才缺
乏。2018年，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
业学院“应运而生”。近年来，茂名
紧密对接区域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和
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新建、扩建 4
所高职院校。

“我们着力打好扩容‘组合
拳’。”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邢锋
介绍说，为增加优质职教资源，广
东挖潜扩容，新设一批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急需的高职院
校。广东还将组织部分省属高职院
校联合中职学校，实施集团办学，
优化职业教育资源。

大力推进职业院校建设的背
后，是广东建立健全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投入真金白银。广东省教育
厅基建财务处负责人给出一组数
据，2016 至 2018 年，广东职业教育
总投入 1329.99 亿元，其中财政性
经费973.30亿元。

“扩招 100 万，广东要多作贡
献。”景李虎介绍说，广东要出台针
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扶贫助学政策指
引，让更多孩子圆大学梦、成才梦。

广东一手抓增量，一手抓质量，
让学生有学上、上好学。广东采取撤
并、合作、集团办学等多种形式，优化
中等职业教育结构布局，提高育人质
量。到2021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
将从464所整合到350所左右。

为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近年
来，广东还稳步推进中高职三二分
段、专本协同育人、中职本科衔接等
试点工作。据统计，2018 年，广东
30 所高职院校联合 20 所本科高
校，在75个专业点开展协同育人试
点；63 所高职院校与 210 所中职学
校协同，在 819 个专业点开展中高
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

率先创建一流高职院校

2018 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发布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首个世界
一流建设方案。此前，广东率先在
全国启动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遴
选，深职院等 18 所高职院校成功
入选。

近年来，为打造一批当地离
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
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广东引导职
业院校把区域和产业发展等需求
作为办学“罗盘”，建立专业设
置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和 动 态 调 整 机
制，“外引内培”打造“文武双
全”的师资队伍。

“要把质量作为职业教育发展
的根本，着力推进高水平职业院校
建设。”景李虎强调，高水平职业院
校建设“不是一把尺子打量”，而应

分 类 指 导
分类要求。

广 东 积 极
鼓励职业院校争创

国家级高水平高等职业学
校和专业，建设对接省重点产业、龙
头企业的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打
造一批校企深度合作、示范引领的
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还支持各市
打造一批对接地方产业和骨干企
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市级高
水平中职学校。

目前，广东省级以上示范性高
职 院 校 数 占 高 职 院 校 总 数 的
33%，省级以上重点学校数约占中
职学校总数的 51%。省内职业院
校开设的专业基本覆盖全省现代产
业体系的各行各业。

广东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负责
人把“能文能武”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视为打造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关键因
素之一。广东支持公办职业院校探
索通过先面试后笔试等方式招收高
素质教师，推广以周转编制自主聘任
兼职教师办法，支持职业院校设立产
业教师（导师）等流动岗位。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充分享受政
策红利，大量引进包括德国国际设
计奖获得者曹利等行业“大拿”，
该校 85%的专任教师具有企业工
作经历。

据统计，2018 年，广东省高职
院 校 双 师 型 专 任 教 师 比 例 达 到
62.7%；中职学校专业课、实习指导
课“双师型”教师占比60.6%。

攀上产教融合“新高峰”

前不久，“深职院—华为培养信
息通信技术技能人才‘课证共生共
长’模式研制与实践”成果，获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在深
职院党委书记陈秋明看来，高度重
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一流企
业培养人才，是该校的“制胜法宝”。

近年来，广东用体制机制改革
的“登山杖”，推动校企精准对
接、精准育人，攀上产教融合“新
高峰”。

“企业职校的‘蜜月期’正逐渐
到来。”广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
身教育处负责人说，为让校企合作
动起来、热起来、火起来，广东将产
教融合建设纳入职业院校绩效评价
体系，拟在产业、科技等专项规划和
各类重大科研或工程项目立项论证
时，增加校企合作评判标准。

制度有保障，校企合作更火
热。近年来，广东努力完善校企合
作办学机制，探索出企业办学、园区
办学、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办学模
式。目前，广东 57%的高职院校已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205 个行业
协会、4000 多家企业参与 66 个职
教集团，服务广东省职业院校近
90%在校生。校企合作正将职业院
校学生“淬炼”成工匠之材。

在丰田、奔驰等250多个企业
“最佳拍档”助力下，广州市交通
运输职业学校“订单班”人才供不
应求。

校企联合育人的数量、质量“比

翼齐飞”，让广东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了
“香饽饽”。据统计，广东高职院校毕
业生总体就业率、中职学校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连续多年超过 98%、97%。
近 5 年，全省职业院校累计培养出近
400万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科创星火”促产业升级

2018 年，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探索教师分类考核改革，开展科研专
岗试点。该校科研专岗教师熊志金现
有更多时间泡在实验室，研发基于无
线传感器网络的地铁隧道安全监测系
统，为地铁“保驾护航”。

近年来，广东引导职业院校教职
工紧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协同创
新，点亮“科创星火”，助力企业、
产业“极速前进”。

“我们推进评价制度改革，打破
‘大锅饭’，让职校教师多劳多得、优劳
优得。”广东省教育厅人事处负责人介
绍说，广东规定，职业院校开展社会培
训、企业技术服务等所得的合法收入，
经批准可用于绩效分配，其中突破调
控水平部分以备案方式单列核增。广
东还建立了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职称
评审导向，技术转让项目可代替纵向
课题参与职称评审。

近年来，中山职院与专业镇政府
合作兴办 5 个产业学院。其中南区电
梯学院已实施 20 多个省市科技计划
项目和校企科研合作项目，孵化 2 家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发明专利
2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40多项。

“职业院校要坚持‘有为才有位’
原则，主动为行业企业分忧解难，才能
获得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景李虎
说，为推动产业“换挡升级”，广东建设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产学研结合
平台，推动职业院校主动面向行业企
业开展技术研发、新技术推广等服
务。同时，广东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
按照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对接
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联合行业企业共
建技术研发与服务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广东省
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2.78
亿元，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2.13 亿
元，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4.81 亿元。广
东职业教育正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

“助推器”，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人才
红利的“催化器”。

“扩容、提质、强服务”是广东职业
教育提升发展的“全景图”，接下来还
要出台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产业需求、人才需求的“特写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东职业
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粤
港澳职业教育将携手共进。

广东职业教育“升级战”，炉火正
红！

压题图片：
图①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南

区电梯学院参加实训。 何宇鸣 摄
图②广州铁职院教师吴静应广深

铁路邀请，为“复兴号”服务人员开展
技能提升与品牌创建专题培训。

广州铁职院 供图
图③德国 IF 设计奖金奖获得者、

中山职院教师曹利指导学生设计产
品。 何宇鸣 摄

2019 年 2 月，广东
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
强服务”三年行动计
划（2019—2021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通过“扩
容 ”“ 提 质 ”

“强服务”，为
广东实现“四

个走在全国前
列”、当好“两个

重要窗口”提供人
才支撑和智力支持，进一

步服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

一、“扩容”是重点，将有效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能力

2018 年广东 GDP 达 9.73 万亿元，连续
30 年排名全国第一，对技术技能人才特别
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强劲。广
东中等职业学校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比
例与职业教育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较大，远
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迫切需要做大高等职业教育，增加高职教
育学位，扩大高职招生规模。

为此，《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1 年，
“中职学校毕业生升读高职院校的比例达
到 30%以上”“新增高等职业教育学位 12
万个以上”，同时提出，“健全以地市统筹为
主的中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落实
各市统筹区域中职学校的责任，优化中职
学校布局结构，保证向高职院校输送优质
生源。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高职
院校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这将为广东推
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张，弥补高端技术
技能人才短缺的瓶颈，提供更为有力的支
撑。不仅如此，《行动计划》还提出，到
2021 年，“本科高校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
人数比 2018 年翻一番”，也意味着高端技
术技能人才将拓展到本科层次。

二、“提质”是核心，能为全面现代化提
供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印发了《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大湾区

“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基地”“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
产业重要策源地”“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
的目标任务，这给广东职业教育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上面。

2018年，广东省高职院校共有426个专
业，覆盖 19 个专业大类，从专业结构来看，
财经商贸大类比重最大，占19.56%，而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
接的专业占比偏小，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不匹配问题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短板。

《行动计划》提出，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
对接省重点产业、龙头企业，建设省级高水
平高职院校，分类打造产教深度融合、社会
认可度高的专业群。

人才培养质量永远是职业教育的生命
线，“扩容”不忘“提质”，是《行动计划》推进
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所坚持的原则，这保
证了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
构要素得以全方位融合，也保证了培养的
技术技能人才符合各行各业的发展要求。

三、“强服务”是目标，始终服务广东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服务产业、服务行业企业、服务社会需
求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行动计划》提
出，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行动计划，
推进职业教育“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实施职业院校服务发展行动计划，推动职
业院校主动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新技术推广等服务；实施职业院
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支持职业
院校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加强和推进对口
支援和精准扶贫工作；实施职业教育对外
交流合作计划，主动跟随优质产业或重点
企业“走出去”。

这些举措强调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在
人才培养、社会培训、技术服务和对外交流
方面的功能，彰显职业教育服务的宗旨，也
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人
的全面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

以“扩容”为重点，以“提质”为核心，以
“强服务”为目标，通过实施为期三年的行
动计划，广东职业教育将迎来崭新的发展
面貌，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可复制、可
操作的鲜活经验。

（作者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扩容提质强服务推动职教发展
李海东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
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
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
100万人。

敢闯爱创的广东，先行一步。今年2
月，广东印发的 《广东省职业教育“扩
容 、 提 质 、 强 服 务 ”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新增
12万个以上高职学位，中职毕业生升学率
达到30%以上，本科高校招收高职院校毕
业生人数比2018年翻一番。

近年来，广东职业教育坚持问题
导向，坚持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
人，打通产学研“壁垒”，助力广
东产业“换挡提速”，为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添柴加火”。

纵
深

专业设置围着产业转，能工巧匠授学生“真武艺”，校企融合同创共赢

广东：打赢职教“升级战”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
务”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以下
简称《计划》）是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国家加快发展新时代
职业教育战略部署的关键举措，是未来三
年提升发展广东职业教育的时间表、路线
图和任务书。

《计划》特点有三：一是鲜明的问题导
向，直指广东省职业教育发展还不平衡不
充分、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不足、职业教育整
体水平不高等问题。二是强烈的教育情
怀，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才培
养质量之上。三是自觉的政治担当，意在
增强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
广东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作为一名高职校长，我倍感振奋，既为
学校办学与《计划》思路高度契合，也为学
校二次创业、内涵式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前
进路标和行动指南。

学 校 创 办 于 2006 年 ， 紧 扣 中 山 市
“一镇一品”产业结构特点，形成了“一
镇一品一专业”专业布局模式。自 2011
年起，学校依托优势专业 （群），与“世
界灯都”古镇镇、“中国红木产业之都”
大涌镇、“中国休闲服装名镇”沙溪镇等
专业镇政府合作创办 5 个产业学院，增扩
学位 1000 多个。“十三五”期间，学校计
划实现招生人数翻一番。

招生考试方面，积极尝试中高职贯通
培养和高本协同育人“头啖汤”，搭建中
高本衔接立交桥，畅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通道。目前，学校共有现代学徒制、3+
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等 6 个分类考试招生项
目。

《计划》提出，实施高水平职业院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实施职业院校教师能力提
升计划。专业和师资，是人才培养的“一体
两翼”，也是学校苦练“内功”的关键所在。
学校以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品牌专业和

一流专业为龙头，辐射和带动各专业群建
设发展，半数专业为省级以上重点建设专
业。学校拥有全国技术能手，国家、省、
市工艺美术大师和省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
师等一大批技能过硬、有行业影响力的

“工匠之师”。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

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
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
的战略之举。学校始终坚守“服务发展”的
方向和使命，不断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产
业学院的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有效破
除了教学和生产对接难、兼职教师聘请难、
学生顶岗实习难等办学“天花板”，在“政校
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等方
面探索了新经验。同时，把大学办到镇区、
办入园区，也有效激发了城镇发展活力，助
推传统产业精彩蝶变。

其中古镇灯饰学院牵头开发灯具设计
师 （国家级） 等 3 个职业标准，成立全国
首个 （灯饰）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实
施“工作室+工场+市场”三结合循环递
进模式培养人才，师生设计作品屡获大
奖、直通企业，成为产业走向微笑曲线高
端的重要推力。

科研工作面向企业“开菜单”，深度对
接产业、企业需求。打造了以校本部为核
心、5 个产业学院协同推进的科技创新平
台体系，搭建了 10 余个科研平台，把科技

“金点子”转化为产业、企业发展“利器”。
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江武志团队面向镇区小
家电、灯饰等企业搭建全市首个物联网平
台，形成了车载智慧系统等多个物联网技
术核心能力。2017 年，学校入榜“全国高
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

下一步，学校将以《计划》为指引，以省
一流高职院校建设为契机，把握机遇、乘势
而上，用“扩容、提质、强服务”再升级，争做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作者系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争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吴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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