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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盘县——世界古银杏之乡、“滇黔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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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职成教育 

办学格局 

园区办学1所 

公办职校1所 

部门办学1所 企业办学1所 

社会力量办学3所 

战略目标——“创建全国教育百强县、办人民
满意幸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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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工作举措 

多方 

联动 

投入拉
动 

产教 

互动 
创新 

驱动 

扶贫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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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引领，有序推进。政府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纳入十三五规划和县域产业发展规划。 

领导重视，部门积极。成立了由政府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了盘县职业教育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1 

2 

3 落实责任，考核奖惩。把职成教育示范县创建工作纳入政府年终目标考核，对
照标准、内化目标，签订责任状，落实各级责任。 

（一）统筹有力，多方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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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制度  

办公室设在教育局，由教育部门负责联络县
人社局、县农业局、县旅游局等相关机构职
能部门  

根据政府目标，拟定职成教具体发展规划、
计划，制定工作方案 

围绕健全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提高工
作效益，做好服务、协调和有关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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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区域各类社会教育培训资源  

开展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搭建中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在职职工培训  

全面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  

打造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职工队伍  

农 业局 
分析农业生产需求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术和农民创业培训 

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人社局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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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给力，投入拉动 

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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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免学费和助学金地方配套足额到位 

 

国助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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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成人教育专项经费，每年从县级专项资金创示范性学校建设
资金中安排200万元用于成人教育。 

中职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5000元/年/生。 

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按教师工资的2%提取专项预算经费用于教师培
训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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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共投入资金19247万元用于工程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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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至2015年职业教育总投入37029.96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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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合力，产教互动 

整合项目、资源、资金，大力开展校政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合力推动小康进
程。 

2011-2015年完成农民培训 42491人，各类培训合计10232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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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100工程”培训 

 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 

“锦绣女”缝纫工就业培训 

SYB创业培训 

技能鉴定考试培训 

汽车维修工培训 

种养殖培训 

家政女培训 

乡村旅游培训 

教师兼职导游培训 

 

 

“三变”改革培训 

新型农民技能培训 

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阳光工程”培训 

“雨露计划”培训 

退耕还林培训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中药材种植培训 

农村基层卫生员培训 

社区残疾人康复协调员培训 

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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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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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培训到戒毒康复中心：厨艺——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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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培训补贴人数为
10051人，拨付培训补
贴资金20197633.4元 

开展各类社会培训达
110920人次 

近三年仅县职校一所
学校就完成培训任务
14704人，培训人次超
过了学历教育学生数2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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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趁势发力，创新驱动 
   趁三势：全面小康、三中全会、现代职教大发展 
   七创新—— 
 
 

 

一是组建“盘县职
业教育集团”，抱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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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举
办当代职
教论坛，
展示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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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职业教育充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围绕产业办专业，招生即招工 

办好专业促就业，上学即上岗 

做强培训兴产业，培训即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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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校企结合，拓宽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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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职与天坤集体合作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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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大力推行“职业教育+” （产业园区+标准厂房+职业学校+教
育云+贫困乡村+旅游景区）职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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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创新队伍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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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互通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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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准着力，扶贫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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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高质量的大规模、多层次、深层次培训助
推了盘县经济发展 

发端于盘县农村的“三变”改革为盘县职业教育和
成人教育拓展了很大空间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办学模式多元
化基本形成 

创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资金 

筹措机制 

经验与成效 

建成一所国家级示范职校 

三、经验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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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职直接入读本科的机制我省尚未形成，社会大众对职成教育
的认识不够，重普轻职的社会认知在短期内还很难根本改变。 

 
 
 
 
 
 
 
二是改革创新仍需加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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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升。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助推精准
扶贫在灵活、务实、高效、可持续等方面还需不断优化。 

 
四是高等院校的缺失与盘县经济发展不适应。职业教育集团

运作模式有待完善，校企融合、产教结合紧密度有待加强，职
成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需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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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后工作打算 

一是整合资源，构建网络，完备体系，创新机制，增强活力，提升水
平。 

 

二是加大产教融合力度，完善相关法规，协力破解职教招生和企业用
人问题。 

 

三是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兼职职成教育教师队伍。 

 

四是进一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全面提升职成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能
力和水平。 

 

五是进一步加快普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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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突破体制障碍，把县职校办成混合所有制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股
份制办学。 

 

 

 

 

                                          

 

 

 

 
 

七是创造条件推进高等学校落户盘县，实现盘县高等教育零突破。 

活力、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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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此前的探索只是万里长征开始的第一步，作为西部县城，我们不甘人后，我们更
应奋力攀高！ 
       我们将更加踏实、务实、切实，以“创建全国教育百强县，办人民满意幸福教育
”为目标，以“五力五动”为抓手，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让我们的
职业教育—— 
      “香起来、亮起来、忙起来、强起来、活起来、特起来”！ 
        把盘县职业教育打造成“名优土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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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