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学院专业群的战略布局研究与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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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职学院专业群的战略布局是当前研究与探索的热点问题，国家与地方均提倡

大力开展专业群建设，许多高职学院也作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有关专业群战略布局
的 2 个关键内容，其一为专业群布局图及其包含的行（产）业与专业的关系，其二为产学研
布局图及其蕴含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考虑专业群战略布局的 3 条基本原则，一是应结合
当前并适度超前考虑行（产）业发展的需求；二是应整合业内优质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办学；
三是应沉淀学院的办学积累与特色。以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群战略布局为例进
行了分析，根据战略布局，设计了 3 个专业群全面对接现代物流行业办学，以重点建设的先
进物流技术专业群为实例进行了剖析，构建了以物流信息技术为核心专业的一主两辅两翼的
群内专业布局及基于“院司所室培”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
关键词：专业群布局；产学研布局；基本原则；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

高职学院的办学定位应对接行业办学或与地方产业经济紧密结合。为发挥专业集群的优
势，近年来，高职学院普遍关注围绕专业群办学的战略战术。怎么办专业群，特别是专业群
在战略布局上怎么思考和定位，是高职教育者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
我们拟在他人研究工作及本文所在研究团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有关专业群战略布局的
关键内容；提出谋划专业群战略布局的基本原则；最后以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
群战略布局为例进行分析。
一、相关工作与实践探索情况
从与本文选题紧密相关的工作与实践探索总体情况来看，国家与地方提倡大力开展专业
群建设，且许多高职学院已作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一）国家与地方提倡大力开展专业群建设，并要求与行（产）业、地方经济对接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2015]6
【收稿日期】2016 年 3 月
【项目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职院校全方位对接产业的特色办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No. FFB108106）；全国高校、
职业院校物流教改教研课题，高职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建设方案设计研究与实践（No.JZW20161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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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中指出“要紧密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围绕
各类经济带、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建设适应需求、特色鲜明、效益显著的专业群”[1]。湖南
省出台了《关于印发〈湖南省职业院校示范性特色专业群建设方案〉、〈湖南省职业院校校企
[2]

合作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方案〉的通知》（湘教通[2014]176 号）等文件 。福建省教育
厅发布了《关于推进职业院校对接产业加强专业群建设的通知》（闽教职成[2015]45 号）[3]，
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发布了《关于推进职业学校现代化专业群建设的通知》
（苏教职[2015]38
[4]

号） ，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实施高等职业学校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的通知》
（鲁教职
发[2013]7 号）[5]。
从教育部和地方的各种文件、项目中均可见专业群建设已成为推进高职教育与行（产）
[6-8]

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高职教育也需要与行（产）业及区域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接

。文献

[9]亦指出专业群和产业群的紧密对接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础和
前提。
（二）产学研合作是坚定的办学方向，在专业群建设战略上已有许多有益的探索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2014]19 号）
“高等职业院校要密切
产学研合作，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
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

[10]

。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年行

动划（2015-2017 年）》中就提出了“产教融合发展创新计划”，指出要优化产教融合政策环
境，创新产教融合实现形式，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
[11]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

文献[12]认为校企合作，
“学”是基础，
“产”是核心，
“研”是灵魂，只有三者的有机结
合，才能实现产教融合、学研结合。文献[13]提出引企入校，建立校内的科技园，探索了产
学研的“园校互动，校企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潍坊职业学院通过建立校企合作理事会、专
业群产学研合作委员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三级联动”校企合作产学研体制机制，形成
了紧密型校企合作格局[14]。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用“以服务赢得信任、以信任开展合作、以合作实现共赢”的办
学理念，其园林工程学院成立了专业群建设理事会，创新构建了“双线四段、筑园塑人”的
人才培养模式[15]。文献[16]提出了，提出了医药类高职院校专业和专业群建设的发展思路。
文献[17]以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专业群“双元一体化”人才定向培养模式为
例，探讨通过构建由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资源和企业相应生产经营资源整合而成的
紧密型校企合作育人机制，达到“教学”与“生产”一体化。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大装
备制造专业群立足高端装备制造这一地方主导产业，探索出了校企一体化办学的“徐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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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二、专业群战略布局的主要内容
专业群的建设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整体专业布局、群内专业调整与优化、体制机制建

设、实习实训场所建设、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等，我们认为，
战略上首先要考虑的是有关办专业群最为关键的问题，其它问题可以围绕这些问题细化出具
体的方案，因此，下面提出将专业群布局和产学研布局 2 个核心问题作为本文讨论的关键问
题，如图 1 所示。专业群布局就是要设计出专业群的布局图，理顺行（产）业与专业的关系；
产学研布局是要筹划好生产、教学、科研事业平台的搭建，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为事业护航。

（一）专业群布局图及其包含的行（产）业与专业关系
专业群的布局图包括 2 个部分：（1）高职学院整体的专业群布局及与行（产）业的关系
示意；（2）专业群群内专业布局及与行（产）业的关系示意。这 2 个部分的布局总体上能体
现高职学院的整体办学思路与格局，且专业群建设的其它方面均以此作为基础，故这是专业
群战略布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二）产学研布局图及其蕴含的体制机制改革
专业群产学研布局包括 2 个部分：（1）高职学院整体的产学研工作思路，特别是重要的
事业平台的搭建设想；（2）专业群的产学研布局示意。这 2 个部分体现了高职教育坚定不移
走产学研合作办学的方向和体制机制改革的要点，并以此作为一条贯通专业群其它建设内容
的主线，导引展开专业群的建设工作，最终达成办学的目标。
三、专业群战略布局的基本原则
下面提出考虑战略布局的 3 条基本原则，如图 2 所示。应有超前的思维，即指专业群战
略布局应结合当前并适度超前考虑行（产）业发展的需求；应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即指应
整合业内优质的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办学；应有因地制宜的考量，即指应沉淀高职学院的办
学积累与特色，促成专业及专业群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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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当前并适度超前考虑行（产）业发展的需求
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区域地方经济发展，因此从战略上常考虑与地方
经济中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或支柱产业来紧密对接办学；或以地方经济的某个（或某几个）
行（产）业作为主体办学内容，或对接全国性的某个（或某几个）行（产）业办学；在办学
发展到一定阶段还应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我们不仅要考虑当前高职学院办学所对接的行（产）业的需求（包括人才需求与技术发
展需求），而且还应适度超前，这就要了解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技术。这样做其一
是为了让培养的人才将来可以更好的适应行业发展；其二是要提升学院办学的地位与行业的
契合度。培养的人才的面向主渠道还是企业，企业不会满足于只解决当前的问题，随着不断
地发展自然需要掌握了更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人才。高职学院办学定位也应提升品质，无
论是科研工作还是培养人才都需要有超前的思维，即跟踪当前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并至少往前
看三五年。
（二）沉淀办学积累与特色，促成快速健康发展
多数情况下，高职学院会在某一领域，具体在某一专业的建设上会有长期的积淀，如交
通职院在交通运输领域，电力职院在电力领域。将自己本就擅长的领域做大做强，发挥特色
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既可得到行业的认可，又可以办出高职教育的特色，与其它院校走差
异化路线，形成比较优势。在继续兴办专业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行业的新趋势、新特点、新
技术来带动其它的专业的建设，形成优势与先导的专业群，这样构建的专业群自然可以建设
成为品牌。
（三）整合业内优质的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办学
在定位好高职学院所对接的行业后，接下来应思考行（产）业内有哪可以整合的资源。
这些资源主要有：
（1）大型的行（产）业可以合作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既要有与高职合作办学的意愿，具
有社会责任感，又要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地位，找准这样的企业，与它们建立起紧密的办学战
略合作关系，从订单培养、实习实训基地、联合开发课程、企业员工内训、人员互兼互聘、
混合所有制办学等全方位开展合作，就有可能开创出双赢的局面。
（2）已有和需要搭建哪些平台来促进产学研合作。目前学院是否已有产学研合作平台，
运转的情况如何？在专业群战略布局中是否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如果已有的不足就应该搭

4 / 12

建新的。平台搭多了到底好不好？这样的思考常有困扰。我们认为，事业平台可以多搭，但
得有计划有理想地搭建，有了平台就能吸引得住人才，孵化出项目；缺少了平台就人才、项
目都难留住。
（3）采用何种体制机制。我们曾探索过理事会制、董事会制、股份制独立法人学院不控
股、股份制独立法人学院控股等多种体制机制，有一些经验总结可供参考：
其一，现有的高职学院办学的事业单位体制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突破，虽然教育部门的
各种文件从促进产学研合作办学的角度比较提倡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但现有的各种法律法
规、文件规定并不允许，比如一旦独立法人单位有学院的国有股份，特别是在控股的情况下，
则无法按民营企业的灵活市场机制进行经营，每年要面临审计、纪检监察很多劳改费力之事
要处理，学院派出的教师可能还不能享受到应有的与劳动成正比的待遇，会严重影响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其二，企业的根本诉求是要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合作办学，与高职学院合作办
学的出发点第一目的人才培养有所不同，导致目标冲突。比如安排企业员工带学生顶岗实习
其实质上很难给企业带来利润，既占据了企业的工位，又占用了企业员工的时间和精力，会
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
我们有几点重要的探索经验教训供参考：
（1）如果产学研合作的载体所要承担的职能是高职学院影响办学战略的重要因素，学院
应当毫不犹豫地对载体拥有主导权，为理事会制则作为理事长单位、董事会制则担任董事长
单位、股份制则控股。
（2）在设立载体，特别是独立法人单位时，应积极主动与主管单位进行沟通，取得上级
的同意，进行书面行文和批复，保存原始会议记录，以化解因用产学研载体（特别是混合所
有制）办学带来的体制机制风险。
（3）为产学研载体运营的实际操盘手们保驾护航，如出台产学研机构管理文件规范管理、
签订人员聘用合同既明确身份又明确待遇。
四、专业群战略布局的案例分析
下面以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物流学院”）的专业群战略布局为例进行
分析。
（一）专业群布局
现代物流业是支撑其它行业发展的基础性生产服务业，物流学院的办学定位就是紧密对
接现代物流行业办学。因此我们设计了一级专业群“现代物流专业群”，并进一步整合为与现
代物流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三个二级专业群：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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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商务服务专业群，如图 3 所示。其中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和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为重点建
设专业群，“一文一工再加服务”，形成 3 个专业群的“三足鼎力支撑”的办学格局。

专业群内的专业布局如表 1 所示，每个专业群均以“1+4”的形式，即“1 个核心专业+4
个相关专业”
，核心专业均是学院办学历史长久或特色鲜明的专业，围绕现代物流的 4 个流来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展开办学，每个专业群以 1 个流为主，其它流为辅，如现
代物流管理专业群以物流为主，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以信息流为主，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专业
群以资金流为主。
表 1 专业群内专业布局表
一级群

现代物流专
业群

二级群

核心专业

群内专业

现代物流管理
专业群

物流管理
（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

工程物流管理
采购与供应管理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物流金融管理

先进物流技术
专业群

物流信息技术
（省级特色专业与中央财政支
持专业）

电子商务（省级特色专业）
物流工程技术（中央财政支持专业）
物联网技术应用（全国第 1 批）
移动应用开发

会 计
（省级精品专业）

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
商务英语
商务管理

现代物流商务
服务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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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为例
1、构建思路
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的构建思路如图 4 所示，体现在 5 个方面：
（1）“一核两辅两翼”的群内专业布局，即物流信息技术专业为核心专业，物流工程技
术、电子商务专业为 2 个辅助专业，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两翼专业。
（2）用信息技术作为串联手段，根据现代物流的 4 个流将商流、物流整合起来，以在学
院围绕大物流办学的战略布局中重点用物流信息为主线构建大物信专业群格局。
（3）以老牌品牌专业为龙头，适度超前符合行业发展需求办专业，如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
（4）采取双专业（群）带头人制。
（5）以产学研为基础办学。其产学研特色体现在“院司所室培”的产学研合作育人的人
才培养模式。

2、构建基础
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具备优越的产学研合作育人基础条件。专业群团队为主已经承担了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重任，成立有物联网感知技术与应用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南省物流信息技术研究所，承担过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超高频 RFID 芯片的研制与应用示
范”、湖南省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基于 SOA-BPM 的智能敏捷的第三方物流管理信息技术研究”
等重要纵向科研课题，承担过江苏天赋力现代综合物流园、贵州省智慧商贸物流园等重大企
业横向课题的研发任务，每年进校科研经费在 200 万元左右，一批教师已经成长为产学研运
营的操盘手，共有强劲的社会服务能力。
群内的物流信息技术专业、物流工程技术专业是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重点专业，物流信
息技术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是省级特色专业。拥有省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优秀教师 1 人，
省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 1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1 人。物流信息技术专业和物流
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团队是省级教学团队。在校内运营有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司（学
院控股）、湖南湘物联物流咨询有限公司（学院参股）企业，作为实体供实习实训顶岗和教师
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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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学研布局
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在产学研布局总体上是要构建基于“院司所室培”的产学研一体化
体系，如图 5 所示。依托专业群将成立二级学院先进物流技术学院。该体系包括股份制公司、
特色学院、研究所、培训中心（基地）
、理事会制联盟等，需要新搭建的产学研载体说明如表
2 所示。
已有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教育集团、国际合作学院、培训中心（同学院全资的湘物教育服
务有限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产学研基础平台。已有物流信息技术研究所，主要研究
方向为（1）J2EE（Java2 Platform Enterprise Edition，Java2 平台企业版）架构下的开
源物流信息系统研发技术框架研究；
（2）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园区信息平台的架构研究；
（3）物流软件的 SaaS 服务技术研究；（4）WMS、TMS 等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技术研究。
拟新组建物流大数据研究所、物流工程技术研究所 2 个研究机构。
依托学院培训中心和国际合作学院平台，形成全国现代物流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骨干
基地、全国物流行业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全国物流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与先进物流技术
专业群有关的培训和国际合作业务挂靠先进物流技术学院运营。
已与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合作以股份制方式联合组建了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
司（学院控股 86%）、湖南湘物联物流咨询有限公司（学院参股 30%），作为应用技术推广和产
业服务的平台。湖南省发改委已批复学院成立物联网感知技术与应用湖南工程研究中心，拟
再新形成湖南省现代物流技术服务中心，这 2 个中心挂靠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限公司
运营。
与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优先考虑本土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以章程或协议作为契约，以董
事会或理事会方式组建以企业命名的特色学院——天骄物流信息学院。
已牵头与兄弟院校以理事会形式组建了湖南省物联网技术联盟。拟牵头与湖南省内 14 个
地市州的知名物流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现代物流产业联盟，挂靠先进物流技术
学院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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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新建产学研平台说明
平台名称

类型

说明

湖南省物流公共

1、公司已有 2010 年成立；已经历过 2 次股改，现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学院控

信息平台有限公

股 86%，即股本金 860 万元国公司入驻在学院院内；已获知识产权 10 项，年收入在

司

300 万元左右；承担教师顶岗年 20 人次左右，学生培养人次年 400 人次左右。

（湖南省现代物

二级学院平台，

2、新组建湖南省现代物流技术服务中心，挂靠公司运作，负责面向湖南省物流企业

流技术服务中

股份制企业

提供公共性的技术咨询和技术研发服务。

心）

3、已成立的物流感知湖南工程研究中心挂靠公司运作，负责研发物流行业物联网应

（物流感知湖南

用产品及技术，如 GPS 与北斗导航、物流同行 APP 等。

工程研究中心）
1、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教师共同的研究机构，所长由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带头人或
青年才干兼任
物流大数据研究

二级学院平台，

2、研究所主要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
（1）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园区平台海

所

院内研究机构

量数据处理技术；（2）物流行业车载定位、业务、商务等数据挖掘技术；（3）基于
本体的物流行业智能自动化数据组合、分析、推理技术研究；（4）物流行业客户服
务在线机器人技术研究。
1、物流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共同的研究机构，所长由专业带头人或青年才干兼任

物流装备技术研

二级学院平台，

究所

院内研究机构

2、研究所主要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
（1）立体仓库设计、检修、软硬件集成技
术研究；
（2）PLC、组态王等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研究；
（3）物流
特种设备、车辆中的控制软件、硬件实现技术研究；
（4）物流设备的 CAD 设计及 CAE
仿真技术研究。
1、基地主要负责组织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教师研发有关培训的教学包、在线教育资

湖南省现代物流

挂靠二级学院运

源、课程、课件等

行业高素质技能

营，物流学院培

2、主要承担职业院校学生及企业在职员工的网络营销、软件开发与运维、设备检修

型人才培养基地

训中心归口管理

等的认证及继续教育培训任务；组织培训学员进行认证课程的技能鉴定；组织承担
二级学院产业公司在推广应用产品的过程中需要组织的培训任务

湖南省现代物流

挂靠二级学院运

1、中心主要负责组织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教师研发有关培训的教学包、在线教育资

行业职工教育培

营，物流学院培

源、课程、课件等

训中心

训中心归口管理

2、主要承担物流行业企业、政府工作人员的在职教育，包括上岗教育、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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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业务管理、知识管理、礼仪、政务服务业务常识等继续教育培训；承担
物流企业高管的综合培训项目。
3、承担二级学院师生入企实习实训、顶岗的入职培训，以及企业员工进入学院兼职
授课臆必要的岗位入职培训
1、学院与湖南天骄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章程或协议作为契约，以董事会或理事
天骄物流信息学
院

企业命名的特色
学院，挂靠二级
学院运营

会方式进行战略决策
2、天骄物流信息学院由物流学院控股或由企业控股，但入驻在物流学院内
3、天骄物流信息学院作为物流信息技术企业的员工培训基地，提供物流信息技术订
单班的管理、学生实习实训顶岗前的企业方培训，物流信息技术企业员工的入职和
继续教育培训业务
1、物流学院与知名物流企业（覆盖全省 14 个地市州）、设备或软件供应商以章程或
协议作为契约，以理事会方式进行战略决策

湖南现代物流产

行业协会，挂靠

业联盟

二级学院运营

2、联盟秘书处挂靠先进物流技术学院办公
3、每年召开年会，主要技术学术交流和产业高峰论坛
4、联盟的主要职责有：
（1）学术与业务交流；
（2）先进物流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推广，
包括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高端装备技术等；（3）联盟资源共享平台的研发与运
维。

五、结束语
高职学院的专业群战略布局重点要设计 2 个方面，一是专业群布局图及其包含的行业与
专业的关系，二是产学研布局图及其蕴含的体制机制。而要设计出这 2 个方面的战略布局需
要遵循 3 项基本的原则，一是专业群战略布局应结合当前并适度超前考虑行业发展的需求；
二是应整合业内优质的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办学；三是应沉淀学院的办学积累与特色，促成
专业及专业群快速健康发展。从案例分析来看，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全面对接现代物
流行业办学，分设了 3 个专业群，其中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和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为重点专
业群；从以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为例的专业群剖析来看，构建了“一核两辅两翼”的群内专
业布局，即物流信息技术专业为核心专业，物流工程技术、电子商务专业为 2 个辅助专业，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两翼专业；专业群具有良好的建设基础，构建了基于“院司所室培”
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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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eng Ziyun1 Liu Lin2
(1Changsha Commerce & Tourism College,Changsha, Hunan, 410116)
(2 Hunan Modern Logistics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31)
Abstrac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hot topic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dvocates vigorously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n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lso make a lot of useful
explor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wo key contents abou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including the
graph of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and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specialty, the graph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and its system mechanism refor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basic principles abou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including appropriate for consider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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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precipitate college accumul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For an example,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of
Hunan Modern Logistics Vocational College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layout, the college designs
three specialty groups to dock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alty
group for advanced logistics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n analysis, constructs the specialty layout called
“one main, two Auxiliaries, two wings” and the integration system base on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alled
“college-company-institute-studio-training”.
Key words: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layout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basic principle; specialty group
for advanced logistic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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