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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前：从实业学堂到技术学校
转型动力：师夷长技以制夷

       1861年，咸丰皇帝同意恭亲王奕訢等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
章程六条》，正式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创立，标志着中国教育从科举考试向经世
致用教育转型，从“文”学教育向技术教育转型。



21世纪前：从学习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转型动力：师夷长技以强我

      新中国成立后到进入21世纪前，急需大批专门技术人才，模仿前苏
联教育模式，除教育部门外，国民经济各部门或行业兴办技工学校，
并按工业所缺人才岗位，窄专业的对口培养学生，工科专业得到迅速
发展。随后，半工半读、夜校、技工学校并存，并逐渐举办职业学校、
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应用技术大学等职业教育层次类型学校，
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一、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及后的一段时间：中国职教范式向国际输出
转型动力：扬我长技以师夷

      通过一个半世纪技术教育的积累、传承和创新，中国已经从传统的
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中国教育现代
化2030”等理念的提出，使得职业技术教育逐步成为破解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重要切
入点，成为“双创”的基础平台，必将推动全球工业转型。

一、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亟需
高职院校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融
入世界职教话语体系。

——中国职业教育的目标不仅仅局限
于服务国内经济发展，正在向全球经济领
域辐射。

——中国职业教育的内涵不仅仅是经
营教育，正在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

“中国经验”的深化和推广，亟需高职
教育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

——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与规则
的研究制定

——开发与国际准则相对应的专业标准
和课程体系

——扩大中国职教的国际话语权、彰显
职教软实力

——与各国一道更加深入地推进职业教
育交流合作与发展

一、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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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世纪海洋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海洋经济在21世纪全球经济社会中发挥着全局性作用

——美国《全球海洋科学规划》《21世纪海洋蓝图》《海洋战略发

展规划纲要》均指出，海洋运输是国家的“蓝色命脉”。
——日本在“2012年东亚峰会宣言”中指出，海员是世界和平的重要

媒介。

——加拿大《21世纪海洋战略》确定，每年至少投入8亿加元（约

40亿元人民币）加强海洋人才队伍建设。

——国际海事组织前秘书长米乔普勒斯更是强调“没有海员的贡献，

世界上一半的人会受冻，另一半的人会挨饿”。
——中国“海洋强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开

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开放内河以及与世界各国共

商、共享、共建海洋和江河资源，成为了我国当前及更长一段时期的重

大任务。



海事行业在海洋经济社会中发挥着先导性作用

海事行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全球性服务行业，海洋经济发展需要提高

我国海事服务能力，包括海洋运输、航运金融、全球综合物流、船舶制

造、海洋工程、航运经济研究与管理、航运金融、海事执法等领域。

船舶航行需要船员 货物转运需要物流 海上设施需要制造

航运经济需要管理 航运市场需要研究 航运安全与秩序需要维护

二、21世纪海洋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海事教育在海事行业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提高海事服务海洋经济的能力，关键是需要培养各类具有
国际视野、高素质、应用技术型的海事专门人才。

海洋运输类专门人才 航运经济研究专门人才

航运企业经营管理专门人才 海运科技研发与服务专门人才

海事行政管理专门人才 航运金融与法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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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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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二、21世纪海洋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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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实施背景1









 

高等教育以及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发展需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校培养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

际通用知识的高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国际化。国际化是提高大学质量和

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航海教育基本特征与发展现实的需要：一是履行国际公约，培养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远洋运输船员；二是航海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国际化；三

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船员以弥补发达国家船员不足；四是加强与

国外航海院校的合作，吸收先进教育理念、经验与资源，促进航海教

育发展。

服务“一带一路“、海洋强国、海运强国战略需要：江苏海院服务国家战

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作为和担当精神。

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企业走出去的需要： 江苏沿海开放以及长江经济

带建设。



顶层设计2







 

目标思路：国际化与开放战略（2013年第二次党代会）；“十三五”规划

在“四个一流”目标基础上提出建设法治化、信息化、国际化、人文化

（四化）学校（2016年）；国际化办学四年行动计划（2017年）。

 
组织机构：设置外事办、国际教育交流与服务中心（2014年）；调整机

构设置，设置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国际教育学院

（2017年）。

 
责任分工：教师的国际化（教师发展中心）、学生的国际化（国际学院）

、教学的国际化（教务处）、科研的国际化（科技处）、境外办学（国

际处），落实部门（二级单位）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怎么样做2

挪威船级社DNV的现代质量管理体系模型 信息流

管理职责

资源管理

产品
实现

测量、分
析和改进

产品

顾客
（和其
它相关
方面）

满意

输出

顾客
（和其
它相关
方面）

要求
输入

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

增值信息流

顾客关注为焦点
领导作用
全员参与
过程方法
管理系统方法
持续改进
基于事实决策
与供方互利关系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针对人

才国际

竞争力

需求开

展教育

教学改

革的顶

层设计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怎么样做2

基于DNV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导向航海人才培养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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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2

以体系为支撑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海人才培养路径

顾客焦点 学校作为 目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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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2

紧扣航运企业需求，创设三类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航运企业走出去人才需求

高素质海员 高端航运人才 境外本土航海人才

协同培养模式 定制培养模式 助推培养模式

育人主体 校企双主体 学校 企业/学校

培养形式 国内，学籍培养 国内，定制培训
国外，教育输出
国内，留学生

培养手段
船校交替
三定协议

企业定制
联合开发

资源互补
共生双赢

典型载体
卓越海员教育
培养计划

新加坡海事基金
企业学院

几内亚船员学院
东南亚留学生项目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成果主要内容2

卓越海员教育培养计划培养框图

企学校三方协议书样本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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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课程
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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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参照欧盟海事局标准推行课程认证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航海类专业人才培养）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09年开始与加拿大亚岗昆学院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累计培养学生达222人
海外本科直通车项目：2012年开始3个专业获批，通过江苏卓越基金交流
会前往海外联盟学校出国留学
3+2 海外联合培养项目：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和荷兰撒克逊应用技
术大学开展“3+2”合作培养项目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合作办学）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首批毕业生合影

几内亚江苏海院韦立船员学院：助力走出去企业培养本土人才

结业证书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境外办学）3

开学典礼 教师授课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几内亚江苏海院韦立船员学院：助力走出去企业培养本土人才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境外办学）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措施与成效——教学国际化（其他方面合作）3

共建实验室、合作开展科学研究 共建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业教育集团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2016年开始招收培养留学生，目前在校生68人，主要来自老挝、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2016级学生HSK中国汉语水平
考试四级证书考试通过率90%，现分布在国际贸易、电子信息、船舶检验、船
舶工程等专业。

措施与成效——学生国际化（留学生教育-学历生）3

2017级孟加拉国留学生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措施与成效——学生国际化（留学生教育-短期培训生）3

与新加坡海事培训基金国际合作
高端培训项目

2015年开始提供新加坡、几内亚、缅甸等境外船员培训服务，

目前正在筹建巴拿马船员适任证书培训中心；2017年与丹麦马

士基达成共建中国高端船员培训中心合作意向

为香港泰华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培训缅甸籍船员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措施与成效——学生国际化（学生交流互访）3

英语角活动学生到台湾为期一学期的学习交流





国境外游学项目：于2014年底启动台湾交流生项目，目前已有
100余名学生赴台开展了半年的游学及22名教师开展了为期2
个月的交流培训
“盖普”（Lattitude）项目：自2015年起接收英国“盖普”（
Lattitude）项目成员到学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流，现已有8
名英国高中生到我校学习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2

千帆博士千帆教授 千帆新锐

千帆双师 千帆双
语

千帆团队

学术平台

技术平台

……

实施“千帆计划”，培养具有先进教育理念、通晓国际规则、跟踪国际技术前沿、能
用英语授课、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队伍。学校建有4个海外师资培训基地，教师国
（境）外研修、访学、培训148人；副科以上中层干部国（境）外考察、交流60人；
具有海外工作、学习（一年以上）背景的教师26人；常年聘请外籍教师10人左右。

措施与成效——教师国际化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2016年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应用型海事人才研究院，打造海事教育研究智库

措施与成效——国际化研究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怎么样做2

营造职场文化氛围
树立国际职业意识

营造现代质量文化氛围
树立现代质量意识

营造校园国际文化氛围
强化民族自强意识

措施与成效——校园国际化氛围营造3

三、江苏海院国际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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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国际化为抓手创建卓越海事名校

坚定发展目标，进一步发挥办学优势，全面建设“国际化”学校1

依托航海职业教育国际化

办学基础，引入国际教育先进

理念和优质资源，拓展国际合

作空间，健全国际化管理与服

务体系，创新国际化教育教学

模式，打造国际化团队，全面

提升教师、学生、教学和科研

等国际化水平，扩大海外文化

交流，增强国际显示度，形成

对外开放度高、海事特色鲜明

的国际化办学品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46）

学生国际化

来华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4

派出学生 4

出国（境）留学与就业 2

教师国际化
教师构成 6

教师交流 4

教学国际化

课程与专业 7

中外合作办学 3

境外办学 1

学术研究与交流
学术研究 5

学术交流 3

其他

国际合作平台 1

校园环境 3

经费 3



参照国际标准，进一步深化内涵建设，全面提升国际化发展能力2







履行国际公约：加强STCW公约研究，按照公约要求开展船员教育与培训，
引入IMO示范课程，参照欧盟模式全面推进课程认证工作。

引入悉尼协议：加强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研究，按照“学生中心、目标导向、
持续改进”的理念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开展专业认证。

升级ISO体系：改版挪威船级社DNV质量认证体系，升级成为
ISO9001：2015体系，结合质量诊改工作，将教学认证推广到“三全”育人。

四、 以国际化为抓手创建卓越海事名校













创建优质高职院校。通过深化和完善产教融合机制，探索资源优化配

置、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的国际性产教融合发展新道路。

“一带一路”应用型海事人才研究院。培养和集聚智库，强化国际人才培

养研究和海事学术研究。

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业教育集团。集聚企业和资源，拓展校企

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外院校合作办学项目。

马士基亚洲（或中国）培训中心。引入国际航运届一流企业的管理和

教育理念，助推中国航运转型升级。

援外教育培训基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海事职教品牌向世界

传递。

服务战略需求，进一步夯实合作平台，推动中国职教品牌走向世界3

四、 以国际化为抓手创建卓越海事名校



谢   谢

让我们携手共创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教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