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2017 年度建设成果汇编

承担科研项目

著 作

编入党委政府部门等要报成果

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类型 起止时间 主持人
资助经

费(万) 成果形式

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认定标准研究 教育部委托课题 2017.05-2017.12 胡正明 10 研究报告

高职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培
养的体系与机制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项目
2017.12-2018.07 何应林 5 /

关于实施“新丝路、新青年”跨境电
商发展工程的建议（17NDYD21YB）

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对策应

用类课题

2017.09-2017.09 王振洪 2 对策建议

高职院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与管理研
究（18NDJC083YB）

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课题
2017.09-2020.08 邵建东 3 专著

关于深度发掘裁判文书网大数据价值
的建议（17JDYY10）

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对策应

用类课题

2017.10-2017.10 高 洁 / 对策建议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著作类型 字数（万）

职业教育要义 姜大源 2017.0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专著 32

高职院校管理文化及其创新策略研

究
王振洪 2017.12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专著 38.8

职业院校技能人才培养要素研究 何应林 2017.10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专著 22.9

流淌着的信义金华 修瑞云 2017.06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绘著 5

说明：著作类型为专著、译著、编著、科普著作、教材、其他

成果名称 作者/主持人 采纳部门 编入载体 类型 时间

优质高职建设的四个切入点 王振洪 国家机关工委
紫光阁
网站

转载 2017-07-3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诸多难
题亟待破解

王振洪
光明日报总
编室

情况反映 编入清样 2017 第 140 期

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难题亟待解
决

邵建东
光明日报总
编室

情况反映 编入清样 2017 第 141 期

关于浙江省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若
干建议

邵建东
浙江省社科
联

浙江社科
要报

编入要报 2017年第26期



批示、应用采纳成果

研究报告

论 文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宗教工作
的对策建议

王振洪
浙江省社科
联

浙江社科
要报

编入要报 2017年第78期

成果名称
作者/
主持人

批示者/采纳部门 编入载体 类型 时间 级别

关于浙江省应用技术大学建设
的若干建议

邵建东
浙江省副省
长成岳冲

浙江社科
要报

领导批示 2017-05-16 副省级

报告题目 完成时间 第一作者

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认定标准研究报告 2017.12 胡正明

国际比较视角下浙江省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要素与路径研

究报告
2017.05 章建新

浙江省对外劳务输出培训体系建设研究报告 2017.03 孙 峰

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及模式创新研究报告 2017.02 刘根华

论文题目 作者 刊物名称 年卷期 转载或收录情况

新发展理念：高职与产业同频共振的“金钥匙” 胡正明 人民日报 2017-04-06

优质高职建设的四个切入点 王振洪 光明日报 2017-07-29
中共中央国家机

关工作委员会网

站紫光阁转载

如何看待境外技能实习 何应林 中国教育报 2017-05-16

高职生生均拨款制度怎样落地有声 杨剑静 中国教育报 2017-09-12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三螺旋”模式研究 胡正明 教育发展研究 2017.06

内部治理结构创新:职教集团化办学可持续发

展的内驱力
翁伟斌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17.04

论工业 4.0时代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翁伟斌 江苏高教 2017.05

英国学徒税政策及其特点 岑 建 比较教育研究 2017.12



《现代职业教育决策参考》目录

科研项目结项

学术会议

融合特征视域下“双创”教育促进高职人才培

养的价值与路径
凌 镜 教育与职业 2017.06

高职院校“三三式”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

育路径研究
凌 镜 机械职业教育 2017.03

我国职教集团协同效应分析与提升路径 章建新 教育与职业 2017.01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

路径
成 军 中国高教研究 2016.10

《新华文摘》2017

年第 6 期摘编

决策建议 作者 入选卷期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宗教工作的建议 王振洪 2017年第 1期

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中职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建议 方展画 2017年第 2期

贯彻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职业教育要有新战略 周建松 2017年第 3期

应加快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双高”建设计划 周建松 2017年第 4期

高职院校在改革发展中亟需加强院校研究 胡正明 2017年第 5期

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类型 结题编号 结题时间 主持人

高职院校学生实习权利及法律保障研究

（2013JDZ03）
省社科联 JD2017024 2017.03 姜国平

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及创新模式研究

（2014JDZ02）
省社科联 JD2017025 2017.03 刘根华

浙江省对外劳务输出培训体系建设研究

（2013JDZ02）
省社科联 JD2017026 2017.03 孙 峰

国际比较视角下浙江省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要

素与路径研究（2014ZJJDZS03）
基地自设 ZS201701 2017.05 章建新

基于协同创新的高职院校社会服务长效机制研

究（2014ZJJDZS06）
基地自设 ZS201702 2017.05 许 辉

会议名称 会议范围 会议形式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举办方式



获奖成果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者
获奖

时间

奖励来

源

奖励

等级

关于实施“新丝路、新青年”跨境电商发
展工程的建议

金华市第二十三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

王振洪 2017-12
金 华 市
人 民 政
府

一等奖

人才建设

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论坛 浙江高职院校及相关机构 论 坛 2017.12 义乌 主 办

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评

估试点工作及方案研讨会

国务院督导办、教育部中心职
教所、浙江省现代职教研究中
心

研讨会 2017.03 金华 承 办

人才梯次 姓名 获评时间

金华市第 9 批拔尖人才 邵建东 2017.08

金华市第 9 批拔尖人才 王志明 2017.08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一层次） 张雁平 2017.09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一层次） 陈海荣 2017.09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二层次） 杨杭旭 2017.09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二层次） 徐振宇 2017.09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二层次） 高 洁 2017.09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二层次） 黄利全 2017.09

金华市 2017 年度 321 人才（第二层次） 黄鹏程 201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