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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全力推动黄淮学院等院
校走转型发展之路，可谓双方受益，实现共赢。一
方面，院校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教学科研力量
不断加强，学生就业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在扶持、服务中收获回报，效果明显——

学院成为驻马店招商引资一张金字招牌。市
委、市政府把黄淮学院转型发展作为对外推介的
亮点，带领外地客商到黄淮学院实地考察，全面了
解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取得的成
效，正是由于黄淮学院注重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
使得驻马店在承接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中获得更
大吸引力。比如引进的银泰电动汽车项目，就是
投资方看中了黄淮学院在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的
雄厚实力，才下决心在驻马店投资30亿元建设电

动汽车生产项目。
学院成为驻马店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为推动驻马店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学院与昊化
骏化集团联合成立“昊化骏化化工学院”，与企业深
度开展校企合作，为企业转型发展及时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持；为推动驻马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学
院与银泰集团、驻马店保税中心分别成立“银泰电
动汽车学院”“跨境电子商务学院”，双方按照“共建、
共管、共享”原则，广泛开展人才培训、新产品研发
等合作，为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学院成为驻马店技能型人才输出重要来源。
学院实行转型发展，使得每年有近千名高层次技术
技能型人才走向全市各行各业，成为用人单位的技
术骨干，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人才支持。同时，学院每年还与驻马店市相关
局委合作，选派20至30名博士、教授以及科技特派
员，深入行业、企业和基层单位挂职锻炼，指导企业
生产、管理和研发工作，有效解决了驻马店市企业
人才紧缺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

学院成为驻马店创新创业科技支撑重要平
台。注重发挥学科及专业群优势，黄淮学院广泛
开展科研开发和技术攻关，强力推进技术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2014年，市政府在黄淮学院大学
生创新创业园设立驻马店市科技创新孵化中心；
2016年，该创新创业园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园区现拥有培训平台、项目平台、创新平台、
孵化平台等平台优势，为入驻企业提供专业化的
孵化服务。目前，园区依托学院学科集群优势，

与企业合作建设曙光云计算中心、黄淮创客空间
等平台，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专业与岗位
对接。

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加快转型发展，驻马
店市委、市政府在新区规划建设了占地8.8平方公
里的职教园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相继投资近
30亿元，已有5所职业院校搬迁入驻，力争经过3
至5年努力，着力将职教园区打造成拥有人口超过
20万的教育新城。

下一步，驻马店市将以黄淮学院为龙头，加快
组建驻马店职业教育集团，以形成中职、高职协调
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力争将驻马店打造成
河南职业教育强市，为富民强市加快崛起提供强
大人力资源保障与智力支持。

本届论坛主题是：“跨界·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与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作报告 英国国家学历学位评估中心总裁CloudBai-Yun作报告

论坛开幕式现场

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市成功举行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市成功举行

□本报记者 曾昭阳

这是一次聚焦国家战略、集纳各方智慧的跨界交流，又是一次汇聚
各界合力、深化产教融合的共享之举。

6月23日至24日，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市宁
静美丽的嵖岈山温泉小镇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约
400人齐聚一堂，以“跨界·融合”为主题，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与人
才培养机制改革”，共襄地方高校转型、产教融合发展大计。

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致
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作首场主题报告。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本届论坛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印度、法
国、荷兰、爱尔兰、韩国、芬兰、新加坡9个国家的60多名外宾参会，荷兰外宾
专题组团参会，这在历届论坛中尚属首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中美、中英、中
荷、中爱合作项目洽谈签约等专场活动，论坛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一
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由教育部于2014年倡议设立，教育部学校规
划建设发展中心、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主办，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和
黄淮学院承办，教育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为支持单位。论坛以产教融合
为主题，旨在建立教育界、行业企业界、学术界与各级政府共同推动中国
教育改革创新和国际合作交流的平台。

论坛每年一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举行，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论坛
主题从第一届“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到第二届“拥抱变革，创造价
值——应用技术大学的使命与挑战”，到第三届“向互联网+与智能制造进
军”，再到第四届“跨界·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与人才培养机制改
革”，每年主题都重大、鲜明，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可以说，论坛已经成为推
动产教加速融合、共同走向一体化发展的“加速器”，成为各级政府与教育
界、行业企业界、学术界广泛开展对话与交流、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舞台”。
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促进产教融合、加强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国教育界的“达沃斯”。

四年来，借助这个平台，从理念构想到人心聚合、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
实，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花结果。2014年，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发
布了《驻马店共识》，178所高等学校表示，中国已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
应用技术型高校因时代而生，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2015
年，“教育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项目建设启动，首批遴选确
定34所本科高校参与该项目建设。2016年，教育部与中科曙光启动数据中
国“百校工程”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百所高校建立“曙光大数据学院”和

“曙光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加快培养大数据产业人才，
提升主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联合中兴通讯及华晟经世启动“创新互
联网+教育生态”项目，目前已有4所院校参与试点，推动未来教育形态转
变。同时，教育部与多家知名企业联合启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产教
融合促进计划，支持校企共同建设“数字化工厂模拟平台”“智能制造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中心”三位一体的集成性、系统性创新平台，开展产、学、研、创
一体化深度校企合作，有效服务国家创新驱动与“互联网+”战略。2016年5
月，教育部与美国应用技术教育联盟（GCC-GATE ）共同发起并实施中美
应用技术教育“双百计划”，这是论坛重要成果之一。该项目计划未来五年
内推动中美100对应用技术高校合作和100对校企深度融合，联合培养应用
技术教育国际化人才。2016年6月，在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期间，“双百计划”被正式纳入国家级人文交流重点项目。

此外，借助论坛，依托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立了物流管理、
酒店管理、文化创意与动漫、新材料、智能制造、汽车服务工程、农产品与
生化加工技术、信息技术、机电工程、应用商科、工程训练中心、学前教育
12个二级专业协作会，搭建起了高校之间在专业改革与建设方面合作研
究与交流的共享平台。

通过论坛的举办，在国内高校之间、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高校
与政府、高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
起长期稳定的沟通对话机制，形成了政府、高校、行业、企业之间潜力无
限的合作交流“新生态”。

二
在本届论坛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孙尧指出，推动产教融合，深化

转型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是推动创新战略的迫切需
要，是迎接产业改革的迫切需要，更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变革的迫切需
要。应用型高校开展国际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这既是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又是促进全球产业合作、共
享科技发展成果的重要桥梁。要以国际产能合作和共享先进技术为纽
带，将应用型高校的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领域，
构建国际化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

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为了高效促进
经济转型发展，在国家教育部关心支持下，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教育

转型发展，实施了国家职教综合实验区计划，启动了河南教育转型发展一系列战略举措，涌现出黄淮学
院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型高校。河南产教融合发展的不懈努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原经济社会的转
型发展。希望河南各方要珍惜这次会议的机会，深入学习交流国际、国内先进经验，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着眼本届论坛主题，论坛组委会突出设计三个重点内容板块：一是展示产教融合创新和地方本
科高校转型发展最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通过总结经验和一批示范性成果展示进一步推动工
作；二是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大数据、数字创意和虚拟现实
（VR）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人才的培养；三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进一步推进应用型高校
深化国际合作。

为此，本届论坛分设1个主论坛和11个分论坛（含圆桌会议），分论坛形成“8+3”格局，即8场分
论坛和3场圆桌会议。8场分论坛主题分别为：智能制造趋势下的大国工匠培养机制与模式、数字
创意产业崛起——美学工业的新探索、课程建设——高校深度转型发展的关键、打造升级版合作模
式——中荷国际合作分论坛、“大数据+”时代——步入人工智能新纪元、VR世界的创新实验探索、
融合发展——构筑中美教育合作新高地、融入全球创新链——中英、中爱国际合作论坛。3场圆桌
会议主题分别为：教育创新实验——探索深度转型新路径、协作·共赢——军民融合与地方本科高
校深度转型和中荷校长圆桌会议。

本届论坛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以《回国十年：清华生命学科的改革实
践》为题，作首场主题报告；英国国家学历学位评估中心总裁白云，美国大学大气研究联盟主席安东
尼·布萨拉基，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凤凰教育董事长崔强等13位嘉宾代表分别作主场报告。
共有国内外44位业界知名专家作专题报告、51位专家学者开展9场对话会、国内外26家单位和机
构作创新案例展示和分享。

正如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在论坛闭幕式上总结的那样：本届论坛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体现了跨界融合、国际化氛围浓厚等特点，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智慧跨界碰撞，思维激荡创新。产教融合正在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转型发展正在大踏步向前迈进！

6月24日，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

市圆满闭幕。本届论坛由国家教育部、河南省人民政府支

持，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

盟主办，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和黄淮学院承办。

本届论坛主题是：“跨界·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

与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来自国内政府机构、行业企业、应

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地方本科高校、职业教育集团、

国外应用技术类高校、教育部专家等领域代表约400人，再

次聚首有“天下之最中”美誉的驻马店市，以全球为视野，着

眼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聚焦“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

突出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深入探索新技术革命条

件下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新趋势、新经验，致力推动产教融合

与地方高校向深度转型迈进。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论坛开幕讲话中指出，“跨界”，在

中国古语里有一句话，叫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跨界

合作，会带来新的出人意料的成效；“融合”，就是在深化合作

中，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与此同时，我们的跨界融合，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教育部对于

产教融合、深化转型发展非常重视，我们将积极推动“十三五”

教育合作行动，将应用型高校作为教育合作交流的重要领域，

构建国际化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探索科技革命、产业

革命和高校转型、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实现产教融合，共享繁

荣发展。

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在论坛开幕致辞时说，近年来，为

了高效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在国家教育部关心支持下，河

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教育转型发展，实施了国家职教

综合实验区计划，启动了河南教育转型发展的一系列战略

举措，涌现出黄淮学院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型高校。

河南产教融合发展的不懈努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原经济社

会的转型发展。希望河南各方要珍惜这次会议的机会，深

入学习交流国际、国内先进经验，不断提升我们的工作水

平。

至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市已成功举

办四届。近年来，驻马店市着眼富民强市和加快崛起远大目

标，强力推进校地合作、产教融合，为实现转型发展、跨越发

展提供强有力可持续人才保障和支撑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

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本报记者 曾昭阳 着眼转型发展 地方急需“应用型”人才

驻马店是人口大市，全市农村劳动力437万，其中
富余劳动力 275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 252万。
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技能不高，导致大多数劳动力劳
务收入普遍较低，没有一技之长和掌握一技之长的月
收入相差3000元以上，有的甚至更高。驻马店市委、
市政府认为，要提高全市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收入水
平，必须充分发挥本市黄淮学院等高校的龙头引领作
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努
力把驻马店的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驻马店是新兴工业城市，目前已初步形成食品加
工、能源和煤化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轻纺、建材六
大支柱产业。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产
业集聚区建设，目前，全市11个产业集聚区建成区面
积达120平方公里，入驻规模以上企业1140家，产业
集聚区已成为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招商引资
的主平台、农民转移就业的主渠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在产业集聚区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市委、

市政府感到，日益增长的企业用工需求和各类技能型
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全市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瓶
颈。要加快驻马店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必须依托黄
淮学院等院校转型发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才能更好地满足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需求。

2004年5月，黄淮学院由驻马店师专、中原职业技
术学院、驻马店林科所合并组建而成，至今才13周岁，
基础差、底子薄、资源少、矛盾多。要加快黄淮学院的
建设与发展，走一般高校追求学科建设的模式显然没
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向市场，突出应用型人才培
养特色，坚定不移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研相结
合的差异化特色办学之路，在市场经济中寻找发展突
破口，在经济建设最前沿突显自身办学优势，只有这
样，才能在未来高校发展格局中占据主动，形成竞争优
势。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全力支持黄淮学院走转型发展之路。

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黄淮学院转型
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才支持。根据学校专业需求，支持学院引
进高层次人才，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只
减不增的情况下，为黄淮学院人才引进开辟绿色
通道，尤其是对急需的特殊人才、“双师型”教师实
行特事特办，增加人员编制，同时鼓励学校与企业
合作开展“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着力打造高质
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四年来，共帮助黄淮学
院引进高职称、高学历人才170多人，外聘行业企
业专家120多人，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110多人，

致力搭建学校转型发展人才高地。
资金支持。逐年加大对黄淮学院的资金投入，

保障学校转型发展需要。2006 年，市政府投入
2200万元支持黄淮学院建设3.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
图书馆；2013年，采取市校共建办法，启动总投资近
6亿元的市体育中心建设，项目建成后交由黄淮学
院管理使用；对黄淮学院老校区开发项目，土地收
益1.9亿元全部用于学院自身建设；积极争取上级
各项优惠政策，支持黄淮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科技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加大黄淮学院科研经费投
入，支持建设11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

室。前不久,市里又研究同意黄淮学院设立医学
院，并连续三年每年增拨4000万元，支持将该校建
设成扎根驻马店服务中原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政策支持。市委、市政府出台鼓励和支持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配套政策，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
造更优环境，提供更大支持。对开展校企合作的学
校，在人才引进、双师教学团队、项目评审、平台建
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支
持，并加大经费投入，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对
实施校企合作的项目，出台建设用地、项目审批、行
政收费、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学校和企

业积极性，推动地方高校与企业行业深度合作。
就业支持。市政府定期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信、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等部门，深入开展
“企业招聘进校园”“求职进企业”等活动，在应届
大学毕业生中实施日常招聘、现场招聘、专场招
聘、网络招聘，健全就业服务网络。同时，由市政
府牵头，推动学校与政府部门、行业、科研院所深
度合作，共同组建“黄淮学院合作发展战略联盟”，
推动学校与市内企业深度合作，目前联盟单位已
经发展到190多家，每年有3000多名学生进入联
盟单位实习实训和就业。

推动转型发展 要靠行动“动真格”

展望转型发展 携手“发力”共赢未来

印度迈索尔大学授予黄淮学院留学生硕士学位

驻马店：推进产教融合 加快转型发展
——写在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市成功举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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