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度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建设情况统计表 

获奖成果 

论  文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者 
获奖 
时间 

奖励来源 奖励等级 

“校企合作共同体”探索高职
育人新模式 

第四届全国教育改
革创新典型案例 

金职院
（集体） 

2015.12 中国教育报社 优秀奖 

社会治理：语言运用与话语体
系建构 

金华市第二十一届
哲社优秀成果奖 

章文君 2015.12 市人民政府 一等奖 

关于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的实践思考 

金华市第二十一届
哲社优秀成果奖 

王振洪 2015.12 市人民政府 二等奖 

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中的
学生需要及其满足 

金华市第二十一届
哲社优秀成果奖 

何应林 2015.12 市人民政府 优秀奖 

高职“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
队整合培育研究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 

邵建东 2015.12 省教科规划办 一等奖 

高职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
及整合培育 

浙江省职成教优秀
科研成果奖 

邵建东 2015.07 省教育厅 一等奖 

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的学
生需要及其满足 

浙江省职成教优秀
科研成果奖 

何应林 2015.07 省教育厅 二等奖 

潜心高职研究 提高履职能力 
民盟责任大讨论活
动征文 

王成福 2015.12 
民  盟 
浙江省委 二等奖 

论文题目 作者 刊物名称 时  间 转载或检索 
收录情况 

关于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考 王振洪 教育研究 2015.01 CSSCI收录 

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抉择 王振洪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15.02 

《新华文摘》2015
年第 15 期全文转
载， CSSCI收录 

中国职教“扬帆出海” 王振洪 光明日报 2015-01-06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

工作委员会网站 
紫光阁转载 

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有效途径 王振洪 中国教育报 2015-01-22  

招生招工同步 打造不一样的学徒 王振洪 中国教育报 2015-05-28  

厚德强技 提升高职院校思政工作有效性 王振洪 浙江教育报 2015-10-09  

高护专业建设“三三策略”的实施与效果 胡  野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10  

新时期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理性思考 成  军 中国高教研究 2015.12 CSSCI收录 



现代学徒制：促进校企合作的真正纽带 邵建东 光明日报 2015-04-21  

教学团队：高职院校一块短板 邵建东 中国教育报 2015-04-09  

高职院校“企业引进教师”：问题表征与破

解策略 
邵建东 教育发展研究 2015.05 

《新华文摘》2015

年第 19 期转摘， 
CSSCI收录 

改革语境下的职业教育研究——近年中国职

业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分析 
石伟平 教育研究 2015.05 CSSCI收录 

产业转移视野下职业教育东西部合作办学的

策略思考  
石伟平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2 CSSCI收录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课程体系构建的逻辑起

点、核心要素与制度保障 
石伟平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8 CSSCI收录 

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成本、收益构成

及差异性分析——基于浙江和上海 67 家企

业的调查 

石伟平 高等教育研究 2015.09 CSSCI收录 

美国振兴先进制造业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述

评——奥巴马政府《振兴美国先进制造业》

战略计划解读 

石伟平 高等教育研究 2015.12 CSSCI收录 

新时期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思考 马树超 职教论坛 2015.10  

以现代学徒制为方向改革中职课程  方展画 中国民族教育 2015.03 CSSCI收录 

大学素质教育的责任与方略  周建松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15.01 CSSCI收录 

学校发展系统: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周建松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15.03 CSSCI收录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系统设计整体行

动   
周建松 教育发展研究 2015.10 CSSCI收录 

高等学校党委会工作方法论思考与实践 周建松 
黑龙江高教研

究 
2015.02 CSSCI收录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发展的逻辑起点与推进策

略 
周建松  现代教育管理 2015.08 CSSCI收录 

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学生需要及其满足 何应林 现代教育管理 2015.04 
CSSCI 收录，《教育

文摘》6月 10日转载 

高职校内生产性实训成果展室建设探究 何应林 职教论坛 2015.07  

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确立的依据与程序 何应林 职教论坛 2015.09  

“用人单位对高职技能人才的需求”分析：

主体、项目与程序 
何应林 职教通讯 2015.12  



中国高职教育对非输出的优势研究 唐金花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07 CSSCI收录 

基于项目化管理的大学班级创新教育 叶容晖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01 CSSCI收录 

高职德育类公选课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问题与

对策 
王  斌 职教通讯 2015.11  

提高护生“三动”协调能力的教学载体选择

及应用 
胡爱招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10  

基于“动脑”能力提升的高护专业基础医学

课程改革的探讨 
楼宏强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10  

“三结合”协同策略在高护课程改革中的应

用研究----以急危重症护理课程改革为例 
胡爱招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10  

基于职业发展导向的护理实践教学改革匡正 黄利全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10  

构建护理专业社会服务体系 促进“三护”递

进策略落地 
盛胜航 

中国高等医学

教育 
2015.10  

“课分卡”的激励尝试与效果分析 杨晓东 卫生职业教育 2015.11  

大学教师评聘制度过度功利导向的负面影响

及其控制 
王向东 现代大学教育 2015.02 CSSCI收录 

教师共同体的要素及其情境分析 沈佳乐 
课程·教材·教

法 
2015.04 CSSCI收录 

基于 Q系列 PLC的电梯教学实训装置设计 王成福 
工业和信息化

教育 
2015.12  

Culinary Linguistics: The Chefs Special 章文君 
Discourse 

Studies  
2015.06 SSCI收录 

社会治理：语言运用与话语体系建构 章文君 浙江学刊 2015.03 CSSCI收录 

德育课教学“活动性”的内涵、意义及实现

条件 
张建国  

课程.教材.教

法 
2015.09 CSSCI收录 

高职教育专业适切性的个案研究 王成方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15.04 CSSCI收录 

高职院校学分制教学改革的驱动、难点与突

破口 
任君庆 中国教育学刊 2015.12 CSSCI收录 

借鉴建设经验 加快转型发展 任君庆 江苏教育 2015.04  

学校职业教育“现代性”何以可能 卢洁莹 职教论坛 2015.07  



著  作 

研究报告 

编入载体、应用采纳与批示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著作类型 字数（万） 
大学教师角色行为失范与评聘制
度创新----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
论视角 

王向东 2015.12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专著 32 

来料加工废弃物在美术教育中的

开发利用 
索奕双 2015.11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专著 21 

2015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年度报告 

马 树 超

等 
2015.0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著 2 

说明：著作类型为专著、译著、编著、科普著作、教材、其他 

报告题目 完成时间 第一作者 

浙江省幼儿教师终身发展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2015.02 成  军 

高职“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整合培育研究 2015.06 邵建东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现代学徒制研究 2015.09 刘美灵 

高职院校“企业引进教师”发展问题及管理策略 2015.09 邵建东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职学生软技能培养与就业能力

提升研究 
2015.12 梁丽华 

成果名称 作者/
主持人 批示者/采纳部门 编入载体 类型 时间/期 级别 

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
发挥独特作用 / 

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 

国 内 动 态
清样 

批示 第 5308期 副国级 

关于有效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建议 王振洪 
金华市人大
主任黄锦朝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决 策
参考 

批示 2015.05 厅局级 

关于加快推动金华市应用型本科院

校建设的建议 
王振洪 金华市委书

记徐加爱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决 策
参考 

批示 2015.12 厅局级 

关于加快我市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的

建议 
王振洪 金华市副市

长张伟亚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决 策
参考 

批示 2015.11 厅局级 

关于义乌市创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路径建议 
王振洪 

义乌市委书
记李一飞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决 策
参考 

批示 2015.12 厅局级 

高职院校“企业引进教师”发展问
题及管理策略 邵建东 

省教育厅副
厅长朱鑫杰 

/ 批示 2015.11 厅局级 

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
发挥独特作用 / 新华社 

国 内 动 态
清样 

编入清样 第 5308期  

“一带一路”可借高职院校之力 / 新华社 
浙 江 领 导
参考 

编入参考 第 526期  



科研项目 

高职院校要管好、用好“从企业引
进的教师” 

邵建东 
光明日报总
编室 

情况反映 编入要报 2015第 96期  

推动高职院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 王振洪 
光明日报总
编室 

情况反映 编入要报 2015第 169期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应分类分阶
推进 

王振洪 
光明日报总
编室 

情况反映 编入要报 2015第 182期  

分类分阶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助力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 

王振洪 
浙江省社科
联 

浙 江 社 科
要报 

编入要报 2015.08  

补上高职教学团队这块短板 邵建东 
国家教育行
政院 

职 业 教 育
改革动态 

编入动态 2015.06  

招生招工同步，打造不一样的学徒
制---金华职院推进现代学徒制本
土化的实践 

王振洪 
国家教育行
政院 

职 业 教 育
改革动态 

编入动态 2015.07  

现代学徒制：促进校企合作的真正
纽带 

邵建东 
国家教育行
政院 

职 业 教 育
改革动态 

编入动态 2015.07  

关于加快我市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的
建议 

王振洪 
金华市委政
研室 

金华政研 编入要报 2015.10  

坚持共享发展 促进农村居民持续
较快增收---金华市农民收入情况
调查分析 

楼土明 
金华市委政
研室 

金华政研 编入要报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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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实践性知识的获得：教师培训的
转型研究（CHA150179） 

国家社科基金 2015.9-2017.12 沈佳乐 20  

高职院校教师“高原期”职业压力问
题及缓释策略研究（15JDZJ1Z） 

省哲社规 2015.6-2016.12 任君庆 4 论文 

高职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培
养的机制与路径研究(15JDZJ01YB) 

省哲社规 2015.6-2017.12 何应林 2.5 
论文、研
究报告 

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实施效果
与对策研究(2015SCG071) 

省教科规 2015.1-2016.6 王  斌  论文 

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形象传播的困境
与对策研究（2015YB011） 

省教育厅 2015.9-2017.12 杨剑静  论文 

物联网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GZYLX2015036） 

中国高职教育 

研究会课题 
2015.5-2016.12 王成福  论文 

全国高职电子信息类课程教学资源研
究项目--维修电工技术（GXH2015-92） 

工业和信息化教

指委 
2015.07-2015.06 王成福  

案例、论

文等 

全国高职电子信息类课程教学资源研
究 项 目 -- 电 子 产 品 维 修 技 术
（GXH2015-56）） 

工业和信息化教

指委 
2015.07-2015.06 王成福  

案例、论

文等 



科研项目结项 

基地项目申报情况 

《现代职业教育决策参考》目录 

其他成果展示平台 

 

 

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类型 结题编号 结题时间 主持人 

高职“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整合培育研究

（GJA114001） 
全国教科规 34311 2015.07 邵建东 

学徒制与职业学习：学习理论的重审、建构和

应用（13JDZJ03YB） 
省哲社规 JD2015062 2015.12 沈佳乐 

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现代学徒制研究

（2014JDN02） 
省社科联 JD2015SL02 2015.12 刘美灵 

申报数量 基地项目初审后，推荐的依托单位之外研究者申请
课题数占总数之比 

基地自设课题立项数（依托单位之外研
究者承担课题数占总数之比） 

88项 65% 7（43%） 

决策建议 作者 入选卷期 

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职教会议精神，创新发展我省高职教育的思考 周建松 2015年第 1期 

关于有效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建议 王振洪 2015年第 2期 

从“输血”到“造血”：创新“援疆”“援藏”职教帮扶模式的政策建议 石伟平 2015年第 3期 

关于加快我市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的建议 王振洪 2015年第 4期 

关于加快推动金华市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的建议 王振洪 2015年第 5期 

关于义乌市创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路径建议 王振洪 2015年第 6期 

平台名称 媒介名称（来源） 期数 

高职研究动态 中心自编 6 

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简报 中心自编 3 

婺商讲堂 金华晚报 39 



媒体宣传 

社会服务（含培训、科普和咨询服务等） 

学术会议 

平台名称 宣传内容 日期 

中国教育报 浙江高职教育研究论坛在金华职院举行 2015.11.07 

浙江教育报 全省高职教育研究论坛在金职院举行 2015.11.04 

福建省社科联网站 浙江省现代职教研究中心举办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论坛 2015.11.05 

浙江省社科联网站 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教育沙龙” 2015.04.21 

浙江省社科联网站 
省现代职教研究中心举办四年制高职教育人才培养

试点工作研讨会 
2015.04.29 

浙江省社科联网站 省社科联巡视员何一峰一行调研社科基地建设工作 2015.05.22 

浙江省社科联网站 
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艳应邀在第 16 届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上作专题报告 
2015.10.29 

浙江省社科联网站 现代职教研究中心举办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论坛 2015.11.03 

名称 专家 时间 服务对象 服务人数 

卫生职教践行五个对接的载体选
择等 3场专题报告 

胡  野 2015.07.12 
全国中职卫校校长、教学骨
干等 

100 

校企合作为改革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
助力——中国案例研究 

杨  艳 2015.10.26 
国家教育部及直属单位领
导，中外教育专家等 

3000 

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使用 成  军 2015.11.24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专家、教
师 

130 

关于职教科研的几点思考 邵建东 2015.05.13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
院全体教师 

52 

加强教育科研 促进专业发展 邵建东 2015.08.24 金华广播电视大学全体教师 160 

婺商讲堂（企业发展案例述评） 楼土明 2015.01-12 金华范围内受众  

会议名称 会议范围 会议形式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举办方式 

创新高职发展研究研讨会 
省教育厅、财政厅、全省高
职院校 

研讨会 2015.03 浙江金华 承办 

光明日报教育沙龙（现代学徒制：

如何有效实施） 

光明日报社、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沙  龙 2015.04 浙江金华 联合主办 

四年制高职教育试点研讨会 
省教育厅、四年制高职教育
试点院校 

研讨会 2015.04 浙江金华 主办 

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论坛 
省社科联、中国高教学会、
华东师大、省内高职院校 

论  坛 2015.10 浙江金华 主办 

第四届中国高职教育校长微论坛 
光明日报社、国内五所高职
院校 

论  坛 2015.12 辽宁营口 协办 



校外学术交流 

校内学术交流（学术沙龙活动） 

名   称 交流主题 参会人 地点 交流时间 

高校“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编制
专题研讨会 

高校“十三五”规划编制 杨剑静 云南昆明 2015.01.29-30 

首届全国职教期刊改革与发展学
术论坛 

新常态下职教期刊的协同
创新 

何应林 江苏苏州 2015.05.15-17 

首届中国职业教育深圳论坛 
中国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研
究与实践 

成  军 
杨剑静 
王  斌 

广东深圳 2015.06.17-18 

“经济转型与职业教育发展”国际
学术会议 

经济转型与职业教育发展 何应林 上海 2015.10.24-26 

第 16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高职教育国际化 杨  艳 北京 2015.10.26 

浙江省社科普及基地建设研讨会 基地建设 邵建东 浙江建德 2015.10.30 

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高峰论坛 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 杨剑静 浙江宁波 2015.10.11-13 

《职教通讯》杂志年会暨职业教育
发展研讨会 

职教研究热点问题 王  斌 江西井冈山 2015.11.13-15 

2015年度浙江省软科学工作培训班 
软科学问题研究转向、智库
建设与政策咨询建议稿写作 

王  斌 浙江杭州 2015.12.02-03 

第十届中国中青年职教论坛 
面向产业升级、社会变革
的现代职业教育 

何应林 江西南昌 2015.12.19-21 

交流主题 参会人员 交流时间 

浙江省高职教育发展报告编写专题研讨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19人 2015.01.18 

全国高职院校状态数据采集优化方案研讨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6人 2015.02.15 

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高职办学模式研讨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4人 2015.04.27 

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研讨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4人 2015.05.07 

高职院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发展思路、
战略举措研讨 

教育部高教司原副司长、中国高教学
会副秘书长、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
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兄弟院校校领
导、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24人 

2015.05.30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育人研讨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13人 2015.07.10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
创新高职院校办学体制等主题研讨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8人 2015.07.30 

“贯彻三年行动计划，提高育人质量与成效”主题
研讨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4人 2015.12.07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方案设计研讨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9人 2015.12.24 

贯彻落实全省职教会议精神，开展省优质高职院校
建设的可行性研讨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 7人 2015.12.29 

（图书资料数据库和网站建设情况见附件图书报销流水账及中心网站www.cmv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