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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人才需求侧出现结构性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国家提出从人才供给
侧出发,大力推行并深化产教融合。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产教融合过程中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划
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与潜在型利益相关者,逐一分析这三类利益主体在产教融合
推行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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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Stakeholder Dilemma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Side View of Talent Supply
Shiyao Guo
Zhejiang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re is structural pressure on the talent demand
side.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is pressure, the state proposed to promote and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rom the talent supply side. Using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multi-stakeholder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o certain stakeholders, expected stakeholders and
potential stakeholders,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se three types of stakehold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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