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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探讨提纲 

• 一、创新时代——中职教育面临新任务 

•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 四、创新愿景——中职转型升级新希望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需要全民创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要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和凝聚到创新发

展上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一、创新时代——中职教育面临新任务 



     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首次提出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一、创新时代——中职教育面临新任务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显示世界创新格局基本稳

定，我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比上一年度上升1位，在全

球40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18位！ 

     报告将参评的40个国家分为3个集团。“综合指数排

名前15位的国家为第一集团，是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我国处于第二集团（第16—30位）的领先位置。 

2015年我国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8位 

    排名全球创新能力前4位的国家保持不变，依次为美国、

日本、瑞士和韩国。 

http://www.baidu.com/link?url=dOUwxDyt71nAHFTuCVeWSn6I3w3Cz2bt5JXazB1FNu8NydhiT1h6V0rRx_QueEr7yP9hOJyaBe1GMDIi1GZqtK


       

典型的创新型国家——日本妇女播创新种子 

大蒜剥皮器 

       日本于1971年成立了全国

发明妇女协会，组织和指导

家庭妇女从事发明创造，每

年4举办“生活发明展”。日

本妇女养成了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不便就喜欢动脑筋想办

法的习惯，播下了创新种子。 



    党中央2016年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我国科技

事业发展目标是：     

   到202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到203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习总书记指出：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要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一大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

和高技能人才。 

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 





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国已走上全面创新之路! 

创新的地位： 

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

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创新时代——中职教育面临新任务 



顶层设计：推进创新创业政策陆续出台 

1.《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15〕32号） 

3. 国办发〔2015〕3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4.教育部2015年12月11日印发《关于做好2016届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从2016年起所有高校都要设置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9号）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众：指你、我、他        

“众” ：指的是谁？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问题一： 

您有过创新吗？ 



问题二：你会用创新商品吗？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防水、防潮、防漏、防串味、保水保鲜的神奇密封锁 



政府：政策创新、管理创新、平台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 

学校：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人 

新时代—创新梦—创业梦—中国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前众创紧缺的是人！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众人共创  教育奠基 



中职教育 

    管好学生——学点技能——高考升学 
                                   ……？ 

     新定位：创新型技能人才（现代工匠） 
 

    突出技能人才的创新素质和工匠精神培养 

    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精益求精 

北仑职高创建“幸福校园工程”工作规划.doc
北仑职高创建“幸福校园工程”工作规划.doc


    创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与我无

关，我不会创新……。不想创，不敢创，

不会创！ 

创新认识误区 

 中职生师生能创新吗？ 



    这个舞女是顺时针转还

是逆时针转呢？请你凭直

觉判断 

    A.顺时针转 

  B.逆时针转 

  C.两个方向都能看见 

  D.不转 

 什么是创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舞女.gif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 

     科学研究证明，大脑分为左半球和右半球。左半球是管人

的右边的一切活动的，一般左脑具有语言、概念、数字、分

析、逻辑推理等功能；右半球是管人的左边的一切活动的，

右脑具有音乐、绘画、空间几何、想像、综合等功能。 

   这个测试是耶鲁大学耗时5年的研究成果。 

如果你看见这个舞女是顺时针转，说明你习惯用右脑； 

如果是逆时针转，说明你习惯用左脑。 

据说，14%的美国人可以两个方向都能看见。   



你想即能看到左转，又能看到右转吗？ 

技巧：当你看完左边的人体再看中间的，他就会顺时针旋转，
当你看完右边的再看中间的，那么就会变成逆时针！ 

创新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舞女.gif


试一试：喜结良缘 

创新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什么是创新？ 

    创造新产品 

   中国四大发明： 

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 

   创造新方法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82/1098588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606/5031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2.htm


什么是创新？ 

    创新就是创造新产品；    

    创新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创新就是不断改进和完善，提高质量和效率； 

创新就是满足需求； 

创新就是创造快乐 

…… 

 



学习中的创新：圆规与制图助学工具包 

实习中的创新：多功能工具架 

生活中的创新：水槽毛发清理器 

…… 

•中职学生的创新——学习、实习、生活中 

什么是创新？ 

★★圆规的创新过程.ppt


    （一）创新创业教育基本框架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双创
教育 

特色推动 

课程普及 竞赛引领 

“四题活动”  作品展洽   校企协同 

创新教程 

创业教程 

选修课程 

创意大赛 

创新大赛 

创业大赛 

创新教学设计比赛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一）课程普及：创新教程、创业教程、选修课程 

    2010年启动制订了中职学校“双创”课程标准 

    2011年组织编写出版了《创新教程》和《创业教程》教材与

相关教学参考资料。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二）竞赛引领：创意大赛 创新大赛 创业大赛 创新教学设计比赛 

    学生竞赛： 2008年始，浙江组织学生创意创新创业“三创”

大赛，累计组织了十届 ，“三创” 大赛已经成为浙江一项促进

教育质量提升的常规化活动。 

   教师竞赛：2011年起浙江组织教师创新大赛，累计五届。还开

展教师创新和创业课程创新教学设计比赛，并汇编成册，免费提

供给全省教师学习参考。 

   推广引领：浙江“三创”大赛及成效引起了团中央的关注，团

中央牵头联合教育部、科协等五个部门于2014年组织了首届 “挑

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由浙江承办。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二）竞赛引领：创意大赛 创新大赛 创业大赛 创新教学设计比赛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三）特色推动：“四题活动”  作品展洽   校企协同 

     为了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浙江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四题活动

”——企业出题、学校选题、教师析题、学生破题（12年开始

，广泛征集113个企业难题，遴选70多个进行攻关破解，取得显

著成效），进一步提升了中职师生创新创业质量，达到了学校

、教师、学生、企业等多方共赢的效果。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三）特色推动：“四题活动”  作品展洽   校企协同 

首中职学校学生小发明展洽会暨成果转让签字仪式在杭举行 

我省中职学生小发明广受小微企业青睐 

7项成果成功转让，价值达到400多万元 

2012315浙江卫视新闻报道小发明受企业青睐48s.wmv


    （二）创新创业教育配套措施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试点学校 
先行先试 

教研网络 
师资先行 

政策助建 
实践平台 

跨界协同 
网络平台 

双创教育 

配套措施 



    2.1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试点学校    先行先试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2011年浙江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开展中职学校创新创业课程

教学课程教学试点工作的通知》，通过申报、评选，选择改革

创新意愿强的首批50所学校开展课程教学试点，2011年秋季起

开设创新课和创业课：一年级开设创新课，每周一课时；二年

级开设创业课，每周一课时。 

     2012年，通过申报、评审，确定了第二批50所学校开展课程

教学试点，全省累计试点学校到100所，有学生选课6.5万人。 

      “项目式 做中学”的创新创业课程适合中职生喜欢动手的特

点，成为中职生最喜欢的课程。 

 



    2.2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教研网络  师资先行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师资时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也是瓶颈 。 

     2012年创建了全国首家中职创新创业教育教研大组。开展相应

的教学研究，每年定期组织创新创业师资培训，提升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水平。不同学科的教师纷纷主动加入创新创业课程教学中

来，促进了创新创业教育和学科技能教学的有效结合。 

      以试点学校为基地，搭建起了“校——市——省”三级创新创

业教研网络。为全面持续推进双创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创新创业深受欢迎，浙江各高校培训机构也纷纷主动设计创

新创业教师继续教育培训项目，让教师自主选择，深受好评。 



    2.2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教研网络  师资先行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2.3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政策助建  实践平台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创新创业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践体验。 

      省教育厅十二五规划中资助建设创业教育实践基地50个； 

      省教育厅十三五规划“中职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中再次

资助创建“创新创业实验室”100个。 

     通过创新创业实验室建设，跨界汇聚了校内外创新创业人才

和资源，吸引了企业主动加盟，参与协同创新，推进开放办学，

达到了多方协同育人，多方合作共赢的效果。 



    2.3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政策助建  实践平台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2.3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政策助建  实践平台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2.4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跨界协同  网络平台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创新创业课程、师资和实践平台时空受限，更需要跨界协同。 

      创建了“职教创新创业网站”（www.zjcxcy.com ）。开展互

联网+双创教育，聚智融术，形成跨界跨空间跨时间的协同创新

育人新局面。 

     省厅资助创建了 3个省中职名师及名师工作室、名师网络工

作室，以“名师——学科带头人——成员”开展“名师带徒 以

点带面”的形式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培养师资。还有QQ群、微

信群实时交流。 

http://www.zjcxcy.com/


    2.4   双创教育配套措施——跨界协同  网络平台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http://www. zjcxcy.com  



二、创新实践——浙江双创教育新探索 

http://pmx. zjcxcy.com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双创教育 

实施成效 

激发了学生内驱力 

要我学——我要学 

推进了课程改革 

促进了专业建设 

发挥了教师潜能 

培育创新型教师 

深化了产教融合

推进了校企合作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1.激发了学生内驱力   要我学——我要学 

案例1：高考补课要投诉，创新学习要托关系 

案例2：因为创新研发，主动学习大学专业教材，发明太阳能汽车、自主创业 

案例3：因为创新应用，主动学习无人机摄影及后期处理，创作学校全景

http://720yun.com/t/4dmerjyrn7u7g5o31w?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 ）。 

      双创教育激发了内驱力，培养了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改变了学生精神风

貌，促进中职教育质量提升。创新作品、专利、成果转化层出不穷……企业欢

迎这样的学生，纷纷主动来抢这样的人才。 

     中职毕业生创新创业典型不断涌现。 

     实践证明中职学生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生力军，2000多万在校生。 

http://720yun.com/t/4dmerjyrn7u7g5o31w?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720yun.com/t/4dmerjyrn7u7g5o31w?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1.激发了学生内驱力   要我学——我要学 

获市“艾谱杯”校园保险箱大赛特等奖 

与教育部职成教司葛道凯合影 

全国职业院校挑战杯比赛 

创新作品2次获得教育部副部长鲁原昕盛赞并题字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3.2   发挥了教师潜能  培育创新型教师 

     通过创新教育，一大批教师在自主学习快乐成长、在培训交流

中快速发展，目前有省中职名师及工作室立项项目3个，参与创新

创业的教师成长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省市名师，发挥了创

新教育的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双创教育的实施，促进了教育、教学、技能训练的改革创新，

我校全国“创新杯”信息化说课大赛中获得30多个一等奖，我校

前两年全国技能金牌8块、6块。   课题论文40多项（篇）获奖发

表。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3.2   发挥了教师潜能  培育创新型教师 

2017年全国中职工科类专业“创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  
http://yun.zjer.cn/index.php?r=studio/post/view&sid=183&id=290090  
 

http://yun.zjer.cn/index.php?r=studio/post/view&sid=183&id=290090


教师的创新作品——潘多拉宝盒 

潘多拉宝盒.docx
圆柱笔筒功能动画第三版(15z).avi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3.3  推进了课程改革  促进了专业建设 

     通过创新教育，开发了一批创新选修课、创新型教材、创新

教学资源……，推动了专业建设，开出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三维设计与智能制造等新的专业，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对新技术背景下的人才需求。 



三、创新成效——中职双创教育新收获 

3.4    深化了产教融合   推进了校企合作 

      创新了校企合作新模式。传统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单

项需求得到改变，企业主动找上门，变学校“找”企业合作为企业

“求”学校合作，深化了校企合作。 

     深化了产教融合。双创试点学校与企业成立协同创新中心，创

新型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合作开展技术工艺创新，创造了经济效益。

同时企业新的技术和工艺又变成课堂教学的内容，形成良性循环。 

     探索了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中职学生技能创

新作品转让给企业，解决了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短板。 

 



四、创新展望——中职转型升级新希望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职教关注的是基础能力建设，体现

了外延式的发展模式。 

      步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亟待“升级转型”： 

从注重专业训练向注重素质提升“升级”，从注重外延拓展向注

重内涵提升“转型”。  

     要“升级转型”，必须进行创新。要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培养模式、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

创新，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创新型技能人才

的需求。 



四、创新展望——中职转型升级新希望 

1.通过双创教育种子工程，将促进人才培养的转转型升级  

——培养现代工匠（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工匠精神） 

3.通过双创教育实践探索，必将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形成校企协同育人新局面（校企师生多方共赢） 

2.通过双创教育价值引导，必将最大限度激活教师的潜能 

            ——打造新时代“三师型” 教师（双师型+创新型）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通过双创新教育培养的中职创新型技能人才必将成为新时代创新

创业的生力军，成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可替代的力量！ 



生活充满创新，创新充实生活！ 

创新使教师教得有趣 

创新使学生学得快乐 

创新使师生教学相长 

创新使学校更有特色 

创新使职教更有魅力 

创新使生活更加美好 

…… 

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  

面对面建微信群 



   创新创业 
   我们一起跨区域组团奋力探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