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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major-serving for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hongshan Polytechnic takes the major-serving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s research 

project, and has defined the outline of major developmnent. The college has also set up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system of major-serving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ich has 

innovated its teaching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mode, enhanc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d the major-serving ablility for th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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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升高职院校专业服务区域产业发展能力，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以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为己任，在专业镇转型升级中明确专业发展思路，探索出专业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合作办

学体制，创新了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提升了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1．特色鲜明的专业镇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大批经济规模超过几十亿甚至百亿元的产业

相对集中、产供销一体化、以镇级经济为单元的新型经济形态，称之为专业镇经济，属于经

济学界所谓的“簇群经济”、“集群经济”、“专业产品区”范畴，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小企

业、大产业、小产品、大市场。 

1.1  专业镇发展之“专” 

中山市是广东省专业镇分布密度最大的地级市之一。中山专业镇产业领域涵盖灯饰、五

金、纺织服装、电梯、家电、家具、食品等传统产业，同时还发展了LED、游戏游艺、节能

环保和文化旅游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拥有15个专业镇。全市2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有19个

设在专业镇，2011年专业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元，专业镇经济占据中山经济“半壁江

山”。中山主要专业镇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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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山市主要专业镇情况表 

专业镇名称 相关企业数量 产值（亿元） 市场份额 从业人数（人） 

古镇灯饰专业镇 9760 170.8 62% 79000 

南区电梯产业基地 40 110 20% 6000 

港口游戏游艺专业镇 274 101 65% 6700 

小榄五金制品专业镇 7630 203.1 40% 38500 

大涌红木家具专业镇 600 80 60% 31000 

沙溪休闲服装专业镇 732 178.2 30% 73000 

东凤小家电专业镇 432 98 20% 43000 

中山在专业镇建设发展中探索出了一条“一镇一品”做强做精专业镇的特色发展之路，

专业镇经济和集群创新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批如古镇灯饰、小榄五金、港口游艺设备等全国

市场占有率60%以上，产值过百亿的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明星品牌专业镇”，形成了一

批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特色产业和产品。 

1.2  专业镇转型之“惑” 

目前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迅速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化，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

多元化，部分传统的优势专业镇集群化产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山专业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产业层次不高、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也相继出现，长期以来以镇为单位的产

业发展模式已显得捉襟见肘，专业镇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往往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会促使传统产业创新改造升级，

以适应市场发展，同时也会“催生”一批新兴产业，但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还是新兴

产业的崛起，都需要技术和人才的有力支持。高职院校作为本土大学，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中应义不容辞地充当主力军。 

2．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高职教育的神圣使命 

2.1  高职院校在专业镇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及地位 

中山市直接管辖区镇，是只有市镇两级行政设置的地级市，高职教育与专业镇建设的互

动关系涉及了四方主体，即市级政府、区镇政府、企业和高职院校，其关系如图1所示。 

市级政府为专业镇建设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协调各种关系，有效配置资源，同时规范、

优化专业镇发展宏观环境；区镇政府为本地企业发展搭建合作和技术平台，对企业进行评估

监督，促进企业健康、科学发展；市政府为高职院校提供政策指引、资金支持和社会服务引

导，使高职院校更好地为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高职院校直接与专业镇合作，开展合作

办学、专业校企共建、信息交流、技术服务等，为专业镇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高职院校

通过区镇政府为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交流合作、技术改造等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专业镇建设中四方主体共同构成了专业镇建设发展的基石，当四方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

功能，协调发展就会为专业镇长远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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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市级政府、区镇政府、企业和高职院校关系图 

2.2  高职教育服务专业镇转型升级具有先天优势 

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为地方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形式。实

践证明高职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高职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专业人才培

养、发展思路创新、合作技术改造、员工培训服务、现代信息服务、区域文化提升等功能。 

2.2.1 专业优势是高职服务专业镇建设发展之魂 

高职教育不同于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本科教育，专业是高职院校的品牌和灵魂。高职院

校专业设置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学校可以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和支

柱产业对人才需求，设置、调整学校专业，使高职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对接，以促进区

域经济的发展。 

2.2.2 区域优势是高职服务专业镇建设的立足之本 

高职院校在与本地企业合作发展中，区域优势显著。首先，市级政府为高职院校发展提

供了政策和资金保障，经济发达的专业镇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其次，

区域优势在高职院校与镇级政府和企业实训基地共建、双师教师培养及合作交流等方面占据

了先机；第三，高职院校所具有的优越的区域文化优势使得人才培养更具本土化特色，人才

培养适应了专业镇以中小企业为主，集群化经营为特色的专业镇经济。 

2.2.3 需求优势是高职服务专业镇建设的动力之源 

市场需求是高职院校长足发展的不竭动力。专业镇发展之初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专业

镇创业发展，随着专业镇的发展演变，内地经济的崛起，专业镇在人才政策方面的优势逐渐

丧失，专业镇人才要由外地“输血”转向自身“造血”。高职院校人才“造血”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具有本土优势的高职毕业生成为专业镇建设的中坚力量。范唯指出：“唯有高技

能人才很难流动，就是因为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和顾虑”。在新经济条件下，高职院校在专

业镇转型升级中的助推器作用凸显。 

3．“一镇一品一专业”服务专业镇经济 

3.1  紧扣镇区产业发展，谋划专业建设布局 

中山专业镇建设具有“一镇一品”的产业布局特色，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坚持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的办学理念，围绕镇区产业布局设置专业，紧扣镇区产业发展建设专业。学院在深入

调研镇区产业发展规模、层次和人才需求规格、数量的基础上，设置了包括灯具、电梯、服

装、动漫、家具等32个对接镇区产业的招生专业，形成了与区域产业结构对应的“一镇一品

一专业”的专业结构布局。“一镇一品一专业”与专业镇经济高度融合发展的特色办学之路

不仅为专业镇发展提供了智力、人才和信息支持，而且使学院专业建设日趋成熟。 

市政府 

区镇政府 高职院校 

企业 

政策保障 

规范环境 

协调关系 

宏观引导

资金支持  

服务引导 

发展研究

合作办学

专业共建

信息交流 

搭建平台

评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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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

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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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点专业对应专业镇情况表 

区镇名 对应产业 设置专业 

古镇镇 灯饰 灯具设计与制造 

南区 电梯 电梯工程技术 

小榄镇 五金 模具设计与制造 

沙溪镇 服装 服装设计 

大涌镇 红木家具 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 

港口镇 游戏游艺 动漫设计与制作 

火炬区 电子信息 电子信息工程 

火炬区 装备制造 数控技术 

南头镇 家电 电子信息工程 

3.2  创新专业管理机制，激发专业建设活力 

如果说专业布局体现了高职院校的决策力，那么专业建设与发展则是考验高职院校的执

行力。专业主任负责制是在“一镇一品一专业”专业布局下催生的专业管理创新机制。专业

主任负责制采用竞聘上岗的竞争机制，使有企业工作经验、有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年轻教

师脱颖而出担任专业主任。 

在专业主任负责制下，学院与专业主任签订专业建设与发展责任状，专业主任对本专业

的建设与发展负责。专业主任负责日常教学、专业与企业互动合作、团队建设、社会服务、

学生实习就业等各项工作；专业主任负责制给予专业主任在专业团队建设中更大的自主权，

专业主任对本专业师资具有选聘权、支配权和考评权；专业主任与相关企业定期交流互动，

开展校企专业共建。 

专业主任负责制使专业建设责任明晰化，促进了专业与企业的对接。首先，促使专业教

师成为具有企业思维、企业精神和企业行为的教学团队；其次，打破了传统课程体系，建立

由企业、行业技术人员与专业教师合作构建的基于工作过程与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第三，

打破了教材“闭门造车”的编写模式，由企业一线技术人员与专业教师编写基于工作过程的

项目化教材；第四，打破了专业教学“课堂化”格局，用企业项目开展教学。 

3.3  启动科技创新引擎，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为了解决企业科技创新的难题，学院筹建了中山市自动化研究所、中山市现代制造技术

研究所等八个研究所。通过研究所开展企业技术攻关，新技术推广，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及

校企横向科研课题研究等产学研深度合作；学院引进现代服务业协会、物流协会等17家行业

协会进驻学院，加强系部各教研室与对应的行业协会联系，通过专业研室与行业协会互动合

作，促进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学院制定“政校企”合作专干、科技特派员“驻镇”计划，通过

派遣专业教师深入各专业镇，了解企业需求、传递合作意向、联手企业开展科技攻关、技术

创新，改进生产工艺，协助镇区政府开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 

3.4  启动科技创新引擎，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专业对接专业镇的布局与建设不但使专业镇在人才、技术、创新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同时也促使高职服务专业镇的能力和水平大大提升。然而专业镇转型升级所要求的技术创新

不断催生专业融合与重组，高职服务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专业的跨界组合与集群发展。

为满足中山产业发展以灯饰光源、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集群为重点的发展需求，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学院应用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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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梯学院组织结构图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学院完全根据中山专业镇和产业发展创建，以电梯学院为例：电

梯学院办学基地设在中山市南区国家级电梯产业基地，学院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以政府、行业、学校三方为主要发起人，吸收国内骨干企业参加成立电梯学院理事会，制定

理事会工作章程，确定电梯学院管理架构，电梯产业学院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中山市南区政

府负责场地建设和部分教学科研设备的投入；学校将现有电梯专业的人员和实训设备全部并

入电梯学院，并负责电梯学院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产业学院与行业、研发机构合作，构建“产

学研”新型教学实验区，教学模式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教学。 

根据专业、产业发展需要，学院还将沙溪服装产业学院建在中国休闲服装专业镇创意园

区，将灯饰产业学院建在中国灯饰之都古镇镇。产业学院的建设使专业建设逐渐由外延扩展

转向内涵拓展，进一步提高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啮合度，推动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延伸。产

业学院建在专业镇进一步加强了学校与企业合作、交流，实现资源整合共享，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率，促进集群企业的规模发展。 

4．结束语 

高职教育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要找到准确的着

力点，同时要通过政府、企业协同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质量。总之，

高职院校只有充分调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正确定位学校发展方向，创新办学模式，才能使

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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