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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职业院校校
企合作中存在企业参与校企
合作积极性不高、 参与程度
不深、“一头热”“两张皮”等
问题。 如何破解校企合作运
行机制不顺畅、 合作协议不
规范、 育人效果不明显等难
题？对此，《办法》明确，建立
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
导、 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
合作机制。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合作形式具体包括：

合作开办和建设专业，
共同研发专业标准、课程体
系、教学标准，共同开发教
材和教学辅助产品，开展专
业建设；合作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职工培训方案，在学
生生产性实训、 顶岗实习、
就业创业、 教师企业实践、
企业职工培训、企业技术和
产品研发、成果转移转化等
方面相互提供支持；合作开
展学徒制培养，根据企业实
际与发展需求，合作设立学
徒岗位， 联合招收学员，共
同确定培养方案，按照工学
结合模式，实行校企双主体
育人； 以多种形式合作办
学，合作创建并共同管理教

学和科研机构，建设实习实
训基地、技术工艺和产品开
发中心及学生创新创业、员
工培训、 技能鉴定等机构；
合作开展专业建设、人才培
养、就业创业等质量评价工
作，共建评价标准；合作研
发岗位规范、 质量标准等；
合作开展技能竞赛、产教融
合型企业建设试点、优秀企
业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等
活动； 合作创建产教联盟、
职教集团、建设股份制二级
学院； 企业经营管理和技
术人员与职业学校领导、
骨干教师相互兼职； 法律
法规未禁止的其他合作方
式和内容。

《办法》规定，职业学校
和企业开展合作， 应当通过
平等协商签订合作协议。合
作协议应当明确规定合作的
目标任务、内容形式、权利义
务等必要事项， 并根据合作
的内容， 合理确定协议履行
期限。同时，鼓励规模以上企
业率先与本省职业学校开展
校企合作， 鼓励职业学校与
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开展跨
区域校企合作， 支持各类中
小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我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出新规 鼓励规模以上企业率先与本省职业学校合作

师生知识产权成果可作价入股企业
新 时 代 ，

我省职业院校
如何实现“产
教融合”，打造
高素质“芙蓉
工匠”？ 近日，

省教育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湖南
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的方式、 促进措施及监督检查等作
出明确规定，按下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的快进键。

那么， 政府如何促进两
者之间的合作？《办法》 从多
方面给予了支持。

对于地方政府，《办法》
要求，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激励政策、 脱贫攻坚规
划时， 应当将促进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 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作为重要内容，加强指导、
支持和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省教育
厅把职业学校校企合作水平
作为“双一流”高职院校遴选
的重要指标，在院校设置、专
业审批、 招生计划、 项目支
持、学校评价、人员考核等方
面对职业学校提出相应要
求。从2019年起，职业学校增
设新专业至少要有1家规模
以上企业的用人意向备案。

对于学校和教师，《办

法》规定，职业学校应当将参
与校企合作作为教师业绩考
核的内容， 具有相关企业或
生产经营管理一线工作经历
的专业教师在评聘和晋升职
务（职称）、评优表彰等方面，
同等条件下优先对待。同时，
开展校企合作企业有关人
员， 可申报或参与有关研究
项目和竞赛， 并享受企业相
关待遇和学校补贴， 在校企
合作中取得的教育教学成
果，可视同相应的技术或科研
成果，按规定予以奖励。另外，
职业学校及教师、学生拥有知
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
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
价入股。 职业学校和企业对
合作开发的专利及产品，根
据双方协议，享有使用、处置
和收益管理的自主权。

支持各类中小微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禁廉价用工
学生顶岗实习
有了工资底线

校企合作水平成“双一流”高职院校遴选指标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连线

2013年7月，以张骏逸教授
为团长的“台湾政治大学民族
学系湘西侗族建筑艺术实习
队”一行，对通道侗族古寨等建
筑艺术进行考察调研， 当时还
是该校硕士研究生的宫相芳是
实习队中的一员。

“初来这里，就被侗族吊脚
楼与当地的风俗民情深深吸
引。古朴的村寨，独特的建筑，
一座座飞渡溪流的桥梁， 蜿蜒
清澈的溪水静静地流淌着，就
像一幅静默的水彩画。”出于对
侗族独特建筑的兴趣， 宫相芳
把研究生论文的调研定在了坪

坦乡高步侗寨。
从2013年开始，宫相芳就长

期住在村民吴仁先家里。 吴仁先
不但热情地帮助她解决了食宿问
题， 更是在生活上对她给予了无
微不至的关怀， 让宫相芳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宫相芳每天行走于
高步村寨的各条小巷， 渐渐融入
到侗族群众生活中， 对侗族建筑
的研究、 保护与使用推广有了自
己更高的见解。

从2013年还是一名硕士研
究生， 到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博士
研究生， 宫相芳每年都会有三四
个月的时间生活在寨子里。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有哪些“刚
性要求”？近日，省教育厅与省财政
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实施细则》，明
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必须签订三方
协议， 实习单位须按同岗位试用期
工资80%以上的标准及时、 足额向
顶岗实习学生支付报酬。

实习质量采取全过程管理

近年来， 部分职业学校在实习
单位选择、实习内容设计、实习过程
管理及考核等方面不够规范， 甚至
出现“放羊式”管理的问题。此次出
台的《细则》重点强化实习管理，解
决以往管理中“失之以宽、 失之以
松”的问题。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最
新发布的《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实
习”的概念，将实习分为认识实习、
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 实行分类管
理。“一是强调实习全过程管理，覆
盖实习过程各个环节； 二是明确各
方管理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细则》规定，建
立实习指导教师制度。 职业学校和
实习单位应当建立校企“双导师”指
导制度，根据实习工作需要，分别选
派经验丰富、 业务素质好、 责任心
强、 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
师，聘请实习单位技术骨干、能工巧
匠为兼职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共同
管理学生实习。

不得安排学生
到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

“加班”、“工作环境恶劣”、“被
当做廉价劳动力” ……在网络上搜
索实习相关内容， 可以见到这样的
标签。针对类似问题，《细则》明确提
出“无协议不实习”，即学生参加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
习单位、学生三方应签订实习协议。

此外，《细则》还首次提出顶岗实
习学生报酬底线，要求“原则上不低于
实习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
的80%”。实习单位须按照协议，以货
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报酬给学生。

《细则》 还提出明令禁止事项。
安排一年级学生顶岗实习，安排学生
到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
业性娱乐场所实习，通过中介机构或
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
工作等都在明令禁止的范围。

根据《细则》，职业院校和实习
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
岗实习报酬提成、 管理费或者其他
形式的实习费用； 顶岗实习学生的
人数不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
的10%， 在具体岗位顶岗实习的学
生人数不高于同类岗位在岗职工总
人数的20%。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因考察调研与通道高步侗寨结缘

台湾女博士带新郎
回湖南“娘家”办酒

“台湾姑姑回来啦！”2月1日上午，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平坦乡高步侗寨里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围着新娘要
喜糖，亲昵地唤她为“台湾姑姑”。

新娘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宫相芳，2013年起因
考察调研与高步侗寨结缘，并将村民吴仁先认作干妈。因为对
侗寨“亲人”有着深厚情感，宫相芳在新婚后决定
带着新郎回“第二故乡”办起一场“回门宴”。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吴启荣 吴笛尔

“小宫来村里半个月，就能
用侗语和村民进行简单交流
了， 后来还成了我的‘干女
儿’。”吴仁先说，高步侗寨就成
了宫相芳的“娘家”，她回来办
“回门宴”大家都十分高兴。

熬迎客的糖豆茶、 准备饭
菜……天还没亮， 吴仁先就开
始帮小宫的酒宴做准备。 糯米
饭的糯米是亲人们每家每户凑
的，寓意着祝福。让宫相芳感动
的是， 一位大嫂清早就给她带
来了侗族盛装和银饰， 这一副
祖传银饰已经有上百年历史

了。穿上这些珍贵的新娘服装，她
就是真正的侗家女儿了。

中午时分， 来喝喜酒的客人
们自发集合， 新娘新郎由挑着鱼
的亲人带路走在前面， 客人们跟
在后面，打着腰鼓，绕着寨子走了
一圈，好不热闹。

“我一直对侗寨办喜事十分感
兴趣，家家户户都来祝福，像是整
个寨子的事情，今天有了亲身经历
更加感动。”喝着侗家米酒，吃着腊
鱼腊肉，宫相芳被娘家人的热情打
动。“结婚以后我也会常来，这里
永远是我的家。”宫相芳幸福地说。

宝岛来客 被侗族风俗民情吸引
每年要来住上好几个月

回“乡”办酒 带着新郎“回家”
被“娘家人”的热情打动

2月1日，台湾女博士宫相芳带着新郎回湖南通道高步侗寨办“回门
酒”。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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