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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通讯

22 王春秋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调查——以广西为例
职业技术

教育

23 史庭宇
柳州市职业院校专业结构优化与产业互动发

展专项调研报告
广西教育

24 史庭宇 职业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支持政策探微 广西教育

25
史庭宇、

阮志南
现代学徒制师资队伍建设的创新与实践

柳州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6
王春秋、

史庭宇
英国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制度及其启示 职教论坛

27
唐淳杰、

马立军、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

保障体制机制研究
广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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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庭宇

28 韦晓华
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队伍建设的

创新与实践
广西教育

29 阮志南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企业师傅团队建设探索 广西教育

30
徐荣国、

阮志南

现代学徒制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实践 ——以

柳州市职业教育为例

柳州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31
龙柳萍、

阮志南

产教融合视阈下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区域联合

育人探讨
广西教育

32
周霞、

阮志南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教育研

究
教育观察

33 喻媛
以现代学徒制为引领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

建设探讨
广西教育

34 喻媛

就业导向驱动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专业现代学徒制专业建

设为例

东方企业

文化

35 吴书勤
演进嬗变中的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发展阶段

及策略
教育与职业

36 吴书勤
校企双主体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研究

—— 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广西教育

37
唐淳杰、

吴书勤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与

发展对策研究

教育教学

论坛

38
唐淳杰、

吴书勤
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模式研究

现代职业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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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潘旭阳 《以产教融合推动柳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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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潘旭阳 《推进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 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广西教

育-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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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潘旭阳 《广西柳州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新华社·高管

信息）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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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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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潘旭阳 《积极探索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广西教育-卷首语）



144



14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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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潘旭阳 《打好“三套组合拳”推动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今日柳州）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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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潘旭阳、史庭宇 《区域型优势行业职业教育集团的发展论——以广西汽车产业

职业教育集团为例》（职业技术教育）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4.7 史庭宇、温剑、张慧敏 《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推进策略探究--以柳州市为例》(广

西教育)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4.8 潘旭阳、史庭宇等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广西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建设为例》（职业技术教育）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4.9 潘旭阳、史庭宇、廖波光 《柳州特色学徒制探讨》（广西教育）



180



181



182



183



184

1.4.10 潘旭阳、史庭宇 《柳州市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建设整体推进策略探索》（柳州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4.11 周琳、史庭宇、潘旭阳 《中职学校布局调整与专业结构优化探索与实践--以柳

州市为例》（职业技术教育）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1.4.12 冯春盛等 《浅议职业教育“产教城”的概念及国内现状》（中外企业家)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1.4.13 冯春盛等 《柳州产教城发展现状、问题及机遇》（中阿科技论坛）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1.4.14 廖波光《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现状及未来发展审思——基于全国首批产教

融合型企业的分析》（职业技术教育）



218



219



220



221



222



224

1.4.15 范桂佳、喻媛 《产业供给侧改革模式下柳州市"产教融合城"高端智慧专业集群

化发展探究》(广西教育)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1.4.16 冯春盛等 《工业旅游视角下柳州市建设汽车产教融合型城市的探索》(广西教

育)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1.4.17 温剑 《大力发展产业学院培养满足区域发展的人才》（广西教育-卷首语）



239



240



241

1.4.18 邱同保、史庭宇 《高职院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城市发展探究——以柳州城

市职业学院为例》（广西教育）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1.4.19 瞿凡 《广西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应性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49



250



251



252



253

1.4.20 廖波光《示范性职教集团特征分析与发展路径——基于全国第一批示范性职教

集团(联盟)培育单位的分析》（职业技术教育）



254



255



256



257



258

1.4.21 张慧敏《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及保障体系建构的思

考》（职教通讯）



259



260



261



262

1.4.22 王春秋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调查——以广西为例》（职业技术教育）



263



264



265



266

1.4.23 史庭宇 《柳州市职业院校专业结构优化与产业互动发展专项调研报告》（广西

教育）



267



268



269

1.4.24 史庭宇 《职业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支持政策探》（广西教育）



270



271

1.4.25 史庭宇、阮志南 《现代学徒制师资队伍建设的创新与实践》（柳州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



272



273



274



275

1.4.26 王春秋、史庭宇 《英国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制度及其启示》（职教论坛）



276



277



278



279

1.4.27 唐淳杰、马立军、史庭宇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保障体

制机制研究》（广西教育）



280



281



282

1.4.28 韦晓华 《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队伍建设的创新与实践》（广西教育）



283



284



285

1.4.29 阮志南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企业师傅团队建设探索》（广西教育）



286



287

1.4.30 徐荣国、阮志南 《现代学徒制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实践 ——以柳州市职业教育

为例》（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88



289



290



291

1.4.31 龙柳萍、阮志南 《产教融合视阈下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区域联合育人探讨》（广

西教育）



292



293



294

1.4.32 周霞、阮志南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教育研究》（教育观察）



295



296

1.4.33 喻媛 《以现代学徒制为引领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探讨》（广西教育）



297



298



299



300

1.4.34 喻媛《就业导向驱动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专业现

代学徒制专业建设为例》（东方企业文化）



301



302

1.4.35 吴书勤 《演进嬗变中的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发展阶段及策略》（教育与职业）



303



304



305



306



307

1.4.36 吴书勤《校企双主体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研究 —— 以柳州城市职业学

院为例》（广西教育）



308



309

1.4.37 唐淳杰、吴书勤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教育教学论坛）



310



311

1.4.38 唐淳杰、吴书勤 《现代学徒制招生招工模式研究》（现代职业教育）



312



313

2.广西区内推广应用

2.1 人才培养质量高，学生技能强就业稳

2.1.1 柳州市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国家级获奖 316 项，世界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金奖 1

项



314



315



316



317

2.1.2 近五年高职院校初次就业率高于 85%，中职升学比例达 75%，初次就业平均薪资

3658 元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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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业院校质量高，办学水平高声誉佳

学校荣誉明细表

序号
获奖

时间
获奖单位 获奖种类 授奖部门

1 2010 年 柳职院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全国 100 所）
国家教育部、财政部

2 2019 年 柳职院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单位
国家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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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柳一职、柳二

职、柳交校、

柳州畜牧学

校

国家改革示范中职学校 6

所
国家教育部

4 2021
柳一职、柳二

职
自治区五星级学校 4 所 广西教育厅

5 2016 年 柳职院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校

中国青年报社、

国际创新创业博览

会组委会

6 2019 年 柳职院
2018 年高等职业院校

教学资源 50 强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

联席会议

7 2020 年
柳职院排第

35 名

2016-2020 年全国高职院

校竞争力百强院校

全国高职院校智库

平台

8 2020 年

柳铁职获全

国交通运输

大类高职院

前 9 名

2020 年中国高职院校分专

业大类竞争力前十排行榜

金苹果高职专业

排行榜

9 2020 年

柳铁职排 31

名

柳二职排 45

名

2020年创新职教发展2020

亚太职业院校影响力50强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教育战略发展

学会、高校毕业生就

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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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1所

2.2.2 国家级“双高”建设单位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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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6所

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明细表

序号 国家级示范校 办学层次 审批时间 批次 备注

1 柳州市第一职业学校 中职学校 2014.9 第一批 公示

2 柳州市第二职业学校 中职学校 2015.8 第二批 公示

3 柳州市交通学校 中职学校 2015.8 第二批 公示

4 广西商业学校 中职学校 2015.8 第二批 公示

5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中职学校 2015.8 第二批 公示

6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中职学校 2018.9 第三批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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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2.2.4 自治区五星级中职学校 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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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获国家级教师、教学团队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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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获国家优秀教材奖教材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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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9项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明细表

获奖

年份

获奖

等级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2018 年
国家级

一等奖

中等职业学校残疾人“残

健融合，三级递进”培养

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覃海波，何瑜，王佩娟，李莉，王春

秋，孙卉，闭柳蓉，刘凌，罗毅，苏

凯，莫谢英，黄宁，陈文洁，江薇，

罗翠翠，刘继红，廖新明，朱微微，

余明，蒋明，赵从奎，孙伟，史庭宇，

申立忠，唐倩雯，林博韬，周祎维，

黎曼莉，刘红驹，冯秀云，黎平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广

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柳州市

职业教育研究所

2018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导入卓越绩效模式 创

建高效能教育教学质量

保障机制

石令明，张翔，鞠红霞，邱福明，韦

林，刘柳，唐冬雷，黎凤环，覃日娜，

傅昌德，陈文勇，冯雪萍，韦小波，

韦林华，黎渝林，黄宁，李革，陈芳，

麻慧琼，黄莉，张慧敏，蓝杜骞，陈

波，韩霄，蓝星华，韦益良，金峥，

才激扬，陈玉成，牛定柱，程云燕，

龙陵英，佘雅斌，王乔，谭丽丽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金

品质企业效益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广西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广西柳州市第二职

业技术学校，广西城市建设学

校

2018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对接国际先进标准培养

技术骨干， “四方协同”

服务企业全球化战略

朱伟才，鞠红霞，瞿凡，林若森，李

东航，陈文勇，何志忠，黎华，林宁，

王浩澂，邓益民，陈华，苏磊，磨虹

任，计端，周文海，黎渝林，邱福明，

廖波光，吴兆辉，武皓，赵萃，黄俊，

陈秋娜，黄光周，刘汉源，陆柳春，

徐反帝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

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

采埃孚机械有限公司，敦豪物

流（北京）有限公司柳州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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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基于脱贫攻坚的农民种

养技术精准培训研究与

实践

王纯国，赵骏新，李芳敏，蒋漓生，

梁桂，黄志善，廖福振，冷毕丹，叶

婷婷，周勤，江剑波，刘彤，李运光，

韦语丹，罗鸣，梁炜，刘佑东

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2014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高职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课程化的研究与实施

朱伟才、阳旭、梁毅、杨琳、梁美英、

阎志斌、胡慕贤、户岚岚、唐艳、骆

琴、唐冬雷、姜献生、安掌明、高勇

军、牛永惠、黎晓灵、韩霄、王慧、

景凌凌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4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五一体六融合企业课

程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王春秋、李莉、覃海波、何瑜、闭柳

蓉、何川、刘凌、覃有堂、孙伟、张

文彬、刘继红、王佩娟、江帆、罗毅、

朱微微、李井清、陈运强、余明、许

平、蒋明、史硕江、韦峰、黄兰英、

朱伯贤、史庭宇、李士明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柳

州益智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柳州市益智大酒店

2014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基于企业需求的高职校

企合作育人教改实践

石令明、张翔、林若森、鞠红霞、黎

华、黎刚、黎凤环、瞿凡、杨毅、韦

林、韦小波、唐冬雷、冯雪萍、周文

海、陈文勇、邱福明、张海峰、蒙飚、

唐述荣、黄海国、刘柳、林宁、李东

航、廖波光、王栋、赖国煌、周礼民、

梁新、莫翔明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州

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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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企业购买课程校企互动

双赢的“双循环”课程开

发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柳缤、吕志宁、杨林钟、黄强新、

李远来、莫静宁、杜娟、汪茜、杨莉

荪、覃一平、蓝竹梅

广西商业学校

2009 年
国家级

二等奖

高职数控技术生产性实

训基地的实践探索

林若森、石令明、鞠红霞、陈华、

陈文勇、杨毅、黎华、李恒杨、覃日

强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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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大国工匠”郑志明担任柳州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企业导师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If_ZPDAjTOy7XvfUYHnEQ

https://mp.weixin.qq.com/s/ZIf_ZPDAjTOy7XvfUYHn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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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柳州市职业院校国家、自治区重点建设专业 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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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2016 年柳职院入选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校

2.2.11 2019 年柳职院入选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 5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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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获全国铁路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345

2.2.13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全国全国教育先进集体



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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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服务质量高，范围广效益好

2.3.1 每年面向农村地区和农民工开设 20多门技能培训，10 余万人次参加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ozg_T48HmPhx2t0eoFbyQ

https://mp.weixin.qq.com/s/tozg_T48HmPhx2t0eoFbyQ


349

2.3.2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新闻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52/201905/t20190506_3

80788.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52/201905/t20190506_380788.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52/201905/t20190506_380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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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I6W52RBLmiC1rSRPWG

https://mp.weixin.qq.com/s/I6W52RBLmiC1rSRPWG
https://mp.weixin.qq.com/s/I6W52RBLmiC1rSRP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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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果推广至柳州北部生态新区

2.4.1 规划建设柳州大学城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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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成立高校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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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打造产城融合北部生态工业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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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成为区内其他城市“产教城”融合发展范式

2.5.1 成为贵港市“产教城”融合发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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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成为桂林市“产教城”融合高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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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成为南宁市“产教城”融合发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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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西区外辐射示范

3.1 两次入选国家试点城市

3.1.1 相关媒体报道明细表

相关媒体报道明细表

序号 报道媒体 报道标题 报道链接

1 南国今报
好消息！柳州市获批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

城市，广西唯一

https://mp.weixin.qq.com/s/jAyWsjOy

vG8VSVl5Z68fPg

2 柳州教育
柳州市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首批 17 个

“现代学徒制”试点地区之一

https://mp.weixin.qq.com/s/_NwVXbz5

oFUnu6qRRd-KgQ

3 广西新闻网 首批广西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公布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

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

shtml

4
柳州市投资促

进局官网

自治区发改委公布第二批产教融合试点

企业，柳州这些企业上榜

http://tzcjj.gxzf.gov.cn/gzdt/t1111

3858.shtml

5 柳州日报 获批 7 个国家产教融合合作建设专业
http://jyj.liuzhou.gov.cn/xwzx/mtjj

/202209/t20220920_3141416.shtml

6 柳州电视台
产业与专业“同频共振” 校企“无缝对

接”为柳州制造赋能

https://mp.weixin.qq.com/s/QrDnHQfu

0JKdktlsVy_UzA

https://mp.weixin.qq.com/s/jAyWsjOyvG8VSVl5Z68fPg
https://mp.weixin.qq.com/s/jAyWsjOyvG8VSVl5Z68fPg
https://mp.weixin.qq.com/s/_NwVXbz5oFUnu6qRRd-KgQ
https://mp.weixin.qq.com/s/_NwVXbz5oFUnu6qRRd-KgQ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shtml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shtml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shtml
http://tzcjj.gxzf.gov.cn/gzdt/t11113858.shtml
http://tzcjj.gxzf.gov.cn/gzdt/t11113858.shtml
http://jyj.liuzhou.gov.cn/xwzx/mtjj/202209/t20220920_3141416.shtml
http://jyj.liuzhou.gov.cn/xwzx/mtjj/202209/t20220920_314141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rDnHQfu0JKdktlsVy_UzA
https://mp.weixin.qq.com/s/QrDnHQfu0JKdktlsVy_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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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柳州入选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广西区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柳州获批广西唯一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新闻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AyWsjOyvG8VSVl5Z68fPg

https://mp.weixin.qq.com/s/jAyWsjOyvG8VSVl5Z68f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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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柳州市入选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NwVXbz5oFUnu6qRRd-KgQ

https://mp.weixin.qq.com/s/_NwVXbz5oFUnu6qRRd-K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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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柳州 11家企业入选首批广西产教融合型企业

首批广西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公布

新闻链接：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

shtml

3.1.5 柳州 11家企业入选第二批广西产教融合型企业

自治区发改委公布第二批产教融合试点企业，柳州这些企业上榜

新闻链接：http://tzcjj.gxzf.gov.cn/gzdt/t11113858.shtml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shtml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00809/newgx5f2f3f8b-19743338.shtml
http://tzcjj.gxzf.gov.cn/gzdt/t111138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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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柳州 4所院校获批全国首批产教融合专业建设试点单位

全国首批产教融合专业合作建设试点单位名单公布 柳州 4所院校榜上有名

新 闻 链 接 ：

http://jyj.liuzhou.gov.cn/xwzx/mtjj/202209/t20220920_3141416.shtml

3.2 国家领导、职教专家充分肯定

3.2.1 相关报道明细表

相关媒体报道明细表

序号 报道媒体 报道标题 报道链接

1 新华社 习近平在柳州考察调研
https://mp.weixin.qq.com/s/

i7OKop4MJqbxhXgSCG9KsA

2 柳州教育

高规格 高起点 大格局 职业教育

“柳州模式” 了不起——2019 年

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

对话会在我市成功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

gtmzxBjMTktgAdzZMLaEnw

3 人民政府网
刘延东在广西调研时强调：加快发

展教育科技事业

http://www.gov.cn/ldhd/

2012-09/14/content_2225

099.htm

4 柳州新闻网
赞！教育部部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上表扬柳州

https://mp.weixin.qq.com/s/

b-SMu2geOW7tlUu0I9xBoA

5 柳州教育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来柳调研，

重点提了这些要求

https://mp.weixin.qq.co

m/s/3o5TNzeiCkvJmRU7LUd

mfQ

http://jyj.liuzhou.gov.cn/xwzx/mtjj/202209/t20220920_314141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7OKop4MJqbxhXgSCG9KsA
https://mp.weixin.qq.com/s/i7OKop4MJqbxhXgSCG9KsA
http://www.gov.cn/ldhd/2012-09/14/content_2225099.htm
http://www.gov.cn/ldhd/2012-09/14/content_2225099.htm
http://www.gov.cn/ldhd/2012-09/14/content_2225099.htm
https://mp.weixin.qq.com/s/b-SMu2geOW7tlUu0I9xBoA
https://mp.weixin.qq.com/s/b-SMu2geOW7tlUu0I9xB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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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柳州特色产业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7OKop4MJqbxhXgSCG9KsA

https://mp.weixin.qq.com/s/i7OKop4MJqbxhXgSCG9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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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高度评价柳州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tmzxBjMTktgAdzZMLaEnw

https://mp.weixin.qq.com/s/gtmzxBjMTktgAdzZMLaE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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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高度肯定柳州职业教育水平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

新闻链接：http://www.gov.cn/ldhd/2012-09/14/content_2225099.htm

http://www.gov.cn/ldhd/2012-09/14/content_2225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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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点名表扬柳州职教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SMu2geOW7tlUu0I9xBoA

3.2.6 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充分肯定柳州产教融合、高校服务地方产业等工作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o5TNzeiCkvJmRU7LUdmfQ

https://mp.weixin.qq.com/s/b-SMu2geOW7tlUu0I9xBoA
https://mp.weixin.qq.com/s/3o5TNzeiCkvJmRU7LUd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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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业内同行高度认可

柳州市外领导专家、代表团来访一览表

序号 时间 来访单位
来访人

数（人）

1 2009 年 8 月
全区职教攻坚现场会(全区 13 个地市教育局局长、分管

副局长及职成科科长职业院校代表)
80

2 2012 年 4 月 教育部职成司调研组 8

3 2012 年 4 月 山东省潍坊市职业教育考察团 8

4 2012 年 5 月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8

5 2012 年 12 月 贺州市职业教育考察团 10

6 2013 年 12 月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君率职业教育考察组 6

7 2015 年 2 月 第十一届全国汽车职教年会 200

8 2015 年 4 月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学院 6

9 2015 年 5 月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考察团 15

10 2015 年 7 月 民建广西区委主委调研组 6

11 2015 年 11 月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考察团 6

12 2014 年 11 月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6

13
2016 年 3 月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黄雄彪等一行五人先后到柳州职业

技术学院、融水县职教中心、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柳州

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广西商业学校等单位进行职业教

育专题调研。

5

14 2016 年 7 月 香港青少年文化交流和创新创业考察团 20

15 2016 年 7 月 自治区教育厅调研 5

16 2016 年 8 月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17 2016 年 9 月 老挝教育与体育代表团 10

18 2016 年 11 月 横县职教中心考察团 9

19 2017 年 3 月 全区职教大会在柳举办 80

20 2017 年 4 月 玉林市教育局 8

21 2017 年 5 月 广西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 80

22 2017 年 8 月 欧盟广西总商会与我市职业院校座谈 4

23 2017 年 9 月 欧洲侍酒师学校 5

24 2017 年 11 月
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学院、合肥经贸旅游学校、合肥工

业学校
20

25 2017 年 11 月 江苏省常熟市教育局 12

26 2018 年 5 月 罗马尼亚旅罗华商妇女联合会 5

27 2018 年 6 月 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 8

28 2018 年 6 月 广西城市建设学校 3

29 2018 年 6 月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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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8 年 7 月 南宁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市委会 9

31 2018 年 7 月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考察组 53

32 2018 年 7 月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6

33 2018 年 11 月 《中国教育报》采访团 6

34 2018 年 12 月 百色学院 4

35 2019 年 1 月 SEPR 法国里昂职业技术学院专家顾问团 7

36 2019 年 3 月
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带队来到柳州，深入高校和部分职

业院校调研
8

37 2019 年 5 月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考察组 13

38 2019 年 6 月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考察交流团 22

39 2019 年 7 月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北京、上海、广东等 29

个省市 90 支队伍 180 名职业院校学子参加比赛
180

40 2019 年 7 月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交流组 11

41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高层对话会在柳州成功举

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辜胜阻

出席开幕会并作主旨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蓝

天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中华职业教育

社主任钱学明，中共柳州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郑

俊康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 200 余位职业院校

负责人、行业企业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200

42 2021 年 3 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展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情况现场调研
8

43
2021年 3月 28

日—4 月 2 日

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主编王湘蓉一行来柳探访职业

教育国际化，深入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柳州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采访。

4

44 2021 年 9 月 国家民委评审组 10

45 2021 年 11 月 湛江市教育局代表团 10

46 2022 年 7 月
广东职教桥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交流中职学校提质培优专

业内涵建设
10

47 2022 年 9 月
钦州市政协到柳考察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建设北部

湾沿海教育中心工作
15

48 2022 年 9 月 桂林市教育局到柳考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 8

另：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以来，柳州市外兄弟院校到柳州各职业院校考察学习近 6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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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柳州标准输出及国际平台

3.4.1 柳州标准国际认同相关报道明细表

相关媒体报道明细表

序号 报道媒体 报道标题 报道链接

1 八桂职教网
柳工—柳职院印尼国际工匠学院正式

签约

https://mp.weixin.qq.com/s

/LH2WIE_dGVCvolh3naisvg

2
柳州职业技

术

学院官网

国内首个校企共建工程机械客户体验

中心—柳工-柳职院全球客户体验中

心启用

https://mp.weixin.qq.com/s

/5SBgkUhcne6raUrWJlguDw

3

柳州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官网

重磅！中国首家海外轨道交通学院成

立，柳铁职院阔步走天涯

https://mp.weixin.qq.com/s

/LTiW5QoFjDCrEhp3IFj8ug

4

柳州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官网

首期印尼高速铁路师资班开班！学高

铁到柳铁！

https://mp.weixin.qq.com/s

/FOF3xPdz-AxMOSWBnw-ujQ

5

柳州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

官网

国际化办学再添新活力——柳州城市

职业学院迎来 72 名印尼留学生

https://mp.weixin.qq.com/s

/WM_EIyO2jWucOPhhBLNFNA

6 柳工国际
柳工-柳职院全球客户体验中心泰国

分中心正式开业

https://mp.weixin.qq.com/s

/Z5N5KT0kPrHa9rSqvTQM-g

7 新华社
广西柳州职教：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

助力高质量发展

https://bm.cnfic.com.cn/sh

aring/share/articleDetail/

63292934/1

https://mp.weixin.qq.com/s/5SBgkUhcne6raUrWJlguDw
https://mp.weixin.qq.com/s/5SBgkUhcne6raUrWJlguDw
https://mp.weixin.qq.com/s/LTiW5QoFjDCrEhp3IFj8ug
https://mp.weixin.qq.com/s/LTiW5QoFjDCrEhp3IFj8ug
https://mp.weixin.qq.com/s/FOF3xPdz-AxMOSWBnw-ujQ
https://mp.weixin.qq.com/s/FOF3xPdz-AxMOSWBnw-ujQ
https://mp.weixin.qq.com/s/WM_EIyO2jWucOPhhBLNFNA
https://mp.weixin.qq.com/s/WM_EIyO2jWucOPhhBLNFNA
https://mp.weixin.qq.com/s/Z5N5KT0kPrHa9rSqvTQM-g
https://mp.weixin.qq.com/s/Z5N5KT0kPrHa9rSqvTQM-g
https://bm.cnfic.com.cn/sharing/share/articleDetail/63292934/1
https://bm.cnfic.com.cn/sharing/share/articleDetail/63292934/1
https://bm.cnfic.com.cn/sharing/share/articleDetail/63292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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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输出柳州职教模式与标准，开展技术技能培训输出

柳州职业教育与柳工、柳汽、上通五等企业合作，向东盟国家与企业，输出柳州

职教模式与标准，开展技术技能培训输出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H2WIE_dGVCvolh3naisvg

3.4.3 第一期装载机驾驶操作技能培训开班

柳工-柳职院全球客户体验中心第一期装载机驾驶操作技能培训开班典礼现场

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SBgkUhcne6raUrWJlguDw

https://mp.weixin.qq.com/s/LH2WIE_dGVCvolh3naisvg
https://mp.weixin.qq.com/s/5SBgkUhcne6raUrWJlgu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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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中国首家海外轨道交通学院泰中轨道交通学院成立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东北皇家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中国首家海外轨道

交通学院泰中轨道交通学院成立

https://mp.weixin.qq.com/s/LTiW5QoFjDCrEhp3IFj8ug

3.4.5 印尼高铁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班开班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印尼高铁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班”第一期

https://mp.weixin.qq.com/s/FOF3xPdz-AxMOSWBnw-ujQ

https://mp.weixin.qq.com/s/LTiW5QoFjDCrEhp3IFj8ug
https://mp.weixin.qq.com/s/FOF3xPdz-AxMOSWBnw-u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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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印尼学生在五菱实习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在印尼成立了“印尼—中国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教育培训中心”

-印尼学生在五菱跟上实习

https://mp.weixin.qq.com/s/WM_EIyO2jWucOPhhBLNFNA

https://mp.weixin.qq.com/s/WM_EIyO2jWucOPhhBLNFNA


374

3.4.7 柳州职教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

新华社报道柳州职教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助力高质量发展

https://bm.cnfic.com.cn/sharing/share/articleDetail/63292934/1

https://bm.cnfic.com.cn/sharing/share/articleDetail/63292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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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主流媒体广泛关注

3.5.1 主流媒体广泛关注相关报道明细表

相关媒体报道明细表

序号 报道媒体 报道标题 报道链接

1 中国教育报
百里柳江风帆举，广西柳州市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纪实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

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h

key=boxdr3

2
中国教育报

职校学生样样都来得”—柳州市政府主

导推进职教特色发展纪实

http://www.zjzcj.com/show.php?id=90

94

3 光明日报

把企业变成职业学校“后花园”——专

访全国

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郑俊康

http://lzzx.liuzhou.gov.cn/xw/20150

3/t20150313_776162.html

4 《教育家》杂志
职业教育，为柳州打开崭新而广阔道天

地

https://jyj.gmw.cn/2021-06/11/conte

nt_34917257.htm

5 光明网
潘旭阳：“十四五”时期，柳州要打造

一流的教育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1

6A03LZJ00

6 新华社
广西柳州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探索与实践
刊物

7
新华社、学习

强国广西频道

柳州产教融合背景下让职业教育为“强

产兴城”增值赋能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

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

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

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

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

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8 中国经济社
定政策 促合作 育人才 谋创新——各

地产教融合发展经验总结
刊物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hkey=boxdr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hkey=boxdr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hkey=boxdr3
http://www.zjzcj.com/show.php?id=9094
http://www.zjzcj.com/show.php?id=9094
http://lzzx.liuzhou.gov.cn/xw/201503/t20150313_776162.html
http://lzzx.liuzhou.gov.cn/xw/201503/t20150313_776162.html
https://jyj.gmw.cn/2021-06/11/content_34917257.htm
https://jyj.gmw.cn/2021-06/11/content_34917257.htm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16A03LZJ00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16A03LZJ0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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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中国教育报》大力报道柳州事业教育

《中国教育报》2012 年 8 月报道：百里柳江风帆举，广西柳州市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纪实

新闻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

hkey=boxdr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hkey=boxdr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208/t20120817_140693.html?authkey=boxd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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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中国教育报》报道柳州市政府主导推进职教特色发展

《中国教育报》2014 年 10 月报道：职校学生样样都来得”—柳州市政府主导推

进职教特色发展纪实

新闻链接：http://www.zjzcj.com/show.php?id=9094

http://www.zjzcj.com/show.php?id=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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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光明日报》报道柳州职教园区

《光明日报》2015 年 3 月报道：把企业变成职业学校“后花园”——专访全国

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郑俊康

新闻链接：http://lzzx.liuzhou.gov.cn/xw/201503/t20150313_776162.html

http://lzzx.liuzhou.gov.cn/xw/201503/t20150313_776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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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教育家》杂志报道柳州职业教育

《教育家》杂志 2021 年 5 月报道：职业教育，为柳州打开崭新而广阔道天地

新闻链接：https://jyj.gmw.cn/2021-06/11/content_34917257.htm

https://jyj.gmw.cn/2021-06/11/content_349172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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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光明网报道柳州要打造一流的教育

2021 年 6 月光明网专访潘旭阳局长，提出“以产教融合试点城市为契机，将柳

州打造高校聚集区，打造一流职业教育”

新闻链接：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16A03LZJ00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16A03LZJ00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16A03LZJ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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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高管信息》介绍柳州产教融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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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新华社、学习强国广西平台均报道柳州职业教育为“强产兴城”增值赋能

新华社、学习强国广西平台均报道柳州产教融合背景下让职业教育为“强产兴城”

增值赋能

新闻链接：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

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

=-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820165061066317037&item_id=8820165061066317037&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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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新华社政务智库报告介绍柳州产教融合经验

新华社政务智库报告2022年8月15日 第517期 介绍了各地产教融合发展经验，

其中柳州市产教融合经验刊登在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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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广西卫视》对柳州职业教育进行专访

柳州市教育局潘旭阳局长、温剑副局长在《广西卫视》专访中对“政府领航、双

元一体、教产相伴、融合发展”职业教育发展柳州模式进行了诠释

“政府领航”型的职

业教育发展动力、

“双元一体”的职业

教育发展环境， 两

者为发展条件。

2021年 2月 7日

柳州市教育局潘旭阳

局长、温剑副局长在

《广西卫视》专访中

对“政府领航、双元

一体、教产相伴、融

合发展”职业教育发

展柳州模式进行了诠

释。

“教产相伴”的职

业教育发展形态、

“融合发展”的职

业教育发展特色，

两者为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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