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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 the civil aviation college education reform goals by analysis CAAC's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 MO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documents and 
educational reform practice of guangzhou civil aviation college. The author explain the proble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strengthen student training for teaching upgrade; the second is enhanc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r multi-dimensional support for student training; the third is 
emphasiz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actical courses for student training. Finally, the author 
provide suggestion from five aspects of unity, efficiency, quantity, leverage and practice. 

Keywords: Employment orientation; Civil avi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covered; 
Innovative ideas of teaching reform; Implementation path; School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以就业为导向民航高职院校教改构想及路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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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民航局和教育部文件，以广州民航学院教改实践为参考，阐述了以就业为导

向的民航高职院校教改明确目标。分别从强化人才培养工作的内涵建设为办学升级夯实基础、

增进校企合作强化产学研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多维度支撑、通过重视校内实训课程的数量和质

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个方面深入解析了以就业为导向的民航高职院校教改创新型构想。最

后，分别从协同、高效、量化、借力、务实五个方面阐述了民航高职院校教改实践的具体路

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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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早在 2008 年，民航局党组提出“持续安全、大众化、全球化”的民航强国战略，并将之作为

推进我国由世界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蜕变的重要抓手。2012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民航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民航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战略产业。2014 年，为

了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教育部领导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上做了题为《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人

才支撑》的讲话。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的相关文件精神。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

称：广航院）作为民航直属行业院校和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兼具服务民航强国战略和引领

高职教育创新的双重使命。从 “十三五”发展规划构想和创建“省一流高职院校”的行动上

看，广航院正在理论探索并创新实践着基于民航行业标准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路径，力争为民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MEHSS 2018)

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151

343



 

航强国和地方经济持续培育出更多符合行业要求、助力地方发展、体现高职特色的能实现充

分就业的优秀人才。 

2. 以就业为导向为民航高职院校教改明确目标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国民经济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日渐凸显。以广航院为例，

民航企业有大量的用人需求，但就业时学生普遍存在不想去、去不成的现象，企业招不到合

适的员工、学生找不到理想的岗位。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沿袭并习惯了普

通高校“墨守成规”采用的以学科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后果是培养出的学生无法

达企业岗位要求或不情愿留在岗位。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广航院发展如不能做到与时

俱进，就会被兄弟院校甚至非行业院校赶上甚至超越。教学质量是院校发展的生命线，是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院校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因此，以持续推进广航院的教改

工作为中心，全面提高广航院民航特有专业的教学质量，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教育部明确指出“以就业为导向”是我国高职教育服务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行业企业的目标。

就业是结果，就业的关键在于院校能培养出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院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归根

结蒂在教学质量。教学工作能切实做紧跟行业企业需要，以就业为导向的目标也就随之实现。

广航院作为高职院校，其根本任务是培养面向企业、面向生产和服务一线的实用型人才。同

时作为民航局直属的行业院校，我院还应紧密围绕民航业大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客观要求，

持续为民航一线岗位输送符合行业标准的优秀人才。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广航院各专业学生

从事民航岗位群工作的核心就业能力地养成工作，即：以就业为导向为教改目标。 

3. 以就业为导向的民航高职院校教改思路 

要实现在有限的在校时间内最大程度的提升学生核心就业能力，是需要一整套科学、系统、

可行且符合以就业为导向目标的教改思路。以下简要阐述笔者从学院教学实践和高职教育发

展的综合维度对民航高职院校教改思路的创新思考： 

2.1. 强化人才培养工作的内涵建设，为办学升级夯实基础 

教学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专业及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制定、教学运行管理、

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资源开发等内容。广航院作为行业院校还应在教学管理方面充分体现民

航行业特色、尊重人才培养客观规律、对接专业岗位具体要求。要实现以就业为导向，必须

通过强化校企联合办学和优化教学管理程序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广航院民航特有专业人才

培养工作的内涵建设。例如：根据企业最新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推动专业间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创新基于学生体验的教学质量评价办法等，最终为广航院升级为应用技术型

大学夯实人才培养的能力基础。 

2.2. 增进校企合作，强化产学研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多维度支撑 

“立足民航，服务地方”是广航院办学的宗旨。如何更好地利用行业院校更加贴近民航企业

生产实际的优势，尽快构建起校企深度合作的长效机制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通过笔者多年

的工作实践，建议可以在甄选现有校外顶岗实习企业的基础上，强化与南方航空、深圳航空、

白云机场、深圳机场、中国航信等珠三角民航核心企业的业务部门间战略合作关系，以具体

可行的产学研项目为纽带，积极引导我国民航标杆企业参与到广航院教改工作中来，最大程

度地发挥企业在实习岗位提供、岗位标准导入、教师能力提升、联合项目研究、实训教室建

设等多维度的软硬件支撑作用。 

2.3. 通过重视校内实训课程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最显著的差异就是前者强调学生的从业技能提升，

而后者专注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学生技能培养是需要实际操练的设备设施和模拟企业的生

产及服务环境作为保障的，这要求重视校内实训课程数量和校外顶岗实习质量是教改的关键

内容。切实做好校外顶岗实习工作是广航院人才培养的特色，也充分体现了对学生技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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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近些年，大部分民航企业要求实习和就业无缝衔接，这客观地推动了广航院学生就

业端口的前移，即：校外顶岗实习面试就是学生初次就业选拔。笔者建议：应高度重视这一

新趋势，把第三、四学期学生的核心就业能力养成作为以就业为导向教改的工作重点。这就

倒逼院校要更加关注校内实训课程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专业教师联合实训教师共同开发符

合企业岗位要求的实训课程，务必加强各专业校内实训课程的开设数量和教学质量。 

4. 以就业为导向的民航高职院校教改路径 

以就业为导向的民航高职院校教改目标已经明确、思路渐已清晰。将其尽快落地，使之成为

广航院“十三五”期间和新一轮大发展的“原力”则需要在教改路径上的“谋篇布局”，笔

者分别从协同、高效、量化、借力、务实这五个方面简要阐述具体做法： 

第一，协同。建立由主管教学校领导负责，教务处牵头，各二级学院参与的广航院以就业为

导向教改工作小组，以服务好学院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其它各职能部门的横向协同关系。

积极推动以就业为导向教改目标和思路在二级学院内师生间的最广泛认同和响应，采取渐进

的方式逐步改革现行有悖于以就业为导向目标的做法。 

第二，高效。搭建起教务处、二级学院、教研室的纵向以就业为导向教改高效联络通道，确

保涉及教改内容的各项工作按计划高质量完成。特别是要发挥好二级学院主管教学领导的枢

纽作用，重视各项教改目标任务在学校教务处宏观管理和各专业教研室微观执行两个层面的

顺畅切换。 

第三，量化。考核什么、量化什么才能收获什么。为了将以就业为导向教改工作扎实推进，

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索建立起与教改配套的专业教师工作情况量化考核办法，力争在激发教师

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实现提升教学质量和培养科研氛围的目标。在平衡各方关切的

基础上制定二级学院教师工作情况量化考核办法，在配合广航院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

为实现以就业为导向的教改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可靠的保障。 

第四，借力。切实加强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扩大企业兼职教师队伍为突破口，借助行

业协会、航司、机场等院校外部力量，为以就业为导向的教改创新拓展核心优质资源。以就

业为导向的实质就是以企业需求为中心。广航院的教改创新不应是闭门造车，而是要面向民

航企业真实需求。笔者建议应尽快建立起互利共赢的校企资源对接和交互流动平台，并以此

为依托切实为实现教改创新做好软硬件支撑。 

第五，务实。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务实开展各项工作。路径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

固然重要，但以何种态度执行计划才是核心和根本。我们要清醒的意识到以就业为导向的教

改创新并非一路坦途，创新的内在逻辑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再发

现新问题并解决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改工作能否顺利如期推进，需要在广航院内部形成求

真务实之风气，人人都敢于发现问题、毫不回避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能以问题为导向，将

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教改创新的推动力。 

民航运输作为服务型行业，其发展的根本在于“人”，在于能否得到满足行业发展要求的高

技能人才的持续供给。这就必然需要以广航院为代表的民航直属院校勇于承担这一行业发展

赋予其的历史使命。以就业为导向的民航高职院校教改任重而道远，它关乎着我国民航“十

三五”期间内涵发展的质量，也影响着民航强国目标能否如期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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