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

RW-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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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03 选择类型相同、专业相近的国（境）外高水平院校联合开发课程，共建专业、
实验室或实训基地，建立教师交流、学生交换、学分互认等合作关系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06 完善以老带新的青年教师培养机制；建立教师轮训制度；专业教师每五年企业
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6个月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07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省级培训计划
教育部（教师司、职成司）、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出台措施，

持续推进

RW-08 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 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持续推进

RW-09

支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按照有关规定自主聘请兼职教师；加强兼职教师的职业
教育教学规律与教学方法培训；支持兼职教师或合作企业牵头申报教学研究项
目、组织实施教学改革；把指导学生顶岗实习的企业技术人员纳入兼职教师管
理范围。核算教师总数时，兼职教师数按每学年授课160学时为1名教师计算。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出台措施，

持续推进

RW-11 推动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建设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状
态数据管理系统

教育部（科技司、职成司、信推办）、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12 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教师评聘考核的重要依据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6年底前出台措

施，持续推进

RW-14 发布实施“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探索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和培养模式

教育部（规划司、高教司）、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

2016年底前出台措

施，持续推进

RW-19 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研制“示范性职业教

育集团建设方案与管理办法”
教育部（职成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
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底前出台，

持续推进

云南省意向承担的任务一览表     总计 : 共承担  44  个任务



RW-20 持续缩减本科高校举办专科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 教育部（规划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持续推进

RW-21

规范落实《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研究制订职业院校学生进入高层次学校学习的办法；2016年通过分类考试

录取的学生占高等职业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逐步提

高专科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和本科高等学校招收职业
院校毕业生的比例

教育部（学生司、规划司）、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

2016年底前出台措

施，持续推进

RW-24 开展建设混合所有制高等职业院校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高等职业院校、相关
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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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职成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
职业院校、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31

贯彻落实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
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落实和扩大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自
主权，支持学校自主确定教学科研行政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支
持高校面向社会依法依规自主公开招聘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类人员、自主选
聘教职工、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35 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积极开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活动；建立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和社区教育机构联席会议制度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6年底前出台措

施，持续推进

RW-36 优化院校布局、调整专业结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37 建立产业结构调整驱动专业设置与改革、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的机制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38
重点服务中国制造2025 ，主动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需要，围绕强化

工业基础、提升产品质量、发展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调整专业、培养人
才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39
优先保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
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
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相关专业的布局与发展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40 加强现代服务业亟需人才培养，加快满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人才需求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41

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服务“走出去”企业需求，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
人才；配合“走出去”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支

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国（境）外办学，为周边国家培养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当
地经济发展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42 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利用各种资源建设大学科技园、大学
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作为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43

探索将学生完成的创新实验、论文发表、专利获取、自主创业等成果折算为学
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优先支持参与创
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
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44
地区、有关部门整合发展财政和社会资金，支持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活动。高等
职业院校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多渠道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
资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46
加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等重点文化产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
升民族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支持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
的能力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持续推进

RW-48 鼓励示范性和沿边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利用学校品牌和专业优势，积极吸引境外
学生来华学习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RW-49 落实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政策，引导激励地市级政府（单位）建立高职生均
经费制度。到2017年本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平均水平不低于12000元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2017年达到标准，

持续推进

RW-50 完成高等职业院校章程制定、修订工作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5年底前完成

RW-51
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参照《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设立学术委员会；一批
（不少于20%）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参照《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

设立理事会或董事会机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6年底前出台措

施，持续推进

RW-52
巩固学校、省和国家三级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进一步提高年度质
量报告的量化程度、可比性和可读性；强化对报告发布情况和撰写质量的监督
管理

教育部（职成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
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53 加强分类指导，以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为基础，开展高职院校教学诊断和改
进工作

教育部（职成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
职业院校

2016年启动相关工

作，持续推进



RW-54 一批省份发布实施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2018年底前完成

RW-55 一批国家示范（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制定执行反映自身发展水平、不低于国家
规定标准的“双师型”教师标准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8年底前完成

RW-56 推动教师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按岗聘用、竞聘
上岗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8年底前出台措

施

RW-57 制订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绩效评价标准; 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每

学期至少讲授一门课程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8年底前出台措

施

RW-58 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投入支持相关研究工作；有条件
的高等职业院校建立专门教育研究机构，开展教学研究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6年底前出台措

施，持续推进

RW-59 贯彻落实《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60 健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高职院校按师生比1:200配备辅导员；心理

健康教育全覆盖

教育部（思政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
职业院校

2018年底前完成

RW-61 全面推进《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测评体系（试行）》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62 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63 落实《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教育部（体卫艺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
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64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支持学生社团活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持续推进

RW-65 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持续推进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 建设数量
预估支持经费

(单位万元)

XM-01 骨干专业建设（300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

2016年出台措施，

2018年底前完成
35 7000.00 万元

XM-02 校企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120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

2016年出台措施，

2018年底前完成
24 4800.00 万元

XM-03 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建设（200所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2016年出台措施，

2018年底前完成
6 6000.00 万元

XM-04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50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年底前完成 10 2000.00 万元

XM-07 建成一批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5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
2018年底前完成 3 900.00 万元

XM-08 建设一批骨干职业教育集团（180个左右）；遴选10个省份开

展多元投入主体依法共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试点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行业、企业、高等职
业院校、相关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年底前完成 6 1200.00 万元

XM-11 支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举办适用公办学校政策、具
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10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高等职业院校
2016年出台措施，持

续推进
3 1200.00 万元

XM-15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500个左右），校企共建以现代学徒制

培养为主的特色学院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出台措施，

2018年底前完成
10 2000.00 万元

XM-16 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50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相关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出台措施，

2018年底前完成
10 4000.00 万元

XM-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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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左右）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行指委、高等职业院
校

2016年出台措施，

2018年底前完成
5 100.00 万元

XM-18 开发建设一批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 2018年底前完成 20 100.00 万元

XM-19 新组建一批农业职教集团；省部共建一批国家涉农职业教育改
革试验区

教育部（职成司）、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有关行业

2018年底前完成 1 200.00 万元

XM-20 建设一批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100
个左右）

教育部（职成司）、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2018年底前完成 10 500.00 万元

云南省意向承担的项目一览表    总计 : 共承担  13  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