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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 is a new form of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 combs the ways of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model, and takes the animati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specialty of 
Hainan college of software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and 
achieves remarkab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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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校企一体化”模型及应用 

刘来权,雷燕瑞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琼海 571400） 

摘 要：校企一体化是校企深度合作发展的新形态，通过分析校企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校企一体化模型，根

据模型梳理了校企一体化的途径，并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为例探讨了模型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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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4 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

知行合一”的重要指示。2017 年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8 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

进办法》。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实施产学合作，共育社会主义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前提。校企合作一直都是职业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大量的院校与学者对校企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

究与探索，总结了很多经验，不乏形成了一些成功的典范，也存在不少问题。 

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 号），提出

“探索引校进厂、引厂进校、前店后校等校企一体化的合作形式”
[1]
；201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国发〔2017〕4 号）中明确提出“推行校企一体化育人”
[2]
。随着校企合作由浅层次走向深层

次，由松散型走向紧密型发展的新阶段，校企合作将走向“校企一体化”。校企一体化是通过机制创新，

实现学校与企业更加深入的常态合作，实现共同组织、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校企合作新形态
[3]
。 

1 提出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校企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空前发展，但如何进一步深化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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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通过校企一体化开展产学合作，实现产教融合，是当前职业院校开展内涵建设的重要思考。 

校企一体化的双主体是学校和企业，当然政府的作用也不可缺少。学术界普遍认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需要政府介入，发挥“桥梁”的作用，充当立法者、资源配置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但目前，政府

在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中角色和定位仍不清晰，存在缺乏法律法规保障、支持力度不足、欠缺协调监督机制

等问题
[4]
。学校作为合作中最积极的一方，只想培养合格的人才，但体制的局限导致在合作中可以承担的

责任非常有限。而以追求经济价值为目标的企业对合作成果抱不确定性的现状，使得合作不具有可持续性。 

2 分析问题 

职业教育的参与者主要有三方，即政府、学校和企业。政府是指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学

校是指在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企业是指以盈利

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

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高等教育正在从直接办学者和管理者转变为指导者和调控者
[5]
，

政府、学校和企业的职责更加明晰。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

意见》（教政法〔2015〕5 号），我国将逐步推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

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2016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从

2017年 9月 1 日起实施，最大的变动，是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分为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与非营利性

的民办教育。 

学校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基本目标有许多重叠，相互契合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是也必须承认，对于学

校和企业而言，虽然都是独立法人单位，学校以育人为宗旨，而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 

为了建立学校与企业合作的长效机制，提出以下思路。通过学校创办企业，校办企业具有了企业的属

性，也继承了学校的育人特性，通过校办企业与其它企业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建立各种商业合作就顺理成章，

而校办企业的根本任务还是育人；通过企业创办学校，无论企办学校是盈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校企之间均

能形成天然的密切合作关系。于是，通过学校办企业、企业办学校，使校企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校企合

作进一步深化作，即校企一体化之后，可以形成校企合作育人的长效机制，为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共同研发项目，共同培育人才奠定了基础，从而找到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一种新体制和新

机制。 

3 建立校企一体化模型 

学校和企业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双主体，在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
[6]
。企业

可以依法举办教育，学校可以依法注册成立企业，以往单一的校企合作关系，将被拓展为“学校-企业”、

“学校-校办企业”、“企办学校-企业”、“校办企业-企办学校”四种校企直接关系，和“学校-校办企业-

企业”、“学校-企办学校-企业”两种校企间接关系，校企一体化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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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企一体化模型 

4 校企一体化途径 

学校作为办学主体中最积极的一方，往往因为专业设置超前、地处产业圈边缘、无法满足企业的商业

诉求等原因难以找到合适的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根据“校企一体化模型”，学校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开

展校企深度合作，为实现“引校进厂、引厂进校、前店后校”校企一体化奠定基础，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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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常见校企一体化途径 

4.1 学校成立校办企业，由校办企业与行业企业建立商业合作关系。 

在合作的过程中校办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承担经济责任，使合作企业的商业诉求得以保证，同时也满足

了学校培育学生的诉求。 

4.2 学校与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学校与合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学校以场地、设备、人员投入为主，重在通过经营活动培养人才，企业借此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而获

取更加丰厚的经济效益。 

4.3 学校与企业共同组建混合制独立学校或二级学院，形成有机的校企合作关系。 

学校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与企业共同组建独立学校或二级学院，学校方重在投入教学管理与理论教

学，企业方重在开展实践教学，设置专业与企业涉及产业高度结合，为企业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 

4.4 企业直接投资教育，成立企办学校。 

企办学校和企业自成一体，校企一体化效果不言而喻安。学校也可以与企办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如共

建专业等实现与企业建立合作。 

清华大学投资成立清华同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投资成立方正集团，杭州师范大学与阿里

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阿里巴巴商学院，吉利集团投资创建北京吉利学院，海航集团投资创办三

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等等，举不胜数。 

5 校企一体化模型的应用——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为例 

5.1 校企一体化困惑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已有 96 年办学历史，主要培养信息、软件行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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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坐落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海

南省东部中心城市——海南省琼海市市中心。 

学院动漫制作技术专业是为适应海南自贸区（港）动漫文化产业发展而设立的，但是岛内动漫相关园

区、企业都聚集在海口市和三亚市。动辄数百公里的车程，为校企合作设置了不少障碍。学校作为事业单

位，无法为校企合作项目开具发票，更不愿意承担经济风险等，都使得校企合作无法持续深入。要实现“引

校进厂、引厂进校、前店后校等校企一体化的合作形式”就更为困难。 

5.2 校企一体化实现方式 

2009 年海南生态软件园成立，学院在园区购置一栋大楼，成立了产学合作基地。2012 年注册成立了

校办动画企业，通过校办企业和园区内外动画企业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即借鉴“校企一体化模型”之“学

校-校办企业-企业”间接合作，为学校和企业搭建了合作渠道。 

行业企业与校办企业完全在法律框架下合作，校办企业以学校技术支持后盾，以非营利性的低成本为

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使得学校获得了人才培养的优质环境，也使行业企业得到了认可，从而实现了学

校、行业企业等各方的诉求。 

学校借助校办企业与行业企业共建了商业动画生产线、教学动画生产线、大师工作室、理实一体化实

训室，并引进了行业大师、企业师傅与校内专任教师组建了“三级导师团队”
[7]
，由三级导师团队按照学

徒制开展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合作企业带着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和动画片生产项目进驻学校。在“二室二线”平台上，以项目为载

体，理论融于实践、工学结合地开展学习与动画片生产制作。校办企业经营收入均以劳务费发放给了一线

学徒（学生）。通过教学过程与动画生产制作过程无缝对接，使得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升。 

5.3 校企一体化成效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学校借助校办企业达成校企深度合作，实现了“引厂进校”校企一体化，动

漫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业界流传着“学动漫、上海软”。该专业取得省级奖 73 项、国家级奖 13 项、

国际奖 4 项，制作动画片 57 部，其中参与制作的动画片《可乐狗》网络点播突破 1.2 亿次，校企一体化

成效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争相报道，在国际国内会议上报告 13 次，被社会各界高度

评价。 

6 结论 

校企一体化模型可以为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奠定理论路径，学校和企业作为双主体也可以从中获取相

应的收益。传统的订单培养、项目合作等形式仍然可以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但随着产教融合的进一步

深化，多元资本入驻教育产业，校企一体化必然越来越被重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等方针也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方针，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将获得更加灵活的自主权，依托专业

优势以培养人才为宗旨，向社区和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将更加广泛，但也容易滋生腐败。为了避免学

校经营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滋生腐败，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中组建高校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的若干意见》（教技发[2006]1 号）文件规定，高校所有经营性资产原则上都进入高校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由其负责经营和管理，代表学校对校属企业进行股权管理
[8]
，从而形成一道防火墙。《中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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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党组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教党[2014]38 号）中明确“禁止院（系）、

教师违规利用学校资源兴办企业，杜绝‘一手办学、一手经商’现象”，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等

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肯定了校办企业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发挥

了重要作用，也指出“高校所属企业事企不分、监管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运营效率不高等问

题凸显，对高校资产安全带来一定风险”，要求逐步实现高校与下属企业剥离，但“直接承担了教学科研

任务，在改革过程中应予保留，纳入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统一管理。”为此，建议政府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

度，助力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发展，以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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