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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转移视角下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新芝
（ 江西师范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2008 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区域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了产业从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
域的转移，这种转移了导致当地职业技术人才需求急剧增加 。构建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机
制和系统模式，提升职业技术人才的专业能力和技术素养，将有利于政府解决职业技术“人才荒 ”
问题。组建区域性教育产业集团或校企合作联盟机构 ，形成多元投入和参与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
主体，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机构相配套的社会化培训网络体系 ，实现职业技术人才区域一
体化方式，建立职业技术人才教育改革试验区 ，根据当地已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和优势，在原有布局
基础上打造不同的职业教育板块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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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产业转移正处在以资本 、技术和智力密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转型过程中 ，不管是哪种产业的转
移，都强调了科技、人才、教育的重要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在大规模的承接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 ，同时也
在转变其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产业优化和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尤其是目前出现的“用工
荒”的情况，对于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格外迫切 ，职业技术人才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是产业转移承接地
软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技术势差中技术基础的保障和条件 。
吕鑫祥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1998） 提出：“目前社会所需主要有四种人才类型 ：学术型、工程型、
技术型和技能型。”学术型人才从事对事物客观规律的研究； 工程型人才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相关设计、
规划和决策；与前两种人才相比，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主要从事生产一线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将学
术型人才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工程型人才的规划设计方案转变成实际物质成果的重要力量 ； 虽然技术型和技
［1］
能型人才都必须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 ，但相对于技术性人才来说，技能型人才所需的智力技能要求较低。
四种人才的教育培养途径也各不相同 ，具体来说，学术型人才主要来源于具备研究生教育资质的综合型大
学，工程型人才主要来源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技术型人才主要来源于高职高专院校 ，技能型人才则主要来源
［2］
于中职院校。 本文所指的职业技术人才，是指技术型和技能型两种人才。 对于职业技术人才存在结构性
供需矛盾的情况下，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应与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构建当地职业技术人才
的特色培养模式，实现职业技术人才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培育机制 ，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社会急需、欢迎
［3］
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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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接产业转移下职业技术人才供需现状分析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欠发达地区陆续承接了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产业转移，职业技术人才的供需矛盾
越来越突出了。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 ，对职业技术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首先是集群式产业转
移，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也是批量要求的 ；其次是承接产业转移将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职业技术人
才的专业结构也提出了调整要求 ，再次承接产业转移将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升级 ，需要
［4］
提升职业技术人才的素质和能力 。
（ 一） 欠发达地区职业技术人才供需状况
2009—2012 年中部地区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 0． 89、
0． 96、
根据相关网络数据资料统计，
1． 05、
1． 08，西部地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 0． 87、
0． 95、
1． 04、
1． 04。从表 1 可知，中西部地区岗
，
，
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稳步提升 西部地区较为平稳 说明由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推进对职业
技术人才的需求逐步攀升，而职业技术人才供应不足，而且呈现扩大的倾向。
表1

2012 年中西部部分城市职业供求状况

城市

求人倍率

岗位空缺大于求职人数
缺口最大的前三个职业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

重庆

1． 02

机械冷加工人员

3∶ 1

郑州

武汉

长沙

成都

1． 49

1． 15

1． 11

1． 04

裁剪缝纫人员

4∶ 1

推销展销人员

2∶ 1

推销展销人员

3∶ 1

简单体力劳动人员

2∶ 1

部门经理

3∶ 1

推销展销人员

3∶ 1

裁剪缝纫人员

4∶ 1

机械冷加工人员

3∶ 1

机械冷加工人员

4∶ 1

治安保卫人员

4∶ 1

清洁人员

3∶ 1

推销展销人员

2∶ 1

餐厅服务员、厨工

2∶ 1

采购人员

2∶ 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就业网相关数据整理

从上表可见，中西部较具代表性的几个城市求人倍率均大于 1，其中郑州市求人倍率数值最高。（ 注：求
人倍率是某一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该市场求职人数之比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 ＜ 1，表示劳动力供过于
求； = 1，表示基本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 1，表示劳动力供不应求。） 比如郑州市的求人倍率为
1. 49，表示 15 个岗位只有 10 个求职者可供选择。
（ 二） 江西省职业技术人才供需过程存在问题原因
以江西省职业技术人才为例，江西省职业技术人才供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才结构不科
。
学 初级工占比为 48. 5% ，中级工占比为 46% ，而高级工占比则不足 6% ； 二是年轻的高技能型人才十分匮
乏。75% 的企业反映 30 岁以下的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或严重不足 ；三是缺乏有效培训。培训主要靠企业内
部进行；四是流动性过大。培训完刚能上手的员工，很快又会流失了，企业为人作嫁，降低了培训的积极性；
五是与需求严重脱节，人才难求更难留。对技能有所要求的岗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 ，往往难以求到，即使来
了欠发达地区，由于各种外部环境和配套设施的不完善 ，很多又想方设法离去了。职业技术人才还存在自身
［5］
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实际从事工作需要相脱节的问题 ； 六是人才的人事政策配套跟不上。超过一半的被调
查企业认为，职业技术人才在生活配套方面存在等诸多问题 ，例如住房、落户、子女教育等难以得到政策的扶
持和解决，在工作方面，则缺乏技术交流和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
（ 三） 产业升级对职业技术人才供需带来的影响
产业转移过程中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 ，原有的产业结构人才出现严重失衡 ，使得服务于原转移出来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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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关闭产业的工人面临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 ，而适合新转移来的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却严重不足 。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从以前单一的产品生产制造转型为对知识 、技术、产品等多方面的综合创新创造，
因此要求职业技术人才具有更强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后，对各岗位工作人员的
强度要求降低了，对职业人才的要求从原来需具备较多的硬技能向具有更多的软技能转变 ，对工作人员的脑
力劳动能力要求提高，要求知识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各岗位分工和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各岗位
［3］
覆盖范围扩大，对工作人员的岗位适应性要求增强 。
自 1999 年高考扩招以来，中高职教育生源数量急剧减少，各职业院校之间生源竞争加剧，每年培养的职
业技术型人才也相应减少。为适应新的就业环境，大批的产业工人迫切需要更新知识，提升技能，完善能力
结构，但现有的职业技术院校却难以满足继续教育的要求 。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后，当地各种职业技术
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如何构建与区域经济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提升职业技术人才的专业能力和技术
素养，这些都是职业技术人才培育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以上问题的解决将极大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
展，促进当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产业转移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 一） 产业转移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分析
1． 产业转移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投入机制分析 。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要以高等和中等职业院校、
培训机构和成人教育机构等多种形式主体并存 ，采用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考证培训等多种形式，面向有学
习意愿的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开放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运行制度 ，为人们实现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创造更
多的机会。要解决职业技术人才存在的供需矛盾问题 ，就必须解决好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投入问题。 建立职
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投入和激励机制 ，一是要加大对现有公办职业院校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大力发展民办职业
教育，促进大型标杆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办学 ；三是对于企业职业技术人才再培训教育建立激励机制 ，符合
一定产业要求和条件的给予适当的扶持和补助 ；四是要政府对高层次人才激励要加强引导作用 。一方面，政
府要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进行奖励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奖励和扶持 。 例如政府可以
出台针对当地主导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紧缺的高层次人才的奖励政策 ，可就高层次人才和引进人才的组织
单位实行双向奖励制度，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五是通过完善人才市场价格的指导体系 ，可用于中小企业用人
单位和职业人才双方选择的参考标准 ，通过人才市场价格的指导体系，调节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用市场机
［6］
制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经营者对人才观念的更新 。
2． 建立职业技术人才教育的协调管理机制 。建立综合性管理协调机构，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民
间团体等共同参与管理，统筹协调当地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式 ，探索职业技术院校与企业合作的人才培养
模式，实行多方合作办学，使培育职业人才的管理职能与评价职能相分离的运行机制 ，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由
原来多部门分散管理向政府引导 、社会多方参与，综合协调管理方向转变，由直接管理变为宏观指导，由上级
管理变为优质服务，解决目前存在的职业技术人才供需矛盾 、培养统筹协调不力、教育资源分散低效等问题。
协调管理机制中最核心的就是通过政府和协会组织搭建平台 ，要让企业这个主体参与进来，不仅在投入上要
参与，在培养过程和人才就业方面也要全方位参与 ，让企业的投入有回报，所需要的人才有保障，才能让培养
机制具有可持续性。
3． 加强与保障职业技术人才的培育机制 。要解决现有职业技术人才瓶颈问题，关键是要保障职业技术
人才的培育机制，改变现有落后的技术人才培育方式 ，加强相应机构培育人才的能力。职业技术人才的培育
问题不仅体现在人才的学历教育培养方式 ，还应体现在职业技术人才的规划指导 、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上。
一是要改进现行单一的培育模式 ，推进校、企、行业多方合作，理论与实训相结合，顶岗实习和“订单化 ”等多
种人才培养模式并举；二是要改革职业技术专业课程的设置 ，优化和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多种教学方式，
完善教学评价方式和体系；三是促进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工作内容的有机结合 ，教学情境与实际工作情境的
相统一；四是教学过程与岗位实习实训过程的有效对接 ，提升职业技术人才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 。
其中贯穿整个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系统模式的主要创新内容 ，是实行全方位和全程的校企合作，包括前
面提到的企业投入机制的合作，核心环节体现在校企合作中的培育环节 ，后期还有企业信息交互环节和就业
环节。虽然企业没有专业人才培养的义务 ，但如果校企合作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有利于企业长远
的发展，就能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建立校企合作共赢的运行机制 。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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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以是多所中高职院校（ 甚至包括转出区和转入区） 和多所企业（ 亦可包括转出和承接两地同一企业不同
分公司） ，以共赢为原则签署多方合作协议 。在合作前提下成立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小组 ，小组成员以参
与合作职业院校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行业或协会专业人员、合作企业领导、合作企业技术人
［7］
员为主。
参与合作的职业院校可以进行联合招生 ，交换学习，根据市场需要共同探讨决定专业的设置 。职业技术
人才培养工作小组根据该地区和该产业的紧缺岗位需求 ，结合参与职业院校的已有专业设置 ，共同设计职业
人才的培养方案。企业培训部门与合作职业院校教务处在紧缺人才的培养方案指导下 ，共同制定和完善教
［8］
学计划，进行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实习方案设定等。 鼓励职业院校的教师参加企业相关专业的技术攻克
研究，将企业优良文化引进校园和课堂 ，同时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由校企双方共同构成 。最后逐步形成院校
［7］
提供高素质职业人才，合作企业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的人才培养协调运行机制， 从而实现高职院校专业
设置、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能够与企业实际需要 、培养目标进行无缝对接，实现社会职业技术人才需要与院
校职业技术人才供给的一致，达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与就业的统一 。
4． 完善职业技术人才的集聚、流动机制。 为更好的解决职业技术人才的“用工荒 ”问题，还应从更宽广
的角度考虑职业技术人才的集聚和流动问题 。欠发达地区由于各类资源和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 ，现有的吸
引人才的能力还不明显，并且已有的留住人才的方式亦不很科学 。再由于各类企事业单位用人性质的不一
样，现有的人才流动机制亦存在困难 。
首先，要完善职业人才市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职业人才流动的阻碍。
在人才流动方面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 ，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人才市场的要
求。其次，完善人才市场、人才流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内容应涉及人才的档案管理、户籍管理、社保对接
［9］
管理等制度。只有完善人才市场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保障人才的合法权益，促进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再次，在完善人才流动机制的基础上，更好地提高欠发达地区职业技术人才集聚机制 ，主要体现在吸引人才
和留住人才两方面，例如制定一些引进人才的优惠和补贴政策 ，切实解决人才在欠发达地区普遍面临的一些
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问题。
5． 建立职业技术人才就业的信息交互机制 。良好的信息平台，促进供需双方的了解和达成协议，对于职
业技术人才供需矛盾的解决，是非常必要的。建立职业技术人才就业信息交互机制 ，是指构建职业技术人才
的信息交互高速通道。可借助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力量 ，有效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把信息咨询平台建设
的重心放在企业与职业院校毕业生及职业技术人才再就业的内容上来 。帮助职业院校毕业生和再就业人员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尽快就业。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例，由于该地区工业企业是其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
因此，该地区对技术工人尤其是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较多 。由于该地区就业市场的信息资源平台建设不完
善，使得企业与就业人员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 ，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员，毕业生和再就业人员
［10］
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就业。
无论对于职业院校还是职业技术人才 ，建立就业信息交互机制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就业推荐工作的开展 。
通过该机制，院校能够顺利开展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用工和就业服务工作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信息交互机制能帮助企业与毕业生之间进行有效对接 ，学校通过信息交互机制可了解企业的最新需求动
态，对职业人才培养方案做出适时适当的调整 ，毕业时，企业就能招收到满意的就业人员。第二，信息交互机
制基于动态数据库，能随供求市场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同时，数据库能在短时间内将企业、学校等各方信息整
合在一起，具备灵活性、时效性和对称性。第三，信息交互机制能缩短企业和校方沟通的时间 ，为双方互选降
［10］
低成本。
6． 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机制。充分发挥人才市场的作用，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机制，为解决职
业技术人才供需矛盾起到保障。为企事业单位和职业技术人才提供相应的全方位各类服务 ，包括企业用工
的招聘服务，职业院校的就业服务、职业技术人才的人事档案、相应的职称评聘服务、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
保障服务等。目前，欠发达地区在人才政策和人事管理方面还存在缺陷 ，相应的政策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和
国有单位，难以适应和满足中小民营企业的需要 。对于中小民民营企业和从发达地区转移来的新兴行业企
业来说，需要更加完善人才信息服务、人才职称评聘、人事档案管理和人才自由流动等职能 ，当地政府部门须
［11］
提供更健全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
（ 二） 产业转移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系统模式分析
产业转移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系统模式可以概括为 ，以培养承接区域所需要的中高级应用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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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才为主要任务，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基本目标，以培养职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 构建职业技
术人才培养系统模式的六大模块 ：以政府、行（ 企） 业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投入模块；以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性管
理机构为主体的协调管理模块，以职业技术人才培育院校 （ 包括高职院校、中专院校、技工学校及成人职业
教育） 和行业企业为主体的培育模块、以各地人才市场和人才中介为主体的人才集聚和流动模块 ，以构建的
人才信息平台为主体的信息交互模块 ，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主体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模块 。 其
中在职业技术人才培育模块又包括专业建设子系统 、教学体系建设子系统、师资队伍建设子系统、教材建设
子系统、课题建设子系统和实训基地建设子系统六大方面 。

三、承接产业转移视角下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创新策略
策略一，按需按质供应职业技术人才。首先根据承接地人才供需矛盾，找出关键紧缺职业和岗位需要，
提出关键培养要素，通过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系统模式的创新，提出解决承接产业转移中出现的新的“用工
荒”难题的策略。
策略二，形成多元投入和参与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主体 。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建立政府引
导机制，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培训机构、企业共同分担职业培养责任的形式 ，摸索较好的合作模式，推动职业
教育院校和专业培训机构面向企业需要 ，提高各类职业培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 通过多元主体的培养
方式，加快承接地众多高素质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速度和效率 ，通过企业主体的联合办学办班培养方式能更
好地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外溢效应 ，培育企业的创新创业土壤，通过当地人力资源的优化来提高承接
地区对技术、产业转移的吸纳能力。
策略三，以职业教育为核心，组建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职业院校等多方参与的区域性教育产业集团或
校企合作联盟机构。 根据承接地职业人才的需求和紧缺专业的需要 ，实行“订单化 ”培养，实现培养与就业
无缝对接。例如南昌县实行的南昌县校企合作发展联盟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该联盟拟提高职业技术人才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与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适应转
型升级对企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
策略四，建立多种多样的培养制度。建立引导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培养制度 ，做到学历教育和
继续教育相结合，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整合省内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和专业培训机构资源 。构建以高等和中
等职业教育机构为支撑，职业教育产业集团为主导，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机构相配套的社会化培训网络
体系。开展不同性质和种类的培训项目 ，例如实施“劳动力专业技能培训工程”、“用工企业定向培训工程 ”
等项目，对向城镇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有效引导 ，并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工
作，如引导培训、岗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等。
策略五，实现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区域一体化 。为了解决承接地职业技术人才用工荒的问题 ，可以考虑
［13］
实现职业技术人才区域一体化的方式 。 首先，建立职业技术人才教育改革试验区 。可采用先行先试，积极
探索和改革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合作方式 。改革试验区可由当地省级政府与教育部共建 ，探索服务于承
接地产业转移的职业教育区域一体化新模式 。其次，根据当地已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和优势 ，在原有布局基础
上打造不同的职业教育板块。例如，江西省可以省会城市南昌为核心，继续发挥原有的民营职业教育优势，
再结合各地市特色的产业要求和本地的职业教育院校 ，形成各地区的人力资源供应区，实现承接产业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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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人才对接。再次，承接职业教育产业自身的转移，政府、院校和当地企业应主动参与周边发达地区经
济圈的校际合作、校企合作、企业合作等，积极引资聘智，上岗实习及共同合作办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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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Occupation Technical Personnelin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ZHANG Xinzhi
（ School of Financ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In 2008，the most direct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is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 from developed regions to less developed areas． This transfer led to dramatic increase in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the local． In order to help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 talent shortage" ，we should build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 and system
mode，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expertise and technology literacy．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we should build a reg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groups or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union institutions；form a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raining body of multiple input and participation；construct a social training network system supported by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of multi － level forms；achiev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establish
education reform pilot area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and create diffe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tor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layou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ocal resources and advanta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occupation technical personnel；training mode
（ 责任编辑：黎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