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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教育部领导、职业院校和行业产业专家等，作有关智能

化技术应用、智能化产业发展报告，分享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变革

的趋势与特征。

2.说专业群、说专业、说课程、示范课堂

为更好地提升研讨交流效果，会议将首先征集在高职教育专

业群·专业·课程改革建设中应用智能化赋能的特色案例，并组

织专家对案例进行评审、遴选。研讨会将邀请优秀案例代表分享

其建设成果与经验。

研讨会将邀请优秀一线教师对开展智能化赋能高等职业教

育内涵提升进行教学示范。包括：专业群负责人说专业群、专业

带头人说专业、课程负责人说课程、优秀教师课堂教学示范四类

活动。

3.研讨交流

政策研读、学术报告、现场观摩。

四、参会人员

1.高职院校主要领导或分管教学领导、教务处处长等。

2.致力于智能化转型，实施“三教”改革，打造“金课”的

二级学院领导、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

五、会议时间、地点、日程安排

1.会议案例征集时间：2020 年 4 月 23 日-5 月 23 日。

2.会议时间：暂定 2020 年 6月 12 日-6 月 14 日，视新冠肺

炎防疫工作情况另行通知。

3.会议地点：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滨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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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日程安排：

第一天全天 报到

第二天上午 开幕式、领导致辞、专家报告

第二天下午 说专业群、说专业

第三天上午 说课程、示范课

第三天下午 示范课、总结交流

注：详细日程安排及会议报名等事项，于会前 10 个工作日

另行发布通知。

六、征集案例须知

1.案例文字方案同时以 PDF、WORD 两种格式报送，与 PPT 文

件合为一个压缩包（压缩包建议格式为 ZIP 或 RAR）。

2.案例文字方案、PPT 和压缩包均以“（说专业群/说专业/

说课程案例）+学校名+案例名”命名。例：“（说专业群案例）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

3.请拟提交案例单位根据要求（见附件），将案例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 15:00 前发送至邮箱 fangxiaohong@zime.edu.cn。

七、联系方式

1.案例征集事项联系方式：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电话：0571-87772630 13777468185（方晓红）

电话：0571-87772630 13588003137（杜雪莲）

2.会议其他事项联系方式：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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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说专业群”案例材料基本要求

一、基本内容

1.建设基础与优势特色

包括应对数字经济、智能产业、新业态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对

接相关职业标准等所形成的优势与特色等。

2.组群逻辑

包括专业群与产业（链）、岗位（群）的对应性、专业群定位、

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专业群内各专业逻辑性等。

3.建设目标

包括从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上体现专业群建设要求与思路等。

4.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包括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资源

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提升、

技术技能平台构建、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资源共享及专业群

建设管理等，内容应体现智能化赋能的措施与办法。

二、提交材料

1.案例介绍 PPT

2.文字方案：3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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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指标（供参考借鉴）

序号 评审指标 标准 分值

01 专业群定位

专业群定位准确，思路清晰，专业链与产

业链高度耦合，符合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需求，能发挥专业群的集聚效应和服务功

能，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

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并符合企业、行业急

需人才需要。

10

02 专业组群逻辑

专业组群逻辑清晰，结构合理，能基于产

业链相互关联的职业岗位群建构或跨界

实现从单一专业到复合专业的跨越，群内

专业组建依存关系清晰，人才培养定位明

确，专业间资源共享度高。

10

03
专业群

课程体系构建

课程体系构建思路清晰，措施得力。能系

统设计专业群公共基础、基础理论和专业

核心技术技能课程平台，构建基于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15

04 教学资源建设

建设涵盖专业群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的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解决专

业群共性需求，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推动

专业群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

强社会服务能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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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师资队伍建设

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创新团队，探索

专业群中专业教师分工协作模块化教学

模式，开展三教改革，推动课堂革命。学

校和行业、企业相结合的师资建设联动机

制，利用社会资源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和实

践能力。

15

06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深入，围绕专业群，搭建产教融

合教学平台，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探索校

企合作共建专业群的长效机制，校企共同

推动专业群建设综合改革创新。

15

07
专业群

建设管理

有运行良好的专业群建设管理机制，促进

专业群整体优势发挥，有效保障专业群建

设。

10

08 特色与创新

在专业群结构建设、创新专业群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专业群共享的“双师型”教学

团队、建设开放共享的实训基地管理机

制、开发优质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增强社

会服务能力及一带一路国际化合作等方

面有特色和创新，对同类专业群建设有推

广意义。

1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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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说专业”案例材料基本要求

一、基本内容

1.专业设置依据

包括应对数字经济、智能产业、新业态发展、人才需求变化、

对接相关职业标准等。

2.专业培养目标及转型

包括人才培养方向、培养规格，以及围绕新产业、新技术等

的转型情况等。

3.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课程重构

包括专业核心课程、信息化通识课程、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等。

4.专业教学改革

包括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专业教学改革，深化产教融合，

实践基地提升等。

5.专业教学团队塑造

包括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数字化水平、师资结构等。

二、提交材料

1.案例介绍 PPT

2.文字方案：3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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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指标（供参考借鉴）

序号 评审指标 标准 分值

01 专业设置

基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专业设置紧

跟数字经济时代行业、产业的变革步

伐，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以区

域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变化趋势作

为依据，专业定位准确，专业转型等分

析到位。

10

02
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

根据专业的转型与定位，明确人才培养

方向；依据职业标准与个体发展需求，

明确具体的知识、能力结构和职业素养

要求等人才培养规格。

10

03
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

以生为本，按照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

的理念实施改革；企业深度参与专业建

设和人才培养，实现校企“双主体”育

人。

10

04 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职业岗位(群)

能力新要求（包括信息化能力），明确

专业核心课程、通识课程等各课程的任

务要求及其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科学构建课程教学模式等；1+X 证书能

较好融入专业课程体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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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指标 标准 分值

05 专业教学团队

组建高水平、结构化专业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践行三教改革，推动课堂革命。

学校和行业、企业相结合的师资建设联

动机制，利用社会资源提升教师专业水

平和实践能力。

10

06
教学资源与课

程建设

以优质数字化资源建设为载体，以课程

为主要表现形式，以素材资源为补充，

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建设共享型专业教

学资源，开展信息化教学。

15

07 专业教学改革

利用 AI、VR、AR、MR 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新教与学的方法；拥有高水平校

内外实训实习基地；实现学校的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专业教学环境与企

业生产环境对接、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

对接；能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有效推动专业教学改革。

20

08 特色与创新

专业特色鲜明，品牌效应明显；所形成

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在专业建设中可借

鉴、可示范、可推广。

1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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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说课程”案例材料基本要求

一、基本内容

1.课程设置依据及其变化

包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岗位能力及其调整、

与岗位的对接性等

2.课程目标及其调整

包括知识、技能、职业素养、能力标准及其调整对比等。

3.教学设计的变革

包括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以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教

学内容和教与学的方法等。

4.教学资源重构与应用

课程教学环境、信息化数字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校企共建等。

5.课程教学团队

信息化教学能力应用与提升、模块化教学组织、教学创新等。

6.课程应用与特色

校内外应用、课程标准输出、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合等。

二、提交材料

1.案例介绍 PPT

2.文字方案：3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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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指标（供参考借鉴）

序号 评审指标 标准 分值

01 课程设置

系统分析课程设置依据，基于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相关岗位能力要求，明确本课程在课

程体系中的课程性质定位和体现能力、素质

课程目标定位；与纵向、横向课程衔接得当。

10

02 课程目标

遵循教育规律和个体成长规律，明确本课程

应该培养的知识技能、职业素养、情感态度

极其培养程度和标准。

10

03 课程内容

根据课程目标、数字化背景下行业企业的发

展新需求和完成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所需

知识、能力、素质要求选取课程内容；遵循

职业教育基本规律，以真实工作任务及其工

作过程为依据整合、序化教学内容，科学设

计学习性工作任务，教、学、做结合，理实

一体化，有针对性地采取工学交替、任务驱

动、项目导向等模式组织课程，将 1+X 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融入课程之中。

20

04 教学设计

根据学情分析，灵活运用分组讨论、角色扮

演、启发引导，熟练使用翻转课堂、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等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熟练运

用 AI、VR、AR、MR 等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

利用教学网络平台提供丰富、共享的教学资

源，将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结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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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指标 标准 分值

05 教学资源

支撑仿真教学、数字化实训、远程实时教学

等技术的数字化硬件资源充足；多媒体课件

以及动画、影音、图片等信息化软件教学资

源丰富；网络教学环境好，课程网站界面简

洁、美观，浏览方便；传输通畅，运行良好。

15

06 教学团队

组建高水平、结构化课程教师教学团队，践

行三教改革，推动课堂革命；课程教师的教

育教学能力和信息化水平高，具备开发课程

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的能力。

10

07 课程应用

课程开发与资源建设在校内外应用、课程标

准对外输出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课程能有

效融入 1+X 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知识点等。

10

08
特色创新

与成效

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及评价方案符合本专业

及课程特点，体现数字化、智能化经济对人

才培养的新要求，特色鲜明，有一定的创新；

成效显著，建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优

秀教学团队、教学资源库等。

10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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