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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power" can not be realized without the support of 
high skilled personnel. There is a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 skilled personnel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raining, three breakthrough paths are put forward in the 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t is to improve the Policy Resources of High-skilled Personnel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e Government Level, to strengthen the Correct Cognition of the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Enterprise Level, to dock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the New Era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e University Level.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 
suitable high skilled personne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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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国“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支撑，两者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通过分析我国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的现状和培养中存在的困境，结合产教融合视角提出三种突

破路径，分别是从政府层面完善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的政策资源，从企业层面强化对人才培训

的正确认知，从高校层面对接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新时代发展需求，目的在于为制造业的发展

提供合适的高技能人才支撑。 

1．引言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在助推该目标实现的众多因素中，制

造业的高技能人才必不可少。阳立高(2014)提出高技能人才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1]。胡茂波（2018）通过测算得出高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2]。为此，国

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

提出的产业政策与高技能人才开发政策相互协调的原则；《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的“2020年前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8%”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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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另外作为目前人才培养中“产教融合”的方式也多次被提出，该概念首次由《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之后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中再次得到推广，提出将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进行有机协调。目前“产教融合”观念被重点用来破解产业和教育间不协调的矛盾[3]。 

2．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必要性分析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家对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在政策上出台多项支持政策，

在资金上也是大力扶持。2017年制造业总投资193616亿元，占国家固定资产总投资的30.7%，

国家投资力度逐年加大，但与投入相比，产出情况却出现下滑。在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

对比中，2017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7.2%，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却增加

13.4%，表明了高新技术对产值创造的重要性。同时，全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逐年减少，从2012
年的23241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22350万人，下滑3.8%，表明目前人们在择业的过程中心理还

存有一定的错误认知。按照世界大都市的发展规律，随着第二产业工业的转型升级，技术集

约化和高端化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势[4]。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上升，高技能人才成为未来决胜的

关键。对于高技能人才的概念。每个国家的标准不同，我国对高技能人才的概念主要参考《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中的规定，指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

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

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类似西方职业带中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系列[5]。余汶桦，

张毅芳（2018）结合OECD技能战略强调了国家、企业、教育机构和劳动者个人4个要素对技

能培养的影响[6]。 

3．我国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困境 

3.1 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现状 

目前制造业的高技能就业人员严重不足且存在结构化矛盾。根据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

的人才需求显示，高级技工的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高达2：1以上。但根据《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2017》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技工学校2526个，劳动预备制度定点培训机构数1298
个，其中具有初级职业资格、中级职业资格、高级职业资格以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资格的人数

分别为1661537人、466914人、125034人和9617人，技师以及高技能人才不足。另外制造业的

就业人员数量却出现下滑，2016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4893.8万人，相比2015年减

少174.9万人。另外，根据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2010-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预测研究报

告》，未来我国技能型人力资本需求规模约为11577.3万人，人力资本市场的供给缺口达到927.4
万人。其中，高技能、高素质人力资本需求为3067.1万人，供给缺口达到105.8万人。众多统

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的发展中没有得到数量充足、技能结构合理的技能大

军的支持。 

3.2 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困境 

（1）社会对技工岗位以及在制造业的工作心理认知不足，从业动力不强。一是以往制造

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低，收入偏低，造成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受教育的过程中追求学

历不重视技能的现象。如2016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9470元，低于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67569元的平均工资，在2016年的行业工资统计中，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高达122478 元和117418元，

劳动薪酬差异大，导致制造业岗位在招聘中不具有竞争力。二是教育界长期“重学历、轻技

术”的教育体制，使现代社会中很多大学生对高端制造业中的技能工作产生理解偏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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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型人才”不是高端人才，不如白领的工作有面子，不愿涉足此行业，这严重限制了我

国高端制造业优秀人才的来源。 
（2）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参与度不高，“只招不培”的做法形成恶性循环。目前企

业“只想用人，不愿育人”的观念依然在不少企业存在，一方面，不肯在员工职业技能培养

上多下功夫，将人力培训看作成本投入，担心培训后的员工跳槽、被挖墙脚等，对员工缺少

职业规划，激励措施不完善。另一方面，过多依赖学校的培养，经过短期的象征性培训直接

上岗，导致新员工与工作的磨合时间增长，受挫性加大。根据北京华恒智信人力资源顾问有

限公司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员工教育费占企业年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不足2%，其中

43.7%的企业不足0.5%，只有4.6%的培训投入在5%以上。另外部分企业的培训形式过于单一，

形式化严重，导致效果不理想，员工离职率高，只能不停的招聘新员工，形成恶性循环。 
（3）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短时间难以改进，人才培育成果滞后。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的

培养要求主要集中在高职院校和部分应用技术型大学。目前仍存在较多问题，部分学校的办

学理念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与企业结合力度不够，培养定位不准确，盲目追求科

研型高校的发展方案和专业设置，培养特色不鲜明；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法及时更

新，传统教学为主，无法对接新时代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导致毕业生的人才培养能力无法

对接新时代需求。如目前复合型技术营销人才成为热门抢手人才，尤其是对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以及人工智能的要求加大，但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并没有此专业。 
（4）由于传统观念束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数量和培训时间都有待提升。根据《中国教

育统计年鉴2016》统计显示，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1.09万所，比2015年减少

309所，其中，技工学校2526所，比2015年减少19所。技工学校毕业生93.07万人，比2015年
减少1.55万人。技工学校的专任教师19.64万人，比去年增加4807人，师生比有一定的增长，

表明国家开始从师资上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2016年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共2124所，其中教育

部门、其他部门以及民办的学校（机构）数量分别为859所、867所和398所，在按产业结构划

分的结业生人数中，第二产业类的培训仅有6664491人，而第一、三产业的培训分别为16534102
人和19151267人，第二产业工业的培训人数明显不足，表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对培训的重视

程度不足。从培训时间上看，以一个月以内的时间居多，占到26602068人，而1年及以上的受

培训人数仅有955647人，培训时间太短无法保障培训的质量。 

4．产教融合视角下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突破路径 

4.1 政府层面 

（1）颁布相关政策认可职业技能的重要性，提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纠正人们

对制造业行业和技能岗位的错误认知。产教融合要求加强产业与教育的融合，这首先需求政

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尤其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有学历和职业资格的双重评价，国家

的“政策资源 ”支持必不可少，将职业技能培养与高等学校的学术科研类同等重视将有利于

人们思想上的纠正。同时，国务院于2018年4月印发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

见》，明确提出加强员工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并加大了各项补贴资金，这利于提高劳动者的

综合素质，结合时代发展及时更新技能，便于解决就业中的结构化矛盾。 
（2）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到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对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企

业更清楚自身发展的瓶颈以及急需的人才标准，德国的员工有2/3的人员都接受过其“双元制”

的职业技能的培训，确保员工的实践技能与其所学的理论相融合。建议企业间成立联合培养

机构，根据制造业特有的行业发展规划，制定高技能人才的培训规划，由政府出面给予参与

的企业合适的激励政策；同时积极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化、多元化，发挥社会各类力量共

同参与高技能人才的培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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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的待遇，缩小与高薪工作的差距，激发更多人才投身制造业

的发展中。如德国的技工人才水平就高于其社会的平均水平，从待遇上表明国家对该岗位的

重视。2018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提

出要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三大层面提高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待遇，这从物质层面和精神

层面给予高技术人才很大的认可，利于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掌握高技能。 

4.2 企业层面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撑，是人才的最终使用者和受益者，应当主动承担对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目前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较低，缺少高水平人才，需要不断的接

受继续教育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一方面，更新原有错误的人才观念，将人力资源看作企业生

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才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故企业应更新用人观念，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纳人企业的人力资源的战略规

划中。另一方面，及时结合时代需求对技术工人的技能进行再培训，摒弃以往“一个技术用

一辈子”和“直接让员工上手免培训”的思想，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工匠精神，通过在职培训

和脱产培训等方式鼓励在职员工接受培训，为高技能人才定制职业规划，为企业自身培养自

己的人才。 

4.3 学校层面 

（1）调研制造业产业发展，完善课程体系，对接市场需求。制造业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离

不开学校在专业上配套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院校没有专门以制造业高技能作为培养的专业，

相近的专业如传统的机械设计、石油工程等专业。学校的人才培养应密切关注制造业产业转

型升级中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及时通过“应届生求职网”、“中华英才网”等人才招聘网

的招聘岗位需求以及到企业调研和专家研讨的方式总结制造业特有的职业技能和素质能力要

求，以便有针对性的完善课程体系。如山东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就经历了由“传统岗位培养方

式——到职业学校教育为主——再到校企合作培养 ”的发展历程。 
（2）优化培养模式，丰富课程教学手段，有针对性培养制造业高技能型人才。一方面，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

积极依托“三位一体”的校企合作培养平台，将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紧密结合。强调了学

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应结合社会与企业的需求，从根据解决就业矛盾和技能型人才的结构矛盾。

院校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以制造业的工作过程为主线，建立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相对接的课程

目标，形成“双体系”校企课程结构，鼓励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多与企业共建实习实

训平台，并将反馈意见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另一方面丰富教学手段，传统的教学以

理论教学为主，结合板书和教材开展，以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居多，还是以教师为主的教学，

学生被动接受为多。随着多媒体的应用，现代教学中的电化教学越来越丰富，可以仿真企业

生产情节，以具体产品的工艺流程为导向，加大情景教学，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加大教师技能培训，夯实教学基础，对接新时代需求。高校教师的职业技能是学校

人才培养的基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教师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它的强弱与高技能

人才的培养质量息息相关。教师职业技能教育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要想培养的学生掌握企业

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一方面，教师就应及时掌握制造业的行业报告、产业动态、定期到相关

企业挂职进修，了解制造业中对技能岗位的职业资格标准以及标杆企业入职岗位的要求，培

养“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教师应借助新媒体等手段强化自身学习，如在 MOOC 背景

下，教师可以积极探索运用信息技术开发教师职业技能优质学习资源，以深化教学内容。最

后，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招收有工作实践经历人员定期与在校教师进行交流，尤其是针对部分

直接从高校毕业转变为教师角色的老师，因缺乏企业的实践经历，对真实的企业生产环节了

解不足，通过定期沟通的方式掌握企业的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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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随着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行业竞争力由以往单纯的依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转化为技

术创新，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制造业整体的速度，高技能人才成为制造业未

来决胜的关键。但目前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不足、结构化矛盾严重。由于受传统观念中“重

学历轻技能”的认知以及企业和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滞后和工作待遇中的不足导致制造业的

从业人员中高学历人才缺失，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为突破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困境需

要政府、企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从政府层面主要是完善政策资源给予政策保障，确保高技

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企业层面主要是转变人才培训的认知，强化对员工的针对性

培训和职业规划，从实践中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形成企业自己的一套人才培养方案；学

校层面主要是从学科群、教学手段以及师资上给予完善，打牢必备的理论底子同时强化对制

造业的认知。“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方的努力，政府、企业以及高校的三方合作，

不仅利于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高校学生的就业，

进而实现多方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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