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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试点项目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一、建设背景与基础

（一）背景
1.湖南省园艺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千亿产业集群

2014 年，湖南省蔬菜播种面积达到 2000 万亩，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而列第

二位总产值超过 800 亿元，茶园面积达到 198 万亩茶叶总产量达 15 万吨。产值

540 亿，柑橘种植面积稳定在 500 万亩左右，柑橘总产量达 500 万吨。产值 126

亿元，居全国第一位。园艺（蔬菜、柑橘、茶叶）成为千亿产业。园艺产业对全

省农业和农村经济长远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根本性、

全局性作用。

2.园艺产业转型升级亟需大量“懂经营、会管理、能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湖南省按照“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管理集约化、产品优质化、市场多

元化、经营产业化”进行园艺产业升级，对园艺技术人才的需求规模增加，需求

规格提高。2014 年全省现有园艺产业从业人员 600 万人左右，而技术性人才仅

有 942000（占 15.7%），按每年新增技术性人才 1%测算，需要 9420 名，而全省

每年本科、高职、中职毕业生不足 1000 名，供求比达 1:9。掌握了园艺种苗工

厂化生产技术、花艺设计、园艺产品营销等高端技能的技术人才将最受园艺企业

青睐。

（二）建设基础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01 年由长沙农校和湖南省机电工程学校合并

升格而成，由省农委主管主办，是一所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全日制公办省级示范

性高职学院。袁隆平院士为学院名誉院长。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1 万余人。为全

省农业类专业最多，在校生规模最大的涉农高职院校。现有中央财政支持提升专

业服务产业能力专业 2个、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 1个、省级特色专业 3个、精品

专业 4个、教改试点专业 5个、中央财政支持园艺（生物技术）基地 1个、省级

重点实训（教师培训）基地 5个、国家发改委重点支持的湖南超级杂交水稻生产

示范与人才培养基地、农业部肉用种山羊性能测定中心、农业部玉米原原种扩繁

基地、湖南省藤本植物研究所、湖南省高职院校唯一一家国家级示范技能鉴定所。

学院园艺技术专业创办于 20 世纪 20 年代，1999 年开始招收高职大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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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培养高职人才 1562 人。中职人才 2345 人，尤其近 10 年来，在专业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

表 1 园艺技术专业建设成果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单位 立项时间

1 湖南省级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湖南省教育厅 2002 年

2 湖南省精品专业 湖南省教育厅 2007 年

3 湖南省特色专业 湖南省教育厅 2011 年

4 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省级教学团队 湖南省教育厅 2009 年

5 湖南省专业带头人肖君泽教授 湖南省教育厅 2007 年

6 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 教育部、财政部 2006 年

7 农业部现代农业培训基地 农业部 2010 年

8 湖南省中学教师综合实践课培训基地 湖南省教育厅 2010 年

9 湖南省园艺技术专业课教师教学水平认证基地 湖南省教育厅 2008 年

1．政校企联动，基地建设显著成效

2006 年，校内园艺实训基地被列为中央财政支持的示范教学实训基地，获

300 万元建设资金；2003 年，园艺技术专业教师团队创办了“系企一体、产学结

合”的长沙小康园艺园林有限公司；2008 年，引进长沙都市花乡花卉有限公司，

建立了花卉生产实训基地（“校中厂”）；2011 年，我院与隆平高科进行股份

制合作，在长沙县金井镇共建蔬菜生产实训基地。2013 年，我院引进长沙慕陶

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阳台蔬菜生产实训基地（“校中厂”）。

2．形成“321 双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2010 年，推进“321 双递进”人才培养模式，即前 3学期完成职业基本素质

与技能训练，第 4、5 学期在校外生产实训基地（企业生产现场）完成综合技能

实训后，在校内进行职业素质和能力拓展，第 6学期进行顶岗实习，实现了人才

技能与人才素质的双递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培

养，2010年园艺技术专业学生获得了全国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

2011 年获得全省组织培养技能竞赛一等奖，2015 年获得全省中华茶艺技能竞赛

一等奖。

3．形成了“4+1”工学交替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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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与长沙都市花乡花卉有限公司合作，开始实施“4+1”工学交替教

学模式。每周的教学时间分为 2 个阶段，其中，4天在学校进行理论学习，1天

在“校中厂”进行现场顶岗实践教学。

4．拥有园艺技术专业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我院园艺技术专业形成了以省级专业带头人肖君泽教授领衔的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10 人，兼职教师 5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双师素质”的

有 9 人，占 90.0%。专业教师先后承担省、市试验推广课题 10 项，发表科技论

文 140 余篇，获国家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湖南省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项；全国农业职业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湖南省教学

成果三等奖 2项；湖南省农业丰收一等奖 3项。高水平的师资培养了高质量的学

生。

5．初步建设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

建立了园艺技术专业共享性资源网站，有 15 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学习

指南、教学视频、说课录像、课件、图片等数字资源。每位专业课教师在“职教

新干线”网站上注册了个人空间，初步建立了网络互动交流平台。

6．利用信息平台，创新服务社会新模式

建设光明村村民终身学习平台，使村民能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性地进行学习，

并可与专家实时互动，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在学习以及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开

创了农民培训新途径。自建成以来，先后有 13 万多人次进入该平台进行学习，

每年的访问量以 120%以上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了传统农民培训人次，已经成

为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最大最专业的远程网教平台。

2013 年，我院与湖南教育网共建的“花卉宠物频道”正式上线，该频道面

向社会，为园艺爱好者提供无偿服务，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同，使专业真正

融入了社会。

7．产学结合、服务“三农”效果好

自 2004 年至今，积极开展农民科技骨干的工作，共培训农民科技骨干 2800

多人。在怀化市辰溪、麻阳等 5 个县的 18 个乡镇推广“幼龄果园套种西瓜综合

配套技术”，合计新增总产值 5409.3 万元；为长沙县黄兴镇新冲子村提供了 3

万株红檵木等良种花卉，仅花木一项，村民人均年增加收入 1000 元。

本项目衔接的中职学校为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湘潭生物机电学校、桃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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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隆回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省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五所中专学校，这五所学校与我院交流合作多年，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二、建设思路与目标

（一）建设思路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湖南省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精神为指导，对接湖南园艺产业，以专业定

位、人才培养目标衔接为基础，以共享共建为手段，以课程衔接为核心，以教学

过程衔接为重点，以一体化教学资源和教学团队建设为支撑，创新中高衔接专业

建设共同体体制机制，系统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将推动中高职协调发展。

（二）建设目标
1．总体目标

以市场为主导统筹中高职专业设置衔接，对中高职园艺技术人才培养目标进

行系统设计，构建中高职相衔接的园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推进中高职一体化园

艺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健全中高职衔接的运行管理、教学和评价制度体

系，形成中高职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

2．具体目标

（1）共建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的“2+3”运行管理机制

（2）建成“园艺植物栽培技术通用模块+园艺植物应用技术模块+创意园艺

模块”的课程体系，开发包括 5门专业优质衔接核心课程。

（3）开发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中高融合、工学交替”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六段式的教学组织方式；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全程监控

体系。

（4）依托农业职教集团，以项目为载体，形成专业建设共同体，建立一支

由行业大师和教学名师组成的专业带头人队伍，骨干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组成的

教学团队；建设 5个课程教研室、4个教师流动工作站。改扩建 12 个共享基础

实训室，3个专业实训室，校企共建 4个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新增 10 个校外

实习基地，每年承接教师培训和外校学生实习实训不少于 300 人次。

3. 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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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高职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园艺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中的引领作用，带动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等 4所中职共同发展，共建园

艺技术特色专业，形成高职带中职的特色专业建设格局。

（2）优化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的顶层设计，探索建立技术技能人才系

统培养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园艺技术专业技术技能

人才需求。

（3）开发出 5门中高职衔接的园艺技术核心专业课程资源，编写中高职衔

接园艺技术专业系列教材。

（4）有 1项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获省级及以上立项；有 1项横向应用技术研

究项目获得市级以上立项或应用于企业生产，横向到账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每

年开展技术服务与咨询项目不少于 2项，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开展员工培训、农

民工培训等培训人次达 2000 以上。湖南生物机电职院现代化的园艺实训基地每

年承接教师培训和外校学生实习实训达到 300 人次。

三、重点建设内容

（一）中高职专业衔接体制机制建设
1．建设目标

依托湖南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中高衔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实现扁平

化和团队化管理。制定相关章程，建立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2．建设内容及措施

（1）组建中高衔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在湖南省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组织框架内，从省内知名企业、行业、协会，

聘请 8名专家成立中高衔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是园艺技术专业中

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试点项目的决策机构，负责对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核心课程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办学经费筹措与使用等

重大问题进行检查、指导、咨询、审议、监督和协调。同时，明确高职学校和中

职学校的责任，规范教学管理、学生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的指导与管理，制定中

高职教师相互兼职、跟班学习制度、中高职共同培训教师和兼职教师共享制度等

各项中高职衔接过程中的制度，形成中高职衔接的长效体制机制。

（2）中高职衔接专业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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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具有“共同愿景、共同利益”和“优势互补、团结协作”项目团队，实

现扁平化和团队化管理。制定章程、议事制度、监督制度等，对中高职衔接进行

系统设计。在学院相关制度基础上，制定并完善实训基地管理、教学质量保障、

教学过程监控、企业顶岗实习管理、绩效考核、企业研修锻炼管理、兼职教师聘

任和管理等有利于中高职同管理的教学管理制度，推行“弹性、灵活”的教学组

织形式，使中等职业学校深度参与中高职衔接试点的教育教学，构筑有利于高素

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

（3）确定“2+3”的分段培养模式

成立专门的调研小组，制定调研样板，对湖南省内园艺企业及沿海合作企业，

进行人才需求、岗位、岗位知识技能和素养要求调研，形成专业调研报告，适时

调整优化专业衔接，按中职培养阶段 2年，高职培养阶段 3年，指导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定。

3、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

表 2 中高职专业衔接体制机制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一览表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项目负

责人

建设完成时

间

资金预算

（万元）

专业建设指

导委员会
组建领导小组并开展工作 刘晓魁 2015 年 9 月 1

中高职衔接

专业制度建

设

完善相关教学制度并促进教学，

兼职教师聘任，教学内容更新，

先进技术共享，实习实训基地建

设，学生就业等

邓建平 2015 年 12 月 2

“2+3”的分

段培养模式

人才需求、岗位、岗位知识技能

和素养要求调研，形成专业调研

报告

李永兴 2015 年 9 月 7

合计 10

（二）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课程衔接建设
1．建设目标

建成“园艺植物栽培技术通用模块+园艺植物应用技术模块+创意园艺模块”

的课程体系，开发包括 5门专业优质衔接核心课程。

2．建设内容及措施

（1）建设模块化衔接课程体系

按能力递进、岗位提升的逻辑，形成园艺植物栽培技术通用模块、园艺植物

应用技术模块、创意园艺模块三大模块，园艺植物栽培技术通用模块：主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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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植物的常规栽培技术，具备园艺产品生产、植物保护、绿化养护等的上岗能

力。园艺植物应用技术模块，主要学习对园艺植物合理应用和设计，具备了进行

花艺设计及植物造景等的基本能力。创意园艺模块，学习创意园艺的设计，具备

园艺企业创业与管理、生态农庄规划设计与管理、家庭农场经营与管理的基本能

力。

（2）建设层次化递进式课程内容

根据中高职人才培养规格不同，对中高职所有课程内容进行科学选取。突出

中职培养技能型人才，强调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能积累，高职培养高端技能型人

才，强调策略层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形成层次化的教学内容。如中职阶段的《插

花技艺》衔接高职阶段的《花艺设计》，中职重商业插花技艺，高职重花艺设计。

公共课教学中职阶段以部颁教学大纲为准，高职阶段则进一步加强人文素质培

养，如与中职阶段《数学》衔接的高职阶段《应用数学》的内容重点介绍概率统

计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中职阶段的《语文》衔接的高职阶段课程《应用写作》

重点介绍工作计划、简报、会议纪要、调研报告、求职自荐书等事物应用文写作

技巧。

（3）开发中高职衔接的专业核心课程

联合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等4所中职学校及企业共同开发5门对接紧密的专

业课核心课程，分别是中职《花卉种植技术》衔接高职《花卉种植技术》、中职

《蔬菜种植技术》衔接高职《绿色蔬菜生产技术》、中职《果树种植技术》衔接

高职《绿色果品生产技术》、中职《插花技艺》衔接高职《花艺设计》、中职《园

艺植物保护基础》衔接高职《园艺植物绿色防控技术》。5门对接核心课程共同

开发后，相关教学资源和教学要求，全部传入职教新干线，试点中高职院校实现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本项建设内容四年完成，2016 年 5 月前建设中职 2 门核心衔接课程,2016

年 5月份前完成中职3门核心衔接课程,2017年 5月份前完成高职3门核心衔接

课程，2018 年 5 月前完成高职 2门核心衔接课程。

3．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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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高职课程衔接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一览表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项目负责人
建设完成

时间

资金预算(万

元)

课程体系衔

接建设

中高职衔接的能力递进课程体

系
邓建平 2015.9 4

课程内容衔

接建设

对中高职所有专业课程内容进

行科学选取，实现能力递进的

中高职课程内容。

周杰良 2015．12 9

核心课程衔

接

中职《花卉种植技术》

高职《花卉种植技术》
周杰良

2015．9 17

中职《蔬菜种植技术》

高职《绿色蔬菜生产技术》
黄益鸿

中职《果树种植技术》

高职《绿色果品生产技术》
邓建平

中职《插花技艺》

高职《花艺设计》
魏喜凤

中职《园艺植物保护基础》

高职《园艺植物绿色防控技术》
雷冬阳

合计 30

（三）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教学过程衔接建设
1．建设目标

开发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和创新“中高融合、工学交替”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推行六段式的教学组织方式；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全程监控体系。

2．建设内容及措施

（1）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把握园艺技术专业在培养目标、工学比例、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资源配置上的递进、延展和衔接关系，系统设计专业定位、教学

过程、考核评价和教学管理制度，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共同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共同参与教学，共同评价教学，共同建设实训条件，学生在校内和

企业交替进行技能培训。大力推进现场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任务驱动教

学，开发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2）顶岗实习衔接建设

联合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等三所中职学校设计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方案。明

确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的岗位、实践项目和教育教学计划，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

在高职培养阶段进行。

（3）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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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物机电职院牵头，联合 3所中职学校及合作企业共同制定中高职衔接质

量评价标准。积极探索质量评价改革，建立以能力为核心、以作品为载体、有明

确的梯度和层次要求的质量评价方式；建立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质量

评价制度。共同监控人才质量，整体推进的专业评价模式改革(图 1)。

图 1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4）推行“六段式”的教学管理衔接建设

把在校五年分成六个阶段，第 1-2 学期完成基本文化知识和专业认知，第 3

学期完成职业基本素质与基本技能训练，第 4、5学期完成基本文化素质的提升

和核心技能单向训练，第 6-7 完成校外生产实训基地（企业生产现场）综合技能，

第 8学期在校内进行职业素质和能力拓展，第 9-10 学期进行顶岗实习，实现了

人才技能与人才素质的双递进。

3．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

表 4 中高职教学过程衔接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一览表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项目负

责人

建设完成

时间

资金预

算万元

人才培养

方案衔接

建设

开发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大力推进现场

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积极探索中高职联

合“订单培养”和“现代学徒制”等多样化的

人才培养模式。

邓建平 2015．9 5

人才培养

模式衔接

建设

共建“2+3”人才培养模式，实行校企合作，工

学交替共同培养，在高职校内实行“4+1”教学

组织模式。

周杰良 2015．12 6

顶岗实习

衔接建设
设计顶岗实习与社会实践方案 李永兴 2015．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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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价

衔接建设
制定中高职衔接质量评价标准 李益锋

2015．12
12

教学管理

衔接建设

共同建立健全日常教学、实习实训、考核评价、

学籍管理等各项教学管理制度
罗欣

2015．12
5

合计 43

（四）共建共享建设
1．建设目标

依托农业职教集团，以项目为载体，形成专业建设共同体，组建一支由行业

大师和教学名师组成的专业带头人队伍，建成由 25 名骨干教师和 25 名企业专家

组成的教学队伍；建设 5个课程教研室、4个教师流动工作站。改扩建 12 个共

享基础实训室，3个专业实训室，校企共建 4个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新增 10

个校外实习基地，每年承接教师培训和外校学生实习实训不少于 300 人次。

2．建设内容及措施

（1）专业共建

通过园艺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试点项目建设，中、高职院校联合、校企深度

合作，形成专业建设共同体，推动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等三所中职专业结构优化

调整，实现中高职专业整体优化升级。

（2）教师队伍共建共享建设

建立中高职教师相互兼职、跟班学习制度，形成“教师互派、定期研讨、常

态沟通”的机制。建立中高职共同培训教师和兼职教师共享制度，试点院校联合

培训教师常态化，生物机电职院 2016 年派 3 位专任教师或校企合作兼职教师进

三所中职学校上课和指导课程与专业建设，以后根据实践情况不定期派专业教师

到中职学校上课及交流学习；每个中职学校每年选派 1-2 名专业教师到生物机电

职院进行学习。设立 5个核心课程云空间教研室，组建园艺技术专业教师团队，

空间交流常态化，形成由生物机电职院优秀教师为专业带头人、其他四所中职学

校骨干教师为主体、专兼结合的试点专业教师大团队，带动专业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提升。

（3）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建设

整合现有资源改造校内理实一体的校内实训基地，实现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

实训设备合理配置和衔接共享。联合企业共同建设中高职衔接共享的基础实训、

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中职重点建设基础实训室，如土肥

实训、插花实训；高职重点建设专业实训室，如种苗生产实训中心、园艺产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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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实训室、花艺设计中心等。与湖南大方植保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博野有机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亚洲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流国内农业龙头企业合作新开发 4

个校外实训基地。

借鉴现代企业文化，校企共同制订和完善《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学生顶

岗实习管理制度》、《学生校内实训管理制度》、《创业指导教师实训指导管理

制度》、《教师校内实训与企业实践锻炼管理制度》、《学生校外实训管理制度》

和《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制度》等实践性教学制度。

表 5 中高职共建共享校内实训平台建设一览表

实

训

平

台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建设

性质

工位

（个）
主要设备（仪器）名称 实训功能

建 设

地点

基

础

实

训

平

台

1
化学实

训室
改扩建 40 通风柜 化学分析测定

中职
2

土肥实

训室
改扩建 40 分光光度计、培养箱

土壤取样及预处

理、土壤基本指

标分析

3
植物实

训室
改扩建 40 显微镜、常用量具

植物识别、植物

标本制作、形态

观察

专

业

实

训

平

台

1 茶艺室 改建 40
各类茶具、茶艺桌、茶

具柜、净水设备

茶艺实训

茶叶品评实训

高职
2

园艺产

品加工

实训室

改建 40

果蔬自动分级系统、采

收机械、人工分级板、

防腐包装材料、无损伤

检测机械

园艺产品粗加工

实训、园艺产品

商品化处理实训

3

休闲农

业规划

室

新建 40 电脑、投影仪、打印机
休闲农业规划实

训

（4）资源共建共享

以空间网络课程标准建设绿色果品生产等 5门专业核心课程；改革教学方法

和手段，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和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实现

课程体系模块化、课程内容项目化、知识技能一体化、教学情境真实化、任课教

师多元化。整合专业群内资源，以空间课堂、微课程等多种形式，建设包括 10

门优质课程资源和 11 个新技术培训包的专业群共享资源库，用于企业员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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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培训和自学；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校内外共享。

3．建设进度及资金预算

表 6 中高职共建共享建设资金预算一览表

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
项目负责

人

建设完

成时间

资金预

算万元

专业共建 专业共建报告 欧阳叙向 2019.5 4

教师队伍

共建共享

建设

制定中高职教师相互兼职、跟班学习制度，共

同培训教师和兼职教师共享制度，建设教师大

团队制度，并对制度执行。建设 5 个课程教研

室、4个教师流动工作站

邓建平 2019.5 25

实训基地

共建共享

建设

完成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每年承接教师培训和

外校学生实习实训不少于 300 人次
曹虎山 2019.5 52

资源共建

共享

空间网络课程标准建设绿色果品生产等 5 门专

业核心课程；10 门优质课程资源；11 个新技术

培训包

邓建平 2019.12 46

合计 127

四、主要保障措施

（一）机构设立
1.项目领导小组

为保证“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项目的顺利实施，试点院校将

强化建设组织保障，成立项目领导小组，项目领导小组由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学

校校领导组成，负责整个项目的决策和方向，如下：

组 长：楚琼湘（湖南生物机电职院院长）

副组长：黎移新（湖南生物机电职院副院长）

刘晓魁（湖南生物机电职院副院长）

李浩（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校长）

文烨（湘潭生物机电学校党委书记）

尹存成（湖南省永州工贸学校校长）

张然（长沙都市花乡连锁机构董事长）

李小并（亚洲果业股份公司总经理）

周向（博野有机蔬菜公司总经理）

成 员：邓建平、杨仁彪、刘唐兴、欧阳叙向、黄建科

2.项目联络小组

项目筹备小组主要负责校际之间的联络，材料收集，任务下达等

组 长：邓建平（湖南生物机电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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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唐兴（湖南生物机电职院）

副组长：李浩（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校长）

文烨（湘潭生物机电学校党委书记）

尹存成（湖南省永州工贸学校校长）

3.项目建设小组

项目建设小组主要负责材料的撰写，按领导小组的要求，制定各项方案并

实施，把握整个项目的进展，保障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试点工作的

正常运转，建设小组成员主要为各校的骨干教师及专业带头人。

项目建设小组负责人：邓建平（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兴（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益锋（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核心成员： 王建湘（湖南生物机电职院）

毛立强（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刘春奇（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尹存成（湖南省永州工贸学校校长）

王建湘（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雷冬阳（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英（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荟芬（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魏喜凤（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蔡冬元（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谢 军（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组将严格按照省教育厅的建设要求，精心组织、策划、指导、实施，确

保本项目按时、高质量、高水平圆满完成。每年将对项目进程结果进行考核验收，

连续两次验收不合格学校，将会取消中高职衔接项目参与权。

（二）保障机制
1、建立项目负责人目标管理责任制度，按照目标责任管理，由责任人签订

责任书。组建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监督、验收专家组，对建设实施方案执行情

况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效果进行定期的绩效评估和考核，提出评估意见和改进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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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园艺技术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试点项目”领导小组例会制度定期

研究并解决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总结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布置下一阶

段的建设任务，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保证建设项目的进度和质量。

（三）过程管理
1、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研究并解决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困难。

保证项目建设自始至终形成一种自我监测、自我修正、持续改进的工作状态，使

项目建设做到“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

2、学院以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基本要求为依据，制定项目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办法，对项目建设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3、按照学院重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和审批制

度，加强专项资金预决算管理，保证资金用好、用到位。

4、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中高职教学资源共享。以“职教新干线”

为管理和培训的枢纽，建设专门的空间，即时反映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健全信息

化管理平台，使教学资源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满足学生、教师、企业专家相

互交流需要。

5、项目建设过程无条件接受省教育厅主管部门的检查和验收。

（四）经费保障
严格执行省厅对重点项目资金支持的使用法则法规，按照学院将建立的项目

资金管理制度和监控制度，制订详细的分项目、分年度的资金使用计划，保证资

金的足额到位。在项目建设中给予学院充分的政策支持，保证项目资金完全用于

项目建设，不被挤占、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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