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王克杰

2019年6月5日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开局之年,是教育系统深入实施“奋进之笔”，攻坚克难、狠

抓落实的重要一年。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描绘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蓝

图。

前 言



壹 践行新思想：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教师工作的重要论述

贰 抢抓新机遇：抢占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高地

叁 立足新起点：基于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良好基础

肆 聚焦新问题：找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主攻方向

伍 担当新使命：全面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践行新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教师工
作的重要论述

壹



（一）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教师工作的系列论述

建设高素质
教师队伍



（一）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教师工作的系列论述

Ø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

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

源源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好

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Ø“四个相统一”

Ø“四有”好教师

Ø“四个”引路人



（二）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讲话精神



抢抓新机遇

抢占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新高地

贰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

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10340所 1418所 900万

新增就业劳动力比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规模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实现技高者
多得、多劳者多得，增强技术工人职业荣誉
感、自豪感、获得感。



李克强总理强调，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稳
定和扩大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举措。



春孙兰副总理对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个判断”、“三
个转变”、“四个主攻方向”的论述。

陈宝生部长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六点要求，要
让职业教育香起来、亮起来、忙起来、强起来、
活起来、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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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李克强总理说：今年高职扩招  100万
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

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立足新起点

基于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良
好基础

叁



教师管理制度逐步健全

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走上正轨

教师专业发展成效显著

教师企业实践不断深入

兼职教师聘用渐成规模

培养培训体系持续完善

尊师氛围愈加浓厚

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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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管理制度逐步健全

1.《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2.《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7—2020年）的意见》

3.《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

4.《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5.《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

6.《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7.《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8.《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9.《关于大力推行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的

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总体部署和要求

明确国家层面
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
参与

u30所职业技术

教育（师范）学

院

u培养师范生2.4

万人

引导支持高校参
与职教师资培养

中职
培养

u2014年，中央财

政支持300万

u10个卓越职教教

师培养的综合改革

项目

中等职业学校师资纳
入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师范
认证

u探索“4+2”职教

师资培养方式

u构建“五位一体”

保障体系

启动开展职业技术
师范类专业认证

课程
建设

u推进23门职业教

育教师教育精品课

程资源建设

推进职业教育教师教
育精品课程资源建设

硕士
培养

u遴选46所高校，

启动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培养试点

开展硕士层次职业
教育师资培养工作

（二）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走上正轨



（三）教师专业发展成效显著

2016年10月，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
新一周期“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计划 投入27亿元，培训人次25万人次



（四）教师企业实践不断深入

实践制度

推进职业学校教师企业
实践制度化

2016年5月，教育部、
国资委等七部门出台
《职业学校教师企业
实践规定》，推进职
业学校教师到企业进
行岗位实践。

实践单位 实践项目

遴选建立职业教育教师
企业实践单位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专设教师企业实践

项目

2011年，教育部启动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
高计划，国家累计组
织4.5万名中高职教
师到企业实践，示范
带动地方支持实施职
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
项目。

2010年，教育部批
准中国铝业公司等十
家企业成立全国职业
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单
位，在国家引导下，
全国已有580多家大
中型企业提供教师企
业实践岗位，深度参
与教师企业实践工作。



（五）兼职教师聘用渐成规模

省级财政累计投入9亿元
支持5300所中高等职业院校15827
个专业点聘请61564名兼职教师

中央财政投入1.2亿元专项资金，重点面向
中西部地区



（六）培养培训体系持续完善

93个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8个全国职业教育师资专业技能培训
示范单位

引导各地建立了300个省级职教师
资培训基地，580多家教师企业实
践单位，搭建1100多家用于教师培
训的校企合作平台

每年举办培训班超过500个

依托45家职教师资培养单
位开发88个本科专业中职
教师专业标准及800多门核
心课程等



（七）尊师氛围愈加浓厚

（八）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u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出职业教育奖项902项
u“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有27名高职教师入选
u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连续有13名职业院校教师当
选

2010年 2018年

1.6亿

6.8亿
职业院校教师队伍
建设专项经费

2012—2018年省级财政投入累计达到38亿元
16个省份经费投入实现连续5年正增长



聚焦新问题

找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主攻方向

肆



人员 人数（万） 占比

高等职业院校教师 49.8 37.4%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83.4 62.6%

“双师型”教师 45.6 34.2%

中等职业学校本科以上学历教师 58.8 90.1%

专业课教师 38.2 58.6%

兼职教师 9.9 15.2%

职业院校专任教师133.2万人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存在许多突出问题：

•一是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薄弱，师资培养供给不足。

•二是素质能力整体偏低，“双师型”教师缺口较大。

•三是条件保障不力，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



职教师资要专门培养

教师准入要体现特色

师德建设要长效机制

教师培训要精准有效

企业实践要成为常态

职称改革要区分普职

用人机制要灵活适用

兼职教师要双向交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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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师资要专门培养

•加强对教师培养工作的整体规划
•推进实施地方职业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工作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探索“4+2”职教师资培
养方式
•落实《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3

2

1 横向特征为校际间多样化
共性特点是“学术性、技术性、师范性”并重，技能训练特色鲜明。
但内涵上相似雷同，形式上百花齐放，校际间共识性差。

纵向特征为动态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变化，适应性好
但影响力不足。

尚缺乏具有引领作用的本土特色培养模式
探索适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规律，范式可以推广的职教师资培养模式，
是我国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重任之一。

培
养
模
式
特
点



•充实专业教师任职资格条件，增加相关
工作经历和职业能力方面的要求，将“双
师”素质要求纳入教师资格评价体系。
•研制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招聘办
法

（二）教师准入要体现特色



（三）师德建设要长效机制

•“四有” 好教师
•职业院校教师的“师德”，落实新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及违规处理办法系列文件
•修订《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
行）》



（四）教师培训要精准有效

•实施教师分类分层培训，做到按需施训。
•创新“基地+企业实践单位”校企合作开展教
师培训新机制。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养培训深度融合，开展
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建设试点。
•开展情景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行动导
向教学等专业教学法训练。



（五）企业实践要成为常态

•落实《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
•专业课教师、基础课教师均要实践
•每五年累计6个月，每年不少于1个月
•学习观摩、顶岗实践、兼职任职、合作项目
•企业接受教师实践给予税收减免



（六）职称改革要区分普职

•要建立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职称评聘办法
•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中等职业学校设
立正高级教师职称纳入职称改革试点工作。
•将继续推进将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
称评聘纳入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聘系列



（七）用人机制要灵活适用

•积极推进新进专业教师须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
人事管理改革试点，推进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探索固定岗和流动岗相结合、专职和兼职相结
合的设岗和用人办法
•探索选聘企业行业专业技术人才进入教师队伍
渠道的有效机制



（八）兼职教师要双向交流

•积极面向企业聘请兼职教师，是职教师资队伍
建设的重要导向
•认真落实《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聘用条件、聘用机制、聘用管理、保障待遇
•高职扩招百万，社会兼职、银龄讲学、校企合
作补充



担当新使命

全面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

伍



制定
标准

打造
团队

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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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
师资



        加快建设一
支师德高尚、数
量充足、技艺精
湛、结构合理、
专兼结合的高素
质专业化“双师
型”教师队伍。



标准要高
建设分层分类的教师

专业标准体系



教师标准是对教师素养的基本要求。
没有标准就没有质量。

职教20条：“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

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

的突破口”。



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分明，覆

盖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等各类课程

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



改革创新两项基本制度

新教师准入制度与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建立“双师型”教师资格准入、任用管理制度。
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建立高层次、
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方式公开招聘机制。



    自2019年起，除获得相应专业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毕业生外，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

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

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2020年

起，除“双师型”职教师范毕业生外，不再从应

届毕业生中招聘。



建立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培训评价组织
多元参与的“双师型”教师评价考核体系

u将师德师风、工匠精神和教育教学实绩作为

职称评聘的主要依据。

u建立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严格执行师德

考核一票否决。



团队要强
打造国家级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资
源，是支撑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关
键力量。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
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建设360个高水平、

结构化的国家级职业

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

2019年—2021年

示范引领

各地各校建设省级、

校级职业院校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

形成团队合作
的教学组织新
方式，实行行
动导向、模块
化课程学习的
教学实施新模
式，促进职业
教育教学方式
创新与变革。



发展要好
聚焦1+X证书制度开展

教师全员培训



对接1+X证书制度试
点和行动导向的模块
化教学改革，探索适
应职业技能等级培训
的教师分级培训模式，
培育一批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培训教师。



l全面落实教师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强化新教
师入职教育，探索建立新教师为期1年的教育见
习和为期3年的企业实践制度。

l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培训，提升教师应用现
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的能力与水平。

l实施职业院校教师境外培训计划，分年度、分
批次选派职业院校骨干教师校长赴德国研修，学
习借鉴“双元制”职业教育先进经验。



机制要活
建设校企人员双向交流

协作共同体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政府统筹，
依托职教园区、职教集团、产教融合型企
业等建立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协作共同体。
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相互兼职常态机制。



建立校企共建的100个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
100个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完善“固定岗+流动岗”资源配置新机制，支
持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高校聘请产业导
师到学校任教，遴选、建设兼职教师资源库。



保障要强
全面落实职业院校教师教育教学权、学术研究权、管理学
生权、报酬待遇权、参与管理权、进修培训权。
制定职业教育教师减负政策，适当减少专任教师事务性工
作
教师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
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各地要充分考虑职业院校承担扩招任务的实际情况，核增
                        绩效工资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