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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中国制造 2025 

返回栏目导读 

1/13 

【题    名】  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

人才职业素养培养的思考 

【作    者】  邓恩;曾玲; 

【单    位】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劳动保障世界 

【关键词】  高职教育;;工匠精神;;现代学徒

制;;思考 

【摘    要】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中国制

造 2025”战略、倡导崇尚职业技能、推崇新

时代工匠精神,这必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提出新的要求。在高职院校试点现代学徒制

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教学改革、有机地将工匠

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人才职业素养培养中,

以便更好地促进高职院校人才职业素养培

育效果的提升,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

以此为源头,在分析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的

内涵、现代学徒制与工匠精神的关系基础上,

提出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人才职业

素养培养的若干策略。 

【年】  2017 

【期】  27 

 

2/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高

职院校创业教育机制研究 

【作    者】  郭爱国;郭丹丹; 

【单    位】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河北农机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创业教育;;高

职院校 

【摘    要】  在"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

高等职业院校大力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创业

型人才是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

也是中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目

前国内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已开展创业教

育,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基    金】  2016年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

作研究会专项课题指导课题 ,课题编

号:16FYHLX103 

【年】  2017 

【期】  09 

 

3/13 

【题    名】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作    者】  吴筱;张搏; 

【单    位】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 

【文献来源】  大众文艺 

【关键词】  工匠精神;;高职院校;;职业教育 

【摘    要】  职业教育的发展,需强化培育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职业活动所必需的

技能、知识和态度。作为为社会培养高技能

人才的高职院校,是培养能工巧匠的摇篮和

主要阵地,必然在培育工匠精神上承担重任。

本文阐述了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的时代内

涵和意义,通过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模式,从课程思政、校园文化建设、实训教学

和校企合作等几方面,探究培育及塑造高职

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途径,为中国制

造 2025国家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年】  2017 

【期】  16 

 

4/13 

【题    名】  高职教育培养工匠精神的途

径探索 

【作    者】  李彦泓;李仲阳; 

【单    位】  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职业 

【关键词】  途径探索;世界制造业;工业大

国;中国制造;历史节点;工业强国;未来社会;

师资培养;儒家思想;现代高职教育; 

【摘    要】  <正>随着 IT 技术广泛运用

于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全球工业布局处于

重大优化和调整的历史节点,大部分制造业

发达的国家如欧洲、美国、日本、德国等均

加强了在 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研究。世界制造

业标杆德国提出了“工业 4.0”计划,希望自

己国家的领先地位能够在未来社会得到保

持与巩固。紧接着,中国政府也在战略上推出

“中国制造 2025”计划,期望在十年之内实

现从工业大国转型到工业强国。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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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24 

 

5/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下高职机

械制造类专业英语的教学改革思考 

【作    者】  罗娜; 

【单    位】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高职机械

制造类专业;;英语教学改革 

【摘    要】  在分析"中国制造 2025"概念

的基础上分析高职机械制造类专业英语现

状,将"中国制造 2025"与高职机械制造类专

业英语的教学改革结合,提出几点具体的教

学改革措施,希望能够为指导我国高职机械

制造类专业英语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基    金】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2014年度英语教学研究专项课题项目成

果(项目编号:XJK014YYBO22) 

【年】  2017 

【期】  34 

 

6/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高

职机电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作    者】  李权;龙育才; 

【单    位】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机电专业;;人

才培养 

【摘    要】  《中国制造 2025》的实现离

不开人才的支撑,通过培养创新人才实施创

新战略是高职教育的首要任务,目前高职教

育的人才培养普遍存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

产教融合不够深入、工程教育实践环节薄弱

等问题。本文以高职机电专业为例,探索研究

符合制造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年】  2017 

【期】  33 

 

7/13 

【题    名】  浅谈中国制造 2025 下黄炎

培思想对职业教育的启示——以天津中德

应用技术大学为例 

【作    者】  姜亚萍;李福新; 

【单    位】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关键词】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国制

造 2025;;应用技术 

【摘    要】  本文在中国制造 2025 的大

背景下,通过剖析黄炎培思想,浅谈它对当前

职业教育的重要启示:一是要以人为本,树立

正确的职业教育价值观;二是要与时俱进,对

接当前产业需求,培养产业所需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三是要学做合一,实现校企深度融合;

四是要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体系,

探索中职、高职、本科层次、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职业教育立交桥。 

【年】  2017 

【期】  26 

 

8/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高

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作    者】  郑志凌; 

【单    位】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高职教育;;“工

匠精神”;;培育途径 

【摘    要】  “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政

府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的行动

纲领,纲领要求在2025年时,中国能够迈进制

造强国的行列。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核心工

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能工巧匠。高职院校

作为培养能工巧匠的中坚力量,需要重视培

育学生的“工匠精神”,建立“工匠精神”培

育的制度体系,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培

育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具体途径。 

【年】  2017 

【期】  32 

 

9/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高

职精密机械创新人才的培养 

【作    者】  袁国伟; 

【单    位】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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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精密机械教学;;产教融

合;;综合职业能力;;创新教育;;“中国制造

2025” 

【摘    要】  "中国制造 2025"对高职精密

机械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分析

精密机械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从

创新教育环境、创新教育体系、创新激励机

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策略。 

【基    金】  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三

五”规划高教研究一般课题 (项目编

号:GHYB160240) 

【年】  2017 

【期】  20 

 

10/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视域下高

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基于认知学

徒制的基本思想 

【作    者】  张振;王琪; 

【单    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现代教育管理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高职教学

模式;;认知学徒制 

【摘    要】  "中国制造 2025"对技术技能

人才的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发展能力提出

了"应然"规定,而现存高职教学模式在技术

技能人才能力培养方面的"实然"样态难以

满足上述"应然"规定。认知学徒制的基本思

想及其适切性为"中国制造 2025"战略背景

下高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理论

基础。遵循该思想,高职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的路径选择主要围绕教学理念与目标、教学

内容与组织、教学考核与评价等展开。 

【基    金】  201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中职、高职及应用型本科衔接制度问题与

治理优化研究”(17NDJC019Z) 

【年】  2017 

【期】  07 

 

11/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 背景下高职

院校复合型人才能力培养研究 

【作    者】  许艳丽;李资成; 

【单    位】  天津大学;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复合型人才;;

高职院校;;能力培养 

【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

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本文对

《中国制造 2025》文件内容分析后认为,复

合型人才必须拥有创新能力、绿色能力、应

用转换能力。在对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调

研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复合型人才能力培

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创新创业教育、绿色课

程开发和深化校企合作方面提出协同培养

复合型人才的路径。 

【基    金】  2016年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

“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有效供给路径研

究”(项目编号:TJJX16-002) 

【年】  2017 

【期】  20 

 

12/13 

【题    名】  “中国制造 2025”与高职制

造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基于《制造

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的启示 

【作    者】  邓小华; 

【单    位】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楚雄师

范学院教育学院;云南师范大学;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中国制造 2025;;高职院校;;《制

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人才培养体系 

【摘    要】  "中国制造 2025"为高职院校

制造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提供了机遇,也带

来了挑战。作为"中国制造 2025"的配套规划

之一,《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不仅为高

职院校制造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的具体行

动提供了坐标系,也描绘了路线图。在《制造

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的整体框架下,高职院

校制造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可从四个方面

展开,即通过对接需求的专业布局推进高职

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改革,通过确立人文引

领的核心素养实现高职制造业人才培养目

标调整,通过完善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推动

高职制造业人才培养过程创新,以及通过制

度自觉的生态治理促进高职制造业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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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环境优化。 

【基    金】  云南省高等学校卓越青年教

师特殊培养项目(201439),主持人:邓小华 

【年】  2017 

【期】  19 

 

13/13 

【题    名】  论“四位一体”培育高职学

生工匠精神的体系构建 

【作    者】  赵秀丽;李文学; 

【单    位】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艺术评鉴 

【关键词】  高职;;工匠精神;;培育体系;;构

建 

【摘    要】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敬业态度

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是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的一种专业能力和价值取向。在"中国制

造 2025"战略背景下,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工

匠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高职院校学生

匠精神的培育,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及学生

个人"四位一体"联动推进,协同育人。 

【基    金】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2015

年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农垦之光五彩

‘班’斓——农垦精神在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育人工程中的创新应用”阶段性成

果;; 

2016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课

题“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工匠精神传承

与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GZ16Y020) 

【年】  2017 

【期】  12 

 

职业教育集团化职业教育集团化职业教育集团化职业教育集团化 

返回栏目导读 

1/15 

【题    名】  依托供销系统,构建职业教育

集团化的校企合作模式 

【作    者】  张志刚; 

【单    位】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商论 

【关键词】  供销系统;;金昌汽车学院;;校企

合作模式 

【摘    要】  依托供销系统的院校优势和

产业优势,以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汽车技

术系为试点,建立与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的金昌汽 

 

车学院。在合作中,借助市场竞争和调节的手

段,使校企合作内化为校企双方的内在需求,

从内外双向推动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实现

校企合作模式的体 

 

制创新、课程创新和教学创新,形成具备可持

续发展的校企长效合作新模式。 

【年】  2017 

【期】  25 

 

2/15 

【题    名】  依托供销系统,构建职业教育

集团化的校企合作模式 

【作    者】  张志刚; 

【单    位】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商论 

【关键词】  供销系统;;金昌汽车学院;;校企

合作模式 

【摘    要】  依托供销系统的院校优势和

产业优势,以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汽车技

术系为试点,建立与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的金昌汽 

 

车学院。在合作中,借助市场竞争和调节的手

段,使校企合作内化为校企双方的内在需求,

从内外双向推动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实现

校企合作模式的体 

 

制创新、课程创新和教学创新,形成具备可持

续发展的校企长效合作新模式。 

【年】  2017 

【期】  25 

 

3/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

策略研究 

【作    者】  范婵娟; 

【单    位】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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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摘    要】  基于对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

办学的发展现状分析,借鉴国外职业教育集

团化办学的成功经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要实现优质、快速 

 

的发展,必须要加强政府宏观指导与政策引

导作用,发挥学校主体、企业参与、行业组织

支持作用,完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运行

机制,从而实现,政 

 

、校、行、企紧密互动,资源优势互补,促进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可持续发展。 

【年】  2017 

【期】  08 

 

4/15 

【题    名】  关于“多元参与、校企协同、

社会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及其保

障体制 

【作    者】  沈蕴梅;郑广成; 

【单    位】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软件

与服务外包学院; 

【文献来源】  计算机时代 

【关键词】  教育集团化;;校企合作;;政策法

规;;社会开放 

【摘    要】  开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激发职业教育办学

活力,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的重大举措。本

文从政府支持 

 

力度,办学机制和教资等方面分析了职业教

育集团的现状。并由此在政府层面、集团层

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目的在于

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 

 

集团的发展,真正建成一个"多元开放、校企

合作、社会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集团。 

【基    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15YJC880143);;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三级联动”科研基

金项目(2017SJLD06) 

【年】  2017 

【期】  08 

 

5/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视角下校企

深度合作模式的构建与优化 

【作    者】  李艳秋;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教育现代化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模

式;;构建与优化 

【摘    要】  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校

企深度合作的内涵为研究基础,分析了职业

教育校企深度合作存在的现实问题,针对基

于职业教育集团化 

 

背景下的校企深度合作,对其模式的构建与

优化展开了分析。旨在解决基于职业教育集

团化的校企深度合作中的困境,为其功能的

充分发挥探索有效的 

 

路径。 

【年】  2017 

【期】  32 

 

6/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校企

深度合作研究 

【作    者】  李想; 

【单    位】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集体经济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化;;校企合作 

【摘    要】  当前极为流行的校企合作模

式是一种良好的合作办学模式,其不但是国

际教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成功经验,更是我

国职业教育进一步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教育

体系建设依然沿用传统模式,继而使得职业

学校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出现活力不足的现

象,在该种办学背景 

 

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和用人单位的基本需求。基于

上述分析,现在对职业教育集团办学的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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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合作机制进行深 

 

入研究。 

【基    金】  “2016年辽宁省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专项课题项目”

(项目编号:LZYZXYB1620)的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2 

 

7/15 

【题    名】  内部治理结构创新:职教集

团化办学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作    者】  翁伟斌; 

【单    位】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献来源】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治理结构;;

可持续发展 

【摘    要】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我国

职教"十三五"时期的重要改革措施,我国职

业教育集团的历史较短,其内部治理还存在

诸多问题,影响到职 

 

教集团办学的可持续发展,也未能充分彰显

职教集团的集群效应,背离了创建职教集团

的初衷。本研究主要从职教集团的组织机构

体系、组织制度建设 

 

、内部协同平台和文化内核等四方面探讨职

教集团内部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对职教集团

走向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展望。 

【年】  2017 

【期】  04 

 

8/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趋势下校企

合作新思路探索 

【作    者】  常振中;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科技展望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新思

路研究 

【摘    要】  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就

是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人才,注重学生实践技

能的培养。现在很多高职院校为了发展成了

职业教育集团,目 

 

标是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为企业培养需要

的高级人才。校企合作一直是高职院校探索

的问题,通过校企合作一般能达到三方盈利

的效果,学校可以得 

 

到企业的资助建设相应的实验室,企业可以

得到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学生通过校企合作

学到知识,尤其实践技能的培养。本论文从不

同层面阐述职业教 

 

育集团化趋势下的校企合作新思路探索,希

望能为研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专家与学

者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年】  2017 

【期】  23 

 

9/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组成成员法律

关系分析 

【作    者】  洪峻; 

【单    位】  辽宁省沈阳市辽宁特殊教育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考试周刊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化;;法律关系 

【摘    要】  探讨职业教育集团组成成员

的法律关系,在保证组成成员基本权利的基

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优势,这对于职

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当组成成员之间

面临纠纷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定纷止争,避免"

遇见利益一起上,遇见纠纷相互推"的现象产

生。本文从职业教 

 

育集团组成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与资本关

系两个维度出发,分析职业教育集团组成成

员的法律关系。 

【基    金】  课题名称:辽宁省特殊职业

教 育 集 团 化 办 学 可 行 性 研 究

(NO.JG16EB155)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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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57 

 

10/15 

【题    名】  “中国制造”背景下实现深

度产教融合的集团教育机制研究 

【作    者】  黄杰;聂蓉;曹卫权; 

【单    位】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经济导刊 

【关键词】  深度产教融合;;职业教育集团;;

机制 

【摘    要】  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

实现《中国制造 2025》制造强国战略,实现

产业和教育深度融合培养高技能人才培养

的重要途径,本文对 

 

集团教育目前运行现状进行了介绍,对"中国

制造"背景下实现深度产教融合的集团教育

机制建设几点经验进行分享。 

【基    金】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7年度立项课题《“中国制造”背景

下实现深度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集团资源

统筹机制研究》 

 

(XJK17CZY067) 

【年】  2017 

【期】  19 

 

11/15 

【题    名】  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  创新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作    者】  刘瑞军;姜桂红;葛振萍; 

【单    位】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大学教育 

【关键词】  集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摘    要】  基于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教育

集团化的办学优势,从集团特色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集团特色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实践、 

 

集团特色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保障机

制及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集团创新"2611"

特色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总结,

该模式可为高职院校探 

 

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 

【基    金】  沈阳市社会科学 2016 年度

资助项目(SYSK2016-21-05) 

【年】  2017 

【期】  07 

 

12/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校企

深度合作研究 

【作    者】  张慧慧; 

【单    位】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文献来源】  辽宁高职学报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校企合

作 

【摘    要】  校企深度合作是职业教育集

团化办学的关键环节,是培养职业技能应用

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结合国内外职教集团校

企深度合作方面的 

 

理论与实例研究现状,分析目前我国职业教

育集团校企深度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对校企合作的机制进行深化和拓展,

提出校企深度合作在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背景下的运行模式与

动力保障。 

【年】  2017 

【期】  06 

 

13/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机制与

信息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作    者】  庄长君; 

【单    位】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电子政务中心; 

【文献来源】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机制;;信息

化建设 

【摘    要】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与社会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政府,职业院校,企业、

行业组织等职教集团相关成员应各尽其职,

发挥各自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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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有的职教集团办学模式都存在问题,应

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机制和信息化建设

等方面予以改进,促进职业教育集团的快速、

健康发展。 

【基    金】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度立项课题“区域职业教育集

团化办学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负责人:林爱琴, 

 

编号:JG16EB123;;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集团化

办学专项课题 2016 年度立项课题“职业教

育集团信息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

成果,负责人:宋涛,编 

 

号:LZYZXZC1613 

【年】  2017 

【期】  03 

 

14/15 

【题    名】  行业高职院校基于职教集团

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作    者】  欧阳恩剑; 

【单    位】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文化论坛 

【关键词】  行业高职院校;;职教集团;;协同

育人;;模式 

【摘    要】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政

策导向经历了试点探索、大力推广和深入推

进等三个阶段,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

的动因;组建职 

 

教集团,行业高职院校与地方高职院校相比,

在行业背景、特色专业、学生就业和科研服

务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行业高职院校脱离

原行业后,通过组建 

 

职教集团,构建组织协同、资本协同、资产协

同和产品协同的协同育人模式,实现校企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 

【基    金】  2014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

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第二类项目“行业高

职院校基于职教集团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1036);;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法治

视角下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研究”

(15G11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一般项目“广东省职业教育地方立法研究”

(GD15DJY05)的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03 

 

15/15 

【题    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经验的

借鉴与探析——对青岛西海岸职教集团的

调研与思考 

【作    者】  刘晓萍;王喆; 

【单    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室; 

【文献来源】  中国物价 

【关键词】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事业单

位;;体制机制 

【摘    要】  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是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现

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尽管我

国职业教育取 

 

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教学的制度、内容、方式

以及质量监督等方面都难以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特别是职业教育缺

乏特色和相应的规模 

 

门槛,直接影响到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

升。本文通过对青岛西海岸职教集团典型案

例的剖析,总结梳理了促进职业教育在集团

化办学、股份制建院 

 

、创新订单培养模式、拓展校企合作模式等

方面的经验做法,面临的发展瓶颈和体制机

制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职业教育

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 

 

思路,以及深化职教事业单位改革、推动职教

集团化发展,统筹整合区域内教育培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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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职业培训路径,强化政府服务与监管责

任、引导职教健 

 

康发展,借鉴职教改革成功经验、适时推进高

中和大学教育多样化发展等具体对策建议。 

【年】  2017 

【期】  06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校企合作 

返回栏目导读 

1/17 

【题    名】  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校

企合作现状调查——来自全国 1400 余家合

作企业的调查 

【作    者】  郑永进;吕林海; 

【单    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大

学教育研究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关键词】  校企合作;;企业的声音;;国家示

范(骨干)院校 

【摘    要】  通过对全国 200所国家示范

(骨干)高职院校推荐的 1400 余家紧密型合

作企业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发现,国家示范(骨

干)高校院校校企合作成效明显,其中骨干院

校的校企合作成效更优;合作企业总体高度

认可校企合作共同育人,在国家示范(骨干)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参与率整体较

高,对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办学的整体

认可度较高。合作企业建议,当前的校企合作

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突破,高职院校要更加

务实做好校企深度合作,高职院校教师的应

用能力有待加强。研究提出,校企合作并非学

校和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游戏",而应是社

会多元主体之间共同合作共谋的"中间地带

";良性的校企合作期待全社会多元主体的共

同参与和社会校企合作文化的培育和营造。 

【基    金】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青年基金项目“‘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

项目’实施成效研究”(15YJC880144)研究

成果 

【年】  2017 

【期】  09 

 

2/17 

【题    名】  企业主体型高职教育校企合

作模式研究 

【作    者】  孙健;臧志军; 

【单    位】  江苏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企业主体;;高职教育;;校企合

作;;模式 

【摘    要】  企业成为高职教育重要办学

主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构建企业主体型高

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表现形式上看,企业主体型是指企业成为

利益主体、法律主体和社会责任主体,从发展

阶段上看,企业主体型又可以分为合作主体

和举办主体。借鉴国外经验,可以从社会责任

意识、激励机制、行业协会、法律体系和办

学体制等方面入手,构建企业主体型高职教

育校企合作模式,从而推进我国高职教育校

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基    金】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5 年度重点课题“江苏大型企业集

团参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

(项目批准号:B-a/2015/03/005);; 

2015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企业参

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项

目批准号:15JYB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24 

 

3/17 

【题    名】  基于技术链分析的高职校企

协同模式研究 

【作    者】  王钧铭;徐胤莉; 

【单    位】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高职教育;;校企协同;;合作模

式;;公共服务平台 

【摘    要】  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是困扰

高职院校实现校企协同育人的难题。本文从

校、企在技术链层面的内在关联入手,分析了

学校和技术链上、下游企业对校企合作的不

同需求,提出一种"与上游企业合作共建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为下游企业提供技术和人才"

的校企协同模式(UPD 模式),并阐述了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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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构建要点和效果。UPD模式通过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的市场化运营,扩大了上游企业

的技术输出,增强了对下游企业的技术服务,

使学校和上下游两类企业之间建立了差异

化的利益纽带,并借助平台的集聚效应使更

多的企业资源参与到人才培养中,较好地实

现了校企协同的有效性和长效性。 

【基    金】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重

点课题“以共建平台为载体的校企协同育人

机制创新:基于南信院的多案例研究”(项目

编号:2013JSJG088) 

【年】  2017 

【期】  24 

 

4/17 

【题    名】  高职院校铸造产学研一体化

实训基地建设实践 

【作    者】  陈庚;方琴;傅骏;王泽忠;彭显

平;刘峰; 

【单    位】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材料

工程系; 

【文献来源】  铸造技术 

【关键词】  铸造产学研;;实训基地;;实践 

【摘    要】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我校铸造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适应发展需求,联合本

地重装龙头企业,在四川省经济信息委员会

和四川教育厅的财政支持下,创办了"工学结

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对铸造实

训基地进行了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经过几年

发展,已初见成效,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    金】  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质

量工程”子项目“材料成型教学生产型实训

基地”(川教函[2011]580 号);四川省教育厅

“高职协同创新型热加工专业群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川教函[2014]156号) 

【年】  2017 

【期】  08 

 

5/17 

【题    名】  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的社会支

持与职业技能发展关系研究 

【作    者】  谢道兵;蔡建飞; 

【单    位】  安徽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应

用外语系; 

【文献来源】  教育学术月刊 

【关键词】  顶岗实习生;;社会支持;;职业技

能发展;;调查研究 

【摘    要】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他人、

群体与组织获得的扶持和帮助,包括物质、经

验、情感、心理等层面。高职学生顶岗实习

的社会支持包括机会支持、经验支持、社会

保障、情感与心理支持等内容,社会支持对于

顶岗实习生职业技能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

效应。通过对选取样本高职外语专业学生的

调查发现,实习单位和岗位结构不合理、专业

不对口与企业实习指导难以到位、学生薪资

无保障、社会心理辅导欠缺等社会支持缺乏,

是高职学生顶岗实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

大企业参与力度、加强校企合作、落实企业

职业指导、提升薪资水平和引入情感与社会

心理支持机制,将促进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发

展。 

【基    金】  安徽省质量工程特色专业项

目(编号:2014tszy043) 

【年】  2017 

【期】  08 

 

6/17 

【题    名】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文化

融合探讨 

【作    者】  孙健;臧志军; 

【单    位】  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文化融

合;;路径 

【摘    要】  校企文化差异已经成为制约

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的关键因素,迫切需

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融合。因此,

文化融合成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深层

次问题,有必要审视高职院校文化与企业文

化的关系,分析校企合作中文化融合的价值,

探求校企合作中文化融合的问题,设计出校

企合作中文化融合的路径,最终推进高职院

校校企深度合作。 

【基    金】  2015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一

般项目“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动力

机制研究”(15JYB010);;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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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基于行业协会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模式研究”(15YJC880067);;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

重点课题“江苏大型企业集团参与职业院校

校 企 合 作 的 动 力 机 制 研 究 ”

(B-a/2015/03/005),主持人:孙健 

【年】  2017 

【期】  23 

 

7/17 

【题    名】  国家能源战略背景下高职电

力专业体系与产业链对接的研究与探索 

【作    者】  谭永平;唐春生;张海燕;康冰

心; 

【单    位】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高职院校;;专业体系建设;;对接

产业链;;能源战略 

【摘    要】  根据国家实施能源战略带来

的对行业产业技术和人才的新要求,提出并

实施了专业对接产业的三项策略,即建立校

企合作共建专业的"四个机制"、设计专业体

系建设的"十度"标准并采用"五融合"专业体

系建设模式、建立一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专

业核心课和实施"五步循环"等教学模式,系

统推进专业体系建设各层面的工作,有效提

升了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 

【基    金】  201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工程立项重点项目“基于内涵建设的电

力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

号:2013JGZ195)和“基于真实岗位的高职校

内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项目编

号:2013JGA378);; 

2016 年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果培

育项目“校企合作推进专业特色化发展“六

融合”建设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研究

成果之一 

【年】  2017 

【期】  22 

 

8/17 

【题    名】  公私伙伴关系:高等职业教

育市场化推动下校企合作机制创新模式 

【作    者】  曹梦婷;方华明; 

【单    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公私伙伴关系;;高等职业教育;;

市场化;;校企合作;;机制创新 

【摘    要】  高职教育市场化内涵与高等

教育市场化基本一致,但其行动表现却具有

特殊性,即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为核心。

当前校企合作机制仍面临中央集权式管理

倾向、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积极性低两大困境。

这些内外部动因催化了校企合作办学机制

创新进程,而公私伙伴关系成为探索革新校

企合作机制的积极尝试。观念转变,坚持有效

性、效率、公平和受益人、可持续发展原则,

形成"识别定位、协调管理、评估反馈、变

革转型"的跨界机制成为引入公私伙伴关系

推动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的三大策略。 

【年】  2017 

【期】  22 

 

9/17 

【题    名】  企业参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

的成本补偿机制研究 

【作    者】  徐凤;李进; 

【单    位】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关键词】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成本补偿 

【摘    要】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市场主

体,企业深度参与办学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

的普遍经验,是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的保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投入,分为

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对合作院校的投入,对企

业自身建设的投入。为了建立企业深度参与

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须从政府政策扶持、行

业服务指导、院校技术反哺和人才就业回馈

等多维度建立企业参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

成本补偿机制。 

【基    金】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

项课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校企合作协

同育人机制研究”(编号:2015JSJG385),主持

人:李进,徐凤;;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重点项目“高

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治理结构和实现

途径研究”(编号:2017ZDIXM137),主持人:

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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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7 

【期】  21 

 

10/17 

【题    名】  高职校企合作订单培养项目

向现代学徒制转型的障碍与对策 

【作    者】  傅俊;刘繁荣; 

【单    位】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现代学徒

制;;对策 

【摘    要】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高职教育

教学改革的政策方向,我国高职院校的校企

合作订单培养项目需要向现代学徒制逐步

转型。校企合作订单培养项目与现代学徒制

在招生方式、企业资质、资源保障、教学组

织、教学内容和考核评价方式等诸多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在转型过程面临着制度、动因、

教学资源等多重障碍。为克服这些障碍,我国

亟须修订和完善促进现代学徒制发展的法

律法规,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的保障机制,并

通过校企深度融合和资源整合,构建完备的

现代学徒制教学资源体系。 

【基    金】  2015年江西省高校教学改革

课题“高职连锁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改

革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JXJG-15-55-1);; 

2015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教改课题“高

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之行动研究”(项目编号:GX1515) 

【年】  2017 

【期】  21 

 

11/17 

【题    名】  医用电子仪器生产性教学工

厂式项目教学模式探究 

【作    者】  李晓欧;商怀超;蒋淑敏;莫国

民;乐建威; 

【单    位】  上海健康医学院医疗器械学

院; 

【文献来源】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  教学工厂;;项目教学;;学做一

体;;医用电子仪器 

【摘    要】  为了达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

要求,模拟企业环境和工作过程设计了"医用

电子仪器生产性教学工厂",结合项目化课程

进行了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研究。从"教学

工厂"式项目教学的理论依据、具体实施、

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依托校企合作

平台,结合典型电生理测量仪器的装调生产

过程,组织项目化教学,以此来探索学生知识

体系自主建构的教学途径。 

【基    金】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ZR1440100) 

【年】  2017 

【期】  07 

 

12/17 

【题    名】  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学

生职业素质教育探索 

【作    者】  张莉; 

【单    位】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

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关键词】  工学结合;;职业素质教育;;探索 

【摘    要】  "工学结合"是当前高职院校

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现实需要,在学生职业素质教育中具有

优势作用,使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在

目标、主体、客体、方法与环境等方面发生

了变化。文章从"工学结合"的视角,通过发挥

学校与企业共同主体的主导性与协同性,调

动学生向"职业人"转变的主动性,开拓多样

性的教育方法,提升教育环境的感染力等方

面探讨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的路径。 

【基    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政

治工作专项课题“工学结合视域下高职院校

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研究”(编号:14JDSZ3036),

主持人:张莉;;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点课题“高职院校

学生职业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编

号:YK12-05-06),主持人:张莉 

【年】  2017 

【期】  20 

 

13/17 

【题    名】  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高职职业

指导课程改革 

【作    者】  余毅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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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关键词】  校企合作;;高职职业指导;;课程

改革;;订单班 

【摘    要】  在办学有特色、就业率高的

高职院校里,面对没有就业压力的学生,要提

升职业指导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必

须在充分调研企业和学生的基础上,开展教

学改革,根据学生实际和企业需要,通过靶向

模块教学,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按照职场要

求与行业(企业)标准,培养和提升自身的职

业素质、就业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

高职职业指导课程改革还必须重视和解决

好校企合作机制、师资队伍、教材体系、指

导体系的建设问题。 

【基    金】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3 年度课题“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

职业指导研究”的研究成果。 (课题编

号:2013B336,课题负责人:余毅晖) 

【年】  2017 

【期】  13 

 

14/17 

【题    名】  关于高职工学结合教学有效

性评价的研究与探索 

【作    者】  李继中; 

【单    位】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关键词】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有效

性;;评价;;信度 

【摘    要】  工学结合教学有效性的影响

因子较多,因而教学效果千差万别。目前,没

有评价工学结合教学有效性的标准,各院校

无法准确评定其工学结合教学的有效性等

级,难以定量评估人才培养质量。作者通过多

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基于数控技术专业工

学结合教学有效性的定量评价,为工学结合

教学有效性的定量评价提供一种参考方法,

供院校评价各专业的工学结合教学有效性

参考。工学结合教学有效性的评价体系是一

项系统性指标,主要包括校企合作有效性评

价和人才培养过程有效性评价两部分。校企

合作有效性评价是结果性评价,呈现为校外

评价,培养过程有效性评价是过程性评价,体

现为校内评价,因此,工学结合教学有效性评

价是校内与校外评价的结合,也是过程评价

与结果评价的结合,反映了高职教育的总体

性评价。 

【基    金】  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会“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工学结合的课

程 模 式 与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 ( 编

号:GZYZD2011005),主持人:李继中;;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重点教研项目“基

于产教融合的工学结合教学效果评价研究”

(编号:701422J05019),主持人:李继中;; 

2015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职实践

教 学 有 效 性 研 究 与 实 践 ” ( 编

号:GDJG2015267),主持人:李继中 

【年】  2017 

【期】  18 

 

15/17 

【题    名】  高职院校校外实践教学质量

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作    者】  韩杰; 

【单    位】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畜牧兽医 

【关键词】  高职;;校外;;实践教学;;质量;;

多元评价;;构建;;研究 

【摘    要】  科学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是提

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举

措之一。笔者在剖析校外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从科学设置多元化的评

价主体、多元发展性评价手段的合理应用、

评价内容的多元化等方面对高职院校校外

实践教学质量多元评价体系进行了阐述和

研究。 

【基    金】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

工作委员会 2012—2013 年度职业教育质量

保障与评估专项研究课题项目 

【年】  2017 

【期】  12 

 

16/17 

【题    名】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状况调查 

【作    者】  蓝洁; 

【单    位】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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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区域性;;民族性;;实践自觉 

【摘    要】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改革发

展既要适应和服务民族地区发展方式的转

变,又要遵循职业教育的一般规律。在全国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背景下,对广西、新疆、西藏 3个民族自

治地区的 15 所中高职院校进行随机抽样问

卷调查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努力跟进国

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步伐,工学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氛围良好。但是由于地域、

对象、发展基础等客观差异,存在理念与实践

的偏差、师生理解的差异、区域性与民族性

特色缺乏等现象。有必要对模式构建与实践

自觉、制度供给与学生需求、差距赶超与特

色生成等问题进行研讨。 

【基    金】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

接 产 业 发 展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 ”

(15XJCZH002),主持人:蓝洁;;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现代学徒制

的少数民族手工艺传承研究”(16BMZ047),

主持人:唐锡海 

【年】  2017 

【期】  18 

 

17/17 

【题    名】  高职校企合作全面升级的困

境与对策 

【作    者】  徐胤莉; 

【单    位】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

教育研究所;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关键词】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协同机制 

【摘    要】  "深化产教融合"是我国制造

强国战略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高职

院校必须全面升级校企合作,推进校企协同

育人。文章分析了校企合作全面升级的现实

困境,提出了校企合作全面升级的对策:打造

协同平台,构建校企合作的生态系统;完善协

同机制,实现合作平台的良性运转;找准协同

要素,提升校企合作的效能。 

【基    金】  2013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

研究重点课题“以共建平台为载体的校企协

同育人机制创新:基于南信院的多案例研究”

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3JSJG088) 

【年】  2017 

【期】  12 

 

“双师型双师型双师型双师型”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返回栏目导读 

1/23 

【题    名】  高等职业教育视域下“双师

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作    者】  李平; 

【单    位】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关键词】  高职教育;;“双师型”教师;;

“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发展策略 

【摘    要】  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是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培养生产、建

设、服务、管理一线高技能人才为目标,要求

"双师型"教师应兼具职业教育理论教学素

质和实践教学素质,能胜任高职教育的培养

任务。文章探析了高职教育"双师型"教师专

业发展的能力素质要素,提出了"双师型"教

师持续发展的发展策略建议。 

【基    金】  湖南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 2015 年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实施发展

性 教 学 督 导 评 价 体 系 的 研 究 ” ( 编

号:XJK015CZY038) 

【年】  2017 

【期】  17 

 

2/23 

【题    名】  基于高职高专院校师资队伍

建设的思考 

【作    者】  李天刚; 

【单    位】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关键词】  高职教育;;学以致用;;实践教

学;;双师型教师 

【摘    要】  当前,在我国的市场经济需求

的影响下,高职院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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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又一批的应用型职业人才,适应了当

前社会人才结构的供求形式。这与高等职业

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高职院校的师资

队伍建设也逐渐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本文阐述了高职高专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当前学生们怎样

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也就是说师资队

伍建设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高职教育发

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构建一支高素质的

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师资队伍显

得尤为关键。 

【基    金】  2015年度吉林省教育厅职业

与成业教育处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院校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创新研究”(编

号:2015ZCY200)成果 

【年】  2017 

【期】  17 

 

3/23 

【题    名】  高职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锻

炼制度的研究——以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汽车专业教师为例 

【作    者】  罗海英; 

【单    位】  南京林业大学;广西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关键词】  双师型;;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

师;;企业实践锻炼 

【摘    要】  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指示精

神中的第六点"双师型"教师队伍能力提升

计划提出,要提升专业教师素质能力,专业教

师到企事业单位定期实践制度,专业教师每

三年企业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 3个月。这是

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最有效的途径,本文分析

了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的目

的和意义,并以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

工程系为例提出了建立相应的实践锻炼制

度的改进政策。 

【年】  2017 

【期】  24 

 

4/23 

【题    名】  医药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企业顶岗实践反思 

【作    者】  辛艳梅; 

【单    位】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经济导刊 

【关键词】  医药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

企业顶岗;;反思 

【摘    要】  "双师型"教师指同时具备教

师资格和职业资格,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教

师。"双师型"教师是教育教学能力和工作经

验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对提高职业教育教学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人应学院要求进行了

骨干教师企业顶岗实践,对当前医药高职教

育有了一些反思,希望能为日后的教育教学

改革提供参考。 

【年】  2017 

【期】  24 

 

5/23 

【题    名】  校企合作培养酒店管理专业

双师型教师,提升实习设计能力 

【作    者】  盖陆祎;李倩; 

【单    位】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关键词】  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培养;

设计能力;双师型教师;职业发展能力;高职

课程;职业岗位要求;酒店服务;酒店行业;教

学效果; 

【摘    要】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以挂职

锻炼、与企业的行业专家深入交流与合作等

方式,提升教师的综合职业素养,提升实习设

计能力。可以在专业建设上保证培养出的人

才能够满足职业岗位要求,并具有职业发展

能力;在课程建设上,可以保证高职课程"工

学结合"目标的可操作性,提高教学效果。 

【基    金】  校企合作培养酒店管理专业

“双师型”教师,提升实习设计能力的研究,

项目编号:WMYC20164-1010 

【年】  2017 

【期】  08 

 

6/23 

【题    名】  “校企合作”提升高职院校

酒店管理专业“双师型”教师实习实训效能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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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倩;盖陆祎; 

【单    位】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旅游纵览(下半月) 

【关键词】  酒店管理专业;实习实训;效能

研究;酒店服务;师资培养;实习指导;知识结

构;酒店行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问题; 

【摘    要】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肩负

着培养酒店服务与管理一线从业人员的使

命,其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则直接影

响到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

校企合作"师资培养作为一种校企共赢的"

双师型"教师培养途径,受到越来越多高职院

校的重视。 

【基    金】  国家旅游局“万名旅游英才

计划”课题研究,《“校企合作”提升高职院

校酒店管理专业“双师型”教师实习实训效

能研究》,(课题编号WMYC20164-1012) 

【年】  2017 

【期】  08 

 

7/23 

【题    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内涵变迁与实践意义 

【作    者】  徐颖; 

【单    位】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内涵变

迁;;实践意义 

【摘    要】  "双师型"教师概念的提出来

源于我国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和实践过程,体

现了高职教育对教师的特殊要求,是高职教

师队伍建设的本质体现。本文以纠正对"双

师型"教师认识误区为基础,提出了高职"双

师型"教师的内涵本质;归纳和梳理了高职"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构成要素和历年政策;并

指出了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这一课

题的重大实践意义,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问题不仅是高职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

基本内容,是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

求,更是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得以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 

【年】  2017 

【期】  24 

 

8/23 

【题    名】  民办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企业

实践难的症结与对策 

【作    者】  姚月霞; 

【单    位】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关键词】  民办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企业

实践 

【摘    要】  教师到企业实践是培养"双

师型"教师的核心途径。目前教师企业实践

虽取得重要进展却仍深陷困局,民办高职院

校专任教师企业实践活动更是举步维艰,其

症结主要表现在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不到

位导致教师企业实践有法难依;社会环境偏

见挤压民办高职教师企业实践的生存空间;

民办高校的根本属性导致教师企业实践缺

乏内在动力;缺乏身份认同及获得感导致民

办高职教师企业实践主动性不足。建议确立

"政府不缺位、政策不错位、学校不让位"的

指导思想,强化民办高职院校院长的执行力,

树立教师超强的危机意识和再生能力,以解

决民办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难题。 

【基    金】  2014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一般基金指导项目“现代职教体系下民办高

职师资培养困境与对策研究”的最终研究成

果(项目编号:2014SJD603);; 

江苏省 2014 年“青蓝工程”骨干教师培养

项目的资助。(项目批准号:苏师资[2014]23

号) 

【年】  2017 

【期】  16 

 

9/23 

【题    名】  双师建设在高职院校中的地

位 

【作    者】  庞正刚; 

【单    位】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关键词】  双师建设;;高职院校;;地位 

【摘    要】  本文从高职学校为什么需要

双师入手,分析了高职学校需要什么样的双

师,双师需要哪些素质要求,从而进一步探讨

了培养双师的方法,提升双师技能水平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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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实现提高技能教学的目的。 

【年】  2017 

【期】  08 

 

10/23 

【题    名】  “双创”背景下高职教师创

新能力提升途径的分析 

【作    者】  詹祥元; 

【单    位】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创新创业;;教师;;人才培

养 

【摘    要】  为响应李克强总理提出的"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顺利实现经济转

型升级,培养一批有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

能力强的学生是实现"双创"战略的关键。目

前,高职学生在双创活动中表现不佳,这固然

有人才培养观念、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原

因,但也无法摆脱与教师队伍的关系。在高职

院校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改

革的背景下,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

实现学生人才培养的关键。 

【年】  2017 

【期】  07 

 

11/23 

【题    名】  基于协同创新视角下高职院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的探索 

【作    者】  汪筱红; 

【单    位】  江苏无锡开放大学; 

【文献来源】  好家长 

【关键词】  协同创新;;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索 

【摘    要】  现在随着中国对于人才的要

求日渐增高,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队伍建设存在诸

多的问题,高职院校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 

【年】  2017 

【期】  30 

 

12/23 

【题    名】  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研究——基于“酒店信息化卓越人才计划”

视角 

【作    者】  阮立新;马卫; 

【单    位】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关键词】  高职教育;;卓越人才;;双师型教

师;;专业实践能力 

【摘    要】  建设"双师"结构的师资队伍

是保证高职教育教学水平的关键,也是实施"

卓越人才计划"的基本保证;"双师"队伍建设

的重点和难点是要尽快提高教师的专业实

践能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院校的有效推进和企业的大力配合。 

【基    金】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课题“基于岗位胜任力的现代酒店信息

化卓越人才培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编

号:B-b/2015/03/046) 

【年】  2017 

【期】  14 

 

13/23 

【题    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

养机制建设 

【作    者】  李莎;倪立宠; 

【单    位】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

激励机制 

【摘    要】  文章分析了高职院校"双师

型"教师培养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健全高

职院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和激励机制

的对策。在此基础上,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探讨了实施"双师型"教师激励措施,建立

长效培养机制的具体措施。 

【年】  2017 

【期】  14 

 

14/23 

【题    名】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机制探究 

【作    者】  郑世珍; 

【单    位】  广西城市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广西教育 

【关键词】  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双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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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养机制 

【摘    要】  本文分析"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建立"产教融

合"背景下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机制,需

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企业、高校三方共建,

由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政策及策略吸引企业

和学校合作共同培养师资队伍,企业提供师

资培训基地以及与学校合作培养师资,学校

制定师资的准入标准、培训机制以及"双师

型"教师培养的制度以及考核"双师型"教师

的标准等。 

【基    金】  2016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 队 伍 建 设 及 激 励 机 制 探 究 ”

(GXGZJG2016B038) 

【年】  2017 

【期】  27 

 

15/23 

【题    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的现状与对策初探 

【作    者】  翁萃菁; 

【单    位】  江苏无锡开放大学; 

【文献来源】  好家长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现状;;对策 

【摘    要】  高职院校不同于其他高校,

它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高级应用技能型人才。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都面

临着教育改革的新问题和新考验,高职院校

也是如此。"双师型"教师队伍就是现在高职

院校着力打造的新型教师力量,"双师型"教

师队伍为高职院校培养技能人才提供了重

要的保障。本文针对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给高职院校在建设"双

师型"教师队伍时应该采取的对策提出了一

些建议。 

【年】  2017 

【期】  29 

 

16/23 

【题    名】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

养模式研究研讨 

【作    者】  杨君; 

【单    位】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经贸实践 

【关键词】  职业院校;;双师型;;培养模式;;

探讨 

【摘    要】  伴随着各种教育改革政策的

开展和实施,无时不刻在挑战着传统的课堂

教育模式,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呈现多元化,"

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应运而生。本文以"双

师型"教师的定义为切入点,分析各大职业院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对问

题进行层层剖析,找出根源,并为职业院校"

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提出具体举措,提升教

师执教能力,以此达到提高高职院校整体教

学质量的目的。 

【年】  2017 

【期】  13 

 

17/23 

【题    名】  高职院校机械专业教师企业

实践探索与思考 

【作    者】  杜晋;仲太生;江涛;游文明; 

【单    位】  扬州市职业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装备制造技术 

【关键词】  企业实践;;双师型;;工作内容;;

考核 

【摘    要】  企业实践是"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的有力举措。为保障教师企业实践富

有成效,提出实践工作内容应从专业方向、企

业需求和新技术、新工艺三方面体现实践内

容的针对性;为保障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出实践工作应从量化工作内容、实行企业导

师制度和健全完善校企合作机制三方面提

高实践内容的可操作性;提出企业实践应采

用过程考核的方式结合最终的物化成果由

校企双方公平、公正地进行考核评价。 

【基    金】  江苏省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企

业实践培训项目(项目编号:2016QYSJ065);;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项目编

号:PPZY2015C234) 

【年】  2017 

【期】  07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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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技能大赛引领职教师资队伍

建设的研究 

【作    者】  刘东菊;孟志咸;黄旭升;汤国

明;许茵; 

【单    位】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研究中心;天津市教委职教研

究中心;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理学院;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关键词】  技能大赛;;职业院校;;师资队伍

建设 

【摘    要】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实

现了作为职教发展助推器的设计目标。为了

解大赛对参赛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影响,课

题组设计了教师、学生、管理者问卷,并对天

津市部分中高职院校进行调查。研究显示:

大赛引领青年教师队伍的成长、教师参与大

赛指导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学校政策导向激

励、以赛促教促学目标尚待进一步实现以及

双师型教师建设有待教师培训政策的贯彻

实施,为此,文章分别对教师、学校以及制定

教育政策的管理者提出发展与建设性的建

议。 

【基    金】  天津市哲学社科基金课题

“世界技能大赛对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提升技能人才培训质量的影响力研究”(编

号:TJJX15-036),主持人:刘东菊;;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院校技能大赛工作委员

会规划项目“实现以技能大赛引领职教师资

队伍建设的研究”(编号:jssz2015010),主持人:

孟志咸 

【年】  2017 

【期】  20 

 

19/23 

【题    名】  创一流院校背景下的高职院

校师资队伍建设 

【作    者】  李广; 

【单    位】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产业与科技论坛 

【关键词】  师资队伍;;双师型;;兼职教师;;

人事制度改革 

【摘    要】  高职院校的定位决定了师资

队伍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本文分析了广东省

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师

资队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建设"双师型

"教师队伍、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

了合理化建议,切实推进高职院校师资队伍

建设。 

【年】  2017 

【期】  14 

 

20/23 

【题    名】  试论高职“双师型”教师的

内涵及其队伍建设问题 

【作    者】  陆菊;罗将道; 

【单    位】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

内涵;;建设 

【摘    要】  本文在详细分析"双师型"教

师的本质内涵和内涵构成的基础上,对"双师

型"教师的队伍建设提出三大措施:一是把握

内涵,全面培养;二是拓宽渠道,兼容并包;三

是制度保障,激励强化。 

【年】  2017 

【期】  07 

 

21/23 

【题    名】  浅谈扩宽“双师型”教师培

养途径加强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作    者】  于舒; 

【单    位】  辽宁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政

办公室; 

【文献来源】  时代教育 

【关键词】  “双师型”高职院校;;教师培

养;;迫切性;;对策 

【摘    要】  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的迫切需要,许多高职院校也在不断建设扩

宽"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机制,希望借此来

打造更多技术技能型教职员工,为未来教学

改革、课程改革以及应用性科研工作奠定基

础。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培养建设的迫切需求,并提出相应

对策,希望为高职院校师资力量强化提供价

值性参考。 

【基    金】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

项目《辽宁省高职“双师型”教师通用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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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构建研究》(课题编号W2015217) 

【年】  2017 

【期】  13 

 

22/23 

【题    名】  “PLM”理论视角下的高职

“双师型”专业教师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

究与实践 

【作    者】  杜虹景; 

【单    位】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关键词】  PLM理论;;双师型;;人才培养 

【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

发展,高校办学层次的不断提升和办学规模

的飞速膨胀,高职师资队伍的建设成为影响

高职教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

国高职院校的"双师型"专业教师人才培养

模式逐渐走向成熟,但与国外职教发达国家

的"双师型"专业教师人才培养模式相比仍

具有一定差距。高职院校应从切身情况出发,

贴合高校自我管理和建设模式,创新和完善

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师培养模式,提升高职教

育体制的运作效率。而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

问题就是如何构建高素质、有特色的"双师

型"教师队伍。本文试从 PLM理论出发,对国

内外高校的"双师型"专业教师人才培养模

式进行比较,寻求差距,发现我国"双师型"专

业教师人才培养的不足,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提出新的相关对策提高我国高职院校"双师

型"专业教师人才培养模式的质量和水平。 

【基    金】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基于 PLM 系统一体化管理的高职双师型

专业教师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课题编

号:15C0921 

【年】  2017 

【期】  06 

 

23/23 

【题    名】  浅议高职院校“双师型”教

师队伍的建设 

【作    者】  潘丽萍; 

【单    位】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关键词】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

培养 

【摘    要】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提

高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其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探讨和研究"双师型"教师的

培养问题对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本文针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的实际状况指出其存在问题,提出可

行性的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对策和建

议。 

【年】  2017 

【期】  06 

 

现代现代现代现代学徒制学徒制学徒制学徒制 

返回栏目导读 

1/30 

【题    名】  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

人才职业素养培养的思考 

【作    者】  邓恩;曾玲; 

【单    位】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劳动保障世界 

【关键词】  高职教育;;工匠精神;;现代学徒

制;;思考 

【摘    要】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中国制

造 2025”战略、倡导崇尚职业技能、推崇新

时代工匠精神,这必然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提出新的要求。在高职院校试点现代学徒制

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教学改革、有机地将工匠

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人才职业素养培养中,

以便更好地促进高职院校人才职业素养培

育效果的提升,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

以此为源头,在分析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的

内涵、现代学徒制与工匠精神的关系基础上,

提出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人才职业

素养培养的若干策略。 

【年】  2017 

【期】  27 

 

2/30 

【题    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校企合

作双主体办学模式研究——以新疆石河子

职业技术学院热动专业为例 

【作    者】  赵锐芳; 

【单    位】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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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价值工程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校企合

作;;双主体 

【摘    要】  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双主

体办学模式是校企合作双赢的长效机制,为

企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职业人才开辟了一

种全新的途径,对推进工学结合、深化产教融

合都有着非常长远的意义。其多元化的人才

培养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使校内理论知识与

职业技能高度融合。本文以新疆石河子职业

技术学院与新疆广汇热力有限公司合作为

例,探索双方合作办学的模式以及存在的问

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年】  2017 

【期】  26 

 

3/30 

【题    名】  基于专业工作室的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及实践 

【作    者】  杨日容; 

【单    位】  广东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专业工作室;;人才

培养模式 

【摘    要】  现代学徒制的研究及实施对

国内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文章

分析了现代学徒制的实施困境,挖掘了现代

学徒制的内涵,提出在专业工作室的基础上

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给出了所在专

业的具体实践措施,真正实现了校企双元育

人、学生双重身份的实现,提高了人才培养的

质量。 

【基    金】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教研教改

项目(基于专业工作室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工业自

动化专业方向为例(编号:JYB1414) 

【年】  2017 

【期】  37 

 

4/30 

【题    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的

困境及对策探讨 

【作    者】  齐伟; 

【单    位】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成人教育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校企合

作;;困境与对策 

【摘    要】  伴随着高校教育改革,高职院

校的学徒制教育方式逐渐被广泛试行起来,

成为如今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现代学

徒制能被试行,必然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国

内的各大高职院校也陆续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和研究。但由于我国高职院校中的现代学

徒制起步较晚,发展也比较慢,与西方学徒制

比较,我国在这方面尚未建立起一套健全的

教育机制,很多机制不够成熟与实际。文章首

先简要概述了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中的

现状、发展历程、内涵,之后结合国内大多数

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对高职院校中现代学

徒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应的

解决对策,以为参考。 

【年】  2017 

【期】  09 

 

5/30 

【题    名】  初探高职院校汽车维修中涉

及到的现代学徒制教学方式 

【作    者】  陈宝华; 

【单    位】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技风 

【关键词】  高职院校;;汽车维修;;现代学徒

制 

【摘    要】  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汽车领

域得到快速发展,传统教育下的汽车检测与

维修专业已无法适应现有产业结构的需求。

因此,引进现代学徒制教学成为高职院校教

育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现代学徒制是以校

企联合办学为基础,以培养专业人才为核心,

有效解决行业对汽车维修人才的需求。因此,

本文主要对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的现代学徒制教学方式进行了相关分析。 

【年】  2017 

【期】  16 

 

6/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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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郝娜; 

【单    位】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电气与

电子工程系; 

【文献来源】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 

【摘    要】  从传统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

的区别,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解析

了现代学徒制的含义,分析了现代学徒制国

内外发展现状.指出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院

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应从确立适合

国情的现代学徒制度,深化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方案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等方面入手,以促进现代学徒制顺利实现“本

土化”发展. 

【年】  2017 

【期】  04 

 

7/30 

【题    名】  对高职教育中现代学徒制的

再认识与建议 

【作    者】  赵建兵;张晓坤;彭辉; 

【单    位】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

建议 

【摘    要】  本文从新的角度对现代学徒

制进行再认识,包括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赋

予职业教育的新内涵、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基

于人本位以及高等职业教育中推行现代学

徒制的合理性;对高等职业教育推行现代学

徒制出现的问题给予深刻的分析,从法律规

范、教育质量、校企合作层次及企业的合作

态度等方面给出了问题的思考方向;给出了

高等职业教育推行现代学徒制的比较中肯

的建议,包括政府的宏观协调及教育结果与

质量的控制,还有教育过程的弹性管理,经费

制度的公平高效,社会的认可程度,学校的引

导作用,政府和行业协会在现代学徒制推行

中的重要作用。 

【基    金】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5 年度重点课题“黑龙江高职教育

中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阶段性研

究成果(项目编号:ZJB1215016) 

【年】  2017 

【期】  04 

 

8/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模具

设计与制造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作    者】  缪燕平; 

【单    位】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机械

工程系; 

【文献来源】  南方农机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高职院

校 

【摘    要】  在工业欠发达地区,职业院校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人才培养受到资金与

资源的限制。现代学徒制是一种从企业、院

校、学生三方进行"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模式。

文章指出了当前人才培养模式的困境,结合

现代学徒制的优势,提出模具设计与制造专

业的现代学徒制实践方案,帮助同类高职院

校创新职业教育模式。 

【基    金】  江西省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项

目(JXJG-14-70-3) 

【年】  2017 

【期】  16 

 

9/30 

【题    名】  基于现代学徒制教学运行质

量评价体系研究 

【作    者】  陈运生;冯云龙;卢代夫;贾再

贵; 

【单    位】  新疆职业大学烹饪与餐饮管

理学院;乌鲁木齐心岸烘焙有限公司; 

【文献来源】  职教论坛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教学运行;;评价要

素;;评价指标体系 

【摘    要】  构建一套符合新疆区域环境,

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为推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提出高职教学

运行的管理。结合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2+1”

镶嵌“4+1”教学内涵,依据教学运行的环节

要素,提炼构建一套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为区域现代学徒制教育评价体系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 

【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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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4 

 

10/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对我国高职院校

教育的启示研究 

【作    者】  邱漠河; 

【单    位】  才智 

【文献来源】  才智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高职院校;;教育;;

人才培养 

【摘    要】  现代学徒制与我国高职院校

的教育在教育目标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切合

度,因此可以被用于我国现阶段的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当中。在本文当中笔者对现代学徒

制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对我国高职

院校教育的启示,最后基于现代学徒制提出

了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体系。 

【年】  2017 

【期】  24 

 

11/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下的高

职院校教学管理体系研究 

【作    者】  刘艳; 

【单    位】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西部素质教育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高职院校;;教学管

理体系 

【摘    要】  工学结合培养人才模式的深

化促使现代学徒制向传统的高职院校管理

制度提出了挑战。基于此,文章首先论述了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特点,其次介绍了现代

学徒制对教学管理的要求,最后从课程管理

体系、师资队伍管理体系、实践性教学管理

体系、教学管理评价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

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下的高职院校教学管

理体系的构建策略。 

【基    金】  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三

五”规划高教研究课题“基于现代学徒制育

人模式下的高职院校教学管理研究”阶段成

果之一(编号:GHYB160226) 

【年】  2017 

【期】  16 

 

12/30 

【题    名】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机电一体

化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 

【作    者】  陈国华;许迪;张云云; 

【单    位】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机电一体化;;教学

改革与实践 

【摘    要】  以机电一体化专业的现代学

徒制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为典型案例,加强

与改善校企联合,探索高职学历教育和职业

能力教育相融合,以及更深层次的“做中学”、

“学中做”教育培养模式,以实现理论与实践

零距离对接,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创新精神、技术实践与应用能力的目的。 

【年】  2017 

【期】  04 

 

13/30 

【题    名】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校企深度

融合新探——基于现代学徒制视角 

【作    者】  阳葵兰;吴穷; 

【单    位】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广

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 

【摘    要】  在高职院校推行现代学徒制

可以实现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能很好

地促进行业、企业参与到高职院校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有利于校企深度融合、

工学结合,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文章

就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所遇

困境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提出了高职院校会

计专业加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对策。 

【基    金】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

课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人才

培 养 模 式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GDJY-2014-B-b029);;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校级课题

“高职会计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

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5KD007);项目主持

人:阳葵兰;; 

广东省教育厅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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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质量评价和改善方

法研究”(项目编号:201401324);项目参与人:

阳葵兰 

【年】  2017 

【期】  04 

 

14/30 

【题    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培养模

式研究 

【作    者】  孙礼辉; 

【单    位】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贸易系;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中旬刊)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校企合

作 

【摘    要】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高职教育

变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学

徒制的实施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实施现代学徒制主要面

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顶层制度设计不完善;校

企合作不深入,企业动力不足;双师队伍力量

不足。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实施现代学徒

制的路径:制定现代学徒制相关法律制度;立

法激励企业招收学徒,深度参与校企合作;加

强培育双师队伍。 

【基    金】  安徽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项目——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

院 电 子 商 务 专 业 现 代 学 徒 制 试 点

(2016cx29);;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

目(gxyq ZD2016489)大学生“互联网+”创

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电

子商务实习实训中心(2014sxzx038);;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大学生

创客实验室建设计划(2015ckjh136)“互联网

+”背景下电子商务创客实验室;; 

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5jyxm588)基

于创业教育的电商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创新 

【年】  2017 

【期】  08 

 

15/30 

【题    名】  “互联网+教育”下高职旅

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思

考 

【作    者】  卢志海; 

【单    位】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文汇(中旬刊) 

【关键词】  互联网+教育;;旅游管理;;现代

学徒制;;培养模式 

【摘    要】  在"互联网+教育"的影响下,

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难免会受到一

些新的因素的影响。基于"互联网+教育"的

视角,从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师资体系、评

价体系和保障体系五大体系和公共平台、专

业平台和师徒平台三大平台去探讨高职旅

游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年】  2017 

【期】  08 

 

16/30 

【题    名】  高职数控专业现代学徒制培

养模式分析 

【作    者】  王强;周曲珠;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江苏科技信息 

【关键词】  高职;;数控专业;;现代学徒制;;

培养模式 

【摘    要】  为了提高高职教育的职业化

教育水平,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才的培

养能力和质量,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试点现代

学徒制培养模式。文章基于高职数控专业,

着眼数控职业与岗位,立足于现代学徒制中

学生、学校和企业三方关系,从培养目标、教

学进程、教学课程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对高

职数控专业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进行了

分析与设计。 

【年】  2017 

【期】  23 

 

17/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与成因 

【作    者】  陈慧芝; 

【单    位】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科教导刊(中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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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问题;;原因 

【摘    要】  文章在充分调研本校及我省

同类高职院校推进现代学徒制过程中的现

状基础上,结合多年的实践讨论和分析了运

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年】  2017 

【期】  08 

 

18/30 

【题    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作    者】  赵连明; 

【单    位】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 

【摘    要】  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长期

存在着企业岗位与学校人才不对接的问题。

政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推进高职院校

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实施现代学徒制。文章

首先阐述了高职院校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的意义,然后分析了高职院校实施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最后

探究出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的优化策略。 

【基    金】  2016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基于供给侧改革的高职院校

物流管理专业定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项目编号:163273);; 

2016 年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科研重大项目(高

职研究所专项)“供给侧视阈下高职教育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改 革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2016XJKTZD2)的阶段性成果 

【年】  2017 

【期】  16 

 

19/30 

【题    名】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保障机制研究 

【作    者】  杨晓楼; 

【单    位】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关键词】  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高职 

【摘    要】  文中在介绍高职物流管理专

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关键细节的基

础上,重点探讨了此种模式的质量监督与评

估以及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保障机制。 

【基    金】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项目“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编号:ZJGA201517) 

【年】  2017 

【期】  08 

 

20/30 

【题    名】  高职物流工程技术专业  双

交替  双递进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研究 

【作    者】  魏波;陈进军; 

【单    位】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

院; 

【文献来源】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关键词】  物流工程技术;;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 

【摘    要】  2013年教育部率先将物流行

业作为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行业,物流工程技

术专业精准对接汽车物流企业,打破以往先"

理"后"实"传统两阶段订单培养模式,构建了

基于深度融合的校企培养双交替,岗位、技能

双递进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从人才

培养主体确定、培养标准制定、教学组织改

革、课程体系重构、教学资源整合等方面进

行了探索与创新。 

【年】  2017 

【期】  08 

 

21/30 

【题    名】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现代学徒

制发展探索 

【作    者】  方赓;陈涵; 

【单    位】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 

【文献来源】  劳动保障世界 

【关键词】  学徒制度;全球经济格局;输送

人才;院校教育;教学组织形式;人才培养;战

略思想;实训室建设;高职教学模式;终结性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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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高职教育是现代职业教

育的主力军,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决定了向

社会输送人才的技能水平。本文探讨了新形

势下将"现代学徒制"引入高职院校教育的

必要性与作用,并给出了高职院校"现代学徒

制"的构建。一、高职院校引入现代学徒制

的必要性现今,全球经济格局已悄然发生变

化,经济中心开始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2013 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东

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为

我国各行各业的产品和服务输出 

【基    金】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

程资助项目”(TAPP)项目论文 

【年】  2017 

【期】  23 

 

22/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运用“信

息化”手段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作    者】  董飞红;翁宁; 

【单    位】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信息化手段;;人才

培养模式 

【摘    要】  随着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试

点工作不断深入,全国中高职院校积极地探

索和完善该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在实施过程

中,陆续出现了学生轮岗顶岗阶段管理难、企

业师傅评价不及时,学校信息档案追踪效率

低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信息化"手段加入

势必成为中高职院校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探索创建实训平台

和信息网等方式,以期有效改善现代学徒制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 

【基    金】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 2015年度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课题“‘互

联网+现代学徒制’中职服装专业管理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FJB150528) 

【年】  2017 

【期】  22 

 

23/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下企业课堂在高

职教育中的应用——以“汽车配件营销与管

理”课程为例 

【作    者】  陆超; 

【单    位】  无锡开放大学; 

【文献来源】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

教学改革 

【摘    要】  该文以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企

业课堂教学模式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汽车

配件营销与管理"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应

用,阐述了在企业课堂实施过程应开展教学

模式探索、学习评价优化、教学师资强化和

校企合作深化等工作。 

【年】  2017 

【期】  04 

 

24/30 

【题    名】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

印刷媒体技术专业教学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作    者】  李新芳;付文亭;官燕燕;陈海

生;陈新; 

【单    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轻工科技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教学体系;;职业教

育;;印刷媒体技术专业 

【摘    要】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印

刷媒体技术专业教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索

与实践,重点分析现代学徒制的教学模式、课

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管理及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价,实现校企合作育人的体制机

制,对推动我国现代学徒内涵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基    金】  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会课题(GDGZ15Y140);;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十二五”规划补

充课题(GZYLX2015097) 

【年】  2017 

【期】  08 

 

25/30 

【题    名】  中外现代学徒制研究现状分

析 

【作    者】  李萍;刘冬;毕璋友;姜晓斌; 

【单    位】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园林园艺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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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牡丹江大学学报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实践探

索;;现状分析 

【摘    要】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基于校企

的深度合作、将现代职业教育与传统学徒制

教育有机结合的以培养学生技能为主的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西方国家对于现代学

徒制的研究与实践已取得丰硕成果,我国关

于现代学徒制的研究和探索工作也取得一

些成效。本文从文献计量分析角度对中外现

代学徒制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比较,包括理

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为促进高职院校

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从而探索适

合于高职院校相应专业群的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 

【基    金】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

持 计 划 重 点 项 目 ( 项 目 编

号:gxyqZD2016516);; 

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

号:2016jyxm0639);; 

安 徽 省 重 大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2015zdjy181);; 

安徽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

号:KJ2015A368) 

【年】  2017 

【期】  07 

 

26/30 

【题    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新模式研究与启示 

【作    者】  杨慧;李磊;于欣;周平;桑红

源; 

【单    位】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能源

化工系; 

【文献来源】  职业技术 

【关键词】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启示 

【摘    要】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不

断改革,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逐渐从传统的技能

要求向高素质要求转变。为此,作为我国培养

专业知识型技术人才的高职院校,在教育制

度不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将理

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培养出真正具备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成为现阶段高职教育急

需解决的问题。现代学徒制是一种适应高职

教育体系的教学模式,可有效解决高职教育

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多年从事

高职教育工作的经验,对高职教育中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研

究。 

【基    金】  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会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XV110 

【年】  2017 

【期】  07 

 

27/30 

【题    名】  高职校企合作订单培养项目

向现代学徒制转型的障碍与对策 

【作    者】  傅俊;刘繁荣; 

【单    位】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现代学徒

制;;对策 

【摘    要】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高职教育

教学改革的政策方向,我国高职院校的校企

合作订单培养项目需要向现代学徒制逐步

转型。校企合作订单培养项目与现代学徒制

在招生方式、企业资质、资源保障、教学组

织、教学内容和考核评价方式等诸多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在转型过程面临着制度、动因、

教学资源等多重障碍。为克服这些障碍,我国

亟须修订和完善促进现代学徒制发展的法

律法规,建立健全利益相关方的保障机制,并

通过校企深度融合和资源整合,构建完备的

现代学徒制教学资源体系。 

【基    金】  2015年江西省高校教学改革

课题“高职连锁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改

革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JXJG-15-55-1);; 

2015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教改课题“高

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之行动研究”(项目编号:GX1515) 

【年】  2017 

【期】  21 

 

28/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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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林梵; 

【单    位】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林区教学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模式 

【摘    要】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新的人才

培养模式,为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带来新挑

战。探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

的构建,以适应现代学徒制下的人才培养模

式变化。 

【年】  2017 

【期】  07 

 

29/30 

【题    名】  现代学徒制模式在软件技术

专业中的实践与探索 

【作    者】  李汉挺;任翠池; 

【单    位】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培训 

【关键词】  实践与探索;;软件技术 

【摘    要】  现阶段,高职院校软件技术专

业培养模式与行业企业快速发展对人才需

求呈现出不对称性,毕业生职业能力与企业

岗位能力要求之间存在差距。现代学徒制是

招生与招工结合,有利于促进行业、企业参与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切实提高信息产

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解

决学生的就业和企业招工难问题,同时现代

学徒制试点也是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

就业对口率的必由之路[1]。我们学院软件技

术专业是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重点建设专业,我们紧抓济宁建设山东乃至

全国的新“硅谷”的契机,紧密联系惠普等国

际名企,探索如何真正实现招工与招生一体、

校企双主体育人、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导

师教学,如何运行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机制,

培养出企业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30/30 

【题    名】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人才

培养模式探究 

【作    者】  赵秦;刘颖; 

【单    位】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才智 

【关键词】  现代学徒制;;高职;;人才培养模

式 

【摘    要】  目前,学徒制的培养人才模式

在高职中越来越受欢迎,学徒制是一种与实

际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了我国职业

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在构建的

过程中要考虑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的有效

结合,需要学校与学校合作企业相互配合,将

学校的理论知识与企业的动身能力合理的

运用在学徒制的人才培养上,本文主要从基

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探究,携

手建立良好的学徒制平台。 

【基     金】   河北省教育厅课题,编号

GH151066 

【年】  2017 

【期】  19 

 

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返回栏目导读 

1/20 

【题    名】  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教

育实践研究 

【作    者】  武兴睿; 

【单    位】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关键词】  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高职

学生;;实践 

【摘    要】  当前,随着国家对于双创教育

的重视,各级各类院校都在积极的探索大学

生双创教育。对于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来说,

加强对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也是符合时代

发展的必然道路。高职院校凭借自身优势,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教育有着更

好的前景。 

【基    金】  2016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职业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研究》(编号:2016ZCY242)

的部分成果 

【年】  2017 

【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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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题    名】  “创新创业教育”视阈下高

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作    者】  尹丽娟; 

【单    位】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法制博览 

【关键词】  辅导员;;创新创业教育;;人才队

伍建设 

【摘    要】  当前全国高职院校正如火如

荼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

高校人才培养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同时也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日常

相处的老师,创新创业教育任务的完成,离不

开辅导员的参与和支持。本文阐述了辅导员

在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价值,在此基

础上,详细阐述了创新创业教育视阈下高职

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途径:顺应人才队伍建

设规律、做好整体统筹规划、高起点准入、

利用互联网高平台,这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

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新思路。 

【年】  2017 

【期】  25 

 

3/20 

【题    名】  高职院校汽车电子技术专业

创新创业教育环境及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作    者】  黄扬帜;徐艳民; 

【单    位】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高教学刊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环境;;课程体

系;;项目进课堂;;教学研究 

【摘    要】  作为未来职业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重点工作,近年来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

高职教育研究的热点,然而目前仍存在目标

定位不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环境氛围不浓厚、

课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此,文章以汽车电

子技术专业为例对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必

要性、目标定位、环境搭建及课程体系构建

进行了探讨,提出学校层面政策支持与基层

教学部门具体实施相结合,上下合力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才能真正将创新创业教育落到

实处。 

【基    金】  粤教高函﹝2016﹞250号确

定的广东省教育厅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汽车电子技术高水平专业建设项目研究成

果 

【年】  2017 

【期】  16 

 

4/20 

【题    名】  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创

新创业教育研究 

【作    者】  陈诗慧; 

【单    位】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产教融合;;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 

【摘    要】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背景下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是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的大势所趋,也是培育高职师生创新创业意

识的内在要求。产教融合能够有效提升高职

创新创业教育质量和实效性。我国高职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还存在着思想认识滞后、课程

体系不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

和产业发展不适应等诸多问题。据此,在产教

融合力量指导下,高职院校应切实转变观念,

提高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思想认识;加快课程

改革,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强化实

践平台助力,积极搭建产教融合的高职创新

创业实践平台。 

【基    金】  2017年度广东省高职教育创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青年项目

(CYQN2017071);; 

2016 年度广州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重点项目(2017A07);; 

2016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

一般项目(GDGZ16Y004) 

【年】  2017 

【期】  04 

 

5/20 

【题    名】  对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型人才

培养的认识 

【作    者】  荀海鹏;陈伊娜; 

【单    位】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企业改革与管理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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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适应新

一轮产业革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优

化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全面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这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途径,也是不断提升整个社会创新驱动能

力和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在解析创新创业

教育内涵的基础上,创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整体架构,提出行之有效的创新创业

教育实施路径。 

【基    金】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

项目“基于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教学

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

号:2014—1638)的阶段研究成果;;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质量工程项目“基于 SYB

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

编号:zlgc201560)的阶段研究成果;;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课题“民办高职院校创业

教 育 体 系 构 建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GDJY-2013-B-b001)的阶段研究成果 

【年】  2017 

【期】  16 

 

6/20 

【题    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作    者】  严瑛;杨玫; 

【单    位】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纺织科技进展 

【关键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方法

途径 

【摘    要】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教育是

当前国内职业院校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针

对职业院校内部仍存在的创新、创业教育认

识不到位,理解不深入的情况,探讨了增强职

业院校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意义,提

升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基    金】  陕西职教课题:高职院校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研究与探索

(SZJG-1602);; 

中华职业教育社 2016 重点课题:“互联网+

职 业 教 育 ” 的 研 究 与 实 践 子 课 题

(ZJY16026);; 

2015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教学改革项目 

【年】  2017 

【期】  08 

 

7/20 

【题    名】  高职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

计 

【作    者】  陆英; 

【单    位】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内江科技 

【关键词】  创业教育课程;创业课程;高职

教育改革;专业技能;校内外实践;课程教育;

学生自主创业;创业教育实践;创业素质;能

力素质; 

【摘    要】  在高职教育改革全面深入的

大环境下,高职生创新创业教育获得了长足

发展,同时也体现出高职教育改革务实求新

的可喜变化。本文将结合高职生学习成长环

境、自身能力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等多项元

素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优化高职创新创业课

程设计体系,为提高高职生创新创业的能力

探索出一条新途径。 

【年】  2017 

【期】  08 

 

8/20 

【题    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

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作    者】  高成瑨; 

【单    位】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贸

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突破

路径 

【摘    要】  在“双创”背景下,高职院校

主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取得积极的成果,对

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困境,主要是高

职院校的观念认知存在偏差,创业政策支持

不到位,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不够完善,师资队

伍薄弱等。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要主动适

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革新观念,完善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有步骤、有层次地做好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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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综合能力。 

【年】  2017 

【期】  04 

 

9/20 

【题    名】  从“双创大赛”谈高职院校

赛教一体的专业人才培养 

【作    者】  曾玲; 

【单    位】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商论 

【关键词】  双创大赛;;高职院校;;专业教育 

【摘    要】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在中国开

展得如火如荼,特别是“双创大赛”为代表的

赛事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本文分析

了“双创大赛”的意义,指出了“双创大赛”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该以“双创大赛”为

契机,加强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将双创教育落

到实处,从而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年】  2017 

【期】  24 

 

10/20 

【题    名】  管理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现

状及建议——以广东省高职院校为例 

【作    者】  方应波; 

【单    位】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哈尔滨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广东省 

【摘    要】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

各高职院校的共识。文章在分析广东省高职

院校管理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现状的基础

上,从创新创业教育的原则、创新创业教育平

台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管理体制和创新创业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管理类

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建议。 

【基    金】  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 会 2016 年 一 般 项 目 , 项 目 编

号:GDGZ16Y176 

【年】  2017 

【期】  08 

 

11/20 

【题    名】  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下的高职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作    者】  俞林辉; 

【单    位】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高新区 

【关键词】  创新创业;;高职院校;;师资队伍 

【摘    要】  通过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师

资队伍建设的认知情况调查,找出了目前高

职院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建设专兼职相结合的师资队伍,鼓励

企业家和创新创业者加入师资队伍,提高创

新创业教育教师的综合素质等的教师队伍

建设完善的路径。 

【基    金】  江西省教育厅社政处 2015

年省级项目: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

设 研 究 — — 以 江 西 省 为 例 , 项 目 编

号:GL1531 

【年】  2017 

【期】  16 

 

12/20 

【题    名】  供给侧改革下的广东高职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研究——以“电子商务省级

实训基地”实践教学为例 

【作    者】  李巧丹;朱志辉; 

【单    位】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电子商务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创新创业教育;;

电子商务;;省级实训基地;;实践教学 

【摘    要】  经济"供给侧改革"必然推动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一方面,社会对电子商

务人才需求旺盛,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毕业生

就业对口率持续下降,迫使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必须改革,包括与社会需求更加契合的教

学内容的改革、实践教学环节的强化、与对

口企业合作等。文章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与

电子商务实践教学的逻辑关系,电子商务实

践教学的现状与问题。以"省一流高职院校"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省级品牌专业"电

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为例,依托"电子商务省

级实训基地",从提高人才供给质量角度出发,

探讨了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电子商务实践

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和改革路径。 

【基    金】  2016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研究项目(项目编号:GDGZ16Y065);; 

2016年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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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建设

项目(电子商务) 

【年】  2017 

【期】  08 

 

13/20 

【题    名】  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的高职

旅游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以辽宁现

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作    者】  李婉娜; 

【单    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航空系; 

【文献来源】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专业教育;;融

合;;实训基地 

【摘    要】  目前,辽宁省高职旅游专业实

训基地建设经历了教学型、生产型、创新型

实训基地三种形式,在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

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着设施设备条件落后,师

资匮乏,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脱节,校企合作

融合不足等问题,高职院校应通过改革教学

模式,建设"双师"队伍,提高实训基地项目设

计实用水平,校企合作重点向协同教学方向

发展等途径来解决。 

【基    金】  辽宁省国家教育“十三五”

规划 2016-2017年度科研课题“创新创业教

育背景下的高职旅游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研

究”的阶段性成果 ,负责人 :李婉娜 ,编

号:16LNGJ054 

【年】  2017 

【期】  04 

 

14/20 

【题    名】  基于导师制的高职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研究 

【作    者】  闫冬冬; 

【单    位】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会计

学院; 

【文献来源】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导师

制 

【摘    要】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已经受到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按照教育部和国务院的

相关文件要求,2016 开始高职院校必须开设

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分为创新创业必修课

和创业创新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按照教育

部的要求,高职院校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落实与探索高职大学生创新创

业课程建设。基于导师制的高职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教育路径。 

【基    金】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度规划课题“基于导师制的高

职学生创业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负责人:

战晓玮,编号:GHYB160241;;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17 院级课题“高

职‘导师制’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成

果,负责人:战晓玮,编号:2017jzy24 

【年】  2017 

【期】  04 

 

15/20 

【题    名】  “互联网+”视域下高职院

校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作    者】  周玲; 

【单    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关键词】  “互联网+”;;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 

【摘    要】  在创新创业的时代流行趋势

下,高职院校如何构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

模式、培养创新创业的优秀人才,逐渐成为了

现阶段高职院校最关注的问题。"互联网+"

的出现使互联网领域成为了高职学生的创

新创业重要内容,但传统的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模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很容易造成

学生对创新创业产生误解。所以,基于"互联

网+"的视域,高职院校开展多元化创新创业

教育模式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主要分析我

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阐述"互联网

+"视域下研究高职院校多元化创新创业教

育模式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互

联网+"视域下高职院校多元化创新创业教

育模式建立的途径。 

【基    金】  2016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项目“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实践研究”(16C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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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高职

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机制研究”

(XJK016CZY036) 

【年】  2017 

【期】  08 

 

16/20 

【题    名】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能力

建设研究 

【作    者】  陈永花; 

【单    位】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

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关键词】  高职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教师

能力建设 

【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

制改革中出现的一大新思路,旨在以创新创

业视角对高职学生进行新常态下的教育革

新,促进学生个人能力发展,提升学生创业中

的创新思路。但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尚处于起

步阶段,在教育方式以及教育体制建设上还

存在着诸多不足,这就对我国高职教师的创

新创业教育相关能力提出了较大的需求。教

师的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能力的合格与否将

直接关系着教学工作的开展质量以及学生

在创新创业视角下的就业情况。因此,在高职

教育过程中对高职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

进行相关建设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现针对

我国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现状,对高职教

师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能力的建设加以具体

分析。 

【年】  2017 

【期】  08 

 

17/20 

【题    名】  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素

质教育探索路径 

【作    者】  何建秋; 

【单    位】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关键词】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教育模

式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

到了高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

著提高,也开始意识到科学文化知识对国家

发展的重要性。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尤其是对于当

代大学生来说,以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为依托,

来实现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

的重要基础。从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内涵

及关系出发指出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模式的构建路径进行探究。 

【年】  2017 

【期】  08 

 

18/20 

【题    名】  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下高职学

生工匠精神培育 

【作    者】  徐兴旺; 

【单    位】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关键词】  创新创业;;高职学生;;工匠精神 

【摘    要】  当代中国正在迈向"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崭新时代,这对高等职业院

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职

院校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融入工

匠精神的培育,要回归和弘扬工匠精神,要在

创新创业课堂教学中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

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锻造学生的工匠精

神,在创新学校环境文化建设中养成学生的

工匠精神。 

【基    金】  2016年重庆市教育科学重点

规划课题“互联网+背景下重庆市大学生创

新创业促进机制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

号:2016-GX-024,主持人:徐兴旺) 

【年】  2017 

【期】  22 

 

19/20 

【题    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研究 

【作    者】  许明; 

【单    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教学论坛 

【关键词】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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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是广西仅

有的两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首批获

得认证的 KAB 创业教育(中国)项目基地,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业教育联盟理事单位(广

西唯一)。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地区就业项目

SYB(自主创业)培训项目定点培训机构,全

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教育协作会理事单位。

本文论述了创新创业组织工作的开展和教

育的实践探索以及创新创业实训层级递进,

政企校资源协同育人,如何完善服务保障体

系,创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教育工作

成果显著,学生创业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基    金】  2016年度广西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GXGZJG2016B078) 

【年】  2017 

【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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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名】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

原因及优化路径 

【作    者】  饶莹心; 

【单    位】  常熟理工学院; 

【文献来源】  教育与职业 

【关键词】  创新创业教育;;教育管理;;困

境;;优化措施 

【摘    要】  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不仅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缓解就业压力,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文章指出了我国创新创业

教育在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和社会环境三个

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而分别从学生层面、院校

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了困境产生的具体原

因,最后提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化

措施,如加强教育理念灌输,大力推进学科建

设,完善相关政策,以促进我国创新创业教育

的顺利发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 

【年】  2017 

【期】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