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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较稳定的师资培训基地。 

5、密切联系行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外语教指委

与北京仕达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维护外语教指委工

作平台的正常运行；强化教育教学课题研究与交流，携手合作单位，

如句酷批改网、21 世纪英文报、北京文华在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开展教育教学课题立项、检查与评审等工作。 

6、以赛促学，以赛促改，形成职业技能大赛常态化。为了深化

高职高专外语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外语教指委与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

版社联合主办国赛项目-全国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每年在全

国范围内联合有关企业举办面向学生的高职高专院校德语、日语、韩

语、越南语和泰语的口语技能大赛，英语写作大赛等；举办面向教师

的全国高职高专韩语教学大赛、外语信息化教学课件设计大赛等。 

7、开展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撰写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与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合作，组织研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职

业岗位和英语人才需求的影响，对人才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布了《2013 年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年

度报告》、《2013 年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和《2015

年英语类高职高专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跟踪评价报告》。 

此外，各分委会针对拟承担的任务（项目），已经开始，或是正

在筹备研究和建设工作；承担院校具有自身的优势，从人力、物力和

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任务（项目）小组成员工作热情，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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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外语教指委将统筹指导任务（项目）的实施。所有这些都为任

务（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目标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以重点特色专业建设为中心，提升要

素质量、创新发展形式，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总

量和覆盖面，优化外语人才培养结构，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区域高职外语教育的均衡程度和社会认可度。 

1、外语人才体系结构更加合理。外语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模与

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匹配，外语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稳中有升，接

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生逐步增加。 

2、服务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外语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有

较大提升，高职院校的外语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结合更加紧密；

社会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服务现代服务业的能力显著增强。 

3、完善高职外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支持和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高职外语教育教学；推动产教融合深度发展；参与高职外语教育

国家标准体系建设；高职外语教育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 

4、发展质量持续提升。以外语专业为载体的优质教育资源总量

和覆盖区域不断扩大，加强东中西部的合作与交流；探索融人文素养、

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为一体的育人文化体系。 

三、总体规划 

外语教指委统筹领导，以创业创新为先导，以提升高职外语教育

教学质量为主线，吸引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加强内部与外部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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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通过检查、评估、完善，确保任务（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具体举措（或配套政策） 

1、优化专业布局与调整、增强办学活力。根据行业人才需求预

测和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对接产业，加快高职院校的外语专业建设，

凝练专业方向，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从区域经济

的发展入手，支持高职院校开展小语种骨干专业建设，办出规模，彰

显专业特色和活力。 

2. 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与信誉

良好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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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研、学生技能大赛和教师教学大赛等，拓展教

师交流、学生交换等国际合作关系。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双师”素质。围绕提升专业教学

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健全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制

度。对接“一路一带”战略，在原有的基础上，推进校企共建的东盟

语种“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4. 加快外语教学改革，推进信息技术应用。顺应“互联网+”的

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外语专业 MOOC 联盟平台，探索、建立高职教育

优质数字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外语教学，

促进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办好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和

外语信息化教学课件设计大赛等活动。 

5. 深化校企合作发展，搭建“共赢”平台。积极与技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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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深度合作，充分优化资源配置，资源

共享，共建面向英语、日语、韩语等的生产性实训基地，推动高职院

校外语专业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 

五、进度安排 

2016 年 1-3月，成立专家工作组 

外语教指委牵头，有关专家、分委会、院校和行业企业人员为成

员，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 

2016 年 4-6月，专题调研 

根据承担任务（项目）工作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院校，

开展调研，分析数据，形成专题报告或方案； 

2016 年 7 月，完成部分任务（项目），专家论证 

邀请专家、行业企业人员和院校教师对完成的任务（项目）进行

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016 年 8-10月，任务（项目）试点实施 

从全国范围内选取试点院校，组织实施，及时收集并整理实施过

程中的评价意见； 

2016 年 11-12月，推广实施，不断完善 

再次邀请专家、行业企业人员和院校教师对任务（项目）试点实

施进行研讨，进一步完善； 

2017-2018年， 跟踪诊断，同步完成剩余任务（项目） 

扩大试点范围，继续改进和完善任务（项目）的实施，完成剩余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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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预期效果 

任务（项目） 2016 2017 2018 

RW-7 高等职业院校

专业骨干教师国家

级、省级培训计划 

完成骨干教师 100 人左右的培

训；提升专业骨干教师的“双师”

素质 

完成骨干教师 150 人左右的培

训；逐步达成教学改革和人才培

养等的共识，为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提供可靠保证 

完成骨干教师 200 人左右的培

训；培养国际视野，吸引国外优

质资源参与骨干教师培训 

RW-17 修订一批专科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标准和实验实训装

备技术标准 

完成调研任务；做好数据分析；

制定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试点

实施 

完善已制定的专业教学标准；制

定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试点实

施 

完善已制定的专业教学标准；制

定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试点实

施；完成所有专业教学标准的制

定工作 

XM-1 骨干专业建设 

制定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完成

8 门课程的微课建设；编写教材

2部；2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2

名教师国外研修；建立校外实训

基地 3 个，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2

名 

制定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完成

8 门课程的微课建设；编写教材

3部；2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2

名教师国外研修；建立校外实训

基地 3 个，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2

名；建设 naver 开放中韩互译词

典 

制定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完成

8 门课程的微课建设；编写教材

4部；1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1

名教师国外研修；建立校外实训

基地 3 个，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2

名；开发 TOPIK 韩国语能力考试

测试软件 

XM-2 校企共建的生

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学生实训人数 500 人；跨境电商

实训网上注册公司 3家；建立教

师和学生合作的创新和创业团

队 3个；培养“双师型”教师 5-8

人 

 

学生实训人数 700 人，企业培训

400 人，申报跨境电商国培项目

一个，实现盈利 80 万；编写跨

境电商教材 3部；新建校内跨境

电商实训中心一个；建立校外创

业园实训中心及跨境电商工作

室 1个；引入企业横向项目 3个 

学生实训人数 700 人，企业培训

400 人，承接国培项目 2 个，实

现利润 100 万；编写跨境电商教

材 3 部；网上创业公司 10 家，

师生创业团队 15 个，实现利润

30-50万；引入企业横向项目3-5

个 

XM-13 发布行业人才

需求预测和专业设置

指导报告（ 

成立工作组；完成调研和数据分

析；撰写行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以及高职院校东盟语种专业设

置的现状报告 

形成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及专业

设置报告，对东盟语种行业的人

才需求和专业设置进行系统分

析，撰写研究报告 

经论证和修订，完善行业人才需

求预测及专业设置报告 

XM-16 以市场为导向

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 

增加企业、政府专家 3名进入人

才库；开发 3 门实训课；编写 3

部实训教材；完成 PC 端实训平

台和 PC 端创业平台搭建工作；

引进 3个“服务外包”项目；开

展 4次企业及社会人员培训；引

入 6项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增加企业、政府专家和海外专家

55 名进入人才库；开发 5门实训

课；编写 2部实训教材；完成移

动端 Android实训平台和移动端

IOS实训平台搭建；引进 4个“服

务外包”项目；开展 4次企业及

社会人员培训；引入 10 项学生

增加企业、政府专家 10 名进入

人才库，对已有专家进行考核，

实行分流；开发 3门实训课；编

写 7 部实训教材；完成移动端

Android 创业平台和移动端 IOS

创业平台搭建；引进 2个“服务

外包”项目；开展 4次企业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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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项目 会人员培训；引入 8项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 

    七、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外语教指委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牵头

制定整体实施方案；有关分委会和院校是实施任务（项目）的主体；

成立任务（项目）小组。按照任务（项目）的实际需要，各小组制定

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开展调研、论证、完善等工作。 

2、强化管理检查。逐级按照职责和分工落实实施方案，逐级分

解任务、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定时间表，实行项目管理；加强对

相关工作的日常指导、检查与跟踪，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根据

实际需要不断完善工作要求；鼓励行业企业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提出意见和建议。 

3、争取行业企业支持。找准任务（项目）的优势，挖掘其潜力，

吸引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整合现有合作单位的优势资源，拓展国际合

作渠道，在调研、设备、技术、智力等方面获取支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