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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下
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独立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要力量之一,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是新时期应对日益严峻的高等教育
环境的必然选择。但独立学院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也面临着许多的现实困境,如：人才培养方案与行企业脱节、“课证”不融通、教材
教法适应不良、
“双师型”教师队伍不足、校企缺乏深度融合等。独立学院要承担起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的责任,还需要从优化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构建“课证融通”专业课程体系、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产教深度融合等方面探究其实施策略,为当下“1+X”证书制度的试点
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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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in 2019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k of “students diplomas +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s”(that is,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pilot) will be started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pplied colleges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ces of applied colleges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1+X”
certificate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Independent colleg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the“1+X”certification system,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and
enterprises, the lack of“class certificate”,the poor adap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shortage of“double
teacher”teachers, and the lack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Deep integration, etc. Independent colleges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pilot, and also need to explore from the aspects of optimiz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s, building a “curriculum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qualified teams,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provides a reference within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current pilot work of the“1+X” cert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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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立学院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的背景

方案缺乏前期调研工作、内容更新不及时、专业定位不明确,人才培养质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从2019年起,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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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远不能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等问题。二是为迎合市场,独立学院专业设

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2019年4月《关

置往往偏向热门的、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导致专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专业设

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指出

置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实践内容和考核方式等方面与企业、行业

“试点职业技能领域主要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战略

的发展脱节,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要求的能力标准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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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兴产业等20个技能人才紧缺领域 ,首先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等5个领

定差距 。三是独立学院办学营利导向使得师资投入不足,普遍存在师资

域遴选确定参与首批试点的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6月确定首批“1+X”

队伍培养考核机制不健全、专任教师比例不足、师资年龄、职称结构不合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共计1988个,第二批试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包括电子商

理、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四是校企合作机制不健全,企业出于自身利益

务数据分析等10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月,国家颁布《关于推进“1+X”

考虑,缺乏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热情；学生到企业实践、实习的机会较少,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切实把“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实习效果不理想,职业技能提升缓慢。

作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就业本领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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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

人才培养方案如何有机的融合学历教育与技能技术证书；如何构建
“1”和“X”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体系；如何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独立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要力量之一,应厘清发展基本

设；如何创新校企合作路径与拓宽社会服务渠道等等这些问题还需独立学

思路,明晰办学定位,抓住机遇实施“1+X”证书制度,探索本科层次的

院试点院校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积极探索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路径,总结试

职业教育,在参与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找准位置,实现自身的特

点经验,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不断深化,助力我国走出一条符合

色发展。

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2 独立学院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3 独立学院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的建议与策略

独立学院实施“1+X”证书制度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办学形态,

3.1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同时也会对现有教育管理带来极大挑战。一是部分独立学院专业人才培养

54

当前,处在转设转型关键时期的独立学院如何突出特色,提高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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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质量,独立学院须以“1+X”证书制度试点为契机,根据《教育部关于职

践与研究对实现“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体系起到一定的导向与引领作用；

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从专业人才

通过探索“课证融通”,优化课程设置,将培训内容及考核要求有机融入课

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上做好规划,秉承本科职业教育学历与技能并重的理

程体系,将专业理论教学与技术技能实践结合

念,重构“1”与“X”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一是加强企业、行业调

际、专业脱离职业、学生脱离岗位”等难题。四是有利于创新独立学院教

研了解最新行业动态；二是有机融合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师培养和培训之路、增强教师队伍培训和教学能力,深化教学改革,在教学

三是全面梳理专业职业面向、培养规格与目标、学生毕业要求等关键要素、

过程注重将专业理论教学与技术技能实践结合,在教学中融入用人单位的

“1”和“X”之间的学分认定与转化等、推进与深化“1+X”证书制度试

职业素质要求,全面落实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重的职责,高质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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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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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教学脱离实

展社会培训。五是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共同制定专业

3.2构建“课证融通”专业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教学与实训资源、落实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理

构建“1”和“X”课证融通的专业课程体系势在必行,一是独立学院

念。六是有利于探索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培训、评价模式,完善现代

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当地行业、企业的需求,对接“X”证书模块的技能要

职业教育体系。

求,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模块,及时更新课程的内容；

5 结束语

二是专业课程结构、实践内容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无缝衔接行业、企业的用

“1+X”证书制度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无缝衔接了学校

人标准,对接相关类“X”证书的认证内容,把基于生产实际的岗位技能全

的学历教育与企业的用人需求,反映了职业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独立学

程融入教育教学中；三是要编写和开发适合于专业“1+X”证书制度体系

院应把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作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6]

的教材、实训任务等系列教学资源 ；四是要对课程设置进行全面梳理,

在“1+X”证书制度的引导下,完善校内部管理机制与培训评价组织间的合

清除重复的教学内容,将X职业技能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构建“课证融通”

作协同机制、改革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课证融通”专业课程体系、强

的专业课程体系,形成稳定的特色优势学科；五是探索社会人员“X”证书

化“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校企合作,着力提升学生的就职业技术

培训认证通道,提倡全民终身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与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独立学院核心竞争力,深入推动

3.3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1+X”证书制度试点为全体劳动者取得多类专业职业证书提供服务,助力

当前独立学院为保障“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落地,仅依靠当

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前的师资力量远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迫切需要一支能够精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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