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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示范县创建工作抽查复检情况报告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是教育部在征

得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人社部（原）、水利部、农业

部（原）、国家林业局（原）、国家粮食局（原）八部门同意后，

于 2013 年牵头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推动一批县（市、区）在农

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改革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的要求，

这意味着示范县创建工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目前全国共

遴选了五批 261 个县（市、区）入围创建名单，教育部已经联

合多部门分三批确定创建成功的示范县共 159 个。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成为五

大振兴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区域、城乡

之间教育发展尚存在明显差距，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

育仍是短板”。教育部 2018 年将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

育示范县创建工作列入年度工作重点，是贯彻落实中央系列战

略决策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基层的广泛支持和认可。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受托组织第四批示范县创建的抽查复检

工作，现将示范县创建基本情况、建设成效和工作建议报告如

下：

一、第四批示范县创建基本情况

（一）创建背景

2011 年 10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

职业教育的意见》提出要探索有关部门通过合作共建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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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职业教育的工作机制，同时提出组织开展国家级农村职成

教育示范县创建活动。2013 年 1 月，在征得八部门同意后，教

育部印发了示范县创建通知。这项工作也被写入 2014 年《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得到了国务院及有关部

门的认可和支持。

按照县（市、区）人民政府自愿申报-省市评估-入围创建

的工作程序， 2017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1 日，中国成协受托组

织专家对第四批申报的示范县进行了评审，同年 5 月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

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入围名单及开展第五批示范县创建工

作的通知》,43 个县（市、区）列入第四批创建的示范县名单。

（二）创建过程

为做好创建工作，教育部委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于当年对

入围示范县的领导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除政策宣传外，还

邀请前期创建成功的示范县代表介绍经验，指导、示范、引领

创建工作。

教育部委托国家开放大学建设的“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

成人教育示范县展示与交流平台”于 2016 年底及时上线，各示

范县经培训后在总平台上开设各自的分平台，国开大学免费提

供技术支持服务与运维。2017 年，国开大学对第四批示范县网

络平台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通过开展合作市场、

讲好家乡故事等活动，平台在宣传、展示与交流涉农教育资源，

以及人才、农产品、农业技术交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2017 年，中国成协还在江苏省宜兴召开了振兴乡村县企对

接现场会，近 200 个县和企业在现场进行了交流和洽谈。

2018 年 8 月，教育部职成司印发了《关于开展第四批国家

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抽查复检的通知》，委托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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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区第四批示范县创建情况进行复检。同时，

委托中国成协组织专家于 2018 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对内蒙

古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创建工作开展抽查复检，人社部、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等有关部委派人参加。

根据抽查复检和各省复检结果，专家组认为，第四批有 43

个县（市、区）达到创建目标，建议认定为第四批国家级农村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合格单位。

二、第四批示范县创建工作成效

从各省上报复检情况和本次抽查复检调研情况来看，第四

批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落实责任、统

筹规划、整合资源、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增加经费

投入、提升基础能力、助力精准扶贫，积极对接县域经济社会

和产业发展，各示范县农村职成教育的基层阵地建设明显加强，

农村职成教育发展上了新台阶，服务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战略能力明显增强。

（一）政府统筹规划，农村职成教育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参与创建工作的各省，初步形成了“政府统筹、教育牵头

统管、部门协作、分工负责、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多个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发改、财政、农业、人社等部门进行了协商

并转发了示范县创建通知。如河南省教育厅与发改、财政、人

社、农业等部门联合发文推进这项工作，还有部分省在省级评

审时联合相关部门进行了评估。示范县创建活动得到了各地的

积极响应。

入围的示范县级人民政府均高度重视创建工作，积极探索

区域农村职成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机制、新途径和新模式。各县

级政府均健全了主要领导负责的职成教育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推进农科教结合，明确相关部门促进和保障职成教育发展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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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优化政策环境，同步规划、优先发展县域职成教育。如黑

龙江省五常市强化政府责任的落实，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实

行“规划、资金、三教、生源”四统筹，形成了统筹发展机制、

多部门联动机制和产教融合发展机制。河北省滦平县创新管理

模式，初步建立了由政府统筹，教育主导，扶贫、人社等相关

部门分工负责，财政专款、乡镇招生、职教培训的培训组织体

系，按行政区域（学区）划片，设置职教中心分校，每个分校

辖 2-5 个乡镇，派驻 5 名不同（涉农）专业教师，既破解乡镇

成人综合学校专业教师配备难和专业单一问题，同时又破解对

乡镇成校工作督导缺失问题。

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创新了职成教育发展机制。各县级

政府均加强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

如浙江省余姚市推动农科教结合，涉农专业发展稳定，保留二

职校为农业技术学校，开设农经、园艺等 5 个专业，建起了现

代化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安徽省金寨县将乡镇综合文化站与乡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资源，村农家书屋、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与

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资源，以及县内所有培训资源分层整合，

形成科教兴农的合力，为金寨老区脱贫攻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黑龙江省泰来县严格执行普通高中招生“三限”政策，

2016 年全县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达到 5.5:4.5。

（二）强化条件保障，农村职成教育基础能力得到改善。

参与创建工作的各县级政府整体布局，形成了职成教育主

体交融、资源共享的格局。各地均构建了以县级职业教育中心

为龙头，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骨干，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为基础的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城乡教育一体发展，政府

统筹、部门合作、企业参与、资源共享的职成教育运行机制初

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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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改善条件，职成教育基础能力不断提升。不少

省市对创建工作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如黑龙江省为每个示范

县拨付专项工作经费 1000 万元，广东省对入围的示范县给予

500 万元的创建奖补经费，河北省对入围示范县的创建工作给予

100 万元的创建奖补经费。各县级政府多渠道筹措资金，设立职

成教育专项经费，投入连年增加；为职业学校划拨土地、新建

校舍，建立实习实训基地，考选紧缺专业师资，改善了办学条

件。如贵州省金沙县按照产城互动、职园一体的办学思路，县

财政投入 3.5 亿元，在规划面积 32.4 平方公里、主体框架为

“一区多园”的金沙经济开发区，新建了规模较大、设施一流、

功能齐全的现代职教园区。安徽省界首县，投资 10 亿高标准建

设占地面积 560 亩的职教园区。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将农村科

技开发、技术推广经费的 10%—20%和财政扶贫资金的 10%用于

农村职业教育。

各县级政府落实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人员编制，提高办

学水平，农村成人教育阵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如广东省信宜市

镇（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坚持“四独立”（即法人独立、编制

独立、经费独立、校园独立）的建设标准，建成一批省级示范

性成人技术学校。如浙江省余姚市成人教育体系健全。市里有 1

所社区学院，17 个乡镇成校、304 所村校全覆盖，其中乡镇成

校独立法人、独立建制。四川省彭州市 22 所社区教育学校（乡

镇成校）配备专职教师 96 人。天津市宝坻区街镇成校专职教师

由创建前的 110 人增加到 139 人，师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能

工巧匠”专家库吸纳各行业专家 489 人。

（三）对接产业需求，职成教育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通过创建，各示范县对接产业需求，长短并举，职成教育

专业布局结构更加合理。第四批示范县域内建有中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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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所，共建成 37 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或国家级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职业学校数量和办学规模基本满足当地

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县域内职成教学校积极开展各种

类型的社会培训，各类社会培训数总计 190 万人次，县均 4.4

万人次。

培育新型农民，助力农民增收，服务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

取得实效。如江苏省溧阳市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溧

阳模式”，形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二十八字“溧阳模式”，即

“制度规范、校社协作、教学互补、产训结合、信息服务、交

流提高、典型带动”。内蒙古巴彦淖尔杭锦后旗探索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模式，有效提升了农牧民素质。贵州省金沙县 2017-2018

年，开展了“十万农民技能大培训”。县委组织部牵头，职教中

心、农牧局、人社局、县团委、县妇联等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均

承担了培训任务，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充分征求农民培训意愿，

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效开展

培训。

（四）助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地方社会发展

效能显著提升。

如陕西省汉阴县统筹全县培训资源和培训项目，实施“1 天

扶志+1 天扶智”的初级脱贫技能培训、“2 天富智+5 天富技”的

深度脱贫技能培训和量身打造的订单培训、特色培训和文化培

训。安徽省金寨县开拓创新，实施培训一人、掌握一项实用技

术、脱贫一户的“一户一人一技”对口扶贫，创建以来，已经

培训贫困户 900 多户，培训后的贫困户已经脱贫走上富裕路。

贵州省德江县，在中职学校开设免费精准脱贫班，实施一户一

人计划，全力动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就读职业院校，

实行免费入学、精准资助、订单培养、保障就业，实现职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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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近三年，共招收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 1867 人，带动 1465 户农村贫困家庭实现脱贫。

2017 年获得贵州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基地项目。

（五）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服务农村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

如新疆建设兵团一师统筹电大、农广校、职业技术学校等

教育资源，打造师市、团镇、连队（社区）三级培训网络，为

师市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创市场”的专

业人才；发挥屯垦戍边文化、西域丝路文化、红色军垦文化等

资源优势，提升职工素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有效服务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安徽省界首县将皖北文化和地方特色

文化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地方文化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特色专业建设，着力推动传统手工技艺的教育传承，鼓

励民间艺人、工艺美术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成

教育办学，建设集民族工艺传承、文化遗产保护、高技能人才

培养、产业孵化于一体的职成教育基地。

（六）创新工作举措，产教深度融合，为品牌农业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通过创建，各示范县进一步创新了农村职成教育的发展举

措，探索了农村职成教育的新模式，深度融入区域产业，服务

品牌农业发展。如广东省新兴县职业教育中心利用“互联网+”，

构建职业培训新生态，职成学校建立了互联网教学平台，开发

特色培训资源，把集中培训向在线学习转型，以在线学习交流

为主，送教下乡（村）为辅，降低培训管理成本，解决了农民

培训的“工学矛盾”，提高了培训效果。黑龙江省通河县组建了

服务林下经济发展的“合作社联盟体”，统一培训、统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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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立网络溯源体系，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推进订单农

业，通过政策扶持激励，规模发展平欧榛子林、黑木耳、林下

参、林下鸡等特色种养殖业。四川省南江县小河职中历届畜牧

兽医专业师生经多年实验比选，培育出知名品牌“南江黄羊”，

该品牌由国家农业部命名，成果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陕西省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对接县

域茯茶产业发展的需求，开办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通过“政

府+行业+企业+学校”的模式，先后有 2000 余人接受了加工、

检测、营销、茶艺、评茶等方面的培训，形成了职成教育全面

助推茯砖茶产业复兴的人才保障体系。

三、示范县创建工作建议

示范县创建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创建的工作是按

照县级人民政府自愿申报，省市评估，教育部批准入围，多部

门联合认定的流程运作，教育部无法强制相关县级人民政府参

与创建工作，只能一般性号召。个别省认识不到位，农村职成

教育发展明显不平衡；创建工作缺少专项经费支持，尤其是中

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能力薄弱，服务能力

不强等问题，均需要再未来的工作中加以重视。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遇严重人才瓶颈，面临农民数量

萎缩、结构失衡、素质堪忧、后继乏人的困境，基层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机构缺失，涉农职业教育和培训弱化。“谁来种地”

“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成协组织专家在分析宏观形势并对第四批

示范县创建工作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

（一）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将示范县创建工

作放到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工作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

建议教育部在现有工作基础上，主动与相关部门联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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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激励政策措施，统筹规划，精心指导，将示范县创建工作作

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人才培养的重要工作抓手，

切实推动县域内农村职成教育的改革发展。

（二）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努力提升服务能力。

建议教育部督促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进一步落实县级政府统筹发展职成教育的责任，全面实现创建

的目标要求，有效整合利用资源，提升基础能力，引导部门积

极参与，共同推动农村职成教育发展，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三）服务为先，提质增效，为地方培养实用人才。

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

才，主动了解县域人才需求状况，强化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

立职成教育与培训和县域人才需要同步发展的机制，全面提高

教育培训质量，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四）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建议充分发挥示范县展示与交流平台和中国成协网站等平

台作用，强化各县自我示范、相互示范；讲好家乡故事，树立

一批农村职成教育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县的引领辐射作用；引

导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农民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网络平

台开辟专栏，宣传示范县创建取得成效、案例典型等，营造示

范县创建浓厚的工作氛围。

（五）不忘初心，持续发展，后示范期再立新功。

示范县创建已经接近尾声，教育部等部门已经联合认定四

批共 202 个示范县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九部门

《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提出的建设农村

县域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络，提升服务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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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任务远未达到预期目标。部分地区高中阶段职普比下滑到

2:8，职业教育严重普教化，背离市场和区域经济需求，单纯服

务升学，将大量需要就业的学生推向技工学校和民办学校，办

学方向出现了偏离。

专家组建议，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正确认识其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严峻形势，在认真总结示范县创建经验的基础上，不

忘初心，补齐短板，注重问题导向，强化分类指导，坚持精准

施策，加快实施“示范县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程”。

建议教育部继续坚持多部门协作的创建工作机制，总结创

建经验，发挥已有示范县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通过

开展乡村振兴大讲堂、举办免费精准扶贫班等形式，坚持农村

职成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办学方向，激励他们在后示范期重新出

发，再立新功。

建议教育部实施示范县创建二期工作。动员和组织地方政

府，增强发展农村职成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制订

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和规划，在今后五年，再创建 200 个农村职

成教育示范县，进一步推动农村职成教育改革发展，坚定不移

走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攻

坚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第四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

合格名单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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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创建入围名单

序号

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第四批创建入围县（市、区）

1 天津市 宝坻区

2
河北省

承德市滦平县

3 保定市徐水区

4

山西省

晋中市太谷县

5 晋中市祁县

6 运城市垣曲县

7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8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

9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宾县

10 哈尔滨市通河县

11 哈尔滨市五常市

12 齐齐哈尔市甘南县

13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

14

江苏省

扬州市宝应县

15 常州市溧阳县

16 南通市通州区

17

浙江省

宁波市余姚市

18 丽水市缙云县

19 温州市永嘉县

20 嘉兴市海宁市

21 湖州市安吉县

22 安徽省 六安市金寨县

http://www.baidu.com/link?url=GVCuyaWEHsmfQTcylu9Ck3FCRNGclNriQQ-gXPu2_oujIZmpxC34NXjEjgiXJd-b
http://www.baidu.com/link?url=aYmEReRlt_UUlCjtVc9DfRpIxqtEAL_nWdxDuYINQ3E1_rlVpduyXqPeD9aQX3dD
http://www.baidu.com/link?url=QyZ44CEUPf_5oH78kTbwosuw3E3qk7U-yCH_1qIF1SEfrhsn-OLrKmSIuAuAriFCC8X2fuIcMpKo3bo9IJXjDa
http://www.baidu.com/link?url=4o2Qlwm9Mqwwc82uIw2FTkwevzXsAjvbv9NY6s4FQKDfAYc8O3ncQxV93dkeYbuHATZktz6N99Ul0ScbD7FLWq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5%85%B4%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5%85%B4%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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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阜阳市界首市

24

河南省

长垣县

25 固始县

26 濮阳市濮阳县

27 郑州市新密市

28

广东省

茂名市化州市

29 惠州市惠东县

30 江门市台山市

31 云浮市新兴县

32

四川省

成都市彭州市

33 泸州市合江县

34 巴中市南江县

35 宜宾市南溪区

36
贵州省

毕节市金沙县

37 铜仁市德江县

38

陕西省

宝鸡市凤翔县

39 咸阳市泾阳县

40 安康市汉阴县

4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西吉县

42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第一师五团

43 第一师十团

http://www.baidu.com/link?url=ynNdleJa9d6Fj3WcWgb1aYzpxKGNv3AVtmjhumO65C88lbCCu-7XcDh28AkgrXcNWh02hIbJo8S9uf4Tedqn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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