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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e bas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the major way of transforming the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model of talent training, has achieved many specific paths and form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such as “no connection”, “unwilling to connect” and “daring not connect”.
This paper takes the outside-college campus practice base of financing major in Wenzhou business school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learn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of
concept, mechanism innovation, practice content and mode innovation. At last, we will put
forward some experiences from idea innovation, linkage and docking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ide, and establishmen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o promot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ilot implementation plan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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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企合作共建实践基地，实现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我国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转向的具
体举措一经提出，理论和实践层面便探索出了很多产教融合的具体实现路径和多种形式，但也存在着“不
对接”、“不愿接”和“不敢接”等诸多问题。本文以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校外实践平台构建实践为
例，从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内容与形式模式创新三个维度剖析产教研学深度融合长效机制的构建，
并结合其他相关校企合作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如何促使《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
落地，从理念创新、供给端和需求端联动对接、绩效测评体系创建等方面提出了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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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对全国各高校落实、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工程”所提出
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理论改革新要求。产教融合是指社会企业和高等院校间基于各自发展需求，本着
共赢互利，为有效解决学校专业教育和社会需求衔接问题，把企业产业与高校专业教学教育密切合作，
实现校企合作教育链、供需人才链、社会产业链和创新创业链的有机衔接[1] (廖洁丹、杨鸿等，2019)，
把学校办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性经营实体，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
学模式(百度百科)。协同教育是指教育机构和企业共同协作，基于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利益互赢，以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素养和就业竞争力为核心，以课堂教学和企业实践深度结合为形式，深化产教
融合、践行协同育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
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是实现大学生在校专业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有效衔接的重要平台，能减
少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偏差[2] (潘建华，2017)，有助于将理论培养与实践锻炼融为一体，与
企业的人才需求无缝对接[3] [4] (何燕、刘国联，2014；张鹤，2018)，是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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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和主要场域，是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因此，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出台以来，发展校企合作共建共创实践基地、实现产教研深度融合，便
成为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理论改革的蓝海，宏观政策频出。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8 年 2 月教育部等六部委制定并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党的
十九大报告以及 2019 年 10 月 9 日教育部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提高紧缺
人才培育培训质量的意见》、国家发改委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均明确提出“逐
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的产教融合总体目标，
要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因此，构建以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的突破口，通过理念创新、机制创新、
模式创新共建、共创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带动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
既是社会对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诉求，也是国家教育理念创新的指向以及产教研融合政策落地的切实要
求，更是增强大学生社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同样是我校适应社会需求推进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方式和
必然选择。

2. 理念创新，校企共建共创实践基地模式多样化
温州商学院院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具有 30 多年办学经验的民办高校。金融贸易学院是温州商学院
重点发展学院，学院立足为区域金融行业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需求为导向，借助民营企业办学
的灵活机制，秉承“以学生为本位”、“以能力为核心”，突出“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
主线，培养学生的“岗位认知能力、核心岗位能力、职业能力、创业能力”，将“学业、企业、就业、
创业”四业贯通的实践教学特色，不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和产教研学深度融合模式，已形成自己的区
域特色和优势：“金融特色班”、“金融实验班”、“阿里巴巴特色班”等创新型实践教学协同育人模
式多样化，产业融合度高；在区域金融研究与教学方面，形成了“科研→社会服务→教学→科研”的良
性闭环，服务区域社会经济质量高。具体实施路径见图 1。
1) “金融特色班”——引企入校学校主导式。早在 2004 年，为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
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学院积极对接地方重要金融机构，发挥“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引进优质金
融机构及其资源在温州商学院(原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创设“金融特色班”，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实践能
力。早期以银行班为主，目前发展为以银行班、证券班、期货班为载体的“金融特色班”系列专业实践
平台，其主要内容包含专业知识大赛、综合职业素养培育、专业技能培训、暑期校外实践、顶岗实习和
行业金融素养培训等。对于“金融特色班”毕业的学员，由学校和行业共同颁发《金融特色班结业证书》，
学员凭此证书到相应金融机构就业可优先录用。截至 2019 年已举办 16 届，共有 4000 多学生到各种金融
机构实习，近 3000 人进入金融机构工作。近三年平均每年暑期“金融特色班”组队 20 只，每期参与实
践人数达 200~300 人。
2) “订单班”——深度共建共创式。为适应金融业务创新发展的需求，为满足温州“金改”和现代
金融发展对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我院积极探索、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于 2012 年与市
融资担保行业协会联合，创新设立了全国首个“担保实验班”，2013 年与浙江期货行业协会共同打造了
浙江省第一个“期货实验班”，2018 年在校内与鹿城农商银行共建“鹿城农商行订单班”。这种以高校、
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三方联合的创新实验班，有效解决了行业需求与学校专业衔接问题，减少人才培养
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偏差，实现了我院毕业即就业和为企业培养可持续发展所需储备人才的培养目标，
产教融合度高、就业竞争力强。同时，为提升学生的金融综合素养，设立了“校外班主任制度”、“校
外导师制度”。与多家金融机构签订协议，由他们派出单位领导或骨干担任校外班主任，指导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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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ath of the Wenzhou Business College finance major off-campus practice base on the school
and enterprise co-construction and co-creation
图 1. 温州商学院金融专业校企共建共创校外实践基地模式实施路径图

业、实践和人生成长；遵照金融学专业人才成长规律，有针对性的构建实践教学方案，由学院与协议
金融机构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校外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质量，推动校外实践教学模式
改革。

3. 机制创新，校企共商共定长效机制
实践基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校企双方有互利共赢的驱动力外，还必须有确保基地健康运行的
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资金保障制度等。
1) 合作共赢的组织架构，校企深度共建共管经济共同体
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校外实践基地构建了由“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组成的三级管理架构。
决策层由学院院长及银行董事长担任，学院院长代表学校与协议金融机构高层共同探讨发展方向，签订
建设协议；学院建立校企合作办公室、金融学专业管理层，协议金融机构建立实习实训管理层；执行层
由学院金融学专业课程组教师及银行的高级经理或职员担任。学院方面的实际管理工作由校企合作办公
室承担，负责制定基地建设和校企合作的大政方针，审批具体的活动规划。以专业负责人为主要实施人，
负责具体实践课程、内容、考核和管理、协调工作。协议金融机构管理层实施办公室主任负责制，负责
整体方向的把握，与学院领导共商建设大计，调动和协调整个银行的资源，对基地进行总体把握和协调，
人力资源部为具体工作执行部门，协助学校进行课程对接、学生管理、考核、协调等工作。这种行业企
业为学校提供资源、技术和实践指导，学校为专业企业培养输送适配性人才的深度合作、共赢互利战略
组织架构，能有效平衡、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实现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2) 校企共建共创机制，确保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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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摇篮，民间资本充裕、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家秉承“温商精神”，大都具
有教育热忱和乡土情怀。这种热忱和情怀，以及灵活的民营机制，使我校实践基地建设和发展所需可持
续资金具有可能和可行空间。以鹿城农商行校外实践基地为例，该基地是我院与鹿城农商行长期开展全
面战略合作的成果，目的在于深化双方在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
水平和新员工培养新模式，二者具有人才培养目的的一致性。因此，学校、学院和鹿城农商行均非常重
视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利用民营企业制度灵活性特征，不断探索、创新资金支持制度，积极为基地的教
学、科研和协同育人创造良好的环境，所投入经费均以契约的形式明确经费的投入、使用和管理等，确
保基地建设经费来源的持续性、管理的有效性和使用的效用最大化。
经费投入以鹿城农商行通过项目资助的形式为主，基地初创启动经费来自学校，共同开发利益共享，
后续以基地的社会服务为补充。经费的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由基地负责人提出基地建设计划，经
校内外专家论证通过后实行“校–企”协商专项经费资助。使用过程中，所有开支由学院审核、经学术
事务部审批、最后按财务制度报销。资金的具体构成和使用用途为：学校提供 20 万元的启动经费；鹿城
农商行提供包含现代金融研究院在内的基地运行维持经费 50 万元/年，除维持基地的日常运行支出外，
还包括面向银行开展的学生专业竞赛奖金、员工培训管理费、联合培养专硕相关开支等；鹿城农商银行
向基地提供项目研究经费 60 万元/年，围绕鹿城农商银行委托课题，以及关系区域经济金融改革和发展
的热点、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对在鹿城农商行校外基地进行岗位实践的学生，鹿城农商银行为其发放基
本薪酬 2010 元/月。此外，学院在发展“双创”实践教育协同育人过程中，充分利用地方资源紧和已取
得的建设成果，开发共享机制开展培训、成果申报和社会服务，寻求政府–企业–社会等全方位合作筹
集经费。

4. 模式创新，实践内容和形式“以生为本”，多维度、多层次、全过程
大金融下同样的金融学专业方向不同，学生的兴趣点不同，行业细分下对具体应用型人才需求也不
同，因此，在实训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的选择和需求同样是市场化的。同时，现代金融技术快速发展
不断变革和创新金融业商业模式、金融思维，现代金融业所需金融人才、所要求的金融素养、所必备的
金融思维和技能也是市场化和与时俱进的。因此，需要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全过程以生为本的递进实
践体系。具体见图 2。
1) “实验室 + 培训基地 + 实践平台”递进的“学做合一”实践方式，实践内容、形式多样化、职
业化、全过程化。实践培养贯穿大学四年学习全过程，入学初百名金融老总进校园的生涯规划、职业规
划，大一第二学期以观摩为主要实践学习方式的专业认知学习，大二以仿真实训为主要形式的专业课程
实训，大三以订单班为主要模式的职业化、真实场景化综合实践，大四以“实务导师 + 学业导师”双带
领的“校企两栖式”专业综合实践，以及各期暑假顶岗实践，这种多维度、多层次、全过程的实践培养，
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业能力、职业能力和社会竞争力。
2) 校企一体化，实践多点开花。组建学校老师、银行专业人员、银行优秀管理者和内部师资构成“双
师双能”师资队伍，采用模拟教学、体验式、座谈式、研讨式、案例式、讲坛式培训手段，分阶段性培
训、重点集训，以及设立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以赛带动实践、以实践提升竞赛质量等多元丰富的实践形式
和内容，使实践教学育人真实化、场景化和多元化，满足了学生对实践需求的异质性和弹性，有效提高
了学生实习的获得感、满意度。同时，聘请银行骨干全程参与实务课程教学、担任班主任并参与教育管
理、担任职业规划师给学生做职业生涯规划，以及百名金融老总进校园扩展行业共建，保证实践教学育
人的职业化和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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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progressiv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structure of multi-dimensional, multi-level
and the whole process
图 2. 多维度、多层次、全过程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结构

5. 几点体会
在国家顶层设计和宏观政策推动下，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适应社会需求的拉动下，国内校企合作、
产教深度融合的建设思路和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理念已然形成共识[5] (蔡丽巍，2018)，实践层面形成了
“校企共同体”、“教学企业”以及“校中厂”、“厂中校”等具有示范效应和自身特色的校外实践基
地。但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与营运因保障机制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校企间利益驱动乏力、经
济共同体联结不牢，致使实践基地的建设仅是迫于压力停留在政府行政任务层面，市场契合度不高，校
外实践环节“重文轻武”形式大于内容，大学生变为企业短时劳工这样一种尴尬合作模式也不是个案。
我校大学生产教研学校外实践基地之所以具有示范效应和适应市场需求，其关键点在于“校、企、学”
三方利益共赢共生的可持续长效机制的建设。
1) 调研优先、理念创新、互赢互利和需求侧制度保障，是校外实践基地稳定可持续的保证。通过调
研了解社会、行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和变化趋势，了解学生对实践内容和实践形式的多样化需求，找准
合作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利益联结点，才有稳定可持续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基础，才有实践教学内容
和模式创新的可能空间。实践教学和实践基地的建设，相较于课堂教学，仍处于一种从属和被支配地位，
对教学育人仍属于一种辅助形式，其功能是锦上添花而非基础性。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育观
点和教育理念的突破和创新，不仅需要国家宏观和政策的推力，也需要教职工、学生和行业企业理念创
新下的主体性彰显，这样才有构建的内源动力和稳定可持续利益共同体构建的可能空间。制度保障是高
质量校外实践基地有效运行的可行空间，而频出宏观层面的改革意见和政策措施则主要发力于供给端，
即推动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但
在产教融合的需求端，还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出现了或者企业有积极性但学校对接不上，
或者学校抱怨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等问题[6] (陈锋，2019)。因此，需加强产教研学深度融合需
求侧，以及供给端与需求端联动对接的政策指引和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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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实践基地绩效评级体系，是校外实践基地稳定可持续的关键和重要手段。校
企共建共创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融入、整合、优化和共享了双方资源，需要“校企学”三方利益共同
体共建、共创，共同营运和推广，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主客观上均需要对实践基地教学育人和产
教研学进行绩效测评，否则基地建设和营运就失去指引方向和努力动力，基地营运则会陷入混乱无序低
效不可持续境况，影响基地资源投入产出效应的最大化和校企合作的深度化。而现有关于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绩效测度和评价的研究则还处于摸索起步阶段，需加强实践基地绩效测评体系的研究和评估机制
制定的创建、创新。
3) “引企入教”、“引教入企”创新产教研学融合新模式——“学习工厂”。校企共建共创共管产
教研学融合的大学生实践基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面的全面通力合作的结
果。实践教学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不能仅仅定位于共建专业、“订单培养式”合作等浅层次的基础性合
作，而应是一种服务发展、开门办学、开放共建、协同创新校企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其形式不能仅局
限于“引企入教”，还应创新“引教入企”的新型“学习工厂”模式(杜冰，2019)，实现校企人力资本和
文化融合，构筑校企利益共同体的人才流动机制和文化基因。因此，转变、创新践行实践教学协同育人
教育思维、模式和制度是关键。

基金项目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93)；2019 年浙江省“十三五”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建设项目：温州商学院–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学专业实践教育基地。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
目：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包容性增长机理与功效测度(Y201940962)；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基于微观证据的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包容性增长关系研究(19wsk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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