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落实《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文件的总体实施方案 

 

      教育部近日印发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简称《行动计划》）是高等职业教育面向

“十三五”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更是各行指

委未来三年推动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全国美发美

容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全美行指委”）在

收到《行动计划》后，迅速在内部组织开展了学习和研讨，

并形成总体实施方案如下： 

 

表 1 全美行指委拟承担任务和项目一览表 

意向承担的任务一览表 

R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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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W-07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省级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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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W-27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推进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国际化 

RW-28 

落实《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职业院

校服务经济转型升级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续教

育的意见》 

RW-65 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 

意向承担的项目一览表 



XM-13 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设置指导报告（1 个） 

XM-15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共建以现代学徒制培养为

主的特色学院（3 个） 

XM-16 
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 个

左右） 

 

 

一、工作基础 

受教育部委托，全美行指委由中国美发美容协会（以下

简称“中美协”）牵头组建和管理，秘书处设在中美协办公

室。中美协拥有极佳的行业资源，各级会员涵盖全国近 2000

家美发、美容、美甲终端门店（包含部分化妆工作室），为

高职院校选择优质企业合作、依托行业资源进行课题调研和

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依托中美协的优质资源，全美行指委组建了阵容强大的

行业师资团队，可调配的行业教师均来自于中美协会员，拥

有多年的一线工作和教学经验。其中包括中央台首席化妆师

徐晶、北京电视中心高级化妆师张红梅、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化妆造型总设计师徐家华、著名形象造型师毛戈平、中央台

春晚首席发型设计师韩寒、北京进巍美甲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巍、《甄环传》、《芈月传》等电视连续剧总造型陈敏正等。

同时，全美行指委还可根据高职院校需求，调配国际名师资

源，如来自俄罗斯、波兰、日本等国家的美发美容大师常年

受全美行指委之邀来华授课，分享国际流行趋势和一线实际

工作经验。 

同时，全美行指委连续五年组织师生参与 OMC 世界美发

组织在世界各国举行的国际竞赛，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协会以及开设了美发美容相关

专业的高等学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设立了美发美容

研究生学历的日本好莱坞大学每年都通过全美行指委邀请



国内的师生赴日交流访问，大韩美容师中央会、大韩美甲技

术协会、日本美甲师协会（JNA）也多次来华参与全美行指

委举办的论坛和交流活动。上述资源为《行动计划》高职院

校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开展交流与

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全美行指委本届任期共有委员 53 名，其中高职院校委

员 14 名，覆盖北京、重庆、山东、内蒙古、浙江、江苏、

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多个省市地区，学校软硬件条件

和整体实力雄厚。 

如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是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是学院示范校重点专业群建设专业，

专为行业培养高端专业技能型人才。学院设有校内外实习实

训基地几十余个，专业实习实训教室 3 个，校内产业园实训

基地 1 个。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是校级

特色专业、省示范实训基地建设点。2012 年 4 月经省教育厅

批准设立了中韩人物形象设计高等专科教育项目，与韩国大

邱工业大学共建中韩合作人物形象设计专业。学院“双线并

行”实抓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建成了中央财政支持的校内

实训基地，“教师工作室”、“校内实训”与校外的紧密型实

训基地共同建设，与静博士等多家优秀企业多年前便开启了

校企合作，拥有丰富的校企合作办学经验。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美容与形象设计专业群的前身为

1995 年招生的医学美容专业，这也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最早

开设的美容学历教育单位，历年来累计培养学生达五百多人，

是江苏城市职业学院第一批校级特色专业，第一批校级重点

专业。 

 

 

二、主要目标 



全美行指委拟承接《行动计划》任务六项，项目三项。

全美行指委将通过各项工作连续三年的持续推进，进一步整

合优质资源，根据《行动计划》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提升

高职院校人物形象设计和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建设水平，凝练

专业方向、改善实训条件、深化教学改革，引进境外优质资

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同时进一步加强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技术技能积累，深化

校企合作发展，推动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从而推动美发美

容专业人力资本储备和人才供给侧改革，带动行业的整体转

型升级。 

 

 

三、总体规划 

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成立全美行指委高职创新行动计划

工作办公室，根据分工在办公室再下设三个项目领导小组。

全美行指委会将落实《行动计划》设为后三年的主要工作内

容和目标。设计好时间表和路线图，工作计划细化到每季度，

责任落实到人。 

各任务需量化完成情况，重要且紧急的任务优先排期，

如新版高职目录已修订完成，2016 年至 2017 年应优先完成

RW-17，制定高职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教学标准初稿，并在年

中组织专家会审、广泛征求听取意见，在 2016 年年底发布

成稿。新增设的“美容美体艺术”计划于 2017 年上半年完

成教学标准制定，2016 年开始收集相关材料。 

各项目将由各小组负责，并设牵头负责人。根据申报预

算保证资金落实，严格根据时间表推进，保质保量完成。 

 

 

四、具体措施 

 



表 2 全美行指委拟承担任务和项目具体措施 

编号 任务内容 具体措施 

R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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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带领高职院校师生赴日本好莱坞大学进

修；每年参与 OMC 世界美发组织国际赛事；与

日本好莱坞大学、台湾树德科技大学等院校开

展交换生项目；促成日本宝贝蒙等企业开设奖

学金计划，鼓励优秀毕业生赴日学习、工作。 

RW-07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

级、省级培训计划 

在 2015 年成功举办高职国培的基础上，利用全

美行指委强大的师资资源，继续申办人物形象

设计和美容美体专业的高职国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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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通过前期大量的调研和

资料收集工作，完成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美容

美体艺术专业教学标准制定。 

RW-27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推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国际化 

调研需求，总结主办中职比赛经验，组织专家

论证并修订原申报方案，申办 2017 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人物形象设计专业赛项比赛。 

RW-28 

落实《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服务经济转

型升级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

续教育的意见》 

全美行指委将出台三年计划，以行业委员所在

企业为试点单位，组织行业委员职工赴高职委

员校进修，制定好培训计划和保障措施，全面

落实该文件精神。 

RW-65 

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

成相融合 

编印《美业精神》读本在高职院校本专业内免

费派发，融合行业先进人物事迹、职业人随笔、

顶岗实习日记、公益活动等内容。定期组织学

生观看《剃头匠》能传递职业精神的优秀影片。

组织职业精神巡讲活动或学生演讲比赛。同时

尽快制定顶岗实习标准，将职业精神的熏陶融

入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 

编号 项目内容 具体措施 

XM-13 

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设

置指导报告（1个） 

在 2015 年发布《美发美容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

设置指导报告》的基础上，继续组织院校和企



业专家研究行业人才需求，完成数据调研工作，

提出预测和指导意见，完成报告。 

XM-15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共建以

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主的特色学院

（3个） 

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与（中美合资）华辰公司、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与静博士、江苏城

市职业学院与王春美容等三家为试点，先进行

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

推进举措，设定时间表，按期推进，最终形成

案例库并总结经验，供其他院校和企业参考。 

XM-16 

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1个左右） 

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建立“皮肤健康、护肤品

与美容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确定协同创新

中心工作要点和研发方向。形成协同创新机制。

定期汇总各方进度，及时沟通和反馈项目进行

中的各项问题。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开展协

同创新工作。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队伍，

吸引具有理论基础或者实操经验等不同背景的

人员加入在创新团队中来，为创新不断注入新

思想、新观念。 

 

 

五、进度安排 

 

表 3 全美行指委拟承担任务和项目进度安排 

编号 任务内容 2016 2017 2018 

R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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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韩国世界杯；赴

日本好莱坞大学交

流，邀请台湾树德科

大老师 5月来华授课 

参加巴黎世界杯 ；与

日本美甲协会开展职

业资格准入培训；与

韩国文化交流协会开

展美容师培训 

交流和培训事宜待定 

RW-07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

教师国家级、省级培训

计划 

根据教育部通知，积

极申报，争取在下半

年承办一期。 

申报、承办 申报、承办 

RW-17 

修订一批专科高等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实

完成人物形象设计专

业教学标准制定 

完成美容美体艺术专

业教学标准制定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 



验实训装备技术标准 

RW-27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推进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

际化 

根据教育部通知，组

织调研工作，总结先

前经验，完善申报方

案，完成申报。  

争取承办首次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人物

形象设计专业高职竞

赛。 

积极申办、承办 

RW-28 

落实《教育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职

业院校服务经济转型升

级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

工继续教育的意见》 

制定三年计划，下半

年在北京、江苏和湖

北三地试点 

在全美行指委高职委

员校内全面开展职工

继续教育培训，并进

行考核和评优工作 

在全国开设了相关专

业的高职院校中开展

此项工作，并进行考

核和评优工作。 

RW-65 

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

业精神养成相融合 

设定三年计划，编印

两期《美业精神》读

本，在委员校内组织

观看两次影片。 

编印四期《美业精神》

读本，组织两次职业

精神巡讲活动，组织

观看两次影片。 

编印四期《美业精神》

读本，组织两次职业

精神巡讲活动，组织

观看两次影片。 

编号 项目内容 2016 2017 2018 

XM-13 

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

和专业设置指导报告（1

个） 

建立工作组，收集材

料，数据调研。 

撰写《行业人才需求

预测和专业设置指导

报告》，并发布。 

继续调研，根据实情

修订或发布新版。 

XM-15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校企共建以现代学徒制

培养为主的特色学院（3

个） 

各试点单位前期准备

工作阶段。包括场地、

设施建设，人员培训、

制度建设，招生与教

学、师资等建设工作。 

学院成立工作阶段。

包括学院建制、在校

学习、企业对接、名

师工作室宣传、基础

技能训练和项目启动

阶段。 

学院试点班工作室学

习阶段。包括企业学

习，工作室运行，专

业技能训练和项目实

施阶段。学院现代学

徒制试点班毕业后，

总结与反思阶段。 

XM-16 

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

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1个左右） 

收集研发项目需求信

息，包括研发产品、

仪器和服务的目的、

种类和效果预期等基

础信息。同时，确定

研发的具体项目。 

开展初步的研发准

备，包括研发方案的

构想、研发设备和仪

器的准备、制作物料

的准备、资金准备。

同时进入到项目实施

阶段，完成项目的设

计方案和初制样品。 

进行意见反馈和改

进。同时，根据提出

的问题，进行完善，

最后进行项目总结和

推广 



 

 

六、预期效果 

 

表 4  全美行指委拟承担任务和项目预期效果 

编号 任务内容 预期效果 

R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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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美发美容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行业协会和院

校形成长效沟通机制，定期组织交流活动，扩

大我国职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通过

交流和竞赛活动扩展师生视野，借鉴国际先进

技术和办学经验，带动专业发展。 

RW-07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

级、省级培训计划 

将人物形象设计专业高职国培办成国培项目的

标杆，办成美发美容职业教师专业技能培训的

品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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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两个专业的教学标准制定，使之成为高职

相关专业教学过程的重要参考。 

RW-27 

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推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国际化 

成功举办一至两次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竞赛，通

过竞赛带动专业发展。 

RW-28 

落实《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服务经济转

型升级面向行业企业开展职工继

续教育的意见》 

通过三年的任务实施，完成 800 人次的职工继

续教育，最少覆盖 30 家企业和 30 家高职院校。

有效提升职工市场意识，加强职工继续教育课

程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水平。 

RW-65 

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

成相融合 

通过持续推进，有效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

精神相融合，预计覆盖 3000 名本专业高职学

生。 

编号 项目内容 预期效果 

XM-13 

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专业设

置指导报告（1个） 

在 2017 年完成 20000字左右报告，为国家十三

五规划、相关部委发布相关法规、教育部中高



职专业目录、本科专业目录等制修订提供依据，

为校企合作，行业标准制定以及商务部发布行

业发展报告提供指导意见。 

XM-15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校企共建以

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主的特色学院

（3个） 

（1）人才培养成果：现代学徒制学院培养的优

秀学生服务行业案例；（2）项目报告：美容、

化妆品、形象设计行业人才培养现代学徒制试

点报告；（3）相关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论文、

论著：美容、化妆品、形象设计行业现代学徒

制试点项目的实践与研究及其他衍伸论文；（4）

可推广的美容、化妆品、形象设计行业现代学

徒制试点项目的制度、流程，名师工作室等形

式管理模式。 

XM-16 

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1个左右） 

（1）制作研发成品；（2）申请相关专利或著作

权，形成知识产权；（3）向行业内企业单位宣

传推广。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 

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明确《行动计划》在未来三年工作

中的重要地位，对具体参与任务和项目实施的院校和企业给

予实时指导和资源倾斜，严格各工作组工作纪律，按期、保

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 

 

（二）发挥行业指导作用 

推动包括商务部在内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相应规划。与

中美协秘书处形成联动机制，为《行动计划》在职业院校和

行业间搭建交流、工作平台。 

 

（三）发挥企业主导作用 



RW-1、RW-7、RW-28、RW-65 以及 XM-13、XM-15、XM-16

都需要企业方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全美行指委应以行业委员

为支点，以中美协会员数据为平台，要求行业企业将参与《行

动计划》实施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积极创建

合作型、学习型企业。 

  

（四）发挥职业院校主体作用 

所有开设了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均是此次《行动计划》

参与的主角，是改革的主体之一。全美行指委要组织高职委

员深入学习《行动计划》精神，研究市场需求，注重人才培

养培训质量，推动职业技能人才的供给侧改革，提高服务区

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把实施《行动计划》作为

职业院校的重要任务。 

 

（五）完善有关评价考核制度 

全美行指委将要求所有高职、行业委员高度重视《行动

计划》落实工作，将其纳入院校和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学

校领导班子和企业中应有专人负责。全美行指委秘书处将建

立考核标准与评价制度，把落实任务和项目的成果作为职业

院校办学质量评价、企业评优的重要参考内容。 

 

（六）软硬件以及经费保障 

    根据各项目申报书，全美行指委将监督各领域经费的落

实情况，行业组织、职业院校和企业三方将形成联动机制，

共同参与经费的筹集。同时部分项目涉及的师资资源、实训

基地资源前期由各项目牵头院校负责协调，协调不了的事宜

由全美行指委和中美协出面负责调配。 

 

（七）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