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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等职业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目前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主体,它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
十分重要的位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却呈现规模萎缩、源不
足、办学条件差、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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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o tra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killed talents and high-quality
workers on the basis of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t pres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main
bod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t outputs primary and intermediate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technical worker for society.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and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presents problems such as scale shrinkage, insufficient enrollment,
poor running conditions and difficult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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