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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主动回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扎根中国大地，持续探索实践，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

以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数、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

数持续增长， 其规模已占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高等职业教育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引领职业教育

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

的类型特色，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

色的发展道路。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扎根本土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职业教育在较长时期定位为

发展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只存在少量的专科高等教

育。 1978 年 4 月 22 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

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

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

学校的比例”［1］。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

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提出了走自己

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也由此开启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本土探索之路。
1. 职业大学的设立。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各地区和各行业对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等高级

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迫切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而当时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有限，同时

仍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毕业生统一分配，地方和基

层很难分配到大学毕业生。 基于此，一些经济基础较

好的大中城市开始自己兴办学校，为本地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短期职业大学应运而生。 1980 年原国家教委

批准设立南京金陵职业大学、无锡职业大学、合肥联

合大学、江汉大学等首批 13 所职业大学，标志着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诞生。
2. 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地位的确立。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积极发

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
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

系”，“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 高中毕业

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这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第一次在国家文件的

规范表述。 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进现有职业大学的改革，努

力办好一批培养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的高等职

业学校”，同年，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获批，成为我

国高职教育领域中第一所冠名为 “职业技术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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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第

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

结构中的地位，其后，199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 对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学校进行了确

认，这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有法可依。
3. “三改一补”政策的实施。 20 世纪 90 年代，国

家开始实施“三改一补”政策，即对现有高等专科学

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

和改制， 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做为补充。
同时，教育部将原有高职、高专和成人高校合称为“高

职高专教育”进行统筹，这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实现形

式和管理上解决了其发展中不畅通的问题，促进了高

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1999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规定“2000 年高

等教育招生计划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地方发展高等职

业教育”，并将其办学管理权下放，提出“通过试点，逐

步把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责权放给省级人民政府和

学校”。
4.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 进入 21 世

纪，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

养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高职教育进行

规范和引导，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2006 年，
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建设计划”， 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建设 100 所示

范性高职院校和 100 所骨干高职院校。通过国家示范

校、骨干校等项目建设，明确了高职院校办学模式，特

别是强化了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等在办学过程中的作

用，探索形成了以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为基础的中国

特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5.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0 年后，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内涵深化和体系构建时期，提

升教育质量和建立现代职教体系成为一个基本的政

策导向。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做出重要

指示，明确了新时期职业教育教育的战略地位、时代

重任、发展方向、支持重点和各方职责。 同年，国务院

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

六部门印发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
2020 年）》， 提出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 2015
年， 教育部印发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 重点强调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

强院校办学活力、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完善质量保障

机制。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背景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论述对高等职业教

育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是历史

和现实做出的回答，是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既是独

具特色的，又是独具优势的。在 2013 年教师节的贺信

和 2014 年教师节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现代教育”，从战略高度回答了办什么样的教育,
以及如何办教育的这一根本性问题［2］。 2014 年，习近

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做出指示， 要牢牢把握服务发

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

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

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对于高等

教育而言，是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对于职业教育而言，
是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 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

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

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

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些重

要论述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
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新

挑战。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

选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而且对教育满足经

济发展需求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重点是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目的

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

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多样化人

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为己任，以服务发

展、促进就业为面向，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新技

术革命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提升发展质量，通过推动人才供给侧改革，促进技

术技能积累，实现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为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3.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

出新期待。 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可从政治论、认

识论和人本论三个维度来考察。 从政治论的维度看，
强调党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服务国家和区域

发展战略；从认识论的维度看，强调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以建设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高水平学校和专业作为

标志性成果；从人本论的维度看，强调立德树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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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 高等职业教育在实现

了规模发展后，必然重视对内涵与质量的关注，尤其

需要解决专业化刚性过强、课程教学浅表化、优质教

学资源不足以及教育教学文化薄弱等教育教学和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4］。
4.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

新目标。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8 年 1 月， 教育部等六部

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工作部署， 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逐步实现从理念创新到制度创新。高等职业教

育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市场

经济背景下，企业等用人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

养过程,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和职业教

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解决的重要途径。在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驱动下，高等职业教育以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为核心，深化学校内涵建设，完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5.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对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提 供 新 指

引。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职

业教育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的重要方式，高等职业学校要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

服务的定位要求。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这

表明了国家以培养和打造一批高水平学校来引领高

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也明确了骨干专业（群）建

设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

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从

宏观看，这是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

需要；从中观看，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是行业、区域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匹配度即结构性质量；从微

观看，具体落实在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专业的人才培

养和教育教学质量上，因此，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既要着眼全局，又不能脱离院校实际。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分析

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主要包括

坚持党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

地办学，发展素质教育，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等核心内容。
1. 坚持党的领导。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教育为人民

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

鲜明本色，这既是理念的凝结，又是实践的升华。要实

现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不动摇，聚焦立德树人根本问题不放松，在党管意识

形态、党管干部人才、党管改革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
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持强政治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2.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中华优

秀教育传统的核心理念，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之

中。立德树人，立德为根本，树人为核心，立德为先，树

人为要。新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把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职教育人

才培养全过程，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高职院校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扎根中国大地办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是要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

促进公平为基本要求、以优化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深

化改革为根本动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

之路。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特有

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决定了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不

能一味靠外来经验的输入， 必须扎根中国的土壤，找

到一条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必须求解中国教育面临的现实难题，切实解决教

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只有根植

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本

土文化，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发展素质教育。 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

高职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5］。 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素

质教育。 素质教育要贯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素质教育与专业建设相融合是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

重要内容和途径。实践中，发展素质教育的思路是：重

视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好做人高度问题；重视人文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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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解决好做人厚度问题；重视专业素质教育，解

决好做人深度问题；重视身体素质教育，解决好做人

长度问题；重视心理素质教育，解决好做人宽度问题；
重视创新创业教育，解决好做人强度问题。

5. 服务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高等职业教

育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改革开放 40 年来，高等职

业教育强化教育与经济发展尤其是与生产劳动的结

合， 成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过程、产业结构、驱动要

素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对人才的素质有了更新和更高

的要求。 在“中国制造 2025”、精准扶贫、“一带一路”
“互联网+”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的背景下，要求高

职院校以长远眼光来确定专业设置和专业定位，并能

够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做出适时调整。这

其中，“需求端” 表现在满足国家新产业新业态的需

求，“供给端”表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等

的创新。 作为新时代最大量最重要的人才供给侧，高

等职业教育必须转变育人观念，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努力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

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还需要在以下 5 方面下功夫。
1. 以专业建设为龙头。 专业是高职院校办学和

人才培养的基点,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重

要抓手。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

调整和设置专业，辐射服务面向的区域、行业、企业和

农村，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产业

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

机遇，也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转型

后的企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日趋多样化、精细化

和特色化。 专业建设是高职示范校、骨干校和优质校

建设的主要项目与核心任务，高职院校通过以重点专

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群建设，重塑专业

建设逻辑，打造新的专业格局，升级专业建设内涵，深

耕行业企业服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

提出“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高水平学校和专业

建设计划”， 更凸显了专业建设在高水平学校建设中

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各高职院校在优势专业、特色专

业建设成效的基础上开始探索高水平专业建设，以就

业为导向、以市场为指引，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

标准， 探索基于社会需求的专业设置和管理机制，提

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遵循传承历史、关注需求、

合理定位的原则，形成调整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动

态优化机制；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国际交流等途

径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提升专业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切

性和针对性［6］。 在推进管办评分离和放管服改革的背

景下，积极实施专业诊断与改进，积极开展高职教育

国际专业认证。
2. 以教育教学为中心。 教学和教育是密不可分

的，教学概念应放在教育大系统中来理解和把握。 教

学是教育的基本形式， 尤其是学校教育产生以后，其

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
进而发展能力、增强素质、形成道德的教育过程。教学

工作是高职院校的中心工作， 具有以下多重特征：①
内容的现实性， 是指教学内容要与生活实际紧密联

系，使教学内容具有生活化；②主体的能动性，是指教

师和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互动，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

主体；③形式的多样性，是指在服从教学内容的前提

下，教学形式应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实效性，使自

主学习与合作学习得以结合。 2016 年，教育部陈宝生

部长提出“四个回归”，其实质就是回归教学，促进教

师角色回归。 首先，提高高职院校教学水平要建立一

个优化课表、重视课程、做好课本、搞活课堂、丰富课

余和发展课外的机制，推进专业特色化、课程精品化

和实践真实化；其次，构建“以教学为中心”的绩效考

核体系，引导教师把精力用于教学，褒奖教学创新和

贡献者，真正把以教学为中心落到实处；第三，教师评

价制度对于引导教师重视教学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和杠杆作用,促使教师在教学、科研与服务三项活动

中保持平衡且相互促进；第四，重视互联网+教育背

景下的教学创新，应用信息技术改革教学，发挥慕课、
翻转课堂、微课等作用。

3. 以优质就业为导向。 就业是消除贫困、促进共

享、包容性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职业教育实现家长

和学生期望，进而改善民生的基本路径 ［7］。 高职教育

以就业为导向，除体现在就业率、签约率，还体现在有

质量的就业上。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就业情况一直是

考评一所学校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优质就业的标准

是根据专业对口、单位状况、薪资水平、发展状况等因

素综合评定。一个新的技术一定会有新的教育模式匹

配，高等职业教育要了解自身的需求端，即要想跟上

产业发展的步伐，就要了解企业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这个问题要通过扎实的调研才能得到答案，专业

团队通过调研社会需求，为专业准确的定位和严格的

培养打下基础。 相关调查显示，2017 届高职高专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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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2.1%，首次超过本科 ［8］。 对于

高职院校而言，建立专业引导就业、教学面向就业、机

制支撑就业、校友帮助就业、全校齐抓就业的一套机

制，与此同时，构建以就业率、签约率、用人单位满意

率、学生起薪水平和岗位发展状况等指标在内的就业

考核评价体系。特别是对于首次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

生而言，职业资格证书格外重要。 在实践中要探索创

新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就业工作机

制，推动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对口就业、优质就业。
4. 以产教融合为主线。 产教融合既是一种社会

经济运行生态，也是一种技术技能形成机制。 在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系

的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是推进人才和人力资源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高职教育以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己任，基于产教融合构建高职

院校发展系统是实现人才培养职能的重要手段。高职

院校要发挥产教融合在创新人才培养、 教师发展、社

会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机制优势，着重围绕教育

与职业、学校与企业、学习与工作等方面的结合上下

功夫，适应区域与行业发展需求，树立主动对接、主动

作为的理念，主动发现有为时间、作为空间，以满足经

济社会和产业变革需求和发展。推进高职院校和企业

联盟、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通过建立学校专业群

紧密相关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平台，依托专业（群）
构建产教融合综合体、有机体和共生体，立足为中小

微企业提供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并建立多层次立体

化的岗位培训，为企业开展员工培训。
5. 以合作发展为支撑。 开放合作办学是高职教

育的主要特征，这体现在教育与职业、学校与企业、学

习与工作、高教与职教的结合与融合上。 在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系的背

景下，深化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是高职院校推进人才

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任务。 一方面，合作发

展不但能加强高职院校内部资源的共享与优化,而且

通过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更利于院校的自身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为

行业企业输送大量的人力资源， 从而实现面向市场、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因此，高职教育的办学使命要求

构建一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

育人体系， 积极探索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发展机制，
以此来实现学校与政府、行业、企业、党派、协会、兄弟

院校以及国际的合作。 特别是在“互联网+教育”的背

景下，要深化教与学的结合、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建设、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协同，争取资源与服务社会的

良性运行， 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组织架

构,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治校水平的提高。
高等职业教育是在我国本土产生的一种教育形

态，在实践中，已发展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类型，成

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明确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其中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这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制

定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探索者而言，既是一种鞭策，
也是一种激励。 事实上，“对中国经验，不能仅仅停留

于经验的描述，应当从‘描述’进到提炼、概括，从‘经

验’上升到‘理论’”［9］。 在接下去的研究中，我们将着

重围绕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思想渊源、 基本特

征、理论贡献与发展实践等方面，发掘新材料，回答新

问题，进一步坚定发展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周建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教授，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 浙江杭州

310018；陈正江，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高职教育研究中

心副主任、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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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gion is essentially a comprehensive
reform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ir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education,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gion is facing difficult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relation, interaction relation and supervision
relation, and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gion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atization, orientation and coordination.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of “system + technology”,
we will integrate the system hierarch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form a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create a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brand, improve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omote the “multi-body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build a data-based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third -party governance evaluation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 words: reg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direc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improvement path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Regions: Relationship
Direc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Path

ZHOU Jiansong CHEN Zhengjia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began,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responded actively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rown very fast from scratch, and explored a development way
that accord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flec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w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ainly has five connotations of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carrying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and nurturing, taking root in the running of schools in China, developing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and serving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athways: to persevere in
the lead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the focus 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high -quality -oriented
employmen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our main task, and the support b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ew Er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pathway

Study on Connotations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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