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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人才需求调查报告

一、调研的背景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都市农业的兴起，园艺产业的转型升级，目

前各中高职园艺技术专业的教学现状难以满足多样化职业教育的要求，已不能

适应园艺技术人才市场的需求，制约了园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了紧跟

园艺行业动态，引领我省园艺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进一步了解社会对中职和

高职园艺技术专业的人才需求，了解各企事业单位所需要的人才规格结构、学

历层次、技能素质及就业岗位的层次要求，以便明确中职和高职园艺技术专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准确进行人才定位，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以促进我省乃至国园艺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此，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等三所中职学校于 2015 年 3 月—5月开展了园艺技

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形成了园艺就业市场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二、调研的目的意义

了解园艺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和对园艺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进

一步明确园艺技术中高职衔接的专业定位和专业内涵。进一步明确园艺行业适

合中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岗位群，以及这些岗位对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高职衔接的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建议，为专业课

程体系制定、课程内容衔接、课程标准开发提供依据。

三、调研方法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5 月 16 日，由 4 所中高职衔接学校 10 名教师组成的调

研组走访了长沙市都市花乡花卉有限公司、武汉维尔福种苗有限公司、长沙楚

源果业有限公司、长沙市腾韵茶艺有限公司等 15 所校企合作协议单位和学生实

习就业单位，通过调查问卷、电话访谈、上门深访、座谈会、网络查询文献等

方式对调研地区的园艺行业进行了系统的调研。调研组成员制订了《园艺技术

专业毕业生工作岗位调查表》、《园艺技术专业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调查表》、《园

艺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反馈表》、《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问卷调查表》等调查表格，主要围绕园艺企业岗位及岗位群设置，各岗位职责，

毕业生就业岗位及分布，就业岗位的主要工作项目，毕业生对学院教学工作的



2

建议，企业对学生知识、技能、素养的具体要求等项目开展调研工作。

四、调研内容

1．企业调查主要内容

了解园艺企业基本情况、业务范围、岗位设置、企业人才需求现状及未来

需求趋势；中高职人才在企业的就业岗位；企业对中高职人才的素质与能力要

求；企业对中高职毕业生持证上岗的要求与证书种类、等级要求。

2．园艺行业和企业专家访谈主要内容

了解园艺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园艺企业人才状况及需求，特别是中高职

人才需求；对中高职生培养的建议；对园艺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改革的建

议。

3．调研开设园艺技术专业的中等职业学校

对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等 3 所开设园艺技术专业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专业定

位、课程设置、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学情况；了解园艺技术专业学生

取得岗位证书情况。

4．调研园艺技术专业毕业学生就业情况

对已经就业的 156 中职园艺技术专业毕业生和 171 高职园艺技术专业毕业

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其就业层次、就业岗位、职位等情况。

5．有关文献搜集

园艺专业职业资格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政

策法规文献等。

五、调研结果分析

（一）园艺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园艺产业发展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集水果、蔬菜、花卉生产为一体，

是闻名世界的园艺大国。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以果、菜、

花为主的园艺产业已成为我国振兴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和谐、快速、健康发展

的支柱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城市化水平日趋提高的中国，都市园艺的兴起已成为现实。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新的国家经济建设任务和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园艺与之相

适应。随着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将导致大城市的不断扩张，加紧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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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边农村人口和区域的渗透，使农村与城市在生态、经济、社区等方面表现

出逐步融合的趋势，客观上导致了都市园艺的形成与发展。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的下降，城市居民对绿色空间的渴望，使在都市发展园艺业就显得更加紧迫。

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使都市园艺成为新的消费时尚。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性及生产观念也在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自然田园生活将成为新的消

费时尚。这种消费倾向的变化，将会对园艺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园艺产业是湖南省的重点优势产业。全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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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五”期间建设300个园艺作物标准园，全省蔬菜生产能力达到3200万吨，水果

达到600万吨。全省逐渐形成了浏阳“百里花木走廊”、“长株潭城市群”花卉

产业带、常德-郴州-益阳花卉产业带、邵阳-怀化-娄底食用与药用花卉产业带

四大花卉优势生产区域。园艺产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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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正在推进的“环

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两型社会的建设，为园艺产业的做大做强提供了

强有利的政策支持和大好机遇。

我省对园艺技术专业人才的需要量很大，特别是中高职毕业生。我省高职

院校中只有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园艺技术专业，中职学校也只有

不到10所学校开设了园艺技术专业及相近专业，每年中高职毕业生数量不足600

人，因此，我省这方面的人才多数来源于外省地区院校，而园艺植物又具有地

域性差异强的特点，使外来技术人员难以适应本土的园艺产业发展，我们有必

要培养自己的园艺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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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园艺产业的快速发

展很不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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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园艺行业职业范畴广，为

园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掌握园艺种苗工厂化生产技术、绿色园艺产

品生产技术、花艺设计、创优园艺设计等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将最受园艺企业青

睐。

（二）社会对园艺技术人才层次的需求

1.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层次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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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科研技术企业和园艺研究所，一般需求研究生学历层次，部分行政事

业单位要求本科学历，而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园艺企业更希望录用中

专、大专层次的人才，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人才更实在、更能干、更能做大量基

础性的工作，而且这些单位的园艺专业人才多为大中专毕业生甚至是外专业转

行人员，因此中高职园艺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有发展前途。

2.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对园艺人才的需求也有不同特点。

上海、广东、深圳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对园艺人才的需求量明显较大，

且高端人才与中端人才需求量偏大，而我省长株潭地区对高职专科的园艺技术

人才需求量最大，远远超过本科和中专毕业生。这说明园艺行业是朝阳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会随之加大，高职园艺技术人才的需

求量也会大量增加。

（三）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

通过调查，我们对园艺技术专业的职业岗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企业就

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认为中高职毕业生在园艺企业的工作岗位主要包括生产

技术员、园艺产品营销员、园艺企业技术主管、花艺设计师、园艺场场主等。

各工作岗位对人员的职业资格、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等要求如下（见表 1、表 2）。

表 1 园艺技术专业职业岗位调查表（中职毕业生）

序号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能力要求 职业素养要求

1 生产技术员

园艺师（中级）

绿化员（中级）

植保员（中级）

插花员（中级）

计算机操作与应用

园艺植物种苗生产

园艺产品生产

插花技艺

热爱专业、诚实守

信、敬业爱岗、艰苦

奋斗、热爱劳动、遵

纪守法、团结合作

2 园艺产品营销员 营销策划师（中）

计算机操作与应用

园艺产品商品化理

园艺产品销售

口才好、诚实守信、

敬业爱岗、艰苦奋

斗、热爱劳动、遵纪

守法、团结合作

表 2 园艺技术专业职业岗位调查表（高职毕业生）

序号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能力要求 职业素养要求

1
园艺企业技

术主管

花艺园艺师高级

证

绿化员高级证

计算机应用、园艺产品

生产与营销、园艺企业

创业与管理

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

强的自学能力与获取信

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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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艺设计师

插花员（高）级证

茶艺师中（高）

级证

计算机应用、花艺设计、

园艺产品应用设计

较强的自学能力；一定

的获取信息能力；不断

创新的意识与能力。

3 园艺场场主

园艺师高级证

绿化员高级证

营销策划师高级

证

计算机应用、园艺产品生

产与营销、园艺企业创业

与管理、创意园艺设计、

休闲农庄管理

较强的自学能力；较强的

获取的信息能力；不断创

新的意识与能力。

通过对近年来我院毕业的 171 名园艺专业毕业生与五所相关中职学校 156

名园艺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见表 3、表 4）。

表 3 园艺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表（中职毕业生）

项目 人数 比例（%） 毕业 1~3 年人数 毕业 3~5 年人数

就业地点
省内 123 78.9 94 29

省外 33 21.1 19 14

就业企业

类型

大型企业 2 1.3 0 2

中型企业 38 24.4 16 22

小型企业 101 64.7 85 16

自主创业 15 9.6 3 12

从事岗位

生产技术员 80 51.3 53 27

园艺产品营销员 44 28.2 26 18

其他 32 20.5 12 20

职位

高层骨干 2 1.3 0 2

中层骨干 29 18.6 8 21

基层人员 125 80.1 86 39

表 4 园艺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调查表（高职毕业生）

项目 人数 比例（%） 毕业 1~3 年人数 毕业 3~5 年人数

就业地点
省内 99 59.6 61 38

省外 72 40.4 31 41

就业企业

类型

大型企业 8 4.7 1 7

中型企业 64 23.4 34 30

小型企业 68 39.8 52 16

自主创业 31 18.1 5 26

从事岗位

园艺企业技术

主管
62 36.3 42 20

园艺场场主 57 33.3 23 34

花艺设计师 38 22.2 8 30

其他 14 8.2 6 8

职位

高层骨干 23 13.4 5 18

中层骨干 82 48.0 28 54

基层人员 66 38.6 59 7

对表 3与表 4的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中高职园艺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多在省内工作，中职毕业生主要从事生产

技术员、园艺产品营销员方面的工作。高职毕业生主要从事园艺企业技术主管、

花艺设计师、园艺场场主等岗位工作。



6

2、随着毕业后工作经历的延长，学生在大中型企业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比例

远高于毕业不久的学生的就业情况。说明学生开始工作多在中小企业，随着阅

历和经验的增加，其就业的档次也逐步提高。

3、学生就业的层次随毕业时间的增加而提高，高职毕业生毕业 3-5 年就成

为企业中高层骨干的比例达到了 91.1%，而毕业 1-3 年的比例仅为 35.9%。说明

只要学生坚持从事本专业，其发展前景非常不错。

六、对中高职衔接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1、社会对园艺技术专业中专、大专层次的人才需求旺盛，建议中高职衔接

园艺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分为“2+3”两个阶段，即中专学习两年，学生可以选

择中专毕业就业，或者通过高职单独招生考试形式进入高职再学习三年，获得

大专文凭后再进行就业。

2、根据专业对接产业的要求，建议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涵

盖园艺产业链中各环节典型工作过程，即产前准备—产中生产—产后处理—产

品营销四个过程。

3、建议园艺技术专业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分成三大模块，即园艺植物栽

培技术通用模块、园艺植物应用技术模块、创意园艺模块。中职阶段主要学习

园艺植物栽培技术通用模块、园艺植物低端应用技术模块，高职职阶段主要学

习园艺植物高端应用技术模块、创意园艺模块。

3、建议重点开发 5门中高职衔接紧密的专业课核心课程，即中职《花卉种

植技术》衔接高职《观赏植物生产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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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果树生产技术》、中

职《插花制作技艺》衔接高职《花艺设计与制作》、中职《园艺植物保护》衔接

高职《园艺植物绿色防控技术》，5门核心课程实现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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