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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需要依托区域人才培养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

特别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会对高技能人才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通过

对浙江省高职专业设置的研究发现，专业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存在错位、重点专业

对支柱性产业支撑不足等问题。 对此，提出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大力发展产业支

撑型专业、打造品牌专业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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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应当与一定时期的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相适应。专业设置合

理，是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凸显办学特色，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推动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在。 研究分析如何根据产业发展趋势，灵活地调整和设置专业，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发展概述

浙江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在长三角经济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

发展位于全国前列。“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围绕一系列举措力促浙江经济转型升

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按照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全省统筹三次产业

协调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全省规划布局科创产业集聚区、海洋产业集聚

区等 14 个产业集聚区。 浙江省经济发展步入产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 三次产



业结

构由 2008 年的 5.3∶54.0∶40.7 调整到 2013 年的 4.8∶49.1∶46.1。 2013 年，

全省生产总值达 3756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人均 GDP 突破一万美元，全

省经济向着“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继续迈进。

浙江省正处于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人力资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

集型产业转移，由传统行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在这种形势下，以技师、高级技

师为重点，数量充足、梯次合理、技艺精湛的高级技术人才需求很大。 未来十年，

全省高技能人才需求总量将达到 230 万人。 从当前情况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人才需求量很大，而与之对应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出

现断层。

二、专业设置分析

1、全省专业设置概况

2013 年，浙江省 45 所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共设置专业 314 个，专业点

数 1176 个，专业设置覆盖全部 19 个专业大类。 从专业大类分布来看，专业数分

布前五的专业大类分别是财经、制造、艺术设计传媒、文化教育和电子信息，占全

省专业数的 48.4%。 专业点数分布前五的专业大类分别是财经、制造、电子信息、

土建和文化教育，占全省专业点数的 65.5%。财经和制造专业大类，无论是专业数

还是专业点数，均位列前两位，两个专业大类的专业数之和占专业总数的 21.0%，

专业点数之和占专业布点总数的 34.0%。

将 19 个专业大类对照三次产业进行划分归类，全省高职院校设置的 314 个专

业中，一产类专业 15 个，占 4.8%；二产类专业 130 个，占 41.4%；三产类专业

169 个，占 53.8%。全省高职院校全日制在校生一产类专业占 2.4%， 二产类专业

占 41.0%，三产类专业占 56.6%。



2、国家级和省级专业分布情况

浙江省 11 所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共有 48 个 国家级重点专业 ， 36

所 高职院校的 67 个专业成为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 截至目前，浙江省 45

所高职院校共有国家级专业点数 115 个。

国家级专业涉及 14 个专业大类，专业数 83 个，占全省专业数的 26.4%；专

业点数 115 个，占全省专业点数的 9.8%；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 49104 人， 占全

省高职在校生数的 15.4%。国家级专业中，专业数分布前三的专业大类是财经、制

造和电子信息。而在资源开发与测绘、材料与能源、环保气象与安全、公共事业和

公安共 5 个专业大类中没有国家级专业分布。对照三种产业进行划分，83 个国家

级专业中， 一产类专业 3 个，占 3.6%，二产类专业 38个，占 45.8%，三产类专

业 42 个，占 50.6%。



浙江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共有 57 个专业作为省级重 点专业立项建设，省级特

色专业 261 个，省级优势专业 72 个，全省共有各类省级专业 390 项次。 去除个

别学校重复立项的专业，全省 45 所高职院校共有各类省级专业点数 289 个。省

级专业涉及 18个专业大类，共有专业数 137 个，占全省专业数的 43.6%；专业点

数 289 个，占全省专业点数的 24.6%；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 121028 人， 占全省

高职在校生数的 37.9%。 专业数分布前三位的专业大类依次是财经、制造和艺术

设计传媒。环保气象与安全专业大类没有省级专业分布。对照三次产业进行划分，

在 137 个省级专业中，一产类专业 8 个，占 5.8%，二产类专业 57 个，占 41.6%，

三 产类专业 72个，占 52.6%。

三、主要问题分析

1、重点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发展存在错位现象



全省高职院校专业布局和各类重点专业比例对照三次产业基本呈现“三二一”

的格局，即三产类所涉专业各项比例最高， 二产类所涉专业比例其次，一产类所涉

专业比例最小。从总体规模来看，专业布局的“三二一”结构与浙江省三产结构“二

三一”格局存在错位现象，第三产业专业规模有超前发展现象， 这将导致第三产业

人才培养的数量过剩。与此同时，从数量上看，第二产业所需人才则较为不足。重

点专业作为高职院校发展的龙头和方向，带动和引领全省高职教育的发展，重点专

业是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影响着高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省级专业中

一产专业结构比例高于一产比例， 二产专业结构比例比二产低 7.5 个百分点，三

产专业结构比例比三产高 6.5 个百分点。 国家级专业情况相似。

2、重点专业设置尚不能满足支柱产业发展需求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自身发展，要求进行重点专业建设。高职院校在

专业设置时，必须紧密围绕当地支柱产业设置主干和重点专业，再围绕主干专业设

置与其相关联的专业，形成具有综合优势的专业群。 对于浙江省“十二五”期间重

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专业设置的契合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

浙江省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在全省 115 个国家级重点专

业中， 材料与能源大类的专业空缺，在 289 个省级专业中，材料与能源大类也只

有 1 个专业分布。 这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要求相距甚远。随着舟山海洋发展新区

的建立，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又一热点。 而从重点专业分布来看，少有专业涉

及海洋经济，这将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的发展转型和升级。

3、专业设置重复度较高，低投入专业建设较多

在国家级重点专业中，专业数分布前三的专业大类是财经、制造和电子信息；

在省级专业中，专业数分布前三位的专业大类依次是财经、制造和艺术设计传媒。从

重点专业在校生人数分布来看，在国家级重点专业中，财经大类在校生数占 24.9%；

在省级专业中，财经大类在校生数占 28.4%。不论是全省专业分布还是国家级、省

级重点专业分布，财经类专业都占有较高比例。 这些专业往往具有投入成本低、专

业口径大、社会关注多等特点，开设院校和招生人数普遍较多。 而对于那些投入硬

件条件高、专业口径小的专业，因其办学成本高，即使社会有较高的需求量，有较

好的就业前景、有较大的社会需求，也很少有专项资金投入建设。



四、产业协同发展背景下优化专业设置的策略

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大对紧缺专业投入力度政府需加强宏观调控和引导，

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布局谋篇。建议政府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结合社

会发展特点，把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纳入本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中。加大对

重点专业和紧缺专业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高职院校设置社会发展需求旺盛的新兴

专业，通过政策引导高职院校向政府确定的方向进行专业设置和调整，加大政策扶

持的力度。对于一些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冷门专业和符合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

战略型专业，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和扶持其健康发展，有针对性地鼓励相

关院校开设这类专业，并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 例如，新能源发展等是

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发展产业，政府应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积极开设，

加大对材料与能源类专业建设的投入力度

2、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发展产业支撑型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应以社会需求和重点产业发展为导向，紧跟区域经济发

展需求，培育新专业。浙江省经济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要求高职院校要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为导向，积极培育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新专业。高职院校应根

据学校自身发展定位，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就业为导向，积极调整专业设置，

重点发展与生物、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海洋新兴、

新能源汽车和核电等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科学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人才

培养目标和规格。 首先，通过对应用型紧缺人才需求现状进行分析调研，对相关行

业的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和定位，确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重点，以满足企业发展生产

需求。 其次，根据调研结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以就业为导向， 产学研结合

的人才培养机制。最后，以企业调研定岗位，以职业岗位定所需要的能力，以能力

培训定课程的思路，根据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制定专业核心课程，加强专业实习实

训，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高职院校应优化人才资源结构配置，减

少集中化程度低的专业设置，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专业，提高专业设置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3、积极打造具有行业影响的品牌专业

高职院校的专业特色必须紧紧围绕所在区域的区位优势和所在行业的行业优



势，以服务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区域人才需求为前提，形成专业发展的独特

优势， 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少院校都有鲜

明的行业渊源，有明显的行业优势和专业特色。 应充分发挥行业优势，依托行业办

学，根据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邀请企业高管共同制订人才培养

方案，努力将其打造成具有影响力和专业特色人才培养体系，努力提高社会的认可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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