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风国际教育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首任理事长

许嘉璐先生

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督学
北京国际汉语学院院长

耿学超先生

       唐风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促进中国教育的信息化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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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简介——唐风国际教育

十一年，促进中国教育的信息化与国际化成果

•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系统开发与全球运营
• 汉语国际教学全球商业运营网络行业信息化

• 中国顶尖高校国际交流学院信息化学科信息化

• 英、西、法、韩、泰、马来西亚分公司国际化拓展

• 北大、北师大、华大学历教育远程+面授
•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信息化

高教国际化

• 中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 东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联盟

职教国际化



“一带一路”互联网+国际教育落地泰国



国内百家高校共商“一带一路”互联网+国际教育



“一带一路‘互联网+’华文教育智慧教学”落地马来西亚



“一带一路‘互联网+’华文教育智慧教学”落地马来西亚----持续服务



中国东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联盟



对接驻马使馆、马来西亚交通部，助力中国院校落地马来西亚



2016中国产业 产业规模 世界排名
2016全球

占比

电商规模 20万亿人民币
1 39.5%

高铁运营里程 2.2万公里 1  
汽车产销量 2800万辆 1  
高速公路里程 12.4万公里 1  
钢铁产量 8.8亿吨 1 50%
造船完工量 3532万吨 1 35%
水泥产量 21.84亿吨 1 60%
集成电路产量   1 90.6%
互联网用户数 6.3亿 1  
手机用户数 12亿 1  

国际合作动力1——中国产业要求

产业世界领先带动高水平专业，企业走出去为职教输出提供重要基础



国际合作动力2—市场需求

项目（2016年） 数据 增速
国内生产总值（GDP） 11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率6.9%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1.62万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率16.2%

对外投额 1701.1亿美元 增长率44.1%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中一带一路国家占总额百分比   占比51.6%

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总额百分比 18.3%（2015年12.1%）占比较15年增长50%

信息、软件相关行业对外投资占总额百分比 12%（2015年4.9%） 占比较15年增长145%

海外企业本地用工比例   >80%

来华留学人数（含高职） 44万 增长率10%

高职在校来华留学生人数 7000人  总占比1.5%



国际合作动力3——国家政策的引导与要求

通过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境外

办学，稳妥推进境外办学。

——两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教育走出去为重点，扩大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合作交流。加强与东南亚、

非洲国家教育合作。……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和职业学校配合企业走出去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

职业院校要立足各自发展战略和本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与沿

线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国际合作动力3——国家政策的引导与要求

u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u 广泛参与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鼓励示范性和沿边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利用

学校品牌和专业优势吸引境外学生来华学习，并不断扩大规模；支持专科

高等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为周边国家培养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当地

经济发展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u 江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广东省、广西、湖南省、福建省等省市出台 “一带

一路”相关行动计划均对教育走出去有明确计划。

 



国际合作动力3——国家政策动向

u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关发展规划即将出台

u 职业院校对外合作评价体系正在建立

u 教育部正在组建职业院校对外合作专家组

u 将评选职业院校对外合作示范校

u 央财职教走出去支持资金即将落地

u “鲁班工坊”、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职教国际合作案例作为职教领

域典型案例广泛报道

u 各地方鼓励政策陆续出台



北京市支持政策

《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市财政局首批26个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 首批23所高校，3所高职

• 最高支持每人10万元/年



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指标

• 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

•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 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

• 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

•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

• 开发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数

•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



矛盾与历史性机遇

矛
盾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本地建设人才（双

语专业人才）培养的

质量与规模

历
史
性
机
遇

全球性“汉语热”

中国产业规模全球第一

中国企业全球拓展

职教一流院校、一流专业

汉语+专业教育！



既不同于与德美日英合作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也不

同于对非洲国家的“走出去”或援助为主要特征。中泰职教

合作互补性极强，中国在基建、铁路、重工业、机电、汽修、

电商领域的丰富经验与泰国在旅游服务、医疗护理等服务业

专业的优质资源可形成两国职业教育的良好合作与互动,”走

出去”、”引进来”可同时并行。

中泰职教合作的历史性机会



中泰一家亲

ü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ü 传统友好邻国

ü 第三大来华留学生源国

（2015 2.3万人），留学中

国蔚然成风

泰国

ü 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ü 第一大游客来源国
ü 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
ü 中泰贸易额即将破千亿美元。未来

五年还将翻番（商务部）
ü 中国有几百家大中型企业在泰国投

资设立机构，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

中国

         在泰中企各个行业都需要大量一带一路相关产业的建设者。泰国近年来提出“泰国4.0”
计划和“东部经济走廊计划”。其中矿业、陶瓷及基础金属工业，轻工业，金属产品、机械
设备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与电器工业，化工产品、造纸及塑胶，服务业及公用事业等都
是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鼓励投资的行业，未来产业用工特别是技师和技工的需求极大。因为
以上原因，无论是泰国产业界、中国在泰企业还是泰国职业院校都希望能够培养大量双语的
专业人才。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是泰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监督全泰国

77个府、416所公立院校9个学科群包含350多个学科领域的职业证书、

技术教育文凭和各类技术、商业学士学位的颁发，推动全国各区域学

术工作和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建有23个区域职业教

育管理机构。

中泰职教合作的历史性机会



互联网+一带一路中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方案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
委员会、泰国一带一
路基金会、泰方院校、
泰国唐风

外方伙伴

我院、其他国内顶级
高等院校、职业院校
区域内合作院校

中方伙伴

远程面授相结合
的互联网+国际
职业教育

模式

“平台——伙伴校——联盟”建设

步骤

对接国家互联网强国与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发展两大战略
以信息化为基础，全面提升院校国际化水平



互联网+一带一路中泰职业教育合作方案



1.互联网+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

        互联网+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包含职业教育云平台及智慧教学系统。解决汉语课程及专业
课程的课前、课中、课后的资源和功能支持，实现课程的移动端传播和课程实时碎片化录播。
       平台=资源（汉语、专业学科）+工具

24

考试管理

基础教务同步测评

统计分析 教学管理 站内短信

作业管理

教学资源 教学工具

教学资源



教学工具：智慧教学系统

ü 云端内容随时调取                      

ü 自动直播录播

ü 自动按知识点碎片化                    

ü 自动手机传输



友好校：中泰职业院校对接基本筛选条件

泰国职业院校 中国职业院校

优选泰国培养层次完整、有区域影响力
优质职业院校
泰国官方支持中泰同步建设平台
互设常设机构，进行常态化的合作
单点合作带动区域合作能力

汉语学习者可组成实验班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官方推荐

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具备区域影响力
较强国际化经验或国际化意愿强烈
具备海外中文办学能力及意愿

某些专业具备国内代表性水平，具备
优良的实习实训条件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职业院校

共建海外教学、实训、科研机构



序号 友好校合作项目 子项目 模式

1 汉语课程
外派汉语教师 地面
平台远程授课 平台
语伴计划 平台

2 专业课程输出

培训泰方师资 地面+平台
中文授课远程授课 平    台
中文当地授课 地面
来华实习实训 地面

3 泰方课程交流 优选泰方语言和优势专业输出至我院 地面+平台

4 师生交换
校对校 地面
区域对区域 地面

5 教师进修 地面

6 留学升学
来华留学 地面+平台
赴泰留学 地面+平台

7 实习实训 双向实习实训 地面



3.国际教育联盟——中泰职业教育合作联盟

    唐风将在现有“互联网+国际教育联盟”基础上将国内多所“985”、“211”高校引入中泰职业教育合作

联盟。联盟以创新的互联网+与面授相结合的方式向海外留学生提供中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培养

一带一路建设人才。

由全景职教、中育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德国工商大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国手工业行会、德国

BSK国际教育集团、英国全国学术认证信息中心、荷兰高等教育交流协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全国职业教

育对外合作与交流网、唐风国际教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韩国、泰国等职业教育国

际合作领域相关组织、机构、院校，以及甲骨文、英特尔、华为、联想、京东、培生、奥鹏教育、中育万合等

跨国企业和国内众多一流职业院校参与支持并共同发起成立的权威性、专业性、国际性组织。

01
03



3.联盟内合作项目

在联盟框架内承担我院优势特色学科课程

的建设，并向来华留学生提供课程学分。

容

接收来自联盟体系的留学生进入我校就读。

在联盟内中职院校将接收海外留学生在本校
完成专业的实习实训环节课程，并提供学分。

承担联盟内短期交换、游学等项目。



方案效益-1 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指标

• 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

• 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 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

• 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

•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

• 开发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数

• 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



方案效益-2

u响应一带一路政策，响应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u提升国内招生能力与生源质量

u拓宽本校毕业生就业升学通道

u通过国际教育合作增加学校收入

u通过平台建设，提升学校信息化能力与水平

u带动区域内合作院校的国际化水平提升

u深化与国内顶级院校合作关系



方案效益-3

u项目启动仪式由泰国一带一路基金会、泰国教育部高级

官员、中泰方院校领导出席剪彩

u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影响力广泛

u打造符合国家、教育部期待的职业教育“一带一路”走

出去典范

u为下一步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创造良好条件



重点合作专业

泰国一级重点关注专业

Tourism旅游

Electrical电子

Mechatronics机电一体化

Rail Transportation轨道交通

Auto Mechanics(EN)汽修

Alternative Energy新能源

Smart Farm智慧农业

Aviation航空

Food & Nutrition食品和营养

泰国二级重点关注专业

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件开发

Network Technology网络技术

E-commerce电子商务

logistics物流/仓储

Maritime海运/船舶

Chemical&pharmaceutical医药与化工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院校不断增长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 ……



由全景职教、中育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德国工商大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国手工业

行会、德国BSK国际教育集团、英国全国学术认证信息中心、荷兰高等教育交流协会、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网、全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网、唐风国际教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日本、韩国、泰国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领域相关组织、机构、院校，以及甲骨文、英特尔、华为、

联想、京东、培生、奥鹏教育、中育万合等跨国企业和国内众多一流职业院校参与支持并共同发起

成立的权威性、专业性、国际性组织。

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联盟—中泰职教联盟活动情况简介



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联盟—中泰职教联盟活动情况简介

1.2017年10月15日-23日泰国职业教育委员会代表团来华

2.2018年2月5日-9日中国职业教育代表团互联网+“一带一路”中泰职教国际合作

项目签约启动仪式。

3.2018年4月泰国优秀汉语学生来华交流游学暨留学体验团来华。

4.2018年5月-6月泰国职业院校校长团来华交流访问。

“办实事”原则



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联盟—中泰职教联盟活动情况简介

受唐风国际教育、中国职教学会、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联盟（筹委会）邀请，

泰国一带一路基金会、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泰国职业教育参访团一行2017年

10月15日-23日来华考察交流。

参访团嘉宾名单：

1. MRS. NUDTHEE SRISAWAT            职业教育委员会协调处处长

2. MRS. Arunee Juktreemongkol    泰国一带一路基金会主席特别助理

3. MR. PHAKDEE THURAJANE            南部第一区职业教育中心主任

4. MISS. CHOMPUNUCH BUANUNGSORN  曼谷区职业教育中心主任

………………………………………………



北京行程

中国教育部领导参加中泰职业院校对接交流会。泰国参访团参访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行程

受职教学会、中国职教网邀请参加中泰职业教育交流座谈，教育部人文交流中心杨

晓春副主任主持座谈，中国职教网执行总编许世杰先生莅临指导。受中国职业教育对

外合作联盟邀请参加世界职教大会中泰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论坛。并参访两所职业院校。











湖南行程

受湖南省教育厅邀请参加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座谈，省厅应若平副厅长出席座谈。

参访四所职业院校。













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联盟——聚集世界力量

汉办许琳主任与赵昆通猜
副僧王视察泰国唐风基地 获得韩国议会

2016年文化贡献大奖

与法国德莫斯集团
签署合作协议

马来西亚槟城政府授
予唐风汉语特殊贡献

奖

前爱尔兰总统Mary 
Robinson 

尼泊尔家族

路夏那公主及驸马

南非前总统

FW de Klerk
先生到访交流





诚挚感谢



庄雷

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合作联盟-中泰职业教育合作联盟

唐风国际教育职业教育业务总监   

电话：13811083430

邮箱：roy@tangc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