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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发展 

1.1 就业质量 

就业率保持高位稳定。2012 年以来，上海高职院校毕业生半年后就

业率保持在 97.6%以上。2017 年，上海市高职院校 35356 名毕业生中，

就业人数为 34527 人，就业率为 97.66%，与去年持平，连续六年保持稳

定。 

 
图 1  2012～2017年上海高职院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 

数据来源：上海市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2013—2018年度质量报告 

专业相关度略有下降。2017 年，上海市高职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为 77.5%，与 2016 年相比略有下降，较 2013 年及之前仍有所提升。民办

院校的专业相关度略低于公办院校， 2017 年，公办高职院校毕业生专业

相关度分别为 78.45%，民办高职院校为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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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2017年上海高职院校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上海市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2013—2017年度质量报告。 

1.2 职业发展 

平均月收入连续 4 年稳步提升，公办民办差距减小。近 3 年，上海

市高职院校毕业生入职半年后平均月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由 3251 元增

至 3799 元。2017 年，公办院校和民办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3823 元和 3777 元，由 2014 年相差 400 元缩小至 50 元。 

 



 

3 

 
  图 3  2012～2017年上海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2013—2018年度质量报告 

毕业三年职位晋级比例超过三成。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毕业三年

职位晋级比例达到 32.64%，比 2016 年提高近 3 个百分点。上海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开发高职高专学生职业测评软件，为新生和毕业生进行集中测

评，并提供名师咨询，“全程化”帮助学生设计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开

发学生“生涯地图”C-MATCH 系统，帮助求职单位企业了解学生能力状况。 

1.3 创新创业 

自主创业连续两年突破 2%。近 5 年，上海市政府和各高职院校加大

了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高职毕业生半年后的自主创业比例呈快速增

长趋势。自去年首次突破 2%，今年继续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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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2～2017年上海高职院校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上海市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2013—2018年度质量报告 

2017 年 1 月-6 月，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组织开展了第二届“汇

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以创新带动创业，以

创业带动就业，为广大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和就业渠道。 

5 月-11 月，市教委组织开展第五届上海市高职高专大学生创业计划

大赛，吸引了 20 多所高职院校的 500 多个团队参与。上海农林职业技术

学院的“蔬菜庄园生鲜半成品净菜项目”获得特等奖，上海科学技术职

业学院的“澎程户外亲子游”和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图扣 TM 视联

网 IP 创意设计工作室 TCS”项目获得并列一等奖。上海健康医学院王静

雯团队的“纳米刀肿瘤消融系统”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杨逸文团队

的“高校舞美演艺”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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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寻艺草编》团队展示草编产品 

民办院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增幅明显。民办院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比例连续 4 年高于公办院校，且增幅明显。2016-2017 年，上海市民办高

职院校自主创业比例为 2.47 %和 2.78%，公办高职院校为 1.59%和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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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17年上海公办与民办高职院校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上海市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2013—2018年度质量报告 

案例 1  创新育人模式，培育双创人才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以自设创意品牌“SFAA”以及与之相配套

的课程体系为依托，通过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建立共同投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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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益共享、品牌共建的机制，共同促进学生创新创业。毕业生

已成功创办 Smile 儿童摄影工作室、小小天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CC 

sister 创意饮品等多个个人工作室或创业公司。在校学生应邀为上

海市杨浦区政府、上海图书馆等设计外事活动“伴手礼”，并在第二

届“汇创青春”创意作品展示活动中，学院共获得 13 项奖项，其中

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5 个，三等奖 4 个。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制定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开展“技能证

书认可学分”和“技能大赛认可学分”改革，并连续几年投入 300 余

万元建设 5 个“创新创业实训基地”，提供创业指导及创业实训。建

立创新创业工作室，举办科技节，通过实践训练、技能竞赛、科研创

作等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科技创新作品 50 余项，获得

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10 余个。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依托专业特色优势，营造非遗活态传承和

创造性转换的生态体系，传承融创，守正出新，构建“创意•创新•

创业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学院非遗创业项目《寻艺草编》团队获

第二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互联网+文化创意类”一等奖；项

目负责人姜曾浩获“2017 全球创业周”高校创新驱动与创业实践峰

会“创业之星”奖、上海市 2017 年度创业新秀“提名奖”等。2017

年，学院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上

海市 A 级高校创业指导站”。 

1.4 素质教育 

（1）强化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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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探索由“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

变，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实习实训、社团活动相结合，促进学

生职业能力与道德素养的协调发展。 

一批高职院校坚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站稳思政核心课程的主阵

地，推进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改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开设“中国系列”新课程，构建全员、全课程育

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课程体系。如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与武警政治

学院联合开发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下的中国智慧》，上海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开设《工艺中国》，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国航运文化》，

逐步形成上海高职思政课程的品牌。 

案例 2  开发“中国系列”课程，推进思政育人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上海唯一以现代都市农业为特色的

高职院校，连续开设《大国三农》课程，由学校党委书记和院长领衔

的 6 位党政班子成员以及各系部的党政负责人共同承担，以团队形式

为全体学生授课，设计出 11 个专题，从上海颁布“史上最严”食品

安全地方法规，到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专

题课“舌尖上的安全”就给农科学子带来强烈反响。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结合工艺美术行业特色，制定了以思想政

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专业课三位一体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方案，开设“中国系列”课程《工艺中国》，内容

跨不同专业领域，涉及传统工匠精神、工艺美术、书法、服装服饰、

园林、吉祥图案、文化遗产等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帮助学生提高“文

化自信”。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以中国航运为关键词，推出“中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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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国航运文化》课程，按照中国航运文化的历史脉络，弘扬海洋

文化，展示我国现代造船业、著名航企以及杰出海员、劳动英模的事

迹，助力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

广受学生欢迎。 

（2）培育“工匠精神” 

高职院校积极探索工匠精神培育途径，组织开展工匠进校园、课程

与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等活动，将“工匠精神”引入校园、引入课

堂，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养成“工匠精神”。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智慧工匠”技能大师工作室，聘请行

业大师入驻工作室，探索传统师带徒方式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聆听劳模讲解工艺 

案例 3  弘扬中华文化，培育工匠精神 



 

9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及上

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打造物业管理专业的大师工作室，组织开展“学习劳模精神，喜迎十

九大”实践征文比赛，为学生发放《走近劳模》图书，指导学生通过

阅读、网上收集劳模素材，制作“我和劳模在一起”微视频。遴选优

秀学生代表，分批走进陆凯忠劳模创新工作室、包起帆创新之路展示

馆等，帮助更多同学了解劳模，感悟工匠精神。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设《匠心中国》系列课程，设计“黄

金时代”“成长领航”“匠心传承”“精工炼就”四个专题，由宏观

至微观，分别讲述国情国史、国内外 发展大势、行业产业发展趋势、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养培育等。采用 “一个中心，多向辐射”

的组织形式，通过系列课程整合校内外育人资源，促进“工匠精神”

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融“匠心”于我心。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以名师工作室为载体，与日本资生堂美容

技术学校开展多项中日文化交流，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开设讲座、进

行教学展示，增强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跨文化理解。开设《中国历代发

型与化妆》等课程，以中国历代发型与化妆造型为切入点，融入中国

传统发型文化，中国传统梳妆礼仪，化妆师礼仪等内容，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华、爱国主义和工匠精神。 

（3）技能提升 

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已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展示的舞台，在主管部门、

高职院校的组织带动下，上海高职学生积极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以及上海市“星光计划”职业技能大赛等，展示了上海

高职学生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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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杨慧芳和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思语代表中

国参加了印刷媒体技术和货运代理两个项目。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毕业生张淑萍和在校生萧达飞在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大会上作现场陈

述，助力上海取得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权。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萧达飞在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大会上作现场陈述 

2017 年，上海高职（含本科二级学院）院校共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 44 个赛项，共获 135 枚奖牌，其中 10 枚金牌。上海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获得“软件测试”团体项目金牌，上海健康医学院学生陈娱

玺和田颖获得“中药技能”和“英语口语”一等奖，上海电影艺术职业

学院韩沛琪和郑苏一分别获得“中国舞表演”和“钢琴演奏”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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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陈亦凡参加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比赛 

 

（4）职业体验 

5 月 13-21 日，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经信委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千锤

百炼，工致匠心”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高职院校职业体验日”活动， 24

所高职院校共推出 96 个体验项目，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涉及到智能家居、智慧农业、食品卫生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共有 11000

余名中小学生和家长参加体验。 

中小学生在参加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 VR学生体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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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团育人 

近年来，学生社团已经由学生锻炼能力，丰富课余生活的团体逐步

发展为志愿服务、奉献爱心的公益组织。高职院校以社团为依托，从政

策扶持、制度激励、指导教师配备、资金保障等方面鼓励和支持学生参

加各类竞赛活动，培养与塑造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案例 4 多措并举推进，技能与素养协同发展 

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把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

设的抓手，常年为上海市科技馆、上海市图书馆、松江烈士陵园等开

展志愿服务，年累计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 4320 人次，参与率为

93.94%。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队”、“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

体”和“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探索社团的专业化运行，建立校内社

团专用实训室，指导社团实行模拟公司化运行模式，辅以“学长制”

形式实现不同年级“专业精神”的传承，确保三年教学过程中社团成

员达到从“职业基本能力→单项技能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岗位职业

能力”的递进式培养目标，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真正实现学生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世赛模式全面复制与推广。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017 年上海市大学生“创造杯”大赛，

来自全市 17 所高校、74 支代表队参赛，其中不乏 985、211 本科院

校。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参赛队伍以创业项目“设计再造生活废弃

品之循环利用——永恒创意工坊”荣获二等奖，是本次比赛中高职院

校所获的最高奖项，也是唯一获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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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计分卡 

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计分卡指标略有起伏，就业率、理工农医类

专业相关度指标有所下降，月收入、母校满意度、自主创业比例、雇主

满意度仍稳步增长。 
表 1  计分卡 

指标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1 就业率 % 97.63  96.95 

2 月收入 元 3597.00 3798.98 

3 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 79.77  77.51 

4 母校满意度 % 91.73  93.48 

5 自主创业比例 % 2.00  2.12 

6 雇主满意度 % 94.65  94.86 

7 毕业三年职位晋升比例 % 29.96 32.64 

注：2016年数据根据 24 所院校填报数据计算平均值所得；2017年数据根据 22所院校填报数据

计算平均值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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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改革 

2.1 教学资源 

2017 年,上海市共有 22 所
1
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公办院校和民办院

校各占 50%。全日制在校生总数为 11.05 万人，校均 5024 人。教学资源

整体情况进一步改善，有力支撑了专业人才培养。生师比更趋合理，21

所院校达到教育部规定标准。2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略有回升。生均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8 万元，远超教育部规定的优秀标准，其中新增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占比 20.02%。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校

园网主干最大带宽、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均大幅提高。  

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继续加大高职院校教师能力提升建设。

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共有 146 名教师入选“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师国外

访学进修计划”等教师专业发展工程，46 名教师参加三个月全脱产企业

实践。培训新进教师 41 人、专业负责人 77 人、教务处长 19 人。开展重

点专业（一流专业）建设教学设计比武大赛、教师说课大赛、信息化教

学大赛等，提高了教师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能力。2017 年，上海高职

院校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50%）。 

 

表 2  资源表 

指标 单位 2016年 2017年 

1 生师比 — 15.42 15.40 

2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 55.78 55.93 

3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生 15390.07 18265.72 

4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M2/生 16.44  18.10 

                                         
1注：截至到 2016年末，上海共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 22所，在原 24所高职院校中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上

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等三所院校合并成为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2
 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规定，高职（专科）综合、师范、民族院校

生师、工科、农、林院校、语文、财经、政法院校的合格标准均为 18:1，医学院校为 16:1，体育院校和艺术院

校为 13:1。2017年生师比尚未达标的学校仅为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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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个/生 0.73 0.64 

6 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MbpS 78660 101574 

7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   门 9592 12090 

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  门 613 817 

数据来源：上海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2018 年度质量报告和数据状态平台。 

表 3  2017年度上海市教委高职院校师资培训工作情况 

序号 主要工作 

1 

开展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分别有 11名、22名、40名、73名教师入选“上

海高校中青年教师国外访学进修计划”“上海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

问学者计划”“上海高校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

养资助计划”。 

2 
开展 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新进教师规范化培训，9 所院校 41 名新进教

师参加为期 78天脱产培训。 

3 

组织开展 2017年上海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工作，18所院校 46名教师

分别参加汽车、机械、土建、电子信息、经管等大类为期三个月全脱产

企业实践。 

4 
完成 2期专业负责人培训，全市 22所院校 77名专业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推选优秀人才培养方案 14份，并汇编成册供各高职院校学习交流。 

5 

开展 2016 年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中高职贯通专业建设教学设计比武大

赛，20所院校参加，评选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名和三等奖 7名，另

有优秀说课奖 2名。 

6 

开展 2017年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重点专业（一流专业）建设比武大赛，

全市 22所院校 26个专业参加，评选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名和三等

奖 7名。 

7 
完成 1 期教务处长培训，19 所院校 19 名教务处长参加培训。五篇论文

获评优秀论文。给予教学管理改革研究专项资助。 

8 

开展上海市高职院校教师说课大赛，涵盖土建类、汽车类、机械类、经

济类、信息化（含电子类）和其他类专业，10所院校 18位教师参加决

赛，评选出一等奖 4名、二等奖 6名、三等奖 8名。 

9 
组织开展上海市各高职院校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教改资助

项目 34项，通过教改项目结题 83项。 

10 
组织开展第三届上海市中德合作职业院校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共有

5所高职院校 9名骨干教师参加，均获得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 

11 
完善“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研究会网站”，建立“上海市高职院校教师

教改资助项目管理平台”，改版“上海市高职院校培训管理平台”。 

数据来源：上海市教委 2017 年度工作总结和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研究会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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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业建设 

形成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共

开设专业 209 个，专业点 498 个，覆盖高职教育 17 个专业大类。围绕上

海“四个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整体目标，

新增专业 84 个，包括机场运行（航空港管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数

字媒体应用技术、园林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老年服务与管理等。 

案例 5  主动对接区域产业  优化专业布局结构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主动对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围绕城市建设、

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人才培养定位，将原有 12 个专业大类 47 个专

业调整为 38 个，形成了围绕现代服务业、智能制造的“5+1”专业链

布局，凸显了学院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四新产业”，新增游戏设计、应用

英语和风景园林设计三个专业，形成了面向先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等相关行业衔接的工、商、管、医、艺多门类相融和协调发展的专业

布局结构。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本着“大艺术”的教育理念，以影视艺术、

数字艺术为主线，构建了演艺类、影视制作类、传媒类、艺术设计类、

动画游戏类五大互为支撑的专业群，打破以专业为基础的教育模式，

通过大类培养，促进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贯通，宽口径培养人

才，提高了育人实效，同时也提高了办学资源的高效利用。 

对接国内外同类标杆专业，建设一流专业。以“服务需求、提高质

量”为主线，将行业企业先进技术技能标准引入专业教学标准，与行业

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在服务国家和上海重大发展战略、服务“一带

一路”企业“走出去”战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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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在第 68届美国印刷大奖 Benny Award（班

尼奖）
3
中获得 1 金 3 铜的好成绩。 

建立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联动开发机制，继续开发了一批服务

上海重点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的新专业教学标准，推进了国际水

平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开发。以对接世界技能大赛为平台，对照国际

标准推进教育教学改革。2017 年 10 月，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货运代理

专业学生周思语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优异成绩。 

案例 6  对接国际职业标准，培养国际水平人才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飞机机电维修专业以美国莱托诺大学和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为标杆，建成占地 3000m2 的飞机外场实训停

机坪，实训设备国内领先（其中企业捐赠 2000 万元），获得民航维

修人员执照考点资格和民航维修培训资格，累计完成机务维修在职人

员培训 305 人次，机务维修执照考试 5000 余人次，培训到款额 331

万元。获批中美合作 FAA 证书项目，2017 年 9 月首批 90 名学生入学。

多名教师持有“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或受聘为“中国民用航空

局维修人员执照考试委任代表（考官）”等。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信技术专业对标德国兰茨胡特应

用技术大学同类专业，与德方共同合作，实现四方面融合。课程标准

对接，构建了学分互认课程体系，德方认证课程 14 门，认证学分 106

分，占总学分的 52.7％；教学标准对接，建设信息化教学资源库，

开发了交互式虚拟仿真系统、教学微视频、新形态一体化教材等；评

价标准对接，建立了结合中方、德方、企业认证的“三维一体考核评

价体系”；资格标准对接，学生同时获取德国工商大会工程师助理证

书、华为认证数据通信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巴伐利亚州文教部技术

                                         
3 美国印刷大奖 Benny Award（班尼奖）被喻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 



 

18 

员毕业证书和国内专科毕业证书。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国内汽修人才的现有不足，探索实践

“三元融合”本土培养汽车技术技能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国内

首个英国 IMI 三级中心，开发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对接国际的能

力分级课程平台及课程资源，构建符合国际行业标准的实践教学平

台，培养掌握国际行业标准的专业教师。与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

限公司、英国汽车工业学会合作举办“国际标准学徒班”。近年来，

为中高端品牌 4S 店输送 700 多名国际水平高素质人才，224 名晋升

为技师、144 名晋升为高级技师，141 名晋升为中高层管理人员。 

开展示范专业和重点专业建设，提升课堂教学质量。2017 年，上海

高职院校共有重点专业 109 个，其中国家级重点 25 个、省级重点 84 个。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酒店管理专业和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成功入选为

教育部、国家旅游局高等职业院校旅游类示范专业点。上海行健职业学

院全国首创“弹唱一体化”《幼儿钢琴弹唱》课程，配套教材在全国 150

家学前教育专业院校和幼儿园使用，总发行量近 10 万册。 

2.3 产教融合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不断深入。14 家规模企业发布参与高职教育人才

培养年度报告。企业兼职教师占比 18.98%，校企合作专业数占比 70.01%，

企业录用顶岗实习毕业生比例 77.03%，订单培养人数占在校生人数比例

5.47%，获社会（准）捐赠 52.15 亿元。校均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和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均有提高，增幅分别达 22.79%和 13.9%。 

 
表 4  上海《企业年报》发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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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产教研协同基地，提高应用技术研发和服务能力。开展 15 个市

级产教研协同基地队伍建设培训，推动校企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平

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以基地建设为依托创新产教研融合体制机制。

上海工艺美院“德国传统工艺和可持续发展材料应用性创意大师工作室”

等 3 个上海市紧缺艺术人才创新工作室获得立项建设。 

继续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上海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五四园艺班”和“五四财务班”学生顺利毕业，

“五四园艺班”80%的学生留在合作单位就业，2017 年新增现代学徒制试

点“顽皮宠物班”。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和上海

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3 所院校入选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案例 7  产教研协同发展，创新育人平台与机制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分别与招商物流、杏花楼集团、上海衡山集团

等合作开展物流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和食品营养与检测、酒店管理

等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共同制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

位标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及相应实施方案等。学院同时

携手世界 500强，将现代学徒制应用于连锁管理等其他 10 余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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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每年学徒制、订单式人才培养规模约 1000 人，以现代学徒制为

特征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日趋显现。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人物形象设计专业引进行业顶尖特效化

妆团队——AJ 特效化妆工作室，建立影视特效化妆实训中心、大师

工作室，全力打造具有错位竞争优势的影视特效化妆方向。专业师生

受邀参加湖南卫视暑期周末黄金档《我是未来》节目录制，为艺人张

大大进行特效化妆造型。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与复星集团、上海迪斯尼、国旅集团、春

秋国旅等知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黄山旅游景区、携程旅行网

等成立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共建校园智慧旅游体验示范区。与海湾

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牵头，联合奉贤区旅游局、奉贤区文广局及其

它驻区旅游企业，组建“校区深度合作”指导机构。学校入选国家旅

游局旅游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示范基地。 

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实践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校企

共建双主体二级学院，共建产学研创校内实训基地，共建教学团队，引

入企业资源共同开发专业教学资源库。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与上海今

日动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创建“今日-上电动漫创客基地”，建立了

涵盖 10 万件素材的影视动画专业教学资源库。 

案例 8  合力构建联合培养体，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深度合作，共建

校企“双主体”二级学院——“大唐信息技术学院”，创新校企联合

招聘、联合培养的“双岗、双职、双薪”人才聘用制度，建成一支“双

能”市级教学团队，建成市级和校级精品课程 11 门，完成市级重点

科研项目 3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10 项，其中 2 项转化为产品，指导

学生获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等奖项 44 个。学生连续三年高级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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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获取率 95%以上，就业率、签约率 100%。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共同探索“校企一体

化”办学模式，从学校定位、办学机制、企划发展等方面进行顶层设

计，通过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管理、资金、设施”三大优势，共享

“师资、技术、岗位”三大资源，加强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提

升了专业服务学生、服务航运产业的能力，突显了行业办学特色。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与建筑行业领军企业深度合作，以助理建

筑师岗位技能培养为导向，以企业真实项目引领建筑设计专业教学实

践，共组教学团队，共定培养方案，共建职业环境，共筑服务平台，

共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建筑设计人才。学院绿色建筑创新中心获得

2017 年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LEED CI 铂金级认证。 

深入推进“双证融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7 年，上海市教委

与市人保局联合开展 22 所高职院校、34 个专业点“学分认可型双证融通”

改革试点。以推进国际资格认证为突破，将国际认证标准融入教育教学

过程，提高了学校专业课程建设质量，提升了学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水平。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双证融通课程职业技能鉴定通过率 

97.6%。 

案例 9  融入职业资格标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依托校内国际认证培训中心与基地，

为学生提供交互式课程学习、真实项目实训和权威行业资质认证。

2017 年，影视艺术系影视编导、影视制作专业 50%以上学生通过

Nuke101 国际工程师资格认证；出版与传播系一批学生获得“ FCP 7

非线性编辑技能”国际认证技能证书；一批师生获得 G7 印刷标准化

技术资格。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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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对接我国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趋势、主动对接企业岗位群的技能要

求、主动对接国家职业技能证书和竞赛、主动对接学生创新创业需求，

构建了“课岗证赛创”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学生网页制作员(三

级)证书获取率 100%，首次合格率 92%以上。 

2.5 信息技术 

信息化网络设施建设和网络多媒体教学环境基础建设得到进一步优

化。百名学生配置教学计算机 38.54 台、配置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

座位数 94.86 个，较 2016 年均有增加。 

加强省级资源库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以“互联网+”思路开展教学资

源库和在线精品课程建设。2017 年全市电子信息资源总量达 173768GB，

校均 7898.55GB，线上开设课程总数为 817 门，完成 6 大专业教学资源库

建设和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验收，涵盖机电、设计、建筑、经

管、电子信息和养老类专业等。 

推进信息技术在院校管理、教学改革、质量监督等的应用。建立教

学云系统，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加强课程教学过程信息化及教学有效监

控；开发替代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实现实训资源的信息化；建立信息

化实训基地管理平台和顶岗实习管理平台，提高了校内实践教学和学生

企业实习质量。 

案例 10  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与管理形式 

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以教学云平台建设为抓手，推进教学模式改

革。开展 48 门云平台课程建设，其中 28 门完成建设并在课堂教学

中使用， 20 门完成前期课程标准、授课计划等教学资源准备工作。 

上海印刷出版高等专科学校开发顶岗实习服务平台，为学生顶岗

实习开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实习日志等优质、高效、便捷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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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自主通道”。建立顶岗实习“大学生数据库”，学校通过后台

进行信息查询、统计和分析，更加真实、全面地掌握学生实习动态，

提高了学生实习质量和平时学习积极性。 

上海中桥职业技术学院利用在线教育平台进行翻转课堂、混合式

教学等教学方式的教学改革，创立在线课程近 140 多门课程，提高了

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优化了教学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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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保障 

3.1 政策落实 

（1）积极主动、多方协同，推动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落细落实 

为全面贯彻国家及本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系列文件精神，落实《教

育部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的通

知》（教职成〔2015〕9 号）“强化管理督查”“做好事中监督管理、事

后检查验收工作”和《关于确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任务（项目）承接单位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6〕

30 号）“每年 12 月 31 日前按相关要求在《行动计划》管理平台上填报

任务（项目）年度工作进度及相关绩效数据”的要求，引导和推动本市

高职院校深化改革、突出重点、改有所成、争创一流，不断提升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市教委高教处委托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所组织实施了

上海市职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现场调研和推进工作。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为引导和推动本市高职院校围绕创新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深化改革、突出重点、改有所成、争创一流，不断提升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市教委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专业科研团队，

联合专家队伍，开展“全覆盖式”现场调研和推进工作，走进每一所高

职院校，以查促改、以查促建，督促和指导本市高职院校推进实施创新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一是调研推进的指向鲜明。现场调研推进工作重点突出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检查和推进”，了解各高职院校重点专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过

程、建设成果和成效、存在问题等情况，推进各项目强化项目意识，落

实具体工作，有序规范实施；二是突出“对帐和绩效”，了解各高职院

校创建工作的项目完成比例、经费执行情况、项目实施绩效等，督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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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理使用经费，提高经费使用绩效；三是强调“过程和结果”监督，

加强对高职院校创建工作实施过程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各项目按照教育

部和市教委相关要求实施项目，取得预期成果和成效。 

二是专家队伍的结构合理。专家团队由来自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

上海市教科院、上海部分高校、高职院校的有关领导、管理者和名师组

成。既有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也有具有丰富管理和教学经验

的实践专家，保证了现场推进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现场工作的方式扎实。现场调研推进会采取院校汇报、专家点

评、资料查阅、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高职院校主要领导围绕三年行

动计划的建设总目标、主要进展、建设成效、建设经验、经费使用情况、

特色与亮点、典型案例、下一步建设任务等方面进行汇报。通过开展“全

覆盖式”现场调研和推进会，对本市各高职院校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的整体实施情况、阶段性成果和存在问题等作了全面梳理，同时也对各

高职院校实施项目进行了有效指导、督促和推进，为 2017 年末的绩效验

收和 2018 年的项目成果验收打下扎实基础。 

（2）开展“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贯通培养试

点，服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2017 年，市教委协调相关各方，稳妥有序推进“高本贯通”试点工

作。一是科研先行，系统设计实施方案。市教委委托专业科研机构对试

点工作开展研究、进行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工作推进步骤，确保风险可

控。2016 年初即启动研究工作，经过多次讨论完善，最终形成论证报告

和实施方案。 

二是广泛沟通，出台指导政策文件。在前期论证报告和实施方案的

基础上，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并与教育部、市教委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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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后，2017 年 6 月印发实施文件，对高本贯通的目标、工作要求、内容

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三是积极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高本贯通专业遴选严格，必须

是技术技能要求较高、培养周期较长、社会人才需求旺盛且稳定的专业，

同时，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的相关专业要具有各自比较优势，要研制系

统的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人才培养方案、工作实施方案等。 

2017 年，首批“高本贯通”试点开设招生专业 2 个（建筑工程技术、

信息安全与管理），涉及高职院校 2 所、普通本科院校 1 所，两个专业

共招生 76 人。高本贯通试点的选择非常严格，要求非常高，目的就在于

高质量的开展高本贯通工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后续工作积累经验。

“高本贯通”与“中高贯通”“中本贯通”一起，构成了上海现代职业

教育“中职－专科高职－应用型本科”人才贯通的三个模式，成为上海

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专项引导 

开展一流专业中期检查工作。早在 2015年，上海市启动“一流专业

建设”项目，要求“对接国际标准、服务产业升级、聚焦民生需求，遴

选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职一流专业，提升上海高职

院校专业建设水平”，建设周期为 3 年，每个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不超过

150 万元/年4，共立项 20 个项目5。2017 年 2 月，上海市教委对立项的 20

个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6，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专业科研团队设计整

体方案，并通过专家现场评议对各项目进行打分和提出建设意见。对得

                                         
4 注：参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5年上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

高[2015]8号）。 
5 注：参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5年上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沪教委

高[2015]21号）。 
6
 注：参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上海高等职业教育一流专业建设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沪教委高〔2016〕

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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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排名靠后的 3 个项目开展专家质询，围绕该专业“能否建成一流专业”

进行现场询问、判断和指导。其中一个项目因实施情况与预设目标差距

大，且不具备继续建设能力，终止实施。 

开展产教研协同基地建设检查工作。随同 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现场调研推进会检查产教研协同基地建设情况，将其纳入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框架，把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技术工艺和产

品开发平台及“技能大师工作室”分别对应“建成一批职业能力培养虚

拟仿真实训中心”（XM-07）、“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XM-16）和“与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合作建立

技能大师工作室”（XM-17）三大项目。专家听取学校主要领导汇报基地

建设目标任务、建设成果、经费执行和主要经验等，实地考察基地建设

情况，指导和督促院校对标绩效目标总结建设成果和梳理可推广经验，

为高质量验收做好准备。 

开展专业教学标准和教学资源库建设方案开发验收工作。上海市教

委高教处委托上海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决策咨询服务平台组织“国际水平

的专业教学标准”和“省级教学资源库建设方案”开发申报工作，要求

“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教学标准，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成熟

适用的职业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制定完成上

海市高职教育专业大类省级资源库建设方案，比如工科、经管、艺术、

人文类专业等”，共立项 15 个项目，包含 7 个专业教学标准和 8 个教学

资源库建设方案开发项目。2017 年 9 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专业科

研团队组织专家和立项单位，对立项项目进行了汇报答辩和验收评审。

最终评出 8 个项目完成情况较好，认定为“修改后通过”；7 个项目研究

成果不符合课题基本要求，认定为“延期验收”7。 

                                         
7
 注：参见《关于“专业教学标准”“教学资源库建设方案”开发工作验收结果的公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官网 http://www.cnsaes.org/homepage/Upfile/2017914/20170914424821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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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上海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决策咨询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立项工

作。2017 年 7 月，启动 2017 年“上海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决策咨询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申报工作8，并于 8 月 18 日召开立项评审会，共立项 6 个课

题9。9 月 22 日，职教综改决咨团队组织了开题会，对立项课题进行集中

开题和专家辅导工作。立项课题研究内容涉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建

设，高职教育专业建设模式创新，以及高职教育诊断与改进工作实践等

上海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 

3.3 质量保障 

（1）落实并创新质量年报制度 

一是市教委高度重视。上海市教委将高职质量年报作为提升高等职

业教育质量和落实“管办评分离”的重要举措，每年发布专项通知，明

确高职院校质量年报的报送范围、工作要求以及报送要求等。 

二是优化过程管理，委托专业团队全程指导，建立“三次报送+三级

审核”制度：上海市教科院职业教育决策咨询团队对年报编制工作进行

全流程指导，包括撰写关于做好高职年报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动员

与培训全市高职院校、开发质量年报上报系统、针对各校提交年报存在

的问题提出修改及报送建议、编写市级年报；“三次报送”即各高职院

校年报材料分三次报送市教委，第一次为数据报送，第二次为案例报送，

第三次为最终材料报送；“三级审核”即院校采集员负责报送数据，院

校审核员负责审核数据，院校长进行最终核准。 

三是突显第三方评价与导向作用，建立“院校年度报告系统+深度个

案分析+政策跟进”市级年报编写模式：注重引导形成新型质量观，以实

                                         
8 注：参见《关于申报 2017年 “上海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决策咨询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通知》（上海高职教育网

http://www.gzgz.edu.sh.cn/SHGZJYW/Web/_Detail.aspx?Type=3&Id=183）。 
9
 注：参见《关于 2017年“上海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决策咨询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立项的通知》（上海高职教育网

http://www.gzgz.edu.sh.cn/SHGZJYW/Web/_Detail.aspx?Type=3&Id=184）。 



 

29 

现学生价值为主线、以就业结果为导向全面衡量高职质量，探索投入、

过程和结果“三位一体”的高职教育质量观；强调以数据、案例作为支

撑，论证坚持客观准确，直陈事实不修饰，言之有物不夸张。 

目前，上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已经成为实施“政府引导”

“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工具，随着年报制度的不断完善，现已辐射至

上海中等职业教育年报的编制工作。 

（2）有序推进诊断与改进工作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 号）和《上海市高等职业 院校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实话方案（沪教委高[2016]20 号）等有关

文件精神，2017 年，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本市高职院校诊断与改进工

作正式启动、有序推进。 

一是建立诊改机构，为诊改工作提供组织保障。2017 年 3 月 8 日，

上海市教委发文成立上海市高职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简称诊改专委会），并公布了委员会名单，由上海金山社区学院、全

国诊改委主任委员杨应崧任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成员由高职院校

和行业企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3 月底，在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召开了诊改专委会专家工作会议。诊改专委会的工作机制、职责范围

和年度工作计划也逐步得以明确。   

二是明确首批试点院校，探索高职院校自主开展诊改工作。上海首

批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院校有四所，即上海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这四所院校都根据学校发展和自身特色自主开展了

诊改工作。如上海电子信息技术学院开展了教学诊改工作信息平台的建

设；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农林职



 

30 

业技术学院都开展了学院层面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工作，并

在六个专业进行了教学诊改工作的探索。 

三是以点带面，在全市推进诊改工作。在市教委高教处与诊改专委

会的组织下，先后召开了“上海市召开高职院校教学诊改工作培训会议”

“上海市高职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推进会”“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

教学诊改工作总结会”等全市性的会议，通过专家报告、试点单位汇报、

交流讨论和工作部署等多种形式，邀请高职院校相关校领导、试点院校

相关人员、非试点院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引导各高职院重视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自觉申报和开展诊改试点工作，让学校各部门、

所有教师都能树立起质量主体意识，积极参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和

教学诊改工作。 

3.4 经费保证 

制定地方法规保障财政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2017 年，《上海市高

等教育促进条例》发布，明确规定“对地方公办高校建立以经常性经费

投入为主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健全生均综合定额标准体系，建立科学

合理的增长机制，确保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并就经

费使用绩效制度、培养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上海高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保持在 2 万元以上。《中

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2013 年，上海普通高职高专学校生均公共

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便已经超过 2 万元， 2015 年达到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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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3～2015年上海普通高职高专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多数公办高职院校超过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12000 元标准10，民办高

职院校校均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接近 4000 元。2017 年，上海 11 所独立设

置公办高职院校中，有 9 所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在 12000 元以上，1

所区政府办、1 所企业办院校尚未达到。11 所民办高职院校中，10 所有

生均财政拨款，部分民办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超过 6000 元，校均

水平接近 4000 元。 

多数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相比 2016 年有大幅增加。相比 2016

年，上海 22 所高职院校中，8 所院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有小幅减少，其

中 4 所民办、4 所公办院校，14 所院校有较大幅度增加。 

 
表 5  落实政策表 

指标 单位 2016 2017 

1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元 12912.12 13098.29 

其中：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元 5011.10 3682.51 

2 
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 人 3081 3137 

在岗教职员工总数 人 6982 7425 

                                         
10
 注：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

见》（财教[2014]352号）要求，2017年高职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要达到 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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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专任教师总数 人 4024 4347 

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万元 1001 905 

4 
生均企业实习经费补贴 元 339.68 363.29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5 
生均企业实习责任保险补贴 元 43.78 46.52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8 8 

6 

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 课时 183628 225482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元 26899600  30655710  

其中：财政专项补贴 元 2566492  278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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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合作 

4.1 发展要求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国际影响力显

著提升。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折合 11.2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0%以上，超过美国、

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1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引领中国产业“走出去”，一批企业开始面向全球进行贸易

布局、投资布局和生产布局，高速铁路、生物能源、风力发电、通信技

术等产业正逐步形成世界话语权。教育对外开放环境发生显著变化，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

作的若干意见》从出国留学、来华留学、涉外办学、双边多边教育合作、

参与教育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教育部印发的《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了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

工作重点。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面对新时期的新要求，职业教育配合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在政策对话、人员互访、校际交流、技术培训、

课程开发、学校建设、科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职业教育成

为中外教育合作中成果非常丰富的一个领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

业院校等各个层面积极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比如积极承办第三届国际

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世界职业教育院校联盟会议等世界性职业教育会议；

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共建共享，在贵州定期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

                                         
11
 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常态 新实践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一

[EB/OL].[2017-06-16].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16_1504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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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在广西定期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峰论坛，服务东盟职业教

育发展；助力重点行业到国（境外）办学，教育部联合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把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试点企业，联合 8 所国内高职院校，在赞

比亚实施职业教育办学试点等。12
 

2017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获得国务院批

复原则同意，规划明确上海的城市性质，包括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

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

市，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在此背景下，上海高职教育不断深化国际交流，提升国际

合作水平，促进上海传统文化传播，对于上海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

意义。上海高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国际合作交流，提升职业教育

国际服务水平和国际化教育水平：一是完善中外合作机制，支持职业院

校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教育资源，中外职业院校教师互派、

学生互换；二是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提升合作办学水平；

三是加强与国际教育领域同行交流，组织和参与相关专业的学术和管理

活动开展；四是参与教育领域国际标准、规范制定，开发与国际标准对

接的课程体系，提升本市相关专业在国际影响力。新时期上海高职教育

的实践探索，是贯彻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反映了高职院校国际

交流合作水平和影响力，正在成为推动产教协同“走出去”办学，传播

“中国职教故事”和“大国工匠精神”的时代注脚。 

                                         
12
 王继平. 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J].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2017,(1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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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双向留学 

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上海高职加大出国留学力度，选派优秀

高职学生赴境外实习实训，另外选派优秀本土教师到海外交流、研修；

与此同时，扩大来华留学规模，高职院校利用学校品牌和专业优势吸引

境外学生来华学习，包括接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学习或研

修，并不断完善全链条的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双向留学教

育规模不断扩大与质量不断提高。 

案例 11  完善留学服务制度体系 留学服务不断升级 

留学制度规范化，扩大留学规模。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不断完

善国际合作管理制度，修订了《出国（境）人员管理办法》，制定了

《赴台交流交换学生管理规定（试行）》《学生海外实习、实训项目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确定赴台学生管理细则，明确出访与培训

不同时长学生的补贴金额与奖励方式，扩大受益面。学院按照交流学

校的级别、对专业的重要性、持续程度、学生与学校的受益程度等要

素评定国际交流项目，明确要求所有项目对全校学生公开并建立出访

学生筛选机制。2017 年，共有 13 个项目，123 人次进行出访交流；

接待 7 批次 20 人次进行来访交流；签署国际交流合作协议 3 份。 

开展海外顶岗实习，扩大国际视野。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德

国宁堡农业教育培训中心(DEULA-NIENBURG)合作开展海外顶岗实习

项目，植物科学技术系一位专业老师和四位学生赴德国 DEULA 培训中

心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顶岗实习。内容包括草坪修剪机、翻耕机等机械

的原理及运用，参观考察德国农场等，师生在交流学习中，不仅掌握

了森林伐木、楼梯搭建等较高难度的操作内容，也对花卉树木的种类

和配置、温室栽培技术等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还感受到德国对于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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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质、环境保护、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及农业全产业链的重视。 

支持学生获得国际职业资格证书。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

德工程学院与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长期合作开展交流合作活

动，2017 年，学院选派 145 位在校学生优秀学生赴德国开展为期 1

个月或 3 个月的海外游学项目，学生开拓了国际视野，培养了职业能

力，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到目前为止，有 117 名毕业生通过考试

获得了由德国巴伐利亚州文教部颁发的“技术员”证书。420 多名毕

业生通过考试获得了由德国工商大会（AHK）颁发的“工程师助理”

证书。赴德深造的学 10 余人，其中 2 人已获硕士学位。同时，先后

有 52 位德国留学生来校交流学习。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共组织 8 支学生团队 103 名学生，分别赴

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相关院校或教育机构学习实习

2-4 周。学校机电学院汽修专业与德国 HWK 合作，采用“校证提升”

模式，按照国际认证标准培养学生。2016 年有 10 名学生赴德学习并

获得“技师证书”。2017 年其中的 5 名学生经德方批准赴德深造，

并全部获得“汽车与机电技师证书”（相当国内高级技师）。 

4.3 合作办学 

“走出去”与“引进来”同步提高，创新国际合作办学。上海高职

院校通过与国外优质行业组织合作，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高校合作，签

订人才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校际合作协议，深化中外合作办学，整合国

际优质资源，形成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同时，高职院校配合中

国企业“走出去”需求，开始与上海大中型企业合作建立国际培训中心，

拓展合作办学范围。 

案例 12  整合国际教育资源 形成国际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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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与德国萨克森州建设行

业协会（BFW）签订中德“建筑行业新技术专业人才发展战略联盟”

项目合作协议，并开展了相关工作。该项目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牵线搭桥，德国建设行业职业教育最为出色的萨克森州建设行业协会

（BFW）和德国六家企业、中国三家职业院校参与。合作周期三年，

由德方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联合开展技术员层面的双元制教育培

训。学院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承担着项目废水处理技术领域的合作试

点任务。目前，专业已与德国专家讨论确定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和能力

导向的模块化课程结构，形成课程大纲。 

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培养国际影视人才。为了满足国

内影视行业走向国际的需求，2017 年，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携手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学院、上海新文化国际交流公司等启动

中国影视人才培养储备计划，举办了“中国影视制片人、影视编剧大

师班”（UCLA 大师班），提供好莱坞影视金牌训练课程，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影视学院副院长、好莱坞著名电影制作大师 Barbara 

Boyle 等大师级电影人参与教学，让本土人才共享美国影视制作优质

资源与先进理念，为学生提供与大师级电影人接触的机会，培养具有

对话国际影视制作行业能力高端人才。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共同举办应用

西班牙语等三个专业；与美国凯泽大学合办大数据分析专业，毕业生

在中方的学分可用于美国凯泽大学继续深造；应用俄语专业与白俄罗

斯戈梅利大学建立了戈梅利学院平台；与日本帝京大学，德国弗莱堡

大学、台湾文藻大学等 6 所国（境）外大学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

筹备与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新西兰商学院合作 3+1 专升本项目；

开展与马来西亚 UCSI 大学联合实施了英语教师 Tesol 证书培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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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4.4 人文交流 

上海高职教育进一步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一方面，建立和深化与职

业教育发达国家的人文交流机制，组织教师短期出国研修、访学、参加

国际会议，聘请发达国家学者来沪指导，开展多元的文化交流活动，打

造学术交流平台，畅通国际交流渠道；另一方面，高职院校与发达国家

企业、高校协作举办职教、电影论坛、会展等合作项目，逐渐形成了具

有上海特色、国际影响的人文交流品牌项目。 

案例 13  打造中外交流平台 塑造国际品牌项目 

举办国际工艺研讨会，弘扬民族传统工艺。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联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 2017“灵”第三届“薪技艺”国际青

年工艺美术展暨学术研讨会，美术展展出了来自全球 10 个国家，50

余所院校的 240 件不同工艺领域内的探索实验之作，中、韩、日、孟

加拉国的工艺美术大师、国家名匠代表近百余人参与论坛，为培养传

统工艺的年轻力量，推动传统创新，弘扬了民族技艺。 

承办中德（上海）职教联盟会议，搭建国际互动平台。中德职业

教育联盟是由同济大学、中德（上海）职教合作示范基地、上海现代

国际教育研究院、德国柏林职教集团牵头共同发起筹建的，是促使国

内中德职教合作示范基地、众多职业院校与德国权威职业教育机构互

通的组织。目前，上海共有 22 所中职，9 所高职院校申请加入中德

（上海）职教联盟。2017 年，“中德（上海）职教联盟首席会议暨

信息技术应用中德职业院校校长论坛”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参加活动的有上海 31 所职业院校、德国 10 所职业院校的校长

和近 10 家德资企业代表，为促成中、德院校之间学生互访、师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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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向达成提供了交流平台。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 IMI 国际校企合作项目，目前共计

36 名教师到国外技术进修，邀请英国诺丁汉中央学院 9 名技术专家

来院讲课，4 名教师获取英国 IMI 认证考评师，1 名教师获取美国

ASE/NATEF 铜级认证；16 名教师获得了德国 SGAVE 项目考官资质，培

育了一批国际化师资队伍。 

4.5 国际影响 

上海高职教育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开发经国外或国际认证组织

认可的专业，引进国际通用证书，开发国际化课程体系，增强本市高职

专业的国际影响力。根据“国际影响表”，上海高职开发了 4 个境外认

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2017 年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 23 人；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2409 人日；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

国（境）外实习时间 3115 人日；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

外指导时间 572 人日；有 5 人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人

数；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 17 项。 

案例 14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提升国际服务水平 

配合“走出去”企业需求，服务一带一路。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城

市建设和陶瓷修复职业教育系，依托 “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人才研修

班” 和“南海一号”项目，成立了上海“一带一路”建设技术学院，

举办“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国际研修班，传播文化，输出本专业的中

国标准、上海技术，服务国家战略。此外，学院还筹备中加 BIM 国

际协同中心，建设中建八局-城建学院职业技能国际培训信息中心，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参与国际教育研究项目，促进国际教育交流。教育部于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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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方合作，启动了中欧调优联合研究项目（Tuning Study），开展

中欧课程学分互认试点研究，其中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执行该

研究第二期项目的护理专业方向研究。目前，学院已与代表欧盟教育

部的芬兰护理专家对接完成“欧盟护理专业通用能力（33 条）”标

准，并逐步将有关国际护士职业资格标准嵌入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构

建对接国际护理人才培养标准的课程体系。 

与国际教育标准对接，培养国际水平技术技能人才。上海城建职

业学院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与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协会(City &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建立合作关系，引进英国零售管理课程认证证

书，将国际标准引进课程体系，已经确定《门店营运管理实务》、《门

店开发实务》、《在线零售管理》三门课程为引进认证课程。4 名专

业教师经过培训已经获得该协会零售管理二级、零售管理三级证书，

2017 年将完成培训国际培训师三级证书，专业团队获得对学生的课

程授课资格，学生通过国内授课、国际认证可获得该国际通用职业证

书。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与世界上最大的传播集团 WPP 集团建立

了长期交流合作关系。WPP 集团利用全球旗下企业资源全面建立国际

化课程体系，改造传统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导入国外先进的实务经验，

结合 4A 公司广告设计案例，进行小班化教学；整合优化课程结构，

从行业实际应用出发重塑《三大构成》等系列课程；不断优化人文基

础课程，加入国外经典电影赏析和世界美术鉴赏等课程；增加与国际

比赛（D&AD 英国全球创意设计大赛和德国 IF 设计大赛）直接相关的

创意比赛模拟课；以广告传媒行业从业人员能力标准为基础，参照美

国广告代理协会(4A公司)相关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制定专业教学标准，

引入 4A 公司技术标准开发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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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国际影响表 

指标 单位 2016 2017 

1 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一年以上） 人 19  23  

2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人日 1329  2409  

3 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 人日 3355  3115  

4 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 人日 385  572  

5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 人 7  5  

6 开发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数 个 3  4  

7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 项 13  17  

 

表 7  国际影响表部分指标详细备注 

指标 奖项 学校 

在国（境）

外组织担任 

职务的专任

教师人数 

1.2017年 季成蹊在"日本アートクレイ倶楽部"担

任讲师职务 

2.2016、2017年沈成旸在美国 LUSHIMP首饰公司担

任首席首饰设计师 

3.2016、2017年卢蕙卿在美国 Giovanni首饰设计

公司担任首席首饰设计师。 

4.徐侃：北美雕塑设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5.刘振宇：马格赋(德国)设计事务所资深设计师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开发国（境）

外认可的行

业或专业教

学标准数 

展示艺术设计多维空间设计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1.专业教学标准：艺术设计专业 

2.核心课程标准 12门：⑴数字化设计基础⑵数字化

模型设计表现⑶数字模型虚拟交互综合表现⑷三维

打印及工艺应用⑸摄影与图像制作⑹图形创意设计

⑺数字读物版式设计与制作⑻动态网页编程制作⑼

响应式网站设计⑽移动平台交互设计与开发⑾移动

网页设计与制作⑿用户界面设计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标准被英国诺丁汉中央学

院认可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国（境）外

技能大赛获

奖数量 

孟子航（姓名）在 68届美国印刷大奖 Benny Award

（班尼奖）（大赛名），获金奖；张雯（姓名）在

68届美国印刷大奖 Benny Award（班尼奖）（大赛

名），获铜奖；谢璟圆（姓名）在 68届美国印刷大

奖 Benny Award（班尼奖）（大赛名），获铜奖；

叶莎（姓名）在 68届美国印刷大奖 Benny Award（班

尼奖）（大赛名），获铜奖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 



 

42 

1.罗丹、奚迦禾、张海媚在 2017年 D&AD新血奖大

赛，获石墨铅笔奖； 

2.潘振琦、梁可涵、朱勤在 2017年 D&AD新血奖大

赛，获木铅笔奖； 

3.刘金铭、张文怡、何文鑫、陈爽在 2016 One Show

中华青年创新竞赛，获得“中华青年创意营铜奖”； 

4.浮豫蓉、杨梦倩、杨佳洁在 2016 One Show中华

青年创新竞赛，获得"产品创新类"铜奖。 

5.柏佳玲、黄芷恩、俞晴雯荣获 2016年“iF学生

公益奖 

6\7\8.张银燕 2017oneshow两项金奖、一项铜奖 

9.郑伟杰 2017oneshow银奖 

10.余涵 2017oneshow银奖 

11.孙朋 2017oneshow铜奖 

12.王哲 2017oneshow铜奖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陈亦凡在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荣获餐厅服务

（西餐）项目优胜奖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罗鞘、石寅、沈宏亮在 2017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创新

创业大赛中，获冠军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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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贡献 

5.1 服务国家战略倡议 

（1）对口支援，扶贫攻坚 

党的十九大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017 年，上海继续推进上

海喀什、上海果洛、上海遵义等 3 个职教联盟，着力实施《沪喀职业教

育对口支援全覆盖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推进南疆职业教育对口

支援全覆盖等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各高职院校依托自身行业、专业优

势，通过帮建专业、培训教师、送教上门等，探索多种对口支援工作模

式，初步形成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案例 15  对口支援，扶贫攻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中德合作职教师资培训中心”，

以德国职教理念为指导，开发了“院校管理理念与管理能力”等 6 个

培训包和 29 门课程，为中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培训近 400 人。该校还

通过组织教师赴德国考察学习、到江浙沪先进企业参观、来校挂职锻

炼、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支援西部院校发展。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与贵州盛华职业技术学院、黔东南民族职

业技术学院等西部院校签署共建会计专业协议，联手培养会计与财务

管理专业技能型人才。学校还承担新疆、云南等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

的培训任务，为新疆喀什、云南保山、贵州遵义等地区的 538 名党政

干部、业务干部培训。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在上海市教委支援南疆四县职业教育建

设统一安排下，对口支援喀什地区莎车县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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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县职业技术学校。该校 2 次组队赴疆开展调研工作，完成 28 名教

师来沪培训工作，帮助对口学校建设了农产品加工与保鲜专业。该校

还帮助两所中职校完成管理平台信息化统一门户及学工、教务、人事

系统，采购 60 套多媒体教学设备并投入使用。 

（2）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上海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2017 年 10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发布《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指出，“把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

为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新载体，服务长三

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新平台，联动东中西发展、扩大对外开

放的新枢纽，努力成为能集聚、能服务、能带动、能支撑、能保障的桥

头堡”。上海高职院校发挥国际合作交流优势，广泛开展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并为相关国家提供培训和技术服务，部分院校还

专门成立“一带一路”学院、面向“一带一路”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案例 16  依托国际化办学优势，助力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成立“一带一路”建设技术学院，与上海建工

集团共同开设上海“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人才研修班，为柬

埔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领域的领导、负责人提供培训服务。该校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服

务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战略，在国家级考古发掘项目—“南海 1 号”中，

完成了 200 件出水瓷器的修复重任，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好评。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面向“一带一路”，在原人

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增加英语技能训练、物流信息系统及计算机应用

技能训练、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实训环节，并与上海新跃

物流、万家物流、国本物流、环世物流等多家物流企业签订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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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为企业沿“一带一路”走出去培养应用型国际物流管理人才。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发挥国际化优势和专业优势，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财政、税务管理培训，该校已连续 7 年协作承办

由国家商务部委托、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援外培训项目，共培训了

342 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苏丹等 50 多个国家的财政、

税务部门官员。 

（3）服务“中国制造 2025” 

“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中国制造提质增效的重大战略。在国家战略

下，上海提出力争到 2020 年成为全国智能制造应用的高地、核心技术的

策源地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的输出地13的目标。上海高职院校依托行业优

势、专业优势，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和工艺创新等方式，推动上海

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案例 17  创新技术与工艺，助力“中国制造 202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依托建筑行业新技术开发平台，与企业共同组

建科研团队，研发了无机夹心超薄预制外墙模施工技术、装配式螺栓

剪力墙的施工技术、防水工程优化设计、构件运输保护方法等一系列

新技术，对于提升施工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该校针对预制剪力墙调垂

安装自行开发研制的一套测垂传感尺已投入施工现场实际应用，2.0

版本也已研发完成，准备投入实地使用。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李秀霞老师在上海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上海新力机器厂实践过程中，参与薄壁吸盘零件技术攻关，成功加

工出一批吸盘，并将吸盘零件的外型和尺寸做了改进，帮助企业取得

巨大技术进步。该技术还形成了“薄壁球形吸盘的夹具设计”教学案

                                         
13 注：参见《关于上海创新智能制造应用模式和机制的实施意见》（沪经信装[2017]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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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编写了详细的教案，已经用于数控技术（中高职贯通） 技术提

升性质的“数控产品加工”实训课程。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绿色建筑创新中心贯彻绿色建筑理念，将

太阳能光伏发电、新风全热回收、稻草板装饰材料、生态雨水回收、

高效率节水器具、垃圾分类回收、能耗监测平台、智能化灯光控制、

自然通风电动窗、日光感应、智能感应浇灌等技术应用其中。该中心

在 2017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上展出，受到业界高度评价，被

中国建筑学会授予“绿色建筑科普教育基地”，并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获得美国绿色建筑 LEED CI 最高级别—铂金级认证。 

5.2 服务“四个中心”建设 

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建设目标，上海高

职广泛开设国际商务、会计、航空航海、现代物流等相关专业，并依托

行业优势开展多种培训，为城市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在各专

业大类中，财经大类专业在校生数占比最高，超过 16%，交通运输大类在

校生数占比超过 10%，形成了对接“四个中心”建设的专业布局。 

案例 18  服务“四个中心”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对接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建设，深化会计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注册成立上海济兴财务咨询公司，一方面为

为会计专业提供真账实操实训场所，另一方面为大学生创业孵化项

目，提供财务咨询、账务代理服务等。该公司还协助“莱茵吧”和“遇

见咖啡”等企业进行了税务登记、制度制定及其他前期筹备工作等。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建立了航空运

输、航空乘务、空港管理、航空维修、航空制造五个学院，开设民航

运输、航空物流、空中乘务、民航安全技术管理、机场运行、飞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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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维修、飞行器制造技术等 12 个专业，为民航事业系统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7 年，该校共完成民航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证

书等培训 3850 余人次，空警基地 2502 人次培训，并为吉祥航空、春

秋航空、首都航空等公司开展乘务员、安全员及飞行员客舱应急培训。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上海国际贸易与航运中心建设，开设

报关与国际货运、物流管理、集装箱运输管理、港口与航运管理、会

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酒店管理等专业，构建了以国际航运物流

类专业为主体专业格局，并作为华东物流集团理事单位积极推动上海

现代物流业发展。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联手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上海铁路虹桥站

等单位共同培养铁路应用人才，在春运等客流高峰期间，坚持让学生

参与到上海三大火车站的节日运输当中，在“双十一”协同企业完成

高铁物流配送等工作。该校还与上海铁路局申铁杰能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为上海铁路局管辖内高铁车站及上海市金山

线沿线车站的设备抢修及养护业务培养专门人才。 

5.3 服务当地民生事业 

（1）推动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也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使绝

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上海高

职院校积极发挥职业功能，面向退伍军人、下岗员工等开展再就业工作。 

案例 19  发挥职业培训功能，提升就业质量和水平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利用自身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第六考区）、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计算机（第 27 考点）等平台，为嘉定区各街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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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开展“办公软件应用”、“电子元器件安装”培训；承接

区民政局“退役士兵系列培训”、区法制办“新上岗”人员及“岗位

人员”轮训、区就业援助员上岗培训等业务培训工作，年度累计培训

2684 人次，鉴定 14070 人次，共计收入 350 余万元，被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职业技能办学质量和诚信等级 A 级培训机构。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应静安区民政局、双拥办的要求，建立军地两

用人才培训基地，推进部队现役及退伍军人的就业工作。该校为部队

量身定做了办公软件应用及电工初级培训班，将课程安排在工作日晚

上及双休日全天，2017 年共计 40 名学员顺利获得证书。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帮扶嘉定区新春学校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基地学校）发展。该校 PICH 餐旅服务学院根据

新春学校特点，有针对性地为该校 14 名专业教师烹饪技能培训设计

了基础烘焙、基础西式料理，葡萄酒烈酒品鉴等共 100 课时的烹饪课

程，帮助老师掌握专业技能，为更好培养学校学生做出贡献。 

（2）服务食品安全事业发展 

食品安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食品安全是

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内容。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主动

承担政府委托的食品检测项目、开展食品安全培训，为上海食品安全事

业做出重要贡献。 

案例 20  承担食品检测项目，保障市民饮食安全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作，开发出的食品

生产市场准入培训软件、食品安全管理模拟实训软件成功申请专利，

并应用于食品安全管理课程教学和校企合作中，为杏花楼集团、上海

融侨食品有限公司、上海谷野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澳粒食品有限公司

等制定了员工培训手册，并完成 130 人次的员工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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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宝山区食品批发（集贸）市场、超市卖场企业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受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开展相关培

训，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标准，食品生产经营、食品安全

事故预防与处置、监督管理等，有效提升了检验人员食品快速检测的

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3）服务养老和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养老和学前教育是上海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2017 年，上海发布第

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上海地区)”数据显示，上海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57.79 万人，上年增长 5.0%，占总人口的 31.6%。

此外，上海工作生活的快节奏，使得市民在养老和抚养下一代上面临非

常大的压力。上海高职院校积极开设养老护理和学前教育专业，并面向

养老机构、幼儿园等开展考证、管理等培训，缓解了养老和学前教育事

业发展中存在的基层人才不足、专业技术落后问题。 

案例 21  开展养老和学前教育培训，缓解基层人才短缺问题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主动开拓养老护理和学前教育培训市场。该校

与上海凯成控股有限公司合作，为其下属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开展培

训。该校自 2016 年便与该公司合办养老护理员（五级）培训，每年

都有 30 名以上学院获得资格证书。该校还应崇明区教育局委托，为

其区内 60 位幼儿教师进行舞蹈、弹唱、美术等技能培训，促进了当

地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开设养老护理相关专业，在原有护理

（老年护理）专业基础上，今年又增设护理（康复护理）、老年服务

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规模逐步扩大。该校护理与健康学院还通过与

上海福原护理有限公司的深度校企合作，得到公司提供的日本专业养

老课程，并组织学生到国内先进的养老机构进行见习、到日本养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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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实习和工作。 

（4）服务市民社区治理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是上海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

公益培训服务达到 245937 人次，各校还通过开展社会工作、开放教育资

源、开展社会服务实践等方式，为社区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资源支持。 

案例 22  关爱弱势群体，共建美好社区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于 21011 年成立了嘉定区首家独立注册

的专业评估机构——上海科嘉社会工作评估事务所（3A），至今已完

成嘉定区残疾人联合会等委托的残联助残服务项目 113 项，各区民政

局、乡镇政府委托的公益招投标及福彩基金公益项目 105 项，撰写项

目评估报告 218 份。 

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与叶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开展“早

期接触临床志愿者社会服务实践活动”，由该校大二学生到叶榭镇卫

生服务中心为门诊、急诊患者提供包括导医、导诊、预约诊疗、咨询、

健康教育等服务，并还组织志愿者积极参加精神卫生日、助残日、志

愿者日等一系列主题性活动，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志愿服务。 

5.4 服务海派文化传承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以及独

具特色的“海派文化”，是上海持续发展的灵魂，打造“人文之城”是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高职院校主动承担

技术技能和文化传承使命，传承海派技艺，为城市发展留下记忆。 

案例 23  传承海派技艺，打造人文之城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承担上海文广影视局《2016-2018 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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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文化从业人员万人培训计划》，面向上海各区委宣传部部长、

分管副区长、文化局长、分管副局长、职能科室科长，各区非遗保护

中心负责人及相关基层工作人员，本市 63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单项）的保护单位负责人及国家级项目的传承人，开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统工艺振兴、新媒体环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等

培训，共计培训 720 人。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协同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上海雅昌文化集团等单位，共同开展即将

绝迹的珂罗版印刷技术传承工作。该校印刷包装工程系和上海博物馆

艺术品公司签订特技人才合作协议，从优秀学生中挑选对艺术品复制

感兴趣的学生，进行珂罗版复制技艺个性化培养，为上海博物馆培养

珂罗版复制技艺人才。 

5.5 服务行业企业转型 

（1）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全球技术革命正沿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和绿色化方向演进，

虚拟化技术、3D 打印、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将重构技术体系，

各行各业都处于转型升级之中。上海高职院校积极开设物联网应用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为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

撑。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校均非学历培训到款额达到 416 万元，有效

促进了从业人员的职后发展和行业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 

案例 24  发挥专业优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柔版印刷绿色制版与标准化实验

室”是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首批重点实验室，包括柔版制版标准化

等 3 个研究所和 1 个重点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2016 年，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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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表国内期刊论文 16 篇，其中 EI1 篇，各类研究课题 20 项，获省、

部级奖励 1 项，发明专利申请数 10 项，制订国家标准 3 项。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与上海、昆山、常熟、赣州等市旅游局，

世界金钥匙联盟组织、赤峰旅游协会、全国高校后勤接待服务协会等

行业协会，南京金陵饭店集团，九华山景区管理公司、黄山景区管理

公司等企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广泛开展酒店总经理、中高层管理人

员、后勤管理与服务人员等行业培训，并举办了昆山市旅游局旅游安

全主题培训、海盐县全域旅游发展专题研修等紧贴行业需求培训项

目，2017 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接近 400 万元。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行业优势积极开展职业培训，2017

年完成在校学生汽车维修工、汽车营销专项能力、汽车整形修复等项

目的培训计 998 人次，物流服务师、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等项

目的鉴定 1371 人次，汽车维修工、物流服务师、汽车维修工、数控(车

工)、汽车营销专项能力、计算机操作员、办公软件应用、汽车维修

工(车身整形修复)等项目的鉴定申报计 1909 人次。 

（2）为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 

为 500 强企业输送高素质技术人才。世界 500 强和中国企业 500 强，

都是引领产业技术技能发展的企业，更能体现出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升

级的服务贡献。2017 年，上海高职院校有 2403 名毕业生进入 500 强企业，

占总就业人数的 7%，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这一比例达到 41%，上海济

光职业技术学院达到 22%。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

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是《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明确要求。2017 年，上海高

职院校为中小微企业输送了23981名技术技能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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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了中小微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此外，上海高职院校还依托专业

助解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受到企业认可，校均横向技

术服务到款超过 53 万，相比 2016 年增加 54%。 

案例 25  提供技术服务，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自 2012 年以来

由企业主导、校企共建了 5 个学生工作室，由教师带领学生完成合作

企业实际项目。五年来，工作室承接“奉贤区镇网络安全分析”等项

目 80 余项，参加了 G20 杭州峰会、上海市“两会”等重大活动的网

络维护和监控服务，超过 1840 余名学生受益，并吸引了全国 20 余所

职业院校前来交流。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多种服务，该校

经管学院利用“校中厂”，为 600 余家中小企业提供代理记账服务；

机电学院为企业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承办“旭拓杯”职业技能大

赛；航空学院为华师大附中学生讲授日常行为礼仪课程；商学院与吴

泾镇合作，为社区居民开设“金融安全和家庭理财”讲座。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广泛开展技术服务活动，助推学校周边地

区产业调整与升级。该校应用技术系教师多次为上海酷铃自动化有限

公司、肖申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天祥集团、都行电器公司等企业洽

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完成同质配件检测、电器设计、安装调试等，

并开发出新产品。 

5.6 服务教育综合改革 

服务上海高考综合改革。《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沪府发[2014]57 号）提出要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程序透明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模式，并于 2017 年整体实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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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等职业教育自 2015年起将春季考试招生范围由历届生扩大到高中应

届毕业生，依据统一考试成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或

技能测试）情况进行录取；2017 年起，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职业适应性测试情况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录取，为深化普职融通、

改革普通高中课程创造条件；并将自 2018 年起，依据“三校生”的文化

素质（中等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学习水平考试、思想品德评价等）和

职业技能（专业技能学习记录情况等）进行录取。 

5.7 整体服务能力与贡献水平 

上海国企多、外企多、高校多，中小企业技术要求高，市内经济腹

地有限，落实“服务区域发展”“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的政策比

其他省份难度更大。在此背景下，上海高职院校依托行业优势、专业特

长，积极探索服务贡献的方式方法，为城市发展、行业转型和企业进步

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支撑。 

上海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呈现提升态势。2017 年，上海高职

院校毕业生总数为 35356人，比 2016年增加 17%，整体就业率保持在 98%；

留在当地就业的比例为 72.81%，比 2016 年增长 5 个百分点。就业毕业生

中，进入中小微企业就业比例为 69.46%，比 2016 年增长 8 个百分点；进

入 500 强企业就业比例为 6.96%，比 2016 年略有降低。校均纵向科研经

费到款额 192.89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53.03 万元，非学历培训到

款额 415.93 万元，分别高出 2016 年 8%、54%和 3%。校均公益性培训服

务 11179 人日，比 2016 年略有减少。 

表 8  服务贡献表 

指标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111358 110505 

毕业生人数 人 30233 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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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业人数 人 29517 34527 

毕业生就业去向： — — — 

A类:留在当地就业人数 人 20495 25743 

B类: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人数 人 18246 23981 

C类:到 500强企业就业人数 人 2249 2403 

2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756.06 1166.56 

3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万元 3923.06 4243.51 

4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88.39 109.48 

5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8808.63 9150.51 

6 公益性培训服务 人日 272215 245937 



 

56 

6 面临挑战 

6.1 高职改革发展的整体质量有待提高 

随着上海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层次的转型升级，各行各业对人才规格

的要求不断提升，根据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部署，近年来部分国

家和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转型升格为应用型本科，客观上对提升上海高

职院校整体办学水平产生影响。同时，民办院校占据半壁江山，亟待更

好地支持和规范其发展。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如何创新发展、整体提升

质量成为面临的重要挑战。 

6.2 高职教育教学的特色需要更加突显 

上海是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面对中央财政“整合专项转移

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等新形势，如何创新教育管理推动高

职教育教学改革，如何结合自身实力办出“上海特色”乃至“中国特色”，

增强上海高职影响力，打造国际水准的标杆学校，适应上海国际化大都

市的发展要求，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 

6.3 学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待加强 

高职院校仍然存在“上有政策下不落实”“只重落实不看方向”的

现象，尤其是面对任务繁重的教学改革项目，高职院校和一线教师一定

程度上存在“低头干活，不看方向”等现象，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动用大

量资源、经费，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理

想。在此情况下，更加需要提高学校的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增强创新

发展的全面性、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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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上海高职综合改革期待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

（2014-2020 年）》都明确提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将其作为教育

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出台，进一步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等改革，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当前本市已经构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蓝图，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高等职业教育下接中职，上接应用本科，处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

枢纽地位，需要在体系建设中进一步发挥担当精神，完善人才成长渠道，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