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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深度合作中工程造价专业的转型发展研究
叶　蓓　陈　灿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摘　要　当前，部分本科院校正逐步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但由于校企合作刚刚起步，未能有序进入到校企深度合作，

因而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行业升级的需求，造成了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矛盾现象。本文通过对当前校

企合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深度展开校企合作的几种有效措施，可为校企深度合作中工程造价专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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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成果显著，为各行各业输入了大量

的优秀人才，但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仍存在差距，为社

会提供的一线建设人才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和行业

升级的需要，出现了“就业难”和“用工荒”现象 [1]。因此，

地方高校必须进行教育体系的转型与合作模式的改革，为

学生全方位能力和知识储备的培养提供优良的条件，其中

校企深入合作是关键环节。

1 校企深度合作的定义

校企深度合作的基础是高校和企业实现共赢，目标是

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在校企进行深度合作的过程中，可

以达到双方优势互补、过程共管、成果共享和风险共担等

作用。

校企深度合作是一种深层次的合作模式，与中初层次

的合作模式存在区别，主要如下：（１）合作主体的广泛性。

校企深度合作不仅是高校与企业，也需要学生、科研平台、

行业机构、地方政府等多方共同参与；（２）制度约束机制。

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难免会有各种困难，因此必须构建制

度约束机制；（３）利益保障机制。校企深度合作既要规

定各参与方在人才教育方面的责任，也要为合作主体的利

益提供保障 [2]。

2 校企深入合作存在的问题

2.1 参与主体认识的片面性

由于我国的校企合作模式仍处于发展初期，社会各界

对该模式的认可度较低，尤其是各方合作主体。比如，本

科高校转型后，片面地将其为理解成应用技术型学校，会

降低教育资源分配、社会认可度等，或者缺乏对校企合作

的认知，简单理解为从企业那里获取实习实训场所，而不

是深度合作；部分企业对校企深入合作缺乏信心，认为就

业市场就可以满足人才需求；学生及家长对教育改革的不

理解，认为高校转型之后就是专科院校，因此不愿选择转

型后的高校 [3]。

2.2 师资与教学体系滞后

目前，部分高校注重学术，大部分都是学术型教师，

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因而无法为全方位优秀人才

的培养提供实践经验。同时，教学体系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

完善，缺乏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的实践教学和实训教学。

2.3 无法保障合作主体的利益

高校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发展及行业提质升级提供服务，

其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企业是为自身的发

展以及规划出发，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由于校企双方追求

的利益不一致，因而当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矛盾

时，就会影响校企合作。

2.4 校企深度合作的资金不足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工程造价专业包括了技术、经济、

管理、法律等多门学科知识，对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为此，必须投入更多的实训室、实习基地

及科研创新平台等实践教学硬件设施。但硬件设施的成本

较大，仅依靠高校或者政府投资、社会捐献，则很难满足

需求，往往需要企业能为实习基地与师资队伍的建设提供

部分资金支持，这就对企业参与校企深度合作的主动性、

积极性产生了影响 [4]。

3 校企深度合作的模式探索

3.1 工程造价人才的定位

随着全过程造价管理的普及，这就给工程造价人员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具备全过程的工程估算、概算、预

算、结算和决算以及造价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为此，高校

培养的工程造价人才必须具备以下素质：（１）理论知识，

包括土木工程技术，造价管理，法律与经济相关理论知识，

以及工程造价专业知识；（２）基本训练，包括造价工程师、

咨询工程师（投资）所需的知识与技能；（３）其它能力，

包括自主创业能力，强烈的事业心与创新意识，高度责任

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

3.2 相关法律法规、配套政策的落实

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的完善能为校企合作提供良

好的环境，许多国家已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法律法规

以及合作模式 [5-6]（如表 1 所示）。由于我国的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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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起步较晚，虽然部分本科院校正逐步向应用技术方面

转型，但在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方面亟需完善。对此，可

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借鉴国外的优秀理念进行逐步的

完善。

表 1 各国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 时间 法律法规 合作模式

美国
1862 年 《莫雷尔法案》

辛辛那提模式
1965 年 《高等教育法》

英国
1956 年 《技术白皮书》 “三明治”教

育模式1964 年 《产业训练法》

德国
1938 年 《义务教育法》 “双元制”教

育模式1969 年 《职业教育法》

日本 1995 年 《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
“产学官”合

作模式

3.3 强化师资队伍的有序建设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高校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许多应

用技术型大学的师资水平未能完成相应的提升，需要有效

提高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虽然积极引进了符合要求的教

师，但缺乏企业工作经验，不能给学生的实践提供有效帮助。

对此，学校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提质改造：鼓励教师攻读更

高层次的学历；鼓励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进修，提高理论知

识水平；鼓励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提高

实践水平。

高校和企业可以从人才培养的进程出发，进行充分的

联动配合。比如，为了让学生尽早熟悉企业文化，并了解

行业的最新动态，从而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学校

可以聘请行业内的实干专家担任实践教师。为了获得员工

职业素养提升和企业资格的提质，企业可以邀请专业水平

过硬的教师辅导员工，为员工的各项执业资格考试提供教

育基础。学校提供优秀的教师资源，企业提供实践实习机会，

通过校企联动，既能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为人才培养提

供坚实的教学基础，也能给企业带来员工素质的显著提升，

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高校也可以利用科研

平台资源鼓励教师与企业进行横向课题申报，通过横向课

题的研究，促使教师提升科研水平，助力企业克服技术难关，

同时校企双方可以共享科研成果带来的效益。

3.4 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

虽然工程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由于社会环境的

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建筑工程的从业人员是处于社会较低

层次的，而且建筑工程的工作环境较为艰苦，许多学生与

家长在没有进行深入了解的前提下会对此产生误解，从而

不愿意选择转型高校就学。因此，学校应该做好学生与家

长的沟通工作，加强他们对校企深度合作的理解，获得他

们的有效配合。

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关怀，没有政府的支持，

校企深度合作就会有不小的困难。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从思

想观念上明确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从舆论宣传上突出校

企合作教育对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提高人们对

校企合作模式在应用型本科教育、地方经济发展及产业结

构升级中的重要意义。

作为校企合作的推行主体，高校也应该提升自身的形

象，比如开通服务热线，为学生、家长及关心校企合作发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提供答疑解惑。同时，通过主流媒体、

融媒体、自媒体等众多方式对校企深度合作的重要性进行

广泛宣传，强化人们对校企深度合作的认知。

3.5 建立校企合作考评机制

校企合作各参与主体的通力配合是工程造价专业校企

合作培养模式的关键因素，为了能保障人才培养模式健康

有序的发展，必须建立合理的考评机制，以此对整个校企

深度合作过程进行优化与完善。出台相应的考评指标方案，

并对校企合作的参与主体进行考评。如果高校在人才培养

质量、就业情况、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符合要求，则给予表

扬或奖励；反之，则给予处罚，如限制招生规模、减少资

金扶持等；如果企业在人才培养质量、高校满意度、学生

满意度等方面符合要求，则给予奖励，如项目扶持、减少

税收等；反之，则给予处罚，如通报企业的信誉问题等；

如果学生表现优秀，知识储备、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综

合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则给予奖励或表扬，如评选最优学生、

优先提供岗位等；反之，则给予相应的处罚，如限制评优

评先、在毕业档案中如实记录其劣迹等 [7]。

4 结语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行业需求的不断扩大，这些都

在促使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培养全方位优秀人才。虽然部分

高校积极实行转型，开展校企合作，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

在一定的困难，导致校企深度合作尚未完善。校企深度合

作既需要合理的规划，也需要坚实的师资基础，更需要多

方的竭力合作。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深度展开校企合作的几种有效措施，可为校企深度合

作中工程造价专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张应强 .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 可能效应与主要问题
[J]. 大学教育科学 ,2014(06):29-34.
[2]　王凡 . 理念和现实的差距 : 制约新建本科院校校企合作
教育的问题梳理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02):163-167.
[3]　张凤武 .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研究 [J]. 绥化学院学
报 ,2014,34(11):1-5.
[4]　王静 . 地方本科院校卓越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实践教学论
析—以德州学院为例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4(19):148-150.
[5]　蔡志奇 , 黄晓珩 . 发达国家校企合作教育对我国应用
型本科教育的启示 [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 ,2013(03):114-117.
[6]　吕荣杰 , 祁乐乐 , 高记 , 等 . 国内外校企合作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模式研究 [J]. 教育评论 ,2015(02):38-40.
[7]　吴智明 . 转型发展下工程造价专业校企合作耦合模式研
究 [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33(02):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