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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 件件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序号 工工 作作 任任 务务 负责单位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时间进度

一、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11
制定统筹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的意见，落实制定统筹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的意见，落实

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

当的要求。当的要求。

各县（区）政府各县（区）政府、、

示范区管委会示范区管委会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22

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通过加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通过加

大投入、资源整合、布局调整等措施，大投入、资源整合、布局调整等措施，到到

20202020 年使我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基本达年使我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基本达

到国家制定的办学标准。到国家制定的办学标准。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改发展改

革委革委、、人力资源社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会保障局、、财政局财政局

和各县和各县（（区区））政府政府、、

示范区管委会示范区管委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33

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专业

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方面的衔接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方面的衔接。。

开展好开展好““3+23+2””、、““3+43+4””本科人才试点工作本科人才试点工作。。

落实搭建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的沟通落实搭建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的沟通

途径。途径。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人力资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源社会保障局、、各各

职业院校职业院校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44

进一步调整进一步调整、、优化职业院校布局优化职业院校布局，，建立优胜建立优胜

劣汰的竞争机制劣汰的竞争机制，，通过通过““合并合并、、共建共建、、联办联办、、

划转划转””等方式等方式，，推动职业院校布局与产业集推动职业院校布局与产业集

聚区布局紧密对接。聚区布局紧密对接。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改发展改

革委革委、、人力资源社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和各县会保障局和各县

（区（区））政府政府、、示范示范

区管委会区管委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55

统筹本区域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调整、统筹本区域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调整、

优化专业结构，推动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优化专业结构，推动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

的有效对接，提升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的有效对接，提升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

契合度。契合度。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改发展改

革委和各县（区革委和各县（区））

政府政府、、示范区管委示范区管委

会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66

健全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坚持健全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坚持““六六

路并进路并进””，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着着

力建设一批综合性、多功能就业创业技能力建设一批综合性、多功能就业创业技能

培训品牌基地，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品牌基地，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

和就业创业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

市人力资源社会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教育局保障局、教育局、、

财政局、农业局财政局、农业局、、

民政局、扶贫办民政局、扶贫办、、

残联等残联等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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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工工 作作 任任 务务 负责单位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时间进度

二、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二、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77

推动公办职业院校改革办学体制，支持公推动公办职业院校改革办学体制，支持公

办职业院校采取集团化办学办职业院校采取集团化办学、、““公办民助公办民助””

等形式，吸纳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社等形式，吸纳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社

会组织、个人等参与办学。探索公办和社会组织、个人等参与办学。探索公办和社

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

买服务的机制。买服务的机制。

市教育局、发展改市教育局、发展改

革委、财政局、人革委、财政局、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和和各县各县（（区区））政府政府、、

示范区管委会示范区管委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88

落实政策支持落实政策支持，，进一步健全政府补贴进一步健全政府补贴、、购买购买

服务服务、、助学贷款助学贷款、、基金奖励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捐资激励等制

度，落实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度，落实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

引导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引导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资、、合作等合作等

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落实民办与公办职落实民办与公办职

业院校的同等法律地位业院校的同等法律地位，，推动公办和民办职推动公办和民办职

业教育共同发展。业教育共同发展。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发展改发展改

革委、财政局革委、财政局、、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国土资源局局、国土资源局、、

地税局和地税局和各县各县

（区（区））政府政府、、示范示范

区管委会区管委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99

在公办职业院校实行按专业大类、在校生在公办职业院校实行按专业大类、在校生

规模和就业状况核定财政拨款的办法。进规模和就业状况核定财政拨款的办法。进

一步加大职业教育专项投入，对公办职业一步加大职业教育专项投入，对公办职业

院校实行院校实行““以补促改以补促改””，，对民办及企业办职对民办及企业办职

业院校实行业院校实行““以奖代补以奖代补””。。

全市各级财政全市各级财政、、教教

育育、、人力资源社会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等部门保障等部门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1010

落实落实““文化素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制度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改革，，落实单独招生落实单独招生、、自主招生和技能拔尖自主招生和技能拔尖

人才免试等考试招生政策人才免试等考试招生政策。。统筹职业教育和统筹职业教育和

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继续教育发展，，建立学分积累与建立学分积累与

转换制度，推进学习成果互认衔接。转换制度，推进学习成果互认衔接。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人力资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源社会保障局、、发发

展改革委展改革委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三、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三、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111
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奖励制度。研究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奖励制度。研究

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激励政策。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激励政策。

各县（区各县（区））政府、政府、

示范区管委会和市示范区管委会和市

教育局、人力资源教育局、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财政社会保障局、财政

局等局等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1212

组建商丘市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组建商丘市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

委员会委员会。。深入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深入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

支持开展多元投资主体依法组建具有法支持开展多元投资主体依法组建具有法

人资格的职业教育集团改革试点工作。人资格的职业教育集团改革试点工作。

市教育局、人力资市教育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有源社会保障局、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等关行业主管部门等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1313

行业组织要履行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行业组织要履行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

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

质量评价等职责，建立行业人力资源需质量评价等职责，建立行业人力资源需

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定期发布制度。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定期发布制度。

有关行业主管部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门、行业协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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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工工 作作 任任 务务 负责单位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时间进度

1414

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

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

大师工作室等。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大师工作室等。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

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

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

市教育局、发展改市教育局、发展改

革委、人力资源社革委、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工业和会保障局、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政府信息化局、市政府

国资委等国资委等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515
落实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落实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

建设计划。建设计划。

市教育局市教育局、、财政局财政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发展改革委和局、发展改革委和

各县（区各县（区））政府、政府、

示范区管委会示范区管委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1616

实施职业教育品牌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实施职业教育品牌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

建设计划。推进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建设计划。推进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推进中等和高等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推进中等和高等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

系、教学过程等方面的衔接。全面实施系、教学过程等方面的衔接。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争创职素质教育，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争创职

业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计划。业教育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计划。

市教育局、人力资市教育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财源社会保障局、财

政局和各县（区政局和各县（区））

政府、示范区管委政府、示范区管委

会会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1717

实施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教育““双师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

计划。计划。职业院校可以将编制总数的职业院校可以将编制总数的 30%30%用用

于聘任高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于聘任高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

师。师。引进高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到引进高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到

职业院校任教。加强校长、教学管理和职业院校任教。加强校长、教学管理和

教学研究人员培训，实行五年一周期的教学研究人员培训，实行五年一周期的

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专业教师每两年到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专业教师每两年到

企业专业实践的时间累计不少企业专业实践的时间累计不少于于 22个月个月。。

推进高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推进高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双

师型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加强职业教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加强职业教

育科研教研队伍建设。育科研教研队伍建设。

市教育局、人力资市教育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编源社会保障局、编

办、财政局等办、财政局等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1818

落实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落实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办法。继续开展河南省职业教育务评审办法。继续开展河南省职业教育

教学专家评选推荐工作，实施职业教育教学专家评选推荐工作，实施职业教育

教学名师评审工作。重点支持建设由企教学名师评审工作。重点支持建设由企

业、职业院校的高技能人才领衔的技能业、职业院校的高技能人才领衔的技能

大师工作室。大师工作室。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教育局等障局、教育局等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1919
建立市级职业教育科研和职业教育教学建立市级职业教育科研和职业教育教学

成果奖励制度。成果奖励制度。

市教育局、人力资市教育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财源社会保障局、财

政局等政局等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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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工工 作作 任任 务务 负责单位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时间进度

2020

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计划，加快推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计划，加快推

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优质数字教育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优质数字教育

资源开发，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资源开发，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加强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深度融合。加强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培训，将其作为教师评聘考核的重力的培训，将其作为教师评聘考核的重

要标准。要标准。

市教育局、人力资市教育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财源社会保障局、财

政局等政局等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五、着力提升发展保障水平五、着力提升发展保障水平

2121

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

养要求相适应的经费投入制度。各级财养要求相适应的经费投入制度。各级财

政要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职业教育政要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职业教育

财政投入逐年增长，重点支持职业教育财政投入逐年增长，重点支持职业教育

品牌示范院校、特色院校和专业、实训品牌示范院校、特色院校和专业、实训

基地基地、、““双师型双师型””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信息化等建信息化等建

设计划及课程体系建设的实施。逐步提设计划及课程体系建设的实施。逐步提

高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教育费附加高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教育费附加

和地方教育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均和地方教育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均

不低于不低于 30%30%。加大各级政府经费统筹力。加大各级政府经费统筹力

度，发挥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以及度，发挥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以及

就业经费、扶贫和移民安置资金等各类就业经费、扶贫和移民安置资金等各类

资金在职业培训中的作用，提高资金使资金在职业培训中的作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各级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用效益。各级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

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

决算公开制度。决算公开制度。

全市各级财政、教全市各级财政、教

育、人力资源社会育、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扶贫等部门保障、扶贫等部门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2222
从从 20152015 年秋季学期起年秋季学期起，，对各类中等职业对各类中等职业

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全部免除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全部免除

学费。学费。

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教育局教育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局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2323

认真执行就业准入制度。支持符合条件认真执行就业准入制度。支持符合条件

的职业院校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所（站的职业院校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所（站）），，

落实职业院校开设的与国家职业标准相落实职业院校开设的与国家职业标准相

符合专业的合格毕业生职业技能鉴定理符合专业的合格毕业生职业技能鉴定理

论免试，操作技能考核合格可取得相应论免试，操作技能考核合格可取得相应

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办法措施。扩大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办法措施。扩大

高技能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比例。高技能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比例。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教育局、财障局、教育局、财

政局政局

20120155年年 66月底月底

前出台具体前出台具体

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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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六、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2424

建立督导报告公布制度。市政府要对各建立督导报告公布制度。市政府要对各

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推进职业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创新情况、完成省市共建品牌教育改革创新情况、完成省市共建品牌

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任务情况、职业教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任务情况、职业教

育经费投入和引导社会力量办学情况等育经费投入和引导社会力量办学情况等

进行督导，督导评估结果作为县（区）进行督导，督导评估结果作为县（区）

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市教育局、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市教育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每年要对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每年要对县

（区）职业院校改革创新、校企合作、（区）职业院校改革创新、校企合作、

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督导。市财政局每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督导。市财政局每

年要对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到位情况、教年要对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到位情况、教

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用于职业教育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用于职业教育

比例等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比例等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市教育局、人力资市教育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财源社会保障局、财

政局、发展改革委政局、发展改革委

和各县和各县（（区区））政府政府、、

示范区管委会示范区管委会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2525

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鼓励社会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和评价，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和评价，

逐步建立健全以行业、企业、非行政部逐步建立健全以行业、企业、非行政部

门为主体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定期开展门为主体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定期开展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和教学质量评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和教学质量评估

工作。工作。

市教育局牵头，市市教育局牵头，市

政府有关部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配合
持续实施持续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