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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
结合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加快建设共同
富裕绿色样本中“大有作为”。

近年来，湖州加大统筹力度，以中职教育“现
代化工程”为抓手，累计建成6所省中职名校，5所
中职学校和 19 个中职专业入选省中职“双高”建
设项目，打造了一批职业教育品牌学校和专业。
湖州市本级 9 次荣获省职业教育发展考核“优秀
单位”，德清、长兴、安吉三县也多次榜上有名。

2022 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的关
键年，湖州市启动实施中职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扩大长学制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动力引擎。

深化产教融合
助推产业兴旺

近日，教育部公布 2021 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典型案例，湖州中职学校4个产教融合案例入选。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探索基于技术工作坊平台
的“引企入教”实践与创新；湖州艺术与设计学

校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开展“3·4·4·6·4”
现代学徒制，校企院携手共育定制式高

端人才；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构
建与实施农业季节性生产制约下

“候鸟式”学徒培养；长兴职教
中心推进基于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的电气运用与控制
专 业 校 企 合 作 共 同 体 建

设，成为产教融合的典范。
据了解，近年来，湖州深

入实施市中职教育“产教融合
工程”，多元主体组建职教集团 10

个，成功创建国家级示范性职教集团
（联盟）培育单位1个、省级校企合作共同

体 8 个，重点扶持中职学校与特色小镇、工
业园区、行业企业共建市级产业学院 8 个，助力

湖州“4210”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还成功创建省职
业院校产教融合项目 10 个，浙江信息工程学校高
端装备制造实训基地竣工验收，德清县职业中专
产教融合工程项目立项，为深化产教融合打下了
坚实基础。长兴职教中心、长兴技师学院开设企
业定制班，为合作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助力长
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产教融合，也让现代学徒制的内涵进一步丰
富。湖州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与企业新型学徒制
的有机衔接，加强中职与高职在学徒制育人方面
的合作，浙江信息工程学校、安吉职教中心分别与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开展中高职一体化现代学徒制，以“校—企—校”
的模式培养高学历、高技能的“双高”复合型人
才。近日，在 2021 年浙江省学徒制典型案例评选
中，湖州中职学校共有 8 个案例成功入选，长兴技
师学院、湖州交通学校获评“优秀组织单位”。

坚持育训并举
助力“扩中提低”

职业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湖州中职学校 73.85%的学生来自农村

家庭或城市困难家庭，省外户籍在校生占比达
25.44%。通过接受职业教育，为众多低收入家庭
的孩子提供了获得高水平技术技能和更高学历的
教育机会。全市中职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比例
达到53%以上，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
其中留湖就业率达 90%以上，提升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提升学生就业层次和质量。

同时，结对帮扶云南、四川、贵州、新疆、西藏
等地职业教育，2021 年全市共有 7 所中职学校招
收对口地区学生 500 余名，涉及机电技术应用、烹
饪、学前教育等热门专业。

依托中职学校专业、设备、师资优势，加强产
业工人的培养培训，重点面向新型职业农民、退役
军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广泛开展高质量、多层
次的职业培训，强化低收入群体的“造血”“换血”
功能，缩小收入差距。近 3 年，全市累计开展各类
职业培训 100 万余人次，有效帮助低收入人群快
速就业，推动更多的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跨入中
等收入群体行列。

在助力“扩中提低”中，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湖州市成功创建省
级成教品牌项目31个，确认了19批市级农科教推
广培训项目和 11 批优秀项目，形成了“一校一品”
的培训品牌项目。近 3 年，累计实施农业科技推
广项目 137 个，参与实施农民人均增收 0.93 万元，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促进职成融合
提升生活品质

近日，湖州“共富”职教中心成立，合力推动人
才共育、技能共训、产业共兴、创业共谋和优教共
享等，助力湖州加快建设共同富裕绿色样本。

据介绍，“共富”职教中心实现政府、院校、村
镇和企业合作，由市教育、人力社保、农业等部门
指导，联合市内技师学院、中职学校、社区学院、乡
镇成校、南太湖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打
造校企村党建联盟、技能教育培训平台、校企产教
融合平台、青年创新创业平台和城乡教育共同体
五大平台，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城乡的能力和质量，
为城乡迈向共同富裕提供高素质人才保障。

职业教育还助力精神富足，推动全民终身学
习。持续开展成人“双证制”教育培训和成人高等
继续教育，通过在职学习等途径提升学历，助力人
口素质提升。推广“浙学码”的应用，全年存入学
分银行学习成果数占本地常住人口数的比例达到
20%以上。积极推进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
实现全覆盖。

为了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湖州深入
实施老年人智能技术日常应用普及行动，2021 年
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培训 16.9 万余人次，6 个“智
慧助老”项目获全国推介，帮助老年人共享数字生
活，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

职业教育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绿色样本
——湖州全力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杨斌英 马玲玲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湖州
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湖州市唯一一所公
办高职院校，是湖州职业教育的龙
头。近年来，学校以办人民满意
的高职教育、建设区域性高职
名校为目标，坚持“全面深
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
更好服务湖州”工作
主线，为地方经济
发 展 不 断 输 送
高素质应用型技术
技能人才。

栉 风 沐 雨 ，砥 砺 前
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校

“做强高职教育、做大开放教育、
做特农民教育、做活社区教育”的

“四位一体”办学特色更加凸显，先后
获得了教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优
秀学校、省示范性高职院校、省首批党建工
作示范高校培育单位等荣誉。“十三五”期间，学
校硕博士研究生人才增至2.3倍，毕业生“留湖率”
增至2.5倍，财务收入增至2.8倍，为学校“十四五”
高点开局、高位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心培育
金牌蓝领放飞创新梦想

阳光明媚的 5 月，漫步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里，典型的江南地域特色和人文气息扑面而
来。置身好风景中，该校党委书记周家健谈及学
校的发展，旗帜鲜明地提出“金牌蓝领摇篮”的愿
景，他直言：“产业、行业、企业的发展品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蓝领的素质，学校坚持对接产业、靠近
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扛起高等应用技术教
育的使命，培养更多金牌蓝领。”

美好愿景，从这里启航。学校充分发挥党委
的领导核心作用，开展“抓院促系、整校建强”铸魂
行动，持续擦亮“基层组织强起来、党务干部硬起

来、党风廉政严起来、党建研究热起来、党
建工作实起来”党建工作品牌，为建设

区域性高职名校提供坚强的思想引
领和组织保障。

怀揣强烈的责任感，学校
秉承“崇德尚能”校训精

神，凝练形成了共同办
学价值体系，“深化

教学改革、协同
创 新 创 业 、培

养 金 牌 蓝 领 ”的
人才培养特色愈加

凸显。
数 据 时 代 用 数 据 说

话，学校精心筑造“湖职好课
堂”，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

同 育 人 ，实 现 课 程 思 政 覆 盖 率
100%。近年来，该校学生技能竞赛获

省一等奖以上 295 项，授权专利 278 件，杨
应政同学获世界技能大赛银牌、马澳龙同学获

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奖，并被授予“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3 次获国家一
等奖、连续 8 年获省一等奖。毕业生就业率 98%
以上，“留湖率”45%以上。

精准聚力
产教融合走出发展新路

牵头组建湖州南太湖职业教育集团（产教融
合发展联盟），引领区域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总投入 2 亿元在校内建立湖州市公共实训中
心，成为区域内现代职业教育中集教学、培训、技
能鉴定和技术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

搭乘长三角一体化“东风”，由苏浙环太湖五
城共同成立的“环太湖劳模工匠学院”在该校挂
牌，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职教
力量。

⋯⋯

一项项深化产教融合的“硬核”成果，镌刻了
学校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铿锵足迹，也折射出
学校精准服务地方产业孜孜不倦的办学追求。

近年来，学校率先实施推进“三层对接”，即专
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联合区域内重点行
业企业 80 多家成立产教融合发展联盟，成立产业
学院 5 个，与龙头企业合作共建 21 个研发中心、5
个省市工作室，常态化推进校企协同育人工作。
深入推进百名教授博士入企服务行动，为湖州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湖职力量”。

“学校积极打造浙北地区‘精准服务产业、深
度助力企业、服务创新发展’的最大技术技能创新
服务平台。”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主动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密对接浙江省八大万亿产
业和湖州市“4210”现代产业体系，重构了绿色智
造、乡村旅游、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等“6+N”专
业群布局，招生专业与湖州主导产业契合度达
85%以上。

精细服务
提质扩面助力绿色发展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
地，也是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排头兵。2010 年，
学校建立了全国首家地市级农民学院，立足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综合开展“学历+技能+创业”农民
大学生培养，形成了“专业硕士教育+高职教育+
中职教育+在职研修和短期培训”为一体的人才培
养梯度，开辟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崭新道路。

“不仅是技术，还有市场、营销问题，农民学院
的老师就像一股力量，推着我们往前走。”南浔区
蔡海华家庭农场主沈李平和妻子蔡海华，说起规
模化种植葡萄心怀感恩，他们纷纷表示农场的发
展壮大离不开农民学院的技术支撑。

立足湖州，服务湖州，农民学院创立 10 多年
来，培养农民大学生1.2万余人，农推硕士93人，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1.4万人，同时每年开展高质量职

业培训2万余人次，确立了湖州全民终身学习龙头
地位。“十四五”期间，学校将建成浙北地区各类职
前、职中、职后教育培训的开放平台和国内有影响
的区域乡村振兴人才培育基地，助力共同富裕。

踔厉奋发向未来。2021 年，作为湖州市“五
谷丰登”计划高教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规划
建设 1200 亩新校园，为未来建设赢得更大的发展
空间。新阶段、新使命、新气象，学校将聚焦建好
新职院、聚力服务新湖州，在建设区域性高职名
校、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的新征程中奋力奔跑。

强特色铸品牌 建好区域性高职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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