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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

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服务国家和浙江省重大战

略，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中更加突

出的位置，坚持类型教育定位，推进产教融合，完善教育培

训体系，深化办学体制和育人机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提质

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通过三年左右努力，全省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支持职业教育的新格局，符合职业教

育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职业教育“三个高地”（质

量高地、创新高地和融合高地）建设成效彰显，加快推进职

业教育现代化，加快构建技能社会，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大

幅提升，为浙江省“两个高水平”建设和努力成为全面展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优质技术技能人才资源支撑。

重点任务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引导职业学校全面统筹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的育人资源

和育人力量，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增强爱党爱国意识，听党话、

跟党走。

2.探索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双向强化新路径。推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

中职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和高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建设，开足开齐开好必修课程，按照规定选用国家统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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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加强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纳

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做好教材统一

使用工作。

（二）实施“质量高地”工程，健全现代职教体系

3.构建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体系。落实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要求，进一步畅通“中等职业教育—职业专科教育

—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成长通道，加

快完善学段衔接、技能递进的现代职业教育培养体系。

4.构建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服务体系。落实职业学

校并举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的法定职责。支持职业学校承担

更多培训任务，积极落实全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2019—2021年）》，职业院校承担社会培训规模和全日制

学历教育比例达到 1.2:1 以上，优质职业学校年培训人次达

到在校生规模的 2倍以上。

5.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推进职业教育标准建设，形

成基于国家标准的浙江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省人力社保

厅组建职业技能标准开发指导委员会，对接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研究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职业教育

标准体系。

6.提升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

急需人才。加强职业院校与（国）境外中资企业合作，支持

有条件的职业院校配合企业到国（境）外办学，培育建设一

批“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境外办学机构。

（三）实施“创新高地”工程，完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

7.推进主体多元的办学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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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参

与办学的新格局转变。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发挥示范龙头作

用，依法举办高质量职业院校，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

8.推进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机制改革。推进教育、人力

社保部门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推进全省职业教育统筹协调发

展。建立部门定期协商工作机制，共同谋划职业教育发展规

划，研究推进资源共享共建。

9.推进动态调整的专业建设机制改革。推动行业主管部

门和行业企业定期发布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人才需求报告，引

导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产业行业发展新趋势，动态调整专业设

置，淘汰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重复率较高、培养质量不高

的专业，形成有衔接、有层次的职业教育专业体系。

10.推进多元分类的招生制度改革。完善中职招生工作机

制，建立健全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深入推进分类招生改

革，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办法，进

一步完善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和统一高考招生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的招生模式改革，拓宽中职学校、高职院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之间的升学通道。

11.加快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建立由政府职能部门、行

业组织、研究院所、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的产教供需双向对

接机制。

（四）实施“融合高地”工程，深化校企协同育人

12.打造“知行合一、工学结合”的融合型育人模式。加

强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将产教融合贯穿于教



4

育教学全过程，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符合技术技能人才特点

的教学新模式。

13.打造双师互聘师资队伍。根据职业教育特点核定公办

职业院校教职工编制。支持职业院校教师积极参与全国职业

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支持高水平工科院校分专业领域培

养职业教育师资，构建“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发挥行业企

业在培养“双师型”教师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建设一批校企合

作的“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14.打造“校企共建、开放共享”的融合型实训基地。充

分调动各方资源，建设不同类型、不同功能、开放共享的实

习实训基地。

组织保障

15.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职业

教育提质培优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16.加大保障力度。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逐

步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相适应的财政投入

制度，进一步完善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

17.营造良好氛围。推动修订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办好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发挥以赛促教促学的引领作用。

来源：浙江省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省经信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国资委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2021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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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11月 4日，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市政

府副市长王良春出席大会并讲话。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处在全力

打造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四省边际中心城市的机遇期，正

处在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期，必须全力打

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切实服务经济社会建

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基本要求，要以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为契

机，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五统筹”改革，推进政校行企深度融合，

努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衢州育工匠”。

会上，王良春、徐须实、柴志强、季根寿、郑志忠等 5位领

导共同触摸大屏幕启动键，宣告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我校党委书记徐须实向大会致辞，党委副书记、校长吕延文宣读

了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第一届理事会名单。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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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造新城管委会签订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衢州职业技术

学院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华友钴

业负责人代表企业作了发言。

王良春指出，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的成立，是新形势下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的新途径和新模式，迈出了我市行业龙头企业全面参与职业教

育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企业界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

更具深度的阶段。

校党委书记徐须实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理事长单位，衢职院

责无旁贷、使命在肩，将团结带领集团成员着力做到共融共享推

动衢州职教抱团高质量发展、互利共生打造政校企命运共同体、

培优创特打响衢州职业教育品牌，努力让职教集团成为衢州企业

技术技能人才的“储备库”、应用技术研发的“领头雁”、产业转型

升级的“助推器”、社会终身学习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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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衢州月嫂节”隆重开幕

11月 23日上午，第三届“中国·衢州月嫂节”隆重开幕。市政

协副主席徐旭卿出席并宣布第三届“中国•衢州月嫂节”开幕，校

党委书记徐须实为浙闽赣皖四省边际职业培训联盟培训基地授

牌，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吕延文致辞。

据悉，本届“中国·衢州月嫂节”以“奉献爱·传播爱”为主题，

通过举办母婴护理发展论坛、月嫂职业技能大比武等活动，研讨

母婴护理专业发展，集中展示衢州市母婴护理培养培训的专业化

水平及母婴护理服务人才的精神风貌，向长三角地区、浙闽赣皖

四省边际区域展示我校社会培训品牌特色，进一步提升“衢州月

嫂”在长三角地区和国内的影响力，为打造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

范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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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屹：当好金牌管家 合力培大育强

加快推进元立公司高质量发展

10月 13日下午，元立公司高质量发展第 1次联席会议在市

政府会议室召开。衢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屹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推进工业强市必须狠抓培大育强。元立是衢州工业经济

的龙头企业，各地各部门要树立“企业思维”，当好“金牌管家”，

合力培大育强，加快推进元立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伟江、刘根

宏、王良春，衢州元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叶新华，常务副总经

理陈玉兴，副总经理章慧林参加会议。

高市长强调，元立要牢牢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做

大做强，对照工业强市决策部署，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体系

化研究“十四五”发展目标，并落实到具体项目、土地和资金安排

上，扎扎实实地往前推，当好工业强市的排头兵。全面提升企业

本质安全水平，构建安全管控体系，加强内部管理、员工培训和

隐患排查，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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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职业学院入选第二批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交流基地

2021年 10月，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了《福建省政

协办公厅关于授予 10家单位为第二批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交流

基地的决定》，其中包括武夷山职业学院。

武夷山职业学院作为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交流基地，将继续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对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积极探索闽台融合发展新路，推动闽台交流进一步走

深走实，努力为促进海峡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和祖国统一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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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职业技术学院与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

签署教育合作项目协议

11月 21日上午，在第三届黄山发展大会“双招双引”集中签

约仪式上，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汪小飞代表我院与大众汽车（安

徽）有限公司签署了教育合作项目协议。本次签约是黄山市“双

招双引”中唯一的招才引智类项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借助德国双元制教育体系，实现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人

才培养、学生实习实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

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邵剑表示，接下

来企业将在产品研发、设计等方面与黄职院紧密合作，进一步建

设产学研一体化新路径和探索协同创新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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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职教发展 展技能风采！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 130周年

黄山职业教育集团成员单位技能成果展启动

为弘扬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理念，充分展示职业教育办学

成果，10月 25日，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 130周年黄山职业教育

集团成员单位技能成果展启动仪式在黄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黄

山市副市长程红到现场参观指导。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

永松宣布活动开始，党委副书记、院长汪小飞致辞，副院长常传

荣主持。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负责同志，黄山职业技

术学院、黄山健康职业学院、黄山炎培职业学校、安徽省行知学

校等 15家成员单位参加活动。

近年来，黄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把青年放在发

展的 C位。实施了迎客松英才计划，建设人才飞地，以青春之城

汇集天下英才，以青年之才成就青春黄山，让黄山成为生之自豪、

来之倾心、为之神往的魅力城市。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圣农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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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下午，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和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举行共建圣农产业学院校企合作签约暨揭牌仪式。福

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陈剑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叶世森、党委副书记陶金辉、副院长郑需勇及福建圣农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与学院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仪式。

圣农产业学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制

机制，把校企协同育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校企

共同商定、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同修订、教学团队校企共同组建、

课程教材校企共同开发、实训基地校企共同建设、技术创新校企

共同承担，从而实现专业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

接，为南平市本土企业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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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与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为进一步发挥地方部门与高校的资源优势，共同推动市市场

监管局强局建设与衢职院“双高”院校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10月 21日，衢职院与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衢州市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姜良米，副书记、

副局长俞继业，副局长徐闽红，校领导徐须实、何百通等出席签

约仪式，王东升主持。

徐须实表示，我校始终坚持“俯身贴地、提升能力，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理念，通过重塑专业群体系、提高留衢

就业率、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实施“六个一批”服务地方发展专项

行动等系列举措，全面服务衢州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加强人才交流、联合技术攻关、

推进项目合作，深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打造，为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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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赴浙江华友钴业对接产教融合工作

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推进产教融合实习基地建设，

10月 29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吕延文一行前往浙江华友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产教融合工作。吕延文一行参观了华友钴业

的新产线。座谈会上，双方就华友订单班人才培养、建立产业学

院、博士工作站和科研社会服务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双方达

成了初步的共识，为后续的产教深度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衢州市退役军人学院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

10月 11日上午，衢州市退役军人学院授牌仪式暨 2021年

衢州市退役士兵岗前适应性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我校举行。衢州市

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成员吴剑波,我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吕延文，衢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可兵,衢州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家明出席典礼。典礼由党委

委员、副校长傅元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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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延文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学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服

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组织开展的技术服务、社会培训得到社

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此次充分利用我校的教学、设施、师资等优

质资源，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体系，与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共同成立了集理论研究、实践指导、人才培训和创

业孵化“四位一体”的衢州市退役军人学院，必将有效提升全市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能力和就业创业质量，为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

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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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建省洲头旅游公司

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12月 10日，闽北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建省洲头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授牌。今后，斜溪村洲头水美乡村旅游项目所

涉及的乡村旅游线路、文化创意等将作为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内容。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叶云超荣获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优胜奖”

10月 8日，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浙

江省技术能手”叶云超老师载誉归来，校党委书记徐须实到医学

院实训中心看望并慰问了叶云超老师。

9月 26至 28日，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乡村振兴职

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大赛共设有育婴员等 11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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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目和 1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国 2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 600多名选手参赛。我校叶云超老师代表浙江省参赛，

并以第 9名的成绩获育婴员组“优胜奖”。在前期的浙江省赛选拔

赛中，叶云超老师在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勇夺职工组第一名，

荣获“浙江省技术能手”称号。

【联盟培训】

1.10 月 1 日~11月 29日，衢州中等专业学校组织开展定向

电工培训 31人、保育员中级培训 90 人、中式烹饪中级培训 41
人、陶艺培训 39人、柯城区养老护理员中级培训 125人等 5个
项目的培训工作，参训学员共 326人。

2.10 月 1 日~11月 29日，衢州工程技术学校组织开展钳工

（四级）培训 32人、电工（五级）培训 40人、茶艺师（五级）

培训 49人、中式面点师（五级）培训 100人、装饰美工（五级）

培训 31人等 5个项目的培训工作，参训学员共 252人。

3.10 月 1 日~12月 30 日，衢职院女子学院组织开展衢州市

健康管理师（二级和三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培训学员 1996
人。

4.10月 1日~12月 30日，衢职院女子学院组织开展衢州市

“八个一”有礼培训工作，培训学员 742人。

5.10月 11日~10月 13日，衢职院组织开展衢州市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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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局（岗前培训）项目制培训工作，培训学员 80人。

6.10月 12日~11月 11日，衢职院组织开展衢州市心理健康

服务技能第 4期的项目制培训工作，培训学员 88人。

7.10月 26日~10月 28日,衢职院组织开展衢州市科技咨询技

能项目制培训工作，参训学员 67人。

8.11月 8 日~11月 20 日，衢职院组织开展衢州市中医营养

技能项目制培训工作，参训学员 50人。

9.11月 21日~11月 27日，衢职院组织开展衢州市育婴员（五

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参训学员 46人。

10.12月 4 日~12 月 5 日，衢职院组织开展衢州市特种设备

安全技能提升项目制培训工作，参训学员 88人。

【企业展示】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1年，是集轴

承套圈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专业化制造公司，主

要产品包含球类、滚针类和

滚子类等，产品最终应用领

域广泛涉及交通运输、工程

机械、家用电器、冶金等国

民经济各行各业。在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轴承行业积极

响应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

战略转变，正在加快推进产

业变革和创新驱动发展。

成立至今，金沃股份一



19

直致力于生产设备的改

进、工艺流程的优化，最

大限度实现生产效率和

产品稳定性的提高。公司

已经成为舍弗勒

（Schaeffler）、斯凯孚

（SKF）、恩斯克（NSK）、

恩梯恩（NTN）、捷太格

特（JTEKT）等全球大型

轴承企业的供应商，并与

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产品远销欧洲、

亚洲、南美洲、北美洲等

22个国家。

公司作为世界五大

轴承公司重要的轴承套圈供应商，未来业务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专

注于轴承套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加大新装备、新工艺的研发，

延伸产业链和扩展产品品类，瞄准国内外中高端轴承套圈市场。

2021年 6月 18日，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敲钟

声，浙江金沃精工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

市，成为衢州市柯城区

第一家 A股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