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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优质高职要遵循科学路线图
--摘自中国教育报

国家战略层面，需尽快建设一批办学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

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的优质高职院校，大幅提升技术创新服务能

力。达成这些目标，高职教育：守阵地，精准发力。

1.守住阵地

“职业”是高职教育的基因。

职业内涵：规范高职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考核评价的标准。

高职教育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课程模式、课程内容选

择与序化、工学一体动态化。所以，需时刻清醒类型定位，守住

自己的阵地。

2.精准发力

按职教规律办学：深入研究职业科学→开展职业分类→描述

职业轮廓→制定职业资格和职业能力标准→开发课程→教学，为

这一科学的实施路线图。需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

①宏观层面：承担起主体责任。完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

和运行机制，分专业开展学生职业能力测评。

②中观层面：承担起主要责任。针对职业而不是仅仅针对工

作岗位，专业教学活动→职业的工作过程→整体化的职业资格。

③微观层面，职业认同、职业承诺和职业道德，承担起关键

责任。 “信息—计划—实施—检查”。

3.成就优质



工学结合→课堂“工学一体化”→“工作世界”。

高职教育是跨界教育，教育科学+职业科学，教育规律+认知

规律+学生的职业成长和生涯发展规律。“职业”属性使得高职

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应“跳出学校看学校”，方可实现优质高

职院校的建设目标。

2.“一带一路”最具前景的高职专业

----摘自[中国高职发展智库]

5 月 14 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

“一带一路”的建设→大量专业人才需求；

政策红利与专业，在此整理了部分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供参考。

经贸类

相关专业：金融业、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会计、财税等

推荐理由：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

目前已经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预

计在未来逐步扩展和深入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国际贸易实务专业、

会计专业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金融与证券、会计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用“＃”代替：）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市场营销

宁夏财经＃：市场营销、金融管理与实务、资产评估与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类

相关专业：机械类、土木类、建筑类、工程管理类等

推荐理由：“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极

其旺盛。它将成为“一带一路”所带动的主流行业。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四川建筑＃：建筑设备工程、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北京工业＃：建筑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

黑龙江建筑＃：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浙江建设＃：建筑工程、建筑经济管理、楼宇智能化工程

安徽机电＃：机械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

四川工程＃：数控技术专业、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

交通运输类

相关专业：航运及水路运输类、公路及道路运输类、铁路及

轨道交通类、航空制造及运输类、邮政及物流快递等

推荐理由：在“一带一路”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并带

动现代物流行业。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石家庄铁路＃：道路桥梁工程、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技术



唐山工业＃：动车组技术、港口物流管理

渤海船舶＃：船舶工程、船舶动力装置、船舶电气技术

南通航运＃：航海、船舶工程、港口物流设备与自动控制

武汉铁路＃：高速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高

速铁路方向)、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广州民航＃：民航运输、航空物流、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深圳＃：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能源类

相关专业：能源类、材料类、电气类、电力类、自动化类等

推荐理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能

源与资源，推动能源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仅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的能源合作项

目就有 16 个。近几年，我国很多企业还在海外签署和建设了电

站、输电、输油和输气等能源项目，其中涉及到了 19 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这些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合作交流都离不

开相关的专业人才。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山西工程＃：材料工程技术、冶金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大庆职业学院：油气开采技术、石油化工生产技术

兰州石化＃：石油化工生产技术专业、炼油技术专业

陕西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以上这些专业主要涉及基础建设类、交通运输类、能源类、

经贸类专业，除了这些“硬”实力专业外，还有以下几大类专业

将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急需人才：

语言类

相关专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俄语、阿拉伯语、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立陶宛语、爱沙尼亚

语、波斯语、印地语、希伯来语等。

推荐理由： “一带一路”沿线有 1000 余种语言，其中官方

语言及国语总共有 60 余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都需要

以语言沟通为基础。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南宁＃：应用泰国语专业

深圳＃：商务英语专业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商务日语、应用俄语、应用葡萄牙

语、应用阿拉伯语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商务英语、商务日语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应用西班牙语、应用俄语、应用德语、

应用法语

旅游类

相关专业：旅游管理、旅游规划、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等专业



推荐理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色旅游产品、

文化产品民俗风情、旅游线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十分

有前景。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导游(国际导游)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景区开发

与管理

成都＃：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旅游英语专业

信息类

相关专业：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网络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等专业。

推荐理由：互联网时代，信息类的专业人才→促进跨境信息

交流合作。 热门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

南京信息＃：通信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

漳州＃：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深圳＃：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深圳信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信技术、软件技术

四川邮电＃：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网络系统管理

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涵盖范围广泛、深入，而且是长期发展战

略，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业选择，受益的专业和



学校也远不止如上所述。高职院校应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

速专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高职院校的国际竞争力，为“一带

一路”战略实施提供人才支撑。

我院及专业未进入中国高职发展智库视野！ 对此我们应有

怎样的思索？

3.2017 与高校管理者的 5 本好书

--于绵职院 2017 读书节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好书可改变人生，有益于高校管

理者。时值学院读书节，为您精选 5 本优质好书，愿带给您启发。

①《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美]菲利普•阿特巴赫 贾米尔•萨尔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建设一流大学】

书选取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 11 所大学的案例，对这

些学校在建设发展研究型大学的经验、成就、挑战等进行了深度

剖析。各所大学在建设中各有亮点，可供不同类型的高校参考借

鉴。如：上海交大、香港科大、马来西亚大学等。

②《大学之用》[美]克拉克•克尔 北京大学出版社 --【传奇校长】

大学---“才智之都”，本书主要回顾西方大学的历程（从

牛津大学到洪堡大学，再到后来的美国名校），特别是美国大学

在 20 世纪的一系列转变；与此同时书中还展望了 21 世纪大学要

完成的新事务；“现代生活中，不重视智力培养的种族注定要被

淘汰。英雄气概，社交魅力，短暂胜利，都不能够挽回这一命运。”



这就是大学之用。

③《大学的改革》钱颖一 中信出版集团 --【大学为学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新著《大学的改革》

“做一流的院长和做一流的学者一样，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大学为学生”…

教书育人、研究探索、服务社会、服务国家都是大学使命的组

成部分。

“思行合一”…

办学和改革，既要有想法，又要有办法，尤其要有充分考虑各种

制度和文化约束条件下的办法。作者的种种办法和做法，使得这

本书成为接地气的管理实战案例。

④《创新型大学：改变高等教育的基因》：[美]克莱顿•M.克里

斯坦森 [ 美] 亨利•J. 艾林 译者：陈劲 盛伟忠清华大学出版

社 --【走自己的路】

本书通过对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之间的“基因”

比较。

提出了“关注学生需求”：①学生需求→课堂教学与在线课程

（还可↓成本）相结合；②就业课程内容进入大学；③测量指标

——加入毕业时间和债务负担、就业率、平均起薪、校友满意度、

学习参与度等新的指标。

将会给高职高专院校的管理者带来启发。

⑤《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吴家玮海天出版社



吴家玮，美国第一位华人大学校长，50岁携妻女回到香港“创

业”，把香港科技大学从无到有创办出来。从系主任、院长到校

长，《玻璃天花板》描写了他从 41 岁到 50 岁这十年一步步走过

的经历， “大学的成就高低需要很多年后才会显露……当校长

的不要太关心世人对你的评价。该做的就做。”

领导、老师您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摘自麦研

4.2017 就业率最高专业 TOP30

2017 高考如期而至，志愿填报季随即展开，各系招生宣

传、指导早已启动，就业率是不少准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的

重要参考。《2017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

将于 6 月 12 日盛大发布，敬请关注！【透剧】

麦可思-2016 届就业率较高的

主要高职高专专业（前 30 位）

高职高专专业名称 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98.7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95.9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 95.8

社会体育 95.7

电气化铁道技术 95.6

学前教育 95.6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95.2

商务英语 95.1

社区管理与服务 94.7

给排水工程技术 94.5

工业分析与检验 94.4

医学检验技术 94.2

视觉传达 94.1

国际商务 94.1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94.1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94.1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94.0

应用化工技术 94.0

工业设计 94.0

通信技术 94.0

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93.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93.9

康复治疗技术 93.9

食品加工技术 93.9

市场营销 93.8

生物制药技术 93.8

产品造型设计 93.8

助产 93.7



应用英语 93.7

国际经济与贸易 93.7

全国高职高专 91.5

毕业生规模过小的专业不包括在此排序中。

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 2016 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