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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构建了以章程为统领的“一会二集团一联盟”的多元合作办学平台，形成了政行企校

研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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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背 景 与 基 础
Part One

职业院校茶产业链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1、广西茶产业发展的背景

• 茶叶是广西九大特色农业产业：茶树栽培在广西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早
春第一茶就来自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广西茶叶种植区域也已经扩大到60多
个县。

• 发展茶产业是广西扶贫攻坚的需要：主要茶叶产区来自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
因此发展茶产业将大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为脱贫攻坚提
供了有力保障。



2、广西职业院校茶叶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

• 只有两个职业院校开设茶叶专业，培养规模50人/年；
• 集中培养茶叶种植、加工人才，缺少茶叶包装、网络营销、茶文化休闲观光等茶叶产业

链人才；

问题1：人才培养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职业院校单打独斗，校企之间缺乏统一合作平台，全区职业院校茶叶专业的资源整合利用

率低，办学规模效益不显著。

问题2：多元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未形成，办学规模及效益不明显。

• “行企校研”协同创新能力不强，集成技术服务能力弱；

• 茶文化传承和推广重视不足，茶文化研究与推广能力薄弱。

问题3：职业院校集成技术服务能力不强，茶文化传承与推广作用不突出。



3、成果产生的过程

• 将广西茶业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列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方案的体制机制创新项目；

• 开展自治区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项目

• 对口帮扶横县职业教育中心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建设，探索中高职立交桥建设。

实践萌芽阶段（2011年）

共商中高职五年制课程体系



3、成果产生的过程

• 2013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2+3”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研

究与实践》，开展广西第一批“2+3”中高职衔接试点专业

• 2014年牵头组织成立了广西茶业职业教育集团，帮扶5所县级中专开设了茶叶生产加工技术

专业

• 2014年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广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广西茶业职业教育

集团多元化办学的研究与实践》，每年获100万集团重点专项经费支持；

• 2014-2015年指导5所县级中专建设自治区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

• 2015年与广西农垦茶业集团开展了茶树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

• 2015年承接并完成了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园艺专业《茶叶生产加工》课程资源库建设

全面实践阶段（2012年-2015年）



3、成果产生的过程

     在实践中凝练出的职业院校茶产业链人才培养策略以及基于职教集团下的协同育人机制、对

接茶产业链多元协同构建专业链、中高职五年一体化培养、茶文化全程融入茶产业链人才培养

过程的职业院校产业链人才培养等实践路径，

    通过发表系列论文，撰写典型案例、论坛发言、现场指导、承办各类专题论坛等形式，在区

内外各大媒体、专题论坛以及国内19所中高职院校推广应用。

应用推广阶段（2016年至今）



02理 论 与 探 索
Part Three

职业院校茶产业链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一、理论依据

• 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集团成员的利益诉求，以项目、技术、人才等为利益纽带，强化集团

成员合作关系；

• 协同理论：以资源共享、交易成本节约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规范，以组织目标、资源禀赋

为约束条件，创造利益契合、对话沟通、分工合作的序参量，促进集团从无序向有序转化，

实现集团的创新发展。

1个平台

“行企校研”四方

联动育人平台

2条主线

中高职衔接

产教融合
3个协同

协同育人

协同创新

协同发展

理论指导下集团多元协同育人和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



二、实践探索

01

02

03

04

05

以“项目+技术+人才”为利益链构建共同体，形成集团多元协同育人机制

以“茶叶+”思维构建中高职茶业专业链，解决茶产业链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问题

以“五个对接、三段培养”为主线，探索形成了中高职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探索形成了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

以科研与文化为两翼，协同培养茶叶创新人才，促进广西茶业产业发展



组建行业型职教集团，搭建“行企校研”多元协同育人平台

• 100%覆盖涉茶专业的职业院校

• 100%覆盖广西茶业行业协会

• 100%覆盖广西茶叶研究机构

• 85%覆盖广西茶叶骨干企业

4所高职院校

7所中职学校 3家研究
机构

26家企业

2014年广西茶业职教集团成立大会

4家行业协会

1. 以“项目+技术+人才”为利益链构建共同体，形成集团多元协同育人机制



以利益链为纽带，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

基于集团“行企校研”多主体利益诉求，构建项目链、技术链、人才链，形成多元主体利益共赢的契合

点，打造职教集团化办学命运共同体，形成“行企校研”四方联动的有序化治理格局，打破院校独立办

学的封闭性，创新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促进“行企校研”协同育人。

共建广西红茶加工工程技术中心 中高职教改项目合作 人才培养合作项目

1. 以“项目+技术+人才”为利益链构建共同体，形成集团多元协同育人机制



广西茶业职业教育集团

高职

研究机构

中职

行业企业

   观光营销      包装  加工种植

专    业    链

产    业    链

 

以“茶叶+”的跨界融合思维，优化改造学校一、二、三产专业，打造校内涉茶专业链，形成特色专业集群；

对接区域茶产业特色，构建中高职茶叶专业链，增强茶产业链人才培养供给。

•培养产业链技术技能人才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对接广西茶业产业链，构建中高职茶业专业链

2. 以“茶叶+”思维构建中高职茶业专业链，解决茶产业链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问题



对接产茶县的产业特色，打造集团茶叶专业“五朵金花”

2.以“茶叶+”思维构建中高职茶业专业链，解决茶产业链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问题

序号 学校名称 县域茶产业特色 茶叶专业发展定位

1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主打茉莉花茶产业，产
量位居世界第一

茉莉花茶生产、加工、营销

2 昭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主打生态有机绿茶、红
茶加工

有机茶生产、加工

3 苍梧县职业教育中心
主打六堡茶加工及非遗
文化传承

六堡茶生产、加工、茶文化传
承

4 三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主打生态茶园观光及侗
族油茶

生态茶园建设及民族茶艺推广

5 广西正久职业学校
主打茶叶生产、加工及
茶食品

茶叶与茶食品加工



五朵金花典型案例之一

服务茉莉花茶产业，校企携手打造中职茶叶职教品牌

参加全国学生技能作品展 服务横县茉莉花文化节活动

横县职业教育中心



五朵金花典型案例之二

对接县域茶产业，打造茶业专业群，服务昭平茶产业

昭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专业链对接茶业产业链关系示意图



五朵金花典型案例之三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六堡茶传统制作工艺

苍梧县职业教育中心

六堡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伯昌大师传授六堡茶技艺 六堡茶传统制作技艺实训室



五朵金花典型案例之四

传承非遗茶文化，展示民族风彩

三江侗族职业技术学校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打油茶 民族茶艺实训室



五朵金花典型案例之五

校企一体，培养地方茶业实用型技能人才

广西正久职业学校

鲁昕部长、李康副主席到校指导 参加钦州市中职学校技能大赛



         中高职、企业共同开展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开发。

中高职“五个对接”，构建“三段式”中高职课程体系

3.以“五个对接、三段培养”为主线，探索形成了中高职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招生对接

职业能力对接

课程体系对接

教学团队对接

教学资源对接

中职 高职

中职阶段 中高职衔接阶段 高职阶段

0-1.5年 1.5-3年 3-5年



校企合作开发网络慕课校企合作开发特色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茶树种植与管理》、《茶叶加工技术》等11门核心课程，2门网络慕课、7部教材以及

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引入新技术、新标准，合作开发课程及教学资源

3.以“五个对接、三段培养”为主线，探索形成了中高职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指导重点专业的工作任务分析会 指导横县职中建成的茶艺实训室

开展多形式多途径“对口帮扶”，提升县级中专办学水平

集团中高职茶艺技能大赛现场 集团中高职远程双向视频教学系统

3.以“五个对接、三段培养”为主线，探索形成了中高职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集团产教融合项目，推进校企双主体育人

横县职教中心——“金花”订单班 昭平职教中心—现代化茶叶加工厂

4. 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探索形成了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

广西职院——广西农垦茶业电商运营中心 广西职院——4A级广业茶博园



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提升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与广西金花茶业公司的现代学徒
合作培养签协仪式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学徒班

4. 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探索形成了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



校企协同开展技术研发，加强集团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

•共建省级茶业科技研究的协同创新平台——“广西红茶加工工程技术中心”

•开展14项课题研究，获科技发明奖三等奖1项、广西科技进步奖三等奖5项、广西农垦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重要技术标准奖1项，专利4项，成果登记4项，为企业增值近亿元。

5. 以科研与文化为两翼，协同培养茶叶创新人才，促进广西茶业产业发展

茶叶科技成果鉴定会现场 广西高校首届杰出科技人才、被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
点石成金的技术能人：黄秀兰研究员



开展茶业实用技术推广应用，助力产茶县精准扶贫工作

与苍梧县、凌云县、三江县等产茶县“乡村干部培训班”、“茶叶加工技术培训班”，为贫困村茶

农开展茶叶种植、加工等技术培训2000多人次，并派出10多名第一村支书记驻村开展一对一的精

准扶贫工作，有力推动茶产县的精准扶贫工作。

面向东盟国家茶叶生产技术培训苍梧里琛村茶叶栽培培训班

5. 以科研与文化为两翼，协同培养茶叶创新人才，促进广西茶业产业发展



建设中华茶文化国家资源库，打造茶文化教学资源平台

“中华茶文化传承与创新” 专业教学资源库入库2017国家职业教育备选资源库

5. 以科研与文化为两翼，协同培养茶叶创新人才，促进广西茶业产业发展



多方协同开展茶文化研究与推广，推进茶文化传承与创新
•组织开展茶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推广全民饮茶活动

•“环境、导师、课程、活动”四融入茶文化育人模式

•面向东盟留学生开展茶文化培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柬埔寨、缅甸青年干部高级研修班组织凌云县全民饮茶日 活动

5. 以科研与文化为两翼，协同培养茶叶创新人才，促进广西茶业产业发展



03成果与创新
Part Four

职业院校茶产业链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一、理论成果

研究报告 论文 典型案例

《构建职教集团共同体，校企

协同培养产业链人才，助推区

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论文40篇（其中核心期刊10

篇，广西优刊12篇）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优

秀案例1份

现代职业教育网典型案例1份

全国集团化办学典型案例1份



• 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1个

• 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备选库1个

• 自治区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5个

• 自治区重点支持职业教育集团1个

• 自治区第一批中高职衔接试点专业1个

• 开发核心课程11门

• 专业教材8部

• 开发慕课3门

二、实践成果



• 学生获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展一等奖2项

• 学生获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13项，二等奖16项

• 开展14项课题研究，共取得35项科研成果，其中荣获广西科技进步奖三等奖5项、广西技

术发明奖三等奖1项以及市厅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7项，国家专利5项、广西标准2

项，为企业增值近亿元。

二、实践成果



三、创新点

01

02

03

04

以“人才+项目+技术”为利益链的多元协同育人机制

以“茶叶+”思维构建茶专业链、打造涉茶专业特色

以研促教，将科研项目转化教学项目，促进茶产业链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以茶为媒，将茶文化融入茶业链人才培养全过程



04推广与示范
Part Five

职业院校茶产业链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成果示范带动集团内3所高职院校、7个产茶县职业学校的发展，辐射5个涉茶专业，受益学

生达5000多人。建设了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1个、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1个、自治区示范

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5个，开发核心课程11门、慕课3门、专业教材8部，学生在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2项，近三年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5%。

一、成果应用

鲁昕副部长等领导与全国技能大赛
“中华茶艺”获一等奖选手合影 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能创新成果展一等奖2项



成果先后在国内各类媒体宣传报道26篇，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全国职业教育集团

办学年会等 国内重要会议上典型案例宣传，荣获2015年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优秀案例。

二、成果推广

成果荣获2015年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优秀案例



三、成果评价

鲁昕副部长到学校茶叶实训基地指导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杨进所长到茶叶基地指导

成果得到教育部鲁昕副部长等领导、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杨进所长、教育部社科中

心王炳林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等专家的充分肯定。



谢   谢！
请各位专家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