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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15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刘传铁同志致辞

10:15-12:15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同志主旨报告

12:30-13:30

13:30-13:35 联盟筹备情况介绍

13:35-13:40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长孙宏斌教授致辞

13:40-13:50 联盟成立仪式

13:50-14:00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领导致辞

14:00-14:05 宣读联盟倡议书

14:05-14:35
众创空间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李大维（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创始人）

14:35-15:05
新常态下的高职创新创业之问
    ——何向荣（教育部高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5:05-15:20

15:20-15:30
园区化产教融合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贺星岳（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5:30-15:40
因势而谋 主动作为 培育创新创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石忠（滨州职业学院院长）

15:40-15:50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两创教育转型升级之路
    ——张宝忠（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5:50-16:00
依托协同育人中心，培育创新创业人才
    ——汤才（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6:00-16:10
“引培孵助”育新才，服务地方助创业
    ——周勇（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16:10-16:20
产学研创相结合，培养新技术应用的创业人才
    ——谢志远（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6:20-17:30 互动交流

张晋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陆春阳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张新其（杭
州市大学生创业办公室原主任）、李延成（山东东营职业学院院
长）、张宝忠、贾少华（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罗志

13:30-14:00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解读
    ——刘晓（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

14:00-14:10
校企紧密携手，共育技术技能人才
    ——林风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4:10-14:20
加强职教集团化办学，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毛丽君（河北省国资委副主任、职教集团理事长）

14:20-14:40
职业教育体系及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基本作用
    ——Paul O'Sullivan（爱尔兰都柏林工业大学副校长）

14:40-14:50
创新集团化办学机制，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田秀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4:50-15:20 互动交流 嘉宾：刘晓、林风华、毛丽君、Paul O'Sullivan、田秀萍

15:20-15:30

15:30-16:00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解读
    ——高鸿（辽宁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6:00-16:10
广东省现代学徒制的现状、未来与思考
    ——赵鹏飞（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6:10-16:20
现代学徒制现状分析及未来思考——基于企业的视角
    ——傅润红（伊丽莎白美容有限公司总监）

16:20-16:30
高等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有关问题的探讨
    ——丁金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6:30-16:40
以现代学徒制提升专业内涵建设
    ——张庆玲（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

16:40-17:00
新西兰现代学徒制的经验与建议
    ——Mike Waddell（新西兰奥塔哥理工学院副院长）

17:00-17:30 互动沙龙 嘉宾：赵鹏飞、高鸿、傅润红、丁金昌、Mike Waddell

10月
24日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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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

马陆亭

茶歇

案例分享

10月
24日
上午

午餐

李进
体
育
馆

全体代表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会员代表大会

主旨报告

开幕式

8:30-10:00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5年年会议程
主题

10月23日 报到 参会人员报到

考察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参观高等职业教育“行动·创新·跨越”成果展

孙爱武

体
育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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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实践
与机制保

障 姚和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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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探索与

实践 崔岩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参会代表主题

13:30-13:55
创客时代的“互联网+教育”模式解析
    ——姜海东（原京东商城副总裁）

13:55-14:20
建立以应用为核心的资源建设机制
    ——孙善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

14:20-14:45
从监测分析报告看资源库建设与应用
    ——侯小菊（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分析实验室副主任）

14:45-15:10
智慧职教：构建资源共建共享的信息化生态圈
    ——叶波（高教社高职事业部副主任）

15:10-15:45
以“互联网+复合教学”模式推进资源建设落地
    ——姜涛（数字校园学习平台技术总监）
    ——李文康（英特尔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中国区经理）

15:45-16:00

16:00-16:15
基于“双证结合”的专业教学数字资源开发与应用
    ——许远（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研究员）

16:15-16:30
迎接创业新时代——“互联网+”创业教育的展望
    ——李肖鸣（中科创大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16:30-16:45
面向“互联网+”人才培养信息化的制度创新与实施
    ——王卫东（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16:45-17:00
六艺贯通：“互联网+”视角下的民族技艺传承与创新
    ——刘正宏（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17:00-17:30 互动沙龙 嘉宾：孙善学、许远、李肖鸣、王卫东、刘正宏、叶波、姜涛

13:30-13:40

13:40-14:30
企业视角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周前进（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4:30-15:05
校企合作培养“中国制造2025”人才
    ——陈继权（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5:05-15:15 茶歇

15:15-15:50
现代学徒制下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王荻(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15:50-16:25
基于校企合作的“一站式”人才培养解决方案
    ——王江有（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副总裁）

16:25-17:00
校行企共建“互联网+现代流通业”人才培养模式
    ——郑樑（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副会长）

17:00-17:30

17:30-18:30

08:30-09:30 专家解读
“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改进制度建设”专家解读报告
    ——杨应崧（“职业教育评估系统架构与高职院校下轮
              评估实施方案的研究与实践”总课题组组长）

09:30-10:10 互动交流
杨应崧、经贵宝（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调研员）、范永斌（陕西
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宋凯（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秘书长）、袁洪志（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10:10-10:30

10:30-10:50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6年工作部署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

10:50-11:15
会议总结
    ——李进（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原主席）

11:30-13:00

10月25日下午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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