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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落实,我国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有了新的要求,加快当前的校企合
作,促进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是当前高职院校发展和创新教学的必经之路。高职院校的产业学院建设是复
杂的、长久的,涉及多方利益的协调与规划,是将教学理论投入实践的过程,涉及实践性问题,只有从高职
院校兴办产业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当前兴办产业学院的情况和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协调
多方利益进行科学规划,才能将高职院校兴办产业学院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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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China has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ccelerating the current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lle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complex and long-term, involv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planning of multiple interests. It is a process of
putting teach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involves practical problems. Only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etting up industrial colle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we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setting up industrial colleges, put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and coordinate multiple interests for scientific
planning,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colle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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