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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

会议通知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精神，落实《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建设内容，探讨研究“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国际化

课程改革方式方法，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深化校企合作办学，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重要问题，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所、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有限公司、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

公司拟于 2017年 9月 21日至 24日在湖南省长沙市联合举办“CNKI
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拓宽国际化视野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会议议题

（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本主题从全球视角出发分析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国际

职业教育的新趋势、新做法与新经验，总结并借鉴国际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的先进经验与成功模式。

（二）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

本主题研究职业院校国际合作模式，关注职业院校与国际接轨的

课程体系、教育资源与教学方法，总结职业院校开展国际合作的工作



经验，分享职业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实践，探索职业教育“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三）深化校企合作内涵，服务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

本主题研究职业院校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的产学研模

式，关注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现代职业培训体系建设以及科研与

技术服务能力体系建设等问题，总结产教融合办学的实践模式，探讨

人才培养创新、技术交流转化以及文化整合创新等保障机制。

（四）立德树人，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素质

本主题研究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实践路径，分析实现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目标要求，分享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实践经验，探索高职院

校深化教学改革和完善育人体系的有效对策。

三、参会对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人员；职业院校院（校）长及书记；职业

院校负责外事、国际合作、校企合作、科研、教务、就业及有关院系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

四、征集活动

（一）论文征集

详见附件 1。
（二）案例征集

详见附件 2。
五、会议日程

1.报到时间：2017年 9月 21日
2.会议时间：2017年 9月 22日-23日
3.离会时间：2017年 9月 24日
六、会议地点

1.报到地点：长沙芙蓉国大酒店

2.酒店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06号
3.酒店电话：86 731 8868 8888
七、会议组织

（一）主办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二）承办单位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八、会议报名

1.方式一：邮箱报名

请于 2017年 9月 10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3）发送至论坛

邮箱（xzlt_cnki@163.com）。

2.方式二：网站报名

请访问论坛官网（http://xzlt.cnki.net）进行线上报名。

九、联系方式

1.报名联系人：王 敏 010-62780597；13682081799。
2.会务联系人：成亚光 010-62793176；18310502529。
十、其他

1.统一安排食宿，免收会务（议）费。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2.统一安排接送站，请及时完善和更新到会/离会时间和车次/航
班信息。

3.为提高效率，请及时完善和更新“发票信息”，包括：名称、纳

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

附件 1：论文征集通知

附件 2：案例征集通知

附件 3：参会回执

附件 4：上届回顾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 1：

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

论文征集通知

“CNKI 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旨在为全国高职院校长及职

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搭建探讨职业教育热点问题的交

流沟通平台，通过理论探讨、案例展示及互动交流等形式构建政企研

学协同创新机制，从多维度启发解决职业教育关键问题的新思路。论

坛自 2005 年起已成功举办十一届，在全国职业院校具有广泛影响。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组委会现启动论文征集

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征文对象

1.院校管理者：治校、管理经验及总结。

2.研究人员：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3.一线教师：教学实践经验及总结。

二、征文主题

1.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3.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

4.深化校企合作内涵，服务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

5.立德树人，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素质。

三、征文要求

（一）稿件要求

1.应征论文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或实践总结。

2.论文研究问题明确具体，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且有案例材料支

撑，提倡实证性研究。



3.文章结构合理，要素齐全，文笔精炼。论文主题词、参考文献

符合出版规范。引文须注明出处。

4.每篇论文署名作者不超过 3人。论文后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

电话、电子信箱、通讯地址及邮编。

（二）截稿日期

2017年 9月 10日

（三）收稿邮箱

1.邮箱：xzlt_cnki@163.com
2.邮件主题：2017年论文征集

3.文件名：省份-学校-论文题目-第一作者

四、征文评选

1.论文评审专家组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各

占论文总数的 5%、10%、15%、20%）。

2.为加强学风建设，组委会将利用 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对论文进行学术不端检测, 复制比检测结果作为评奖的参考依据。

3.获奖论文将被收录至《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

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编辑出版的国家级连续电子

出版物。国内统一刊号：CN 11－9251/G，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
－6787。

4.获奖论文作者将获得《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证

书。

5.组委会向获奖论文作者颁发证书，并精选优秀论文进行现场交

流。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组委会

2017年 7月 30日



附件 2：

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

案例征集通知

“CNKI 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旨在为全国高职院校长及职

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搭建探讨职业教育热点问题的交

流沟通平台，通过理论探讨、案例展示及互动交流等形式构建政企研

学协同创新机制，从多维度启发解决职业教育关键问题的新思路。论

坛自 2005 年起已成功举办十一届，在全国职业院校具有广泛影响。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组委会现启动案例征集

活动，安排如下：

一、征集范围

全国所有职业院校。

二、案例主题

1.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3.提升国际合作水平，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

4.深化校企合作内涵，服务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

5.立德树人，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素质。

三、案例要求

（一）内容要求

案例应紧扣主题，具有真实性、创新性、典型性和影响力。

（二）需要提交的材料

1.电子稿（必备）：形式为 word或 pdf（A4纸张，正文为宋体、

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20磅），图文并茂，字数在 3000字左右。若包



含图片文件，图片应采用 JPG格式，分辨率不低于 3000DPI。案例后

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电话、电子信箱、通讯地址及邮编，以便后

期联系核实补充相关信息。

2.宣传海报（选择）：海报作品应有视觉冲击力；幅面按照宽

55CM*高 80CM设计；JPG格式。此外，请将源文件一并提供，以便

后期设计制作宣传品。

（三）截稿日期

2017年 9月 10日

（四）收稿邮箱

1.邮箱：xzlt_cnki@163.com
2.邮件主题：2017年案例征集

3.文件名：省份-学校-案例题目-第一作者

四、征文评选

1.案例评审专家组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各

占案例总数的 5%、10%、15%、20%）。

2.《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将获奖案例

汇编后申请电子书号，通过中国知网(CNKI)旗下 CNKI大成编客平台

进行网络出版与传播。

3.获奖案例将被集结成册，作为会议资料发放。

4.获奖案例作者将获得 CNKI大成编客网络出版证书。

5.组委会向获奖案例作者颁发证书，并精选优秀案例进行现场交

流。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组委会

2017年 7月 30日



附件 3：

拓宽国际化视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7)

参会回执

一、报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必填) 邮箱

住宿选择
□单间（大床）房（ 间）

□标双（ 间）

离会时间 □9月 22 日 □9月 23 日 □9月 24日

二、发票信息

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注：

1.由于酒店接待能力有限，每单位限报 2人。

2.请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前发送至论坛邮箱（xzlt_cnki@163.com）。



附件 4：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6)

回 顾

2016年 9月 23日，CNKI第十一届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在天津召开。

论坛以“创新技术技能积累，提升院校核心竞争力”为主题，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职

业技术教育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主办，天津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全国 155所高职院

校的领导、相关单位代表、媒体记者共计 300余人参加会议。

论坛设置了“加强技术技能积累，为中国制造 2025提供制度性保障”“增强

院校办学活力，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促进技术文化传承，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化”

和“对接人才知识需求，提供知识服务保障”四个分主题。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吕景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

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

长赵志群，天津市教委高职高专处处长杨荣敏，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明亮，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曹燕利、院长戴裕崴等专家领导出席

了会议。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清华大学M-Lab创客教育实验室、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研究中心、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

有限公司的专家学者就会议主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经验交流。

《人民日报》（2016年 9月 29日 19 版）以“职业教育的‘共享’之路”为

题对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9/29/nw.D110000renmrb_2016092

9_1-19.htm

关于 CNKI全国高职院校长高峰论坛(2016)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piccache.cnki.net/index/images2009/other/2016/11thgzyxz/hygs.html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9/29/nw.D110000renmrb_20160929_1-19.htm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9/29/nw.D110000renmrb_20160929_1-19.htm
http://piccache.cnki.net/index/images2009/other/2016/11thgzyxz/hygs.html

