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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教育如何找准发展新定位 

                           ——《中国教育报》 

2018 两会：职业教育已经从坐而论道走向攻坚克难。现阶

段职业教育，已从分析问题、寻找对策，转移到具体落实推进法

规政策上。 

1.1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源自哪里 

（1）建议：在国家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考等将技师、高

级工等明确写入报考条件，和本科、专科等学历享有同等的竞争

机会。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规范单位企业用人，明确

高技能人才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中享有同等学力的权利。 

（2）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 1.65 亿人，占就业人群的

20%，其中高技能人才 4971 万人，不足就业人群的 6%，而在

日本占比为 40%，德国高达 50%。到 2020 年全国高技能人才

缺口将达 2200 万人。 

（3）建议：建立国家统一的职业信息库、职业能力标准和

职业资格制度；建立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一系列外部配套制度；形

成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共同参与人力资源需求调查的常态

机制。促进职业教育的育人标准、用人标准、能力认证标准的衔

接和融合。建立各种职业独立并行的职业上升等级和阶梯，使所

有的‘蓝领’具有与‘白领’同等的被认可的社会贡献。” 

（4）建设一批职教体系中的名校，提供高端职业教育，形

成中国职教高端品牌，改变广大家长和学生对职教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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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职校的“蜜月期”何时到来 

（1）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令人欣喜，但 “职业教育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高就业率与低就业质量的矛盾。”校企合作，是解决

职业教育质量问题的一条路径。 

（2）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

进办法》，提出建立“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

业双主体实施”的校企合作机制。 

（3）目前，公办高职院校的培养成本由政府承担约 70%，

由学生个人承担约 30%。因此建议：建立企业集体出资提供人力

资源技术提升经费的制度。“一方面，在企业的应缴税收中，单

独核定一部分作为职业院校经费，该部分费用按照企业接收应届

毕业生的数量，由收费机关直接拨付给培养院校。另一方面，实

行培养成本返还，对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企业，给予鼓励

和帮扶。” 

（4）政府也重要，建议：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统

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企

业的相关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培养和使用的综合配置、协调发展。 

1.3 职业教育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1）乡村振兴应该培养职业农民。《关于培养职业农民为乡

村振兴留住人才的建议》。 

培养职业农民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在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制上下功夫,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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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激发农民提高种养殖技术的内生动力。” 

（2）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建议：推动校企联办，实现精

准就业，国家应当出台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办

职业教育。 

（3）提升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加快区域性公共实

训基地建设、按照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加大实用技能培训力度、鼓

励贫困地区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等一揽子措施，加快贫困地

区职业教育发展，努力培育符合贫困地区产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逐步加大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贫困地区投

放力度，同时采取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吸引和鼓励贫困家庭子女

到发达地区接受高职教育、鼓励发达地区企业接收中西部贫困家

庭学生就业，真正做到精准投放招生计划、精准接收贫困生源、

精准落实当地就业、精准实现家庭脱贫。 

 

2. 2013—2017 职业教育科研情况综述（摘编） 

2.1 职业教育科研类：第一次设立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奖 

2.1.1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建立 

2014 年，第一次以国家奖的名义设立了“职业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领域的最高奖项。

职业教育类获奖成果共计 451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50 项，二等奖 400 项。通过表彰奖励，扩大了优秀职业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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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的影响面。 

2.1.2 职业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获奖总数逐届递增 

2016 年，教育部颁发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共有 298 项成果获奖。职业教育获奖成果共 20 项，其中，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13 项。从成果类型看，著作类成

果 12 项，论文类成果 6 项，研究报告类成果 2 项。与前两届相

比，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职业教育优秀成果获奖总体数量逐届递增。 

 

2.2 立项：各级职业教育课题立项数量稳步增长 

2.2.1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职业教育立项数量稳步增长 

2013—2017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职业教育研究立项

数量分别为 30、33、35、52 和 51 项，占当年全部立项总数的

6.8%、7.8%、8.2%、10.9%和 10.5%。其中，国家重点课题分别

为 1、1、0、1 和 0 项，国家一般课题为 7、5、7、10 和 19 项，

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为 3、4、3、5 和 0 项，教育部重点课题为 14、

15、16、23 和 24 项，教育部青年课题为 5、8、9、13 和 8 项。 

近两年来，从数量看，职业教育立项总数及所占比例较前 3

年显著增长。近 5 年来，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研究者始终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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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就 2017 年的数据来看，普通高等院

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教育课题的数量大增。 

 

从课题内容而言，2013—2017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教

育立项课题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制

机制改革、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建设、新型职业农民

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中国制造

2025、创新创业、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 

 

2.2.2 教育部社科类研究规划基金职业教育立项呈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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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

涉及职业教育的课题立项分别为 24、28、35、25 和 28 项，分别

占当年教育学立项总数的 9.6%、12.2%、13.5%、13%和 10.8%。

其中，规划基金项目分别为 16、18、17、16 和 11 项，青年基金

项目分别为 8、10、18、9 和 17 项。 

 

从研究领域来看，5 年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职业教育立项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产教融合、现代

学徒制、高职院校治理等方面。 

 

2.3 专著：数量翻番，发展报告种类增多，质量提升 

2.3.1 专著数量大幅增加 

2013—2017 年“职业教育”为主题的教育类图书 68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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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 339 种，同期相比数量翻倍。国家图书馆收录的职业教

育类图书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 

 

2.3.2 发展报告种类增多 

2013—2017 年，职业教育各类发展报告有 33 本，类别明显

增加。除了宏观层面的发展报告，针对职业教育某一领域的发展

报告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

学发展报告》《中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报告》；行业职业教育发展

报告有《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中国旅游职业教育年度

报告》《全国农业职业教育年度发展报告》；另外有 7 个省市正式

出版了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发展数据收集与进展分析是职业教育

科研的基础工作，近五年来得到了职业教育行政、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更大重视。 

2.4 职业院校期刊论文：高职、中职论文发表情况 

基于 CNKI 期刊数据库，对全国高职院校和部分中等职业学

校 2013—2017 年的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检索、统计。 

2.4.1 总体情况及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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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3—2017 年，职业院校发表期刊论文共计 44.5

万篇，其中，高职 41.8 万篇，中职近 2.7 万篇。 

(1)院校数据说明 

此次检索和统计共涉及高职院校 1388 所；中等职业学校 945

所。 

 (2)检索时间及范围 

此次检索和统计以 CNKI 为数据来源，收集了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各院校在 CNKI 收录的全部期刊以及 4

类常用索引收录期刊的发文情况，5 类统计指标详情如表 1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4 类常用索引收录的期刊存在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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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 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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