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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build a “Bi-Professional” teacher rank is proposed in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9.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Professional” teacher rank
in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pplied Technology, we should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i-Professional”
teacher rank i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i-Professional” teacher rank in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pplied Technology,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i-Professional” teacher rank i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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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结合重
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问题，从建立健全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相关制度及机制为着力点，为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民办高职
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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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双师型队伍建设背景
1995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中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提出“双师
型”，即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课教师应具有一定的专业实践能力，要求 1/3 以上教师为“双师型”教
师[1]。1999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必须加快建设兼有教师资格和
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2]。2006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的若干意见》明确高职教育“双师型”的双师结构和双师素质两项建设目标[3]。2010 年教育部颁发《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
伍建设[4]。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5]。2019 年 10 教育部发布《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公布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的通知》《职业技术师范教
育专业认证标准》等聚焦打造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今后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战略性部署
[6]。高职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从提出到发展已有较长的时间，各高职院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依旧是高职院校内涵质量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瓶颈[7]。目
前高职教师普遍存在入职门槛较低、来源渠道单一、培训针对性较弱等问题，民办高职教师更为突出，
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受到的制约和面临的挑战更为具体。

2.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队伍建设现状分析
(一) 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现状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队伍建设始于 2015 年，至今先后开展了四次双师认定工作，共认定校
内双师型教师 38 人，校外双师型教师 13 人，经人事变动及双师型教师能力考核，学院现有校内双师型
教师 8 人，其中汽车与建筑工程系 3 人，公共服务与健康管理系 2 人，学前教育学院 3 人，电子信息与
财经商务系和公共基础教学部没有双师型教师，校外双师型教师 13 人。2019 年校内新申报双师型教师
11 人，目前正处于认定考核阶段。
(二) 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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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师型教师比例低，整体素质不高
民办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任教师入职门槛低于公办高职院校、引进渠道单一、行业企业高级技术人
员引进难、教师流动性大和师资年龄结构不均衡等问题。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总量较少，
目前已认定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2%，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到 2020 年，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校内双师型教师共 8 人，从
年龄结构分析平均年龄 35，全为青年教师，从职称等级分析 3 名取得副高级职称，从学历学位分析 3 名
硕士研究生，从工作经历分析仅 2 名有企业工作经验。校内双师型教师分析结果表明：在年龄结构上急
缺能发挥专业带头作用的高级骨干教师及填补双师型教师后续力量的年轻教师；在实践素养及能力方面
还比较欠缺，校内双师型教师每学年仅 1 个月左右的行业企业实践锻炼时间，对其实践素养及能力方面
有所制约。校外双师型教师共 13 人平均年龄 40，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其中 3 名硕士，2 名本科，其余均
为专科学历；8 名已取得高级职称，5 名中级职称。校外双师型教师分析结果表明：缺乏教育教师方面能
力培训，导致教学能力及教学水平欠佳、授课方法及技能不规范；缺乏行业企业德高望重的高技术技能
型人才，行业企业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对职业教育热度不高等问题。
2)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动力不足
民办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任教师数量相对较少，专任教师工作量繁重的问题。专任教师忙于应付教
学工作，没有富余时间进行长期发展规划。《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岗位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专任
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为 16 学时/周，最低教学工作量为 12 学时/周，最高教学工作量 20 学时/周。通过调
研 2018~2019 学年专任教师工作量，分析发现：学院专任教师平均工作量为 16 学时/周，平均承担课程
门数为 2~3 门，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备课和上课，绝大多数教师表示在提升自己及进行双师型
素质的自我建设方面没有考虑。此外，学院层面没有“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育机制和有效奖励机制，导
致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缺乏动力；校企合作仍停留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合作，没有建立针对教师技术技能
培训的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单位不能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支撑等都成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绊
脚石。

3. 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措施
(一) 制定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
根据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现状及要求，对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做好整体规划。
根据规划年限，有计划的分层完成双师型教师数量及质量上的培育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应符
合各民办高职院校整体规划、专业建设规划和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等要求。学院完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等
文件，按照《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十三五专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学院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
50%以上，计划 2019 年底完成 48%双师型教师培养认定工作，2020 年底完成 50%以上的双师型教师培
养认定工作。
(二) 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
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
双向流动。拓展民办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维度，在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试行)》中
高职(专科)教师队伍建设要求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打破双师型教师主要来源以校内专任为主的格局，增加
校外兼职教师特别是来自行业企业的双师型教师比例，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学院校内兼课教师和校
外兼职教师资源库，认定一批符合学院双师型教师标准的校外双师型教师，培育培养专任教师双师素质
后续发展力量。放宽双师认定素质条件，完善“固定岗 + 流动岗”的教师资源配置机制。
(三) 建立基于双元培育教师的校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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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产教合作是培养合格双师型教师的重要途径，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力度，结合校企合作
单位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要求校内双师型教师每年至少 1 个月在合作企业或实训基地实习，
落实专任教师 5 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校外双师型教师必须通过学院内部教学能力考核并完成每年
教育教学、科研等能力培训，获得学院内部认定的教师相关职称。根据不同层次的教师有针对性的进行
培育培养，例如“教育见习”、“企业实践”、“跟岗访学”等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和跨界特征。
(四) 健全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
制定有效的双师型教师评价机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双师型教师队伍质量的保障。依
托学院人事处、教务处督导室、校企合作单位及行业等共同进行督促评价，完善学院双师型教师考核制
度，明确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终极目标与标准。真正做到提高双师型教师教学与技术技能水平，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五) 健全双师型教师奖励机制
保证双师型教师队伍持续有动力的发展，健全双师型教师奖励机制是抓手。在绩效工资考核管理办
法中融入双师型教师奖励机制，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待遇。除外，将其纳入年度考核、评优评先和职务晋
升等加分项目。根据考核，对双师型教师发放津贴，对在行业企业挂职或实习教师表现较好和兼职双师
型教师教学能力表现优异的设置奖项，提高双师型教师工作积极性。

4. 结语
民办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为社会培养的一大批技术技能型人
才服务于各行各业。而民办高职院校因其性质，收到的国家教育教学投入又远远少于公办高职院校，因
此其办学水平及质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民办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问题应当放在最
重要的地位，而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传授者，教师素质的要求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素质的要求是重点，这
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目标一致。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建设适合民办高职院校的双师型队伍建
设将会成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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