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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世界职业技术
教育发展大会

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主 题

来自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约700名代表注册参会嘉 宾

包含开幕式、主论坛、14个平行论坛、闭幕式内 容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
8月19日—20日 天津

能量政政

本报北京8月 17日讯 （记者 高毅哲 见习记
者 程旭）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8月
19日—20日在天津举办，这是由我国举办的职业教
育领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会议，来自全球123个
国家和地区约700名代表注册参会。教育部今天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总体情况。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
举办此次大会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一
方面要借助大会平台，广泛学习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
育发展有益经验，更好地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把握我
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势；另一方面通过这个窗口，向
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为世界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职
业教育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陈子季介绍，大会以“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
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为主题，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包含开幕式、主论坛、14
个平行论坛、闭幕式。

大会同期将举办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
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线上博览会，并发布筹建世界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形成“会、盟、赛、
展”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崭新平台和范式。

“会”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8月19日
下午将举行大会开幕式和主论坛，来自18个国家的
教育部长或驻华大使、部分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知
名企业和职业院校代表将发表演讲。8月20日全天，
举办14场平行论坛，250多名专家学者将围绕“数
字赋能、转型升级”“绿色技能、持续发展”“命运与
共、合作共赢”“普职协调、终身学习”等议题发表
演讲。之后将举行闭幕式，发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
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发布《天津倡议》并总结大会成
果。

“盟”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大会期
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联合部分国内外高校、
职业院校、研究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等，以“自
愿、平等、互利、共赢”原则，发起筹建世界职业技
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拓展职业教育领域国际交流
的渠道和模式。

“赛”即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赛分竞赛和
展演两类，其中机电一体化项目等竞赛类赛项 15
个，能工巧匠等展演类赛项8个。大赛设天津主赛区
和江西赛区。8月19日上午大赛将举行开幕式，8月
20日上午大赛将举行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展”即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展会以
“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
为主题，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牵头组织，以线上
为主、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重点展示职业教育应对数字化变革、产教科融
合发展的成效，以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就等。8月19日，将线上线下同时
举办博览会开展仪式。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荆洪阳表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
工作已全部就绪，基本实现“四个到位”，即服务保障到位、场馆保障到位、防
疫保障到位、安全保障到位。

“天津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强化成果应用，强化产教融合，强化创新驱
动，强化扩大开放，持续致力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世界提供中国职业教
育方案。”荆洪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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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西藏迎来一年中最宜人的
季节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送走一批
在这驻守过、奉献过、绽放过的人们。
他们是参与第四批“组团式”援藏的校
长、教师。

拉萨，北京援藏指挥部门前，洁白
的哈达连绵如雪，送行的人群排成长
队，不住的泪水饱含着对援藏工作队
的感情。

2015年，教育部、中组部等四部
门联合启动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
作。7年来，2076名教师接力进藏，有
力助推了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有效
促进了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

增强认同心连心
山南，平均海拔3500米，年平均

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三分之二。高
原之上，传来了大众熟知的黄梅戏曲
调。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
元……”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学生
们穿着戏服，唱起黄梅戏有模有样。
这是安徽援藏团队在该校组建的黄梅
戏社团正在进行排练。

“组团式”援藏团队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爱国主义
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
深入开展“四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
关系史教育，打造“爱党爱国红色基
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粤藏连
心、智慧教育”“红色德育体系工
程”等德育品牌。

“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

高。”在广东援藏团队的主导下，林芝
市第二小学与波密县松宗镇中心小学
开展“高原学生5G+AR党史互动体
验课”活动，利用5G技术擦亮红色教
育；在上海援藏团队的引领下，日喀则
市上海实验学校的师生们走进青稞
地，亲手播下一颗颗种子，收获金灿灿
的果实，在劳动中感受快乐；河北援藏
团队在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教授书
法，牵头成立文学社……

“来西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
做一棵青松，顶天立地；到了高原，
我只想做一棵小草，能让裸露的大地
多一片阴凉，让牦牛多一口营养，这
就很伟大了。”河北援藏团队成员、
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教师韩忠存感
慨地说。 （下转第二版）

7年间，2076名教师“组团”参与援藏工作——

雪域高原的教育接力赛
本报记者 杨文轶

大会同期将举办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线上博览会，并发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形成

“会、盟、赛、展”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崭新平台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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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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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欣） 自 2025
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
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

“非脱产”，主办高校可根据专业特点
和学生需求等，灵活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形式教学。近日，《教育部关于
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以“全面
规范、提高质量”为主线，对普通高
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改革作出全面
部署，推动形成办学结构合理、质量
标准完善、办学行为规范、监管措施

有效、保障机制健全的新格局。
《实施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牢固树立全民终身学习理念，坚
持规范与发展并重、治标与治本结
合，加强内涵建设。按照“系统谋
划、分类指导，育人为本、提高质
量，夯实基础、强化能力，数字赋
能、精准治理”的原则，形成与新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
展格局。

《实施意见》要求，主办高校应

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定位、办学
条件，遵循聚焦特色、控制规模、保
证质量的原则，举办相应的学历继续
教育，强化学历继续教育的公益属
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普通高校举
办的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考
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
最低修业年限，统一毕业证书。

《实施意见》针对教育教学环节
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强调要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规范教学组织实
施，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严格落实办学基本要求，加
强教材建设管理，规范校外教学点管
理，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

《实施意见》 强调，要深入实施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升数字
化公共服务水平，广泛汇聚优质数字
教育资源，促进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
享。主办高校要充分运用技术手段，
创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管理方
式，提高办学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全面加强教育教学在线常态监
测。

不再使用“函授”“业余”名称，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教育部：推进普通高校学历继续教育规范提质

强化公益属性，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线下面授教学 （含实践教学环
节）原则上不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
总学时的20%……

近日，《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
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
施意见》印发，对普通高校举办的学
历继续教育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推动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规范发展

在不同历史时期，普通高校通过
举办函授、业余、脱产、网络等形式
的学历继续教育，将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辐射全社会，为成人学习者提供了
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为推动高等教
育大众化、普及化，构建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服务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民素质提升作出了重要贡
献。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
1725 所普通高校举办学历继续教
育，其中部属高校53所 （仍有在籍
生的）、高职院校753所。2021年招
生 501 万人，在籍生 1209.3 万人，
按人头算，基本占到整个高等教育总
规模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学
历继续教育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
存在办学定位不够明确、制度标准不
够完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人才培
养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不能很好适
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

“所以，《实施意见》中出现频率
较多的词汇就是‘规范’。”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基于现实存在的问题，《实施意

见》对普通高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
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推动形成办学结
构合理、质量标准完善、办学行为规
范、监管措施有效、保障机制健全的
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随着高等教育进
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
育需求愈发迫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
加强改革，推动由规模扩张向规范发
展、高质量发展转变。”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说。

科学确立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

在此次 《实施意见》发布之前，

教育部已就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广告
发布、专业设置、教材建设、校外教
学点设置等发布通知，可以看出国家
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要求越来越严
格、管理越来越规范。

此次《实施意见》从明确办学定
位、优化办学形式、推进分类发展、
严格办学基本要求和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等方面，对普通高校举办什么样的
学历继续教育、如何办好学历继续教
育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办学定位上，要求普通高校
遵循“聚焦特色、控制规模、保证质
量”等原则，举办与学校定位、特色
相适应的学历继续教育。要将学历继
续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强化公益
属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在办学形式上，明确自2025年
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用

“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非
脱产”。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学历继
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考入学，统一
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最低修业年
限，统一毕业证书。

在分类发展上，支持部属高校结
合高水平学科专业举办“少而优、小
而精”的学历继续教育，支持地方高
校重点举办“服务地方、办学规范、
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学历继续教
育，高等职业学校重点面向一线从业
人员，举办服务“知识更新、技术提
升”的学历继续教育。

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含金量”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意见》 强
调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要求主办高
校加强对线上教学和线下面授的全过
程管理，确保严格落实课程教学、
实验实训、考勤、作业、考核、毕
业论文 （设计）、毕业答辩及审核等
环节要求，并规定线下面授教学（含
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不少于人才
培养方案规定总学时的 20%。对于
师资队伍也作出明确要求，主讲教师
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200，
辅导教师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
1∶100，管理人员数与在籍学生数
比例不低于1∶200。

“保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质
量，需要从教学过程、教学标准、教
学内容等方面进行规范。”储朝晖说。

如何保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质
量，提升“含金量”，使之能够可持
续发展，是接下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机构努力的方向。

（下转第二版）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将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欧媚 见习记者 程旭

8月 17日，在清华大学迎新点，学生举着院系牌迎接新生入学。当日，清华大学 3700余
名 2022级本科新生入学报到，开启大学生活。据介绍，2022年清华大学录取本科新生包括
内地学生3400余人、港澳台学生80余人、国际学生约200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新生报到

国家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要求越来越严格、管理越来越规范。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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