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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职〔2021〕1 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1 年上海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有关委、局、控股（集团）公司，各高职高专学校： 

现将《2021 年上海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实际，认真按照执行。 

 

附件：2021年上海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1 年 3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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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上海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上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

计划（2019-2022年）》，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幅提升新时

代上海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级，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和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多层次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进理想

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将劳动教育纳入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研制《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劳动教育专题必修课程建设指导意见》。

加强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行为习惯培养，职业精神、工匠精

神、劳模精神等专题教育不少于 16学时。加强艺术类公共基础必修

课程建设。 

2.构建职业教育“三全育人”新格局。引导专业课教师加强课

程思政建设，将思政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鼓励

从企业中聘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大国工匠、道德楷模担任兼职

德育导师。落实《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课程德育指导意见》，打造中

职 30个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筑牢中职思政课程育人主渠道，积

极推进中职 4 门思想政治课新课标、新教材实施。加强中职德育工

作队伍建设，办好中职学校班主任业务能力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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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3.推动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做精中职，优化中职学校布局，规

范 13所中职优质培育校建设流程，做好年度监测。做强高职，持续

推动国家高职“双高计划”建设，完善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方案。继续推进一流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

强对立项和培育院校建设的指导。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以技术培养为主线打造上海职业本科教育。 

4.推进新型职业院校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和区域需求，支持条

件成熟的相关区政府、行业企业举办新型职业院校。出台《关于做

好新型职业院校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新型职业院校建设

的总体要求、工作任务等。探索开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办学改革

试点。做好新型职业院校五年一贯制专业申报与建设。 

5.完善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继续稳步推进中高、中本、高本贯

通培养。加强贯通培养质量，研制《关于加强贯通培养教学管理的

指导意见》，建立贯通培养教学工作规范。颁布并实施首批 23 个中

高职贯通专业教学标准，启动第二批 10个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标准

开发。研制并颁布中高职贯通数学、英语、信息技术 3 门公共基础

课课程标准。出台 2021年申报中高、中本专业指导目录。建成第一

批 30个左右贯通高水平专业，形成 100个贯通专业建设的典型案例。

遴选第二批贯通高水平专业。 

6.深化职普融通、育训结合。继续开展职业体验日活动，完善

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活动工作流程，加强队伍建设。做好初中生社会

实践，搭建信息沟通交流平台，为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供资源

保障。深化育训结合，落实职业学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的法定职

责，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支持职业学校承

担更多培训任务，完善育训结合激励机制。推进上海特色“双元制”

职工继续教育。 

三、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7.优化专业布局结构。依据国家战略、产业发展需求、专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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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平、就业质量等合理规划引导专业设置。建设专业人才供给与

需求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健全退出机制。规范人才培养方案研制发

布程序，建立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公开制度。出台《上海市中职

专业结构布局调整的指导意见》。 

8.完善 1+X 证书制度。围绕服务学生成长和高质量就业，完善

上海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机制，稳步推进学校参与 1+X 证书制度实

施。总结双证融通经验，将技能等级标准融入课程体系，将岗位真

实情境融入教学过程，将证书考核要求融入课程评价，探索参与人

社部门专业技能证书制度试点。推进国家“学分银行”政策落地。 

9.推广现代学徒制试点。开展现代学徒制质量评价研究，建立

质量评价体系，对培养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评价。推广现代学

徒制试点经验，探索在中高职贯通、五年一贯制专业中开展现代学

徒制和订单班，新增 15个现代学徒制专业点。研制企业课程开发指

引，开发 10门企业课程和 10个企业课程实施案例。 

10.加强职教集团工作。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

新兴产业以及六大产业集群，与发改委、经信委等相关政府部门，

集聚行业企业、高校、职业院校、研究机构等资源，推动职教集团

转型发展。加强全国示范职教集团的示范辐射作用。继续开展职教

集团运行绩效评价工作。指导集团开展在职教师培训、课题研究等

工作。 

11.探索校企合作激励约束机制。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职业

学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产教融合创

新机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公共教学资源和实训资源共建共

享。支持行业组织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建设试点项目。 

四、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能力 

12.健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的

基础性作用。出台上海市“双师型”教师标准。职业学校全面落实

国标和省标，支持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更高标准。完善中职专业教

学标准，完成工业机器人等 12 个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启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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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专业教学标准立项。 

13.完善办学质量监管评价机制。强化职业学校评价制度，把职

业道德、职业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和创业能力作为衡量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规则制度体系，

健全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探索职业学校办学质量考核办法。探

索建立属地化的中职学校督导评价制度。组织开展 2021 年中职学校

相关专业的质量监测。加强上海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

估、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的结果使用。 

14.推进质量年度报告和教学诊改。推进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

作，将质量年度报告数据纳入上海教育大数据中心，提高质量年度

报告信息使用率。继续推进职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开展相

关职业院校抽查复核工作。 

五、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 

15.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实施职业教育人才振兴计划，引育一

批职业教育高峰人才。继续开展新进教师规范化培训。依托国培基

地和市级教师培训基地，加强骨干教师、1+X证书教师、中高职贯通

教师等能力提升培训。开展信息技术、劳动教育、课程思政、创新

创业等专题培训。推动教师企业实践常态化，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培

养，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命名首批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继续推进

职业教育技能大师工作室。 

16.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以双师素质为导向的新教师准

入制度。深化中职学校职称制度改革，修订中职学校正高级、高级

讲师评聘条件，完善高技能人才职称评价标准，畅通高技能人才到

学校从教渠道。出台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推进“固定岗+流

动岗”制度。深化绩效工资改革，完善育训结合激励计划，鼓励学

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学校内部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收入分配

的导向激励功能。 

17.强化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出台《上海市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

施细则》，明确市教育行政部门、院校主管部门以及院校相应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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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责。加强上海职业院校教材三年整体建设规划。提升学校自编

教材质量，开展学校自编教材的立项、培训和指导工作。支持校企

合作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体教材。健全教材的分类审核、

抽查和退出制度。加强市级规划教材建设，依托 15个市级规划教材

基地，完成第一批 20本左右市级规划教材编写工作，完成移动机器

人等 13个世赛项目转化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18.评选优秀教学成果。引导加强教学改革研究，做好 2021 年

上海教学成果奖和 2022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形成一批具有创

新性和推广应用效果好的市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开发利用好第八届

教学法评优线上线下资源。推进 31个学科、专业中心教研组教研，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与网络教研。组织 2020年度课改课题结题验

收，开展 2021年度课改课题立项评审。 

19.健全教学管理规范。建立教学管理市级研修机制，加强教学

开展教学管理业务研修，打造教学管理业务骨干。以健全教学管理

机制为抓手，制定《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规程》。 

20.提高课程教学质量。鼓励教师团队对接职业标准和工作过

程，探索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深入开展“匠心匠艺”

优质课堂建设，出版《中等职业学校优质课堂建设实践探索》。以优

质课堂为基础，遴选 10个左右中职“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21.丰富数字化课程资源。继续开发中职网络课程，基于易班平

台组织课程订阅及学习指导，网络课程上线总量达 65门左右。推进

市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以市级课程标准的开发、规划教材的建设

为基础，优化市级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开放及共享机制，完善市级

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教学测评研”功能，推进课程建设质量，课程

上线总量达 180 门左右。探索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体

验式实训教学。 

六、提高职业教育整体能级 

22.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推进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

开展信息化环境下的实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制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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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中心运行指导意见，加强实训中心分级分类指导与管理，继续

开展实训中心运行绩效评估和等级认定，依托开放实训中心，遴选

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继续做好专业实训环境教学条件指

南编制。 

23.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加强市级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建设

及应用，进一步推动数据共享，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一网通办”。

继续推进中职校数字校园建设工作。将市级信息化应用特色学校与

上海市信息化应用标杆校创建工作融合，新立项培育 15 所。做好本

市全日制普通中职学校学生学生证归集和电子证照应用。推进中职

后勤信息化、标准化工作。 

24.以赛促学，组织做好各类学生大赛。组织开展第九届“星光

计划”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参加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积极备战 2022 年中国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配合做好筹办相

关工作。发挥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培训基地的平台作用，促进职业院

校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面不断更新升级。组织参加第七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第五届“汇创青春”——上海大

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等各类“双创”活动。举办第二届上海

市中职学生创新创业比赛。 

25.以赛促教，组织做好各类教师大赛。组织开展 2021 年上海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组织参加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和中职班主任能力比赛。组织参加第一届中等职业

教育青教赛。 

26.加强学生综合素养提升。推进德智体美劳协同育人，结合全

国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继续开展学

生职业体验和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关工委“五老”在加强学校思政

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助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青年教师坚定理想

信念。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重视中职学生普通话测试

工作，不断提高学生普通话免费测试的参评率和合格率。进一步做

好劳模、大国工匠进校园等活动。完善学校关工委组织建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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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化品牌建设。研究制定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工作指导意见。发挥中职校图书馆协会作用，继续开展学生主题读

书活动，推进书香校园建设。落实中职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

动，全员覆盖各年级全体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继续推进“星光”

合唱团、记者团、管乐团、舞蹈团等学生团体建设。加强中职民族

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大世界职业教育非遗传习基地建设。 

27.加强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和省级交流合作。推动

长三角示范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探索建立人才需求发布、专业设

置与统一招生协作机制。促进长三角区域职教资源统筹协调布局，

探索推动学生跨地区实习。探索建立长三角网络课程开放共享运行

机制。继续推进职业教育对口帮扶，依托职业教育联盟，助力乡村

振兴工程。加强省际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在教育教学、科研创新、

人才培养、联合办学等方面加强资源共享。 

28.健全学校风险防控体系。加强校园公共安全教育，认真开展

相关主题安全教育工作，落实应急疏散演练。落实学校安全管理主

体责任，健全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机制，强化学校安全保卫工

作。按照“学校主体、行业（企业）主管、属地监管”的原则，进

一步理顺行业（企业）所属中职学校管理体制 。推进新一轮安全文

明校园创建和评选，不断提升校园安全防范水平。推进校园欺凌专

项治理。 

 

 

 

 

 

抄送：各中等职业学校，各有关直属事业单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3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