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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实施和西部产业结构转型，西部高职专业设置面

临新的挑战。通过对西部高职专业设置现状的深入调查，发现普遍存在专业规划缺

乏区域统筹、院校专业设置趋同化严重、专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转型，人才培养

质量与岗位需求脱节、特色专业发展缓慢、新兴产业专业设置缺失等问题。为此，

亟需加强区域统筹、推进职教集团化、紧贴市场需求、加快发展特色和新兴专业，

实现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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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设置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规格，反映着与产业结构和岗位需

求的对接程度。伴随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西部高职教育取得了长足发

展；然而也存在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错位抑或脱节等诸多问题；2014年 6月，教育

部等六部委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中

西部地区要提高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为全面深入把握西

部地区高职专业建设发展情况，本研究以教育部公布的 2012-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

高职高专专业设置备案结果和相关调查为基础，在对西部地区高职专业设置数据统

计和整理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西部高职专业设置现状和发展困境，提出了相应发

展对策。

一、西部高职专业设置的现状



西部高职院校发展起步较晚，2000年西部地区只有 98所高职院校，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高职得到了较快发展。截止 2014年 7月，西部地区共有 339

所高职院校，其中民办院校 78所；从学校名称上来看，综合性高职院校有 91所，

单一性专门高职院校有 227所，师范类高职院校有 21所，其中陕西和青海缺少师范

类高职院校。2014年，西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日趋合理，已经覆盖高职专业目录所

有的 19个专业大类，专业点达到 12567个，院校平均设置专业 37个；高职的招生

规模也迅速扩大，2013年招生总数为 77.74万，约是 2003年的 1.9倍。

（一）专业大类分布情况

通过对教育部公布的 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专专业设置备案结果和相关

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布点数最多的前五位专业大类依次是：财经大类、制造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文化教育大类和土建大类，布点最少的是公安大类。各大类专业点

数和所占比例如表 1。



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分布来看，陕西、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四

川等六省（自治区）没有覆盖所有的专业大类，其中陕西、四川、云南和宁夏均缺

少公安大类；青海没有水利大类和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西藏专业大类缺失最多，

缺少交通运输大类、生化与药品大类、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水利大类、轻纺食品

大类等 5个专业大类。

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专业大类所占的比例也有相应的变化，从 2012

年开始，制造大类所占比例年年攀升，电子信息大类和文化教育大类所占比例有所

下降，财经类一直保持较高比例。财经、电子、制造和文化教育大类所占比例都远

远超过其他大类，仅这四大类的专业点数就占到了全部专业点数的一半左右。

（二）具体专业分布情况

近三年（2012-2014），西部地区设点最多的前十个高职专业中，属于第三产业

的专业数量最多，属于第二产业的专业仅有二到三个，属于第一产业的专业数量为

零。2014年西部地区高职专业设点最多的是计算机应用技术、旅游管理和物流管理，

其专业布点数均超过 200；设点数超过 100的有 25个专业；设点数在 50-100之间

的有 48个专业；设点数在 10-49之间的有 182个专业；设点数不足 10个的有 51

个专业，其中有 191个专业的设点数仅为 1。2014年西部地区设点最多的前十个高

职专业及其设点数如见表 2。

（三）区域分布情况

从各省（市、自治区）专业点的分布情况看，四川、广西、陕西等三个省（自



治区）专业点较多，分别拥有 2634、1991、1458个专业点，所占整个西部地区专业

点数的比例均超过 10%，分别为：20.96%、15.84%、11.60%；云南、内蒙古、重庆、

贵州、新疆甘肃等六个省（市、自治区）专业点数量较少，分别拥有：1245、1147、

1117、949、866、759个专业点，所占整个西部地区专业点数的比例保持在 5%-10%

之间，分别为：9。91%、9.13%、8.89%、7.55%、6.89%、6.04%；宁夏、青海、西

藏等三省（自治区）专业点极少，分别仅有：183、145、73个专业点，所占整个西

部地区专业点数的比例仅有 1%左右，分别为：1.46%、1.15%、0.58%。

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专业大类分布来看，广西布点最多的是财经大类，最

少的是水利大类；陕西布点最多的是土建大类、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大

类，布点数超过 160；云南布点最多的是文化教育大类，布点数 180；内蒙古布点最

多的是土建大类、制造大类、电子信息大类、文化教育大类、财经大类，布点数均

超过 120，布点最少的是公安大类、水利大类、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布点数在 10

个以内；新疆布点最多的是文化教育大类，布点数超过 140，最少的是水利大类，

布点数为 6；宁夏布点最多的是财经大类，布点数为 26，除公安大类没有专业点外，

布点数最少的是交通运输大类，仅有 1个布点，其他专业大类布点数大部分小于 10；

青海布点最多的是土建大类，布点数 20，其他专业大类布点数均在 20以内；西藏

除农林牧渔大类、文化教育大类布点数超过 10以外，其他专业大类布点数均在 10

以内。

（四）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分布情况

“十一五”以来，西部高职院校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立项的共有 195个，

其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立项的有 104个，国家骨干院校立项的有 91个。按

省（市、自治区）分布，最多的是四川，立项 39个；最少的是西藏，只有 4个专业

立项。单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立项来看，最多的是四川，立项 23个；最少的

是青海，立项只有 3个。单从国家骨干院校立项来看，最多的是四川，立项 16个，

最少的是西藏，没有专业立项。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具体重点专业立项数量如

表 3。



按专业大类分布，除医药卫生大类、公安大类和法律大类没有立项专业外，立

项专业数最多的是制造大类，立项 43个；最少的是文化教育大类，仅有一个立项专

业；其余依次是，材料与能源大类 20个、土建大类 18个、交通运输大类 17个、电

子信息大类 17个、农林牧渔大类 16个、生化与药品大类 15个、资源开发与测绘大

类 10个、财经大类 10个、旅游大类 8个、轻纺食品大类 7个、水利大类 6个、环

保气象与安全大类 3个、公共事业大类 2个、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2个。从所属产业

分类的角度看，立项最多的 4个专业大类均属于第二产业，共 98个，第三产业有

81个立项专业，第一产业仅有 16个立项专业。

（五）专业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情况

2012-2013学年，西部地区 11641个专业点中，一产类专业点 399个，所占比

例为 3.43%；二产类专业点 3979个，所占比例为 34.2%；三产类专业点 7263个，

所占比例为 62.37%。2012年西部产业结构为 12.58%、50.13%、37.28%，就业结构

为 48.89%，19.31%、30.8%。将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对比发现，西部高

职专业设置和经济的发展极不相适应，专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契合度较低，专业结

构亟待优化。

二、西部高职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呈现出“一下、二



升、三稳”的态势。高职专业结构应深度契合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西部地区专业设

置的现状来看，西部高职专业设置还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存在一些急需解决

的问题。

（一）专业规划缺乏区域统筹，院校间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

通过对西部高职专业设置的现状分析发现，专业设置上缺乏横向和纵向的论证。

横向上没有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纵向上没有充分考虑高职院校

的师资水平、硬件资源、实训场所等是否达到要求；专业规划随意性较强，专业设

置同质化严重，缺乏办学特色，热门专业和低成本专业设置数量普遍偏多，如计算

机应用技术、旅游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设置普遍过剩。西部地区有 300多所高职

院校，但这些专业的布点数都超过 200，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院校设置了这些专

业。事实上，这些专业的需求已饱和，如 2014年第一季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数是 224人，

求职数是 532人，求人倍率是 0.42。区域统筹功能的缺失，导致高职专业设置缺乏

全局观念、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失衡等突出问题。

（二）专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转型，动态平衡机制缺失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高职专业设置不仅要与区域产业

结构相吻合，还应超前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专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

程，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指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明显下降，

第二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以及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第三产业发展壮大，吸纳就业能力明显提高。”目前，西部

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极不适应，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西

部高职一、二、三产业专业设置比重分别是 3.43%、34.19%、62.37%，产业产值比

重分别为 12.58%、50.13%、37.28%，从宏观上看西部高职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差异

较大，一产、二产专业设置偏少，三产专业设置过多，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对接性

较差。进一步来看，虽然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减少是未来发展趋势，但 2012年西部地

区仍约有 5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而一产类高职专业仅有 3.43%，显然不能满

足第一产业发展的需求；尽管第三产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餐饮业和旅游

业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且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应继续提升，但从其就业结构来



看，相对于 30.8%的就业比重来说，62.37%专业设置比重仍偏多。专业结构调整必

须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并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同步执行。此外，西部高职教育未形

成有影响力的职教集团，在专业设置上，行业和社会参与度不高，没有形成多元合

作、横纵融通的动态平衡机制。

（三）专业内涵建设偏弱，人才培养质量与职业要求脱节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高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专业点数量不

断攀升，2012到 2014两年间西部高职新增近千个专业点。专业点数量的增速与专

业软硬条件建设进程不相匹配，专业内涵不深。部分省（市、自治区）实验实训条

件极差，如西藏、青海等地区个别院校实验设备陈旧、甚至缺失，很多实践性课程

仅靠教师讲解书本知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得不到锻炼；教师数量不足，胜任力偏

低，不能适应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质量是专业建设的生命，目

前西部高职人才培养质量与职业要求脱节，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培养目标与职

业标准不对接，人才培养方案不适应市场的需求；专业建设缺乏行业、企业参与，

培养出的人才与企业要求脱节；课程体系陈旧，不能紧密把握科技发展和职业需求；

实习实训体系不完善，实训基地利用率较低。

（四）特色专业发展缓慢，新兴产业专业设置缺失

根据 2014年 8月 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和教育部公布的 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专专业设置备案结果对比分析发现，西

部各省（市、自治区）国家鼓励发展的大部分区域特色产业，相关高职专业的设置

偏少甚至缺失。如云南省是植物王国，有着丰富的植物资源，观赏苗木培育行业是

区域特色行业，同时也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但由于气候、养护成本、专业技术

等问题，发展比较缓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行业。要克服“大资源，小产业”的发

展瓶颈，需要一大批懂培育知识的技术产业工人，相应的需要高职院校开设相关专

业，但是目前整个云南省仅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设有一个经济林培育与利用的高

职专业点，人才输出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此外，一些具有较高技术含量，

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的产业，像海绵钛新技术生产、新型保温隔热材料生产，新

型（环保型）油田化学品生产等，普遍缺失相应的高职专业，或者虽设有相应专业，

但培育的毕业生质量达不到企业的要求，存在功能性缺失问题。



三、西部高职专业设置改革建议

产业转型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与难点，历经 30余年发展，西部地区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基本呈现“二三一”的发展态势，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和拉动效应显著，并在交替演变中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西部高职专业设

置面临新的挑战，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区域统筹，已成为当前西部地区高职专业设

置转型升级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战略举措。

（一）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专业设置的顶层设计

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差异性决定了高职专业

设置应遵循非同质化原则。各省级政府应把握地方经济特色，加强统筹协调规划，

做好专业设置的顶层设计。一方面，统筹协调政府和企业，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

与的管理模式。当前，要想转变西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同质化现象，政府应该转

变在职业教育中的职能，加强整体统筹，提供相应的咨询和建议；企业、行业要随

时传递有效市场信息，为高职院校的专业改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统筹

协调区域高职教育专业设置改革。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高职专业的设置应

置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大局中整体统筹，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区域内各地市支柱

产业和高职院校的专业基础，统筹布局，重点建设优势特色专业，打造具有特色的

品牌专业，以品牌专业带动其他专业，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学科群；建立区域高职

发展协调机制，建立专业设置数据库，实现区域产业结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情况、

招生与毕业生情况等数据的实时交流，为统筹区域、省（市、自治区）内高职专业

设置提供数据支持。

（二）加快推进职教集团化办学，实现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

职教集团化办学是实现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目

前，西部地区共有 200多个职教集团，覆盖面较广，但大部分仍仅限于形式上的集

团，没有做到成员单位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发展。因此，首先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职

能，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指导监控力度，作好集团顶层设计。其次，应建立职教集

团的专业建设协调机制，强化职教集团成员间的合作办学利益纽带，以行业企业需

求为导向调整专业结构，实现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动。最后，应健全高职院校

专业评估反馈机制，对已设专业进行质量与市场契合度评估，及时对市场做出反馈，



保障信息的实效性和流畅性，调整供给过剩专业点设置数量，淘汰部分零需求专业

点，实现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

（三）对接职业标准，深化专业内涵建设

建立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机制。参照国家职业标准，调整职业教育课程

教学目标；紧跟技术发展趋势、以岗位需求为设计课程结构和内容的实践标准；健

全行业、企业参与机制，引入企业新技术，实现职业教育与市场无缝对接；多元合

作，形成以职业标准为导向的、动态调整的课程体系，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建立科

学、规范的专业设置审核制度，政府相关部门要对申报学校招生情况、学生就业情

况、所设专业师资、设备等进行考察，并结合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

估；拓宽经费来源渠道，鼓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提升硬件设备建设水平，增加对

优秀师资的吸引力；高职院校应设立政、行、企参与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增强企业

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参与和监督，推动校企的深入合作，监督专业人才的培养过

程，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专业的内涵建设。

（四）优先发展区域特色专业，增设新兴专业

高职专业设置应凸显区域特色，既要有支持传统、支柱产业发展的专业，又要

有支持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专业。西部地区矿产、水利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民

族文化特征。如四川是资源、能源大省，广西盛产水果，西藏地域文化独特，甘肃、

新疆等省（自治区）是优质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宁夏、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

太阳能、风力资源丰富，此外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民族工艺品产业、特色食品

加工产业等都是区域特色产业。根据区域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特点，着重开设

特色专业，是西部地区高职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西部高职院校应该积极改造和调整传统专业，及时淘汰

服务于落后技术产业的专业，新增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如作为国家重要的

现代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重庆市，其核设备、高精密核仪器、节能环

保材料预制装配式建筑构部件生产等均为高新科技产业代表，其高职专业设置理应

与其对接。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实践实训等相关要素建设，确保新设专业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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